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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故事··河南河南（（平顶山平顶山））卷卷》》编纂工作体会编纂工作体会
□郭伟宁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平顶山）

卷》（以下简称《平顶山故事卷》）的具体编纂工作

确定“以省民协制订的编纂方案为指导，以原有

河南省故事卷为标杆，以各县卷本故事卷为基

础，以征集、整理的现有民间故事为内容”的编纂

工作指导原则，并提出成书规模力争达到100万

字，有一定数量的插图，汇稿同时要求把握好故

事类型入卷定位，要素齐全。

合理利用采录成果，开启“互联网+故事卷”

编纂模式。鲁山县文联组织得力，加班加点、夜以

继日开展工作。在负责本地民间故事初选的同

时，更承担了整个故事卷的总纂，确保了编纂工

作顺利推进。平顶山市民协主席团成员分包各个

县市区，各县市区民协负责本地故事初选。专家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上接省民协，下联各县区，

承上启下，互联互通，形成合力。

编委会注重收集已出版（编纂）的民间故事，

从中遴选优秀故事。这是做好《平顶山故事卷》的

基础，也是便利条件。郏县在材料整理中搜集到一

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40多万字的“三套集成”

打印稿，任学先生提供了自己保存的手印本谜语

卷及记述一个村落单元的民间故事集。编纂人员

走访各个乡镇村社的故事篓子，从中采访记录整

理民间故事。这些第一手的故事素材，体现出了河

南民间文学的地方特色，丰富了本卷内容。

《平顶山故事卷》领导小组在会议结束的第

一时间，便建立起市卷编纂工作微信群，吸纳省

民协领导、专家组成员参加，并开辟了专用邮箱，

切实提高编纂水平和工作效率。编纂组成员将编

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建议、想法，通过微信群在

线咨询，由专人负责收集意见建议。专家组成员

在线答疑释惑，对发现的问题在微信平台上逐一

点评，讨论、优化编纂方案，为编纂工作顺利开展

提供便捷化指导服务。

以微信平台为抓手，建立工作通气、通报制。

日有进度汇报，周有碰头商议。规定每天下午5

时前，各县（市）区将征集情况发至微信群，市卷

组根据征稿进度和工作排序，5时整通报。各县

区参与编纂人员的工作状况公开化、透明化，使

责任落实、任务完成情况、下步工作一目了然，

《平顶山故事卷》编纂工作紧张有序展开。

凸显专家指导作用，为故事卷编纂提供智力

支撑。专家团从一开始便明确了故事卷编纂的指

导思想，反复强调把民间文学看作另一种历史书

写，去呈现其中蕴含的百姓的生产经验和生活观

念，只有这样，大系出版工程才能超越“文本”的

局限，呈现出多维的价值面向。为故事卷编纂定

下的这个调子，贯穿了《平顶山故事卷》编纂始

终。省民协专家具体主持或修订文本，为市卷组

提供诸如1985年版的宋三才子的故事、平顶山

市方言视频等丰富的材料内容。

善于及时发现总结平顶山故事的亮点。编纂

过程中，省民协及时组织专家开展调研活动，不

仅从中发现了平顶山地区这种特殊的民间故事

发祥传承特点，还由此了解到当地有着特殊代表

意义的故事窝、故事村。在平顶山有个4000多人

口的远近闻名的故事村——石桥营村，这儿的村

民有几代人会讲故事的，还有会在村里空墙上画

故事的。该村的“一步两眼井”“五步三孔桥”等观

音故事还引起中央电视台关注，并专门进行了录

播。这些都为《平顶山故事卷》增添了亮色。

突出地域特色，彰显故事卷新时代特色。《平

顶山故事卷》入卷文本既有成型的作品，又有相关

讲述、采录现场的描述；既有同类故事比较，又有

讲述者和整理者介绍，此外还有故事村、传承人、

已经出版文献著述索引、记录手稿等方面的信息，

并将文字、图表、影像等多种视听要素融合起来。

各县市区注重挖掘、收集、记录、整理当地具

有典型性、代表性、广泛性的民间故事类型，如将

机智人物故事中的宋三才子的故事、王小的故

事、马街书会的故事、戏迷故事等作为二级目单

列，置于突出位置。

部分文本在最初的整理中，使用过于书面化

的语言，加工改造的痕迹非常明显。对此，我们尽

可能地作了还原口语化的处理，保留了方言土语

的原汁原味，并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力争呈现

出讲述与采录时的状态与情境。

丰富故事卷内容设置，重视附记的撰写。增

加讲述现场、采录现场、编辑现场以及故事原本

（包括手抄本、影印本）的照片。设置故事采录要

素、注释、故事家档案、索引、未收录故事存目等。

《平顶山故事卷》不是纯粹的民间故事集，而

是故事文本的相对完整的呈现。写好附记是这次

编纂《平顶山故事卷》的特别要求，要求是每篇故

事均有附记，特别是记述故事讲述时的情景。但

从河南故事资源情况看，由于绝大部分故事采录

时间比较久远，当时的讲述者、采录者、整理者有

些已不在人世，有些难于寻觅，有些即使找到了

但对当初的记忆已经模糊。所以，很难做到篇篇

有附记，但通过我们的努力，做到了80%的故事

有附记。为此，我们专门就附记的撰写作出安排。

市区、鲁山、汝州等地编纂人员，将作品讲述场

景，采录、整理情况，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变异情

况、分布情况，作品同当地民俗、信仰、宗教、文

化、社会的关系等情况作为异文撰写的主要内

容。字数上，短的几十字，长的数千字，体现了有

话则长、无话则短的特点。尤其注重故事讲述语

境的还原，将讲述环境、现场互动情况、传承人的

讲述风格等作为附记撰写的重点，使大系故事卷

区别于之前成果，凸显当代价值。

《平顶山故事卷》“书配盘”摄制工作，由市、

县按照入卷故事内容推荐当地善讲故事且小有

名气的代表性传承人，以地道的方言讲述带有浓

郁地域特色的民间故事。平顶山教育电视台摄制

组进行现场釆录，全程配合了市民协故事卷“书

配盘”工作。讲述者在田间地头、大树下、井台亭、

牛棚牛屋等故事现场与众乡亲分享，作为口头遗

产数据库更具有新时代的意义。

充分体现规范性、科学性和学术性。遵从“宜

粗不宜细”“大分散、小集中”“从众从俗”的分类

原则，立足于本地故事资源状况和采录成果。根

据故事文本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不同的呈现方

式、体例和类型，将本地的地域特色故事和强势

故事置于突出位置。按照故事内容划分。第一级

分类及顺序为生活故事、幻想故事两个大类。生

活故事中的二级分类，包括机智人物故事、民间

笑话等。幻想故事中的二级分类，包括宝物故事、

魔法故事、动物故事、植物故事、鬼狐精怪故事、

民间寓言等。

《平顶山故事卷》囊括了在平顶山民间广泛

传播、经久不衰的生活故事、机智人物故事、幻想

故事、动植物故事等500余篇，戏迷故事、歪才子

故事和“王小儿的故事”勾勒出了鹰城故地的乡

风民情，卷本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故事的历史人文

背景和新时代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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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

民间文学是口头语言的艺术。将口头传播

的民间文学作品记录整理、编纂成册，是保护和

传承优秀民间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方式。然而，

在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采录和整理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人将传承人口述的故事肆意进行加工

创作，使原本充满乡土气息的民间故事，摇身一

变成为语言雅致、文采飞扬的书面文本。另一方

面，又有一部分人过度强调忠实记录，以致出现

语言重复啰嗦、逻辑混乱的情况。那么，在《中国

民间文学大系》的编纂过程中该怎样对待和处

理民间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呢？在此，结合《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四川卷》的实际编纂情

况，谈一谈我们在语言甄别、梳理和方言处理等

方面的具体操作。

甄别语言

民间故事是口头讲述的，所以，故事的语言

通常是通俗活泼、随意性强，较多地使用语气

词、方言词、俗语、谚语，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

基于此，我们对明显经过加工、语言过分“文雅”

“古朴”或“拗口”的作品，一概不予收录。2019

年，我们在向全省征集故事时，收到一篇《洞窝

轶事》，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母刘氏，聪慧

贤德；子邝吉，勤劳朴实，天资过人。家道虽贫，

然刘氏辛勤耕织，终供子完私塾而至秀才，乡人

夸赞。然世风不古，而吉耿直不阿，颇憎以财通

路，极恶以媚取宠，是故再无进取……”如此的

“复古”语言，显然远离了传承人口头讲述的语

言原貌，这样的作品坚决不收。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

不同文化程度的讲述者，其语言风格会有很大

不同。以彝族魔法故事《神灯》为例，里面有这么

两段话：“大雁来了几次，树叶落了几次，惹达慢慢长成小

伙子了。坡上的羊儿咩咩叫，是要找配偶了；林中的野鸡绕

圈跑，是要找伴侣了；长大成人的惹达哟，也该成家了。”

“她的歌声落在海子里，鱼儿停止了游动；她的歌声传进森

林里，鸟儿停止了鸣叫；她的歌声飘到天空中，云朵停住了

飘动；她的歌声传进惹达的耳朵，惹达的双脚迈不开了。”

如此优美的语言、漂亮的修辞手法，如果不了解实情的话，

我们会怀疑这样的语言是否经过了整理者加工润色。而实

际上，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吉克吉波（彝族，82岁，识古彝

文），是越西县一位德古（通晓习惯法的民间纠纷调解人），

能说会道，能言善辩，日常生活中，格言、谚语张口即来。这

样精彩的故事作品，我们自然要收录。

梳理语言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纂，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

套传统民间文学的精华读本。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忠实

记录”，另一方面又不能被“忠实记录”所束缚，需要对忠实

记录的原始讲述语言进行一番认真梳理。

对故事语言的梳理，首先要做的是改正错讹或缺漏字

词。由于讲述、翻译记录、排版印刷等原因，我们面对的各

种故事作品，通常都存在不少错讹、缺漏之处，这需要我们

做认真的改正工作。

对故事语言进行梳理的另一项工作，是在不改变讲述

人语言风格的前提下修正芜词冗句。根据《大系出版工程

工作手册》要求，编纂者有对其进行“适当删减”的权利和

责任。我们对待不规范词句的态度是：无需赘言。比如寓言

《蛤蟆想吃天鹅肉》里，有一句“病确实当真终于好了”，意

思重复，去掉了“确实当真”。当然，对“适当删减”的理解，

并非越简单越好，而是要把该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因此，

对故事语言进行梳理，还需要对那些没表达清楚意思的语

句或者不符合逻辑关系的内容进行规范。在故

事《红宝石》里，有一句“请给我妈一点衣裳吧”，

单看这一句话没有问题，但下一句是“母子俩于

是换上了新衣裳”。显然，应该将其修改为“请给

我们一点衣裳吧”更符合逻辑。

保留方言

不同地方的民间故事，是用不同方言表达

的口头语言艺术。用地道的方言记录民间故事，

可以尽可能保持民间故事的原汁原味，最大限

度体现民间文学的口述特点与地方特色，以及

民间文学的自然美。所以，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必

须尽可能地保留好方言词汇和语句，并为方言

词汇和语句做好必要的注释。

四川方言极其丰富复杂，除了我们通常所

说的四川话以外，还有土广东话、老湖广话等。与此同时，

部分藏、彝、羌等少数民族地区，还使用着与四川话口音接

近、带着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方言。采录自各方言

区或方言岛的民间故事，携带着许许多多的方言词汇或语

句，有的已经做了注释，有的做了注释但欠完整或欠准确，

有的还没有做出注释。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做

补充和完善。比如，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些注释：“遇缘”（碰

巧的意思）、“倒还”（倒过来、反过来的意思）、“生起”（发

生、出现的意思）等等。

下面，就四川故事里使用频率特别高、知名度较大的

几个方言字做一下说明。首先是“杷”（本应该是“火”字旁

加一个“巴”字，但各种字库里都找不出这个字，这里暂用

“杷”代替）：读pā，形容词，是“软”“软和”的意思，“硬”的

反义词。常用的组合词汇有“杷红苕”“杷桃子”等等，最著

名的组合是“杷耳朵”，指的是那些凡事都听老婆的话、耳

朵早已被老婆揪软了的男人。

另有一个“倒”字，在四川话和四川故事中，出现的频

率非常高。它一般跟在动词后面，与助词“着”的意思相同，

表示动作的持续。如“跟倒我走哈”（跟着的意思）、“看倒看

倒要过年”（看着看着的意思）。我们编委会也讨论过是否

可以用“到”字取代，注明读三声，但如果那样，不但失去了

四川方言的地方味道，词性和意思都走样了。所以最后一

致同意保留方言“倒”字，添加注释。

除此之外，还有“扌老”“跍”“ ”等方言字词，在故事里

经常出现。这几个字，各种输入法的字库里都找不到，我是

通过在手机上用手写方式输入识别后传到电脑上完成的。

“扌老”：意思就是“扛”，主要指单肩扛，有一篇故事就叫《扌老

起半截就开跑》。“跍”：读gū，动词，蹲的意思。德昌县故

事《傻男人和马鹿》里，有“男人还跍在地上站不起来。”

“ ”：读kàng，动词，“盖”的意思，将锅盖或其他东西盖

下去的动作就叫“ ”。

少数民族故事的译文中，常常出现一些音译的特殊词

汇，这也需要我们做好注释。如彝族故事中，便经常出现

“沙伍”（对丈夫的称呼）“媳嫫”（对妻子的称呼）等词汇，均

需一一做注。

理解了民间文学自然清新、充满泥土芬芳的语言特

点，我们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纂过程中就会自觉

地、更好地甄别语言、梳理语言、保留并注释好方言，更好

体现出民间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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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故事卷”要求完善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基础资料数据库，收

集整理民间故事作品，然而绝不是单纯

的民间故事作品集，而是故事文本的相

对完整的呈现，充分展现了民间故事的

田野调查成果和当代研究水平。进入故

事卷的故事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故事作

品，一是故事讲述的语境。相较于故事

作品，读懂故事文本之外的信息，从而

较为客观、相对完整地展示民间故事流

传原生态，是这次“大系”编纂的意义

所在，也对编纂人员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写好

“附记”。

写什么？

1.讲述情况。讲述情况包括讲述时

的肢体语言和表情，与听众的互动，方言

土语的使用情况，以及讲述环境等。由

于民间故事是口头文学，讲述者常常带

有表演性。附记可以记录故事讲述者的

语速如何、语音技巧等。在不同的讲述

环境下，讲述者的表演性也不同。

民间故事不仅有讲述者，还要有听

众。故事的讲述者从来都不是自说自

话，自我表演，他们随时面对听众的插

话、打岔、插科打诨。讲述者与听众之间

有互动，因而具有交流性。甚至不少故

事的讲述，往往都是因某次偶然的闲谈、

某个偶然发生的事件、自然环境里发生

的某些变化等引起的。不仅这种交流，

甚至整个讲述场景受到场外环境变化的

影响，可能会产生中断、变化、重复、结束

等各种结果。这些是故事讲述环境的重

要内容，应该在附记中重点展示。

《傻女婿》故事文本本身似乎没有更

多需要交代的元素。撰写附记时，我就

深入了解讲述情况，还原故事采录年代

的农村生产生活场景。那个年代，农村

文化生活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听“瞎话

儿”（河南方言，指民间故事）。人们在从

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自娱自乐，客观上

也起到了传播地方历史文化的效果。

2.讲述者、采录者情况。在文末附有

讲述者、采录者信息，但仅仅包含他们的

基本信息，往往难尽其详。一些情况又

不能放在卷末小档案里说，就可以放在

附记里说明白。特别是针对讲述者、采

录者本篇故事的讲述语境，更要放在篇

后附记里说清楚。

由于不少作品采录时间较早，而这

之前又不大注重收集记录完整的讲述

者、采录者要素，因而常常有所缺失。甚

至故事文本信息中只有采录者一个人署

名。此次编纂人员作了大量努力，尽可

能补充采集了讲述者、采录者要素。附

记要说明缺失的情况、原因，还可以说明

编纂人员补充采集要素的情况等。

3.故事的流传情况。包括故事流传

的范围，传播的特殊人群，采录这篇故事

的经过。已经发表和出版过的作品，介

绍作品首先发表的情况，如发表在何种

报刊，收录在何种图书中。报刊要注明

名称、出版年月日，刊期刊号；图书要注

明书名、出版单位和出版时间、版次；格

式同学术论文要求。从资料本中的选入

者,也要注明出处,包括书刊名、版本、期

号、编纂和印制时间等。几经反复，最终

讲述信息比较完整的，附记淡化了流传

情况介绍。

4.故事和当地民俗风情的关系。包

括与民间信仰、社会、人文的关系以及和

庙会、集市、香会、行会等文化空间的关

联性等等。附记中注重与故事有关的民

俗环境介绍，有相关民俗和信仰的说明。

5.故事的来源。首先是介绍讲述者

自己的说法，其次是研究者和编辑人员

的考证和调查。由于客观原因，讲述者

自己的说法难免与事实有偏差，从而需

要编辑人员考证落实。这样的过程，也

可以在附记中体现。

6.本地有关这一类型故事的研究和

著译情况。可以介绍学术研究、作品出

版等。一些民族地区，民间故事可能存

在翻译情况，也应在附记中说明。

7.异文情况。介绍所附异文有关情

况，也可以综合介绍未收作异文而附录

存目的异文情况等等。

8.需让读者知道的其他有关情况等。

谁来写？

根据专家组意见，写附记的是三类

人：一是讲述者，二是采录者，三是编纂

者。平顶山卷时间紧，任务重，加之很多

故事采录时间已有数十年，许多讲述者

和采录者要么已经不在，要么无从查找，

因此《平顶山故事卷》更多采用的是编纂

者撰写的方式。从效果说，讲述者、采录

者撰写附记各有利弊。讲述者、采录者

熟悉故事讲述的语境，但往往需要反复

提示启发。作为附记，是附着于民间故

事作品之外的，自然有其较强的学术特

质。讲述者、采录者多为最基层的民间

文学工作者，这样的要求有些勉为其

难。作为编纂者，虽然熟悉民间故事的

流传情况、故事和当地民俗风情的关系、

本地有关这一类型故事的研究和著译情

况、异文情况等，但也有自己的局限。通

过实践，个人认为，撰写附记的三类人选

各有利弊。一般来说，针对讲述情况，讲

述者、采录者具有先天的优势，而对于其

他几种情况，由于受到专业素养、研究水

平、占有资料、生活阅历的制约，讲述者

和采录者未必能写好附记。当然，最理

想的状态是，如果一些故事讲述者或者

采录者条件允许的话，最好二者结合。

关键还是要从文本要素如采录情况、流

传情况等作综合考量，确定合适的附记

撰写者。

怎么写？

文无定法，附记撰写也没有一个固

定的模式。要多接触了解故事讲述者、

采录者，掌握故事讲述的语境，深入了解

当地的人文知识，熟悉故事作品，从中找

出作品以外需要交代的问题，把最有价

值讲清楚的、特别有必要讲清楚的，通过

附记说出来。

要客观介绍本故事的情况，不加入

撰写者本人的情绪、观点，更不能论述，

包括对故事的任何点评、评价、价值判

断，空发议论和感慨。最重要的还是依

据故事采录现场情况，依据记录作品资

料，尽可能立体呈现故事讲述的意境，把

最需要讲出来、最有价值讲出来的东西

讲出来，要不拘一格，随性但不随意。

写多少？

可长可短，不受作品本身的限制。

我撰写的附记，短的寥寥数语，长的数百

上千字。《芝麻和高粱》故事290字，我写

了616字的附记。写得比较长的一个附

记是关于《宋三才子》异文《认姨》的，故

事也就几百字，而附记写了2072个字，

内容涉及民俗、故事流传情况、版本比

较，异文情况、社会状况、地方历史文化、

民间文学研究成果等多方面内容。

民间故事民间故事
““附加值附加值””的最大化的最大化

□石随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