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责任编辑：许莹 王锦强 艺 谭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

蒙古族民间文艺珍稀遗产蒙古族民间文艺珍稀遗产———蟒古思故事—蟒古思故事
□□宝音陶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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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从来都是特定民族想象世界、追溯历
史、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因其古老独特而
备受珍视。有人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理
性的昌明，神话已经成了纯粹的化石，但真正深
入民间生活就会发现，神话一直与人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至今仍保有鲜活的生命。民间文学
领域中的神话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类是历
代典籍中记载的书面化的神话，二是至今仍然
流传于民间生活之中的口头传播的神话。在围
绕《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卷》的调研和稿件
审定过程中，我也更加体会到民间活态神话的
瑰丽神奇和深远影响。

2018年9月，神话卷中的云南示范卷率先
完成初稿。中国民协叶舒宪副主席和王锦强主
任率神话组专家前往昆明与云南神话卷编纂委
员会讨论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上下两卷
上百万字的初稿。云南省境内有26个民族，号
称“神话王国”，神话资源的丰富程度人所共知，
但此时距离布置开展这项工作只有数月时间，
这上百万字的成熟书稿究竟是如何高效完成的
呢？经过云南省民协负责《大系》编纂工作的杨
海涛同志介绍，对神话的搜集和整理一直就是
云南民协的工作重点，多年以来，通过走访、调
研和采集，已经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些宝
贵的资料，经由这次大系出版工程的机缘而大
放异彩。本次收录的阿昌族、白族、布朗族、布
依族、傣族等23个民族293篇神话作品，按照
创世神话、诸神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
神话等分类，纵横比对之中，共同呈现出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神话之根。

民间神话的扎实成果为学术研究夯实了基
础。限于资料和条件，以往神话学的研究主要
还是集中在汉语典籍中的神话，对于民族地区
的活态神话关注不足。国外神话学家历来有一
种偏见，认为中国缺少创世神话，而立足于解释
世界、人类和文明起源的创世神话是神话的重
要组成部分。所谓创世神话，是指用神话故事
的形式对世界、人类和文明的起源做出解释的
一大类，由于神话原本的功能主要是对现有的
世界秩序提供解释和证明，因此创世神话通常
被视为整个神话体系的基石。在书面神话传统
中，由于后世对神话不断进行体系化、历史化、
哲学化的删减和提纯，以至于神话失去了原本
的叙事特征，由此也引发了中国缺少创世神话
的误解。事实上，在云南这片多民族聚居的神
奇土地上，各个民族一直以神话表达着他们对
世界、对他者、对自我的想象和情感认同。佤

族、阿昌族、白族、傣族、德昂族、独龙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都有非
常丰富的创世神话，并且为人所熟知。除此之外，拉祜族的《厄雅
莎雅造天地》、傈僳族的《木布帕造天地人》等都是具有生动的形象
和情节的创世神话，很多是以往文献记载中没有看到过的。本次
《大系·神话·云南卷》入卷的神话故事中，属于创世神话的作品有
100则，豁然揭开了中国创世神话丰富宝藏的一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就展开了“民间
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出版了各类省、市、县本《中国
民间故事集成》，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神话资料，是研究我国神
话的重要基础。但限于条件，当时的工作主要还是以记录文本的
思路为主，划分也比较模糊。

对于神话这种特殊文体来说，除了讲述的内容，还需要关注的
要素包括：谁在讲述，在什么场合讲述，以及向谁讲述。这些都可
以概括为神话的外部要素，它们是活态神话在传承的过程中与当
下语境产生紧密联系和互动的关键。在《大系·神话·河南卷》中，
收集了伏羲女娲神话在河南各地流传的不同版本300多则，其中
淮阳70则、西华49则、新密25则、济源20则等。伏羲女娲神话是
中国创世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表现形式多样。在书面
文献传统中，伏羲女娲神话更多地与阴阳创世的思想结合，从而走
向了哲学化的道路，在很多图像载体中都可以看到伏羲女娲人首
蛇身，交缠在一起的创世图案。但这显然并不是伏羲女娲神话的
惟一存在形式，在中原和西南民间还广泛存在着对于伏羲女娲的
传说和信仰，这些传说因地制宜，与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等内容交
织在一起，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80年代，以张
振犁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就在开展广泛田野调研的基础上，倡
导对古典神话在中原民间的流变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带
领下，涌现了一批扎根实践的民间活态神话研究成果，其中代表性
的成果如杨利慧教授对女娲神话的研究。面对中原地区丰富的活
态神话，很多地方学者也扎根乡土，作出了颇有特色的研究，比如
马卉欣对桐柏盘古神话的研究，就与当地的名胜风物、民风民俗紧
密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活态民间神话的系统搜集整理不仅是
神话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的一面镜子。

为了尽可能还原神话的流传状态，本次编纂的神话卷中，特别
增加了对代表性讲述人的生平记录。《大系·神话·云南卷》的问世，
堪称描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精神谱系的里程碑。随着大系成果的
后续推出，必将对学术、文化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蟒古思故事是流传于内蒙古东部地区及辽宁朝阳、
辽宁阜新、吉林松原、黑龙江大庆等地区的一种曲艺形
式，同时，也是蒙古英雄史诗地域性变异形式之一，亦被
称作科尔沁史诗、科尔沁潮尔史诗等，到目前为止，内蒙
古东部科尔沁部分地区仍有活态传承。究其起源，认为
和佛教传播紧密相连。大体上，以北京—承德—喀喇
沁—土默特—科尔沁为路线演变成型。起始时间则是元
世祖忽必烈邀请西藏八思巴尊为国师、在京大建佛教寺
庙之时。极有可能的是，当时的佛教僧侣们基于蒙古族
史诗传统，创作出了佛教色彩浓厚的新史诗——蟒古思
故事。元朝北京寺庙大量印刷的蒙古文经书、清朝隆福
寺所印北京版《格斯尔》等，均可印证这一观点。当然，这
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据蟒古思故事流传特点，可推断蟒古思故事最初在北
京、承德等受佛教文化较深的南部地区得以雏形，后沿着由
南至北的路线传入蒙古地区。元朝建立后，蒙古族开始在
上都或大都定居，特别是到了清代，南部和东部蒙古族逐渐
弃牧从农。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成为蒙古族文化艺术变
迁和发展的催化剂。清朝建立政权以后，清廷在蒙古地区
施行了盟旗制度，“各部落之间的封建战争已经结束，接受
了清朝的国家统治。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作为部落史诗的蒙
古英雄史诗产生和生存的蒙古部落政治生活的根基不复存
在。也就是说，蒙古部落被清朝的盟旗制度划定界限，被固
定在一定的领域以后，实际上以部落之间或者部落联盟之
间的战争为特色的蒙古封建内战时代已经结束，同时也宣
告了‘蒙古史诗时代’的结束。从此，蒙古英雄史诗在东蒙
古地区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政治生活功能”，“不仅如此，在
清代，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蒙地开垦，其经济生活方式由原
来的游牧经济转向半牧半农经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
大变革，蒙古地区逐渐出现了定居的蒙古族农民，蒙古文化
艺术也随之发生演变，在东蒙古地区出现了“变异史
诗”——蟒古思故事。

蟒古思故事的一大魅力在于它所表现的思想内容。
蟒古思故事主要描述圣佛、天神合力讨伐蟒古思，进而制
敌伏魔、扬名立万的情节，反映了人类追求美好、宣扬正
义、保卫和平、和谐共生的生活理想。内容上涵盖宇宙初
开、天地形成、万物生长、人世成型、神佛诞生、抢亲、结
拜、战争、和平等广泛题材。如蟒古思故事的核心——
《十八部嘎拉巴故事》（嘎拉巴，源于梵文术语“kalpa”，佛
经汉译为“劫”，与“纪元”相近）的头两部故事《宝迪嘎拉
巴汗》和《阿拉坦嘎拉巴汗》中，讲述了宇宙形成初期第一
纪元和第二纪元的情形和天神与蟒古思之间的战争。“为
镇压蟒古思，一位天子降临人世是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一
个母题。”天神与蟒古思征战的故事母题，经常出现在印
度古代佛教作品中。后经西藏、中原地区，逐渐传入蒙古
地区，与蒙古英雄史诗中英雄与蟒古思征战的故事结合，
形成了新的独具特色的内容。

蟒古思故事绚丽多彩。首先，蟒古思故事篇幅都很长，
通常以《十八部嘎拉巴故事》或《二十四部嘎拉巴故事》的
形式出现，可与《格斯尔》《江格尔》媲美，被誉为蒙古族第
三大史诗。18部嘎拉巴故事或24部嘎拉巴的故事既相
对独立又相互联系，通过具有传承关系的人物将独立情
节串联，讲述完整故事通常需要千余小时。其次，蟒古思
故事塑造了众多极富个性的艺术形象。正面形象有宝迪

嘎拉巴汗、阿拉坦嘎拉巴汗、特木尔赛恩德勒巴特尔、特
古斯朝克图汗、道喜巴拉图巴特尔等。可汗通常以封建
帝王角色出现，不直接参与征战，英雄则以保卫家乡、保
护亲人，英勇讨伐蟒古思的形象出现。蟒古思是其故事
中的主要反面形象，通常以阿日扎克黑色蟒古思、铁头蟒
古思、犄角蟒古思、阿扎日蟒古思等凶恶形象出现，在抢
亲情节中还会出现雌性蟒古思形象，如吉拉邦沙日蟒古
思、硐胡拉沙日蟒古思、萨里黑沙日蟒古思等，均为多部
故事中反复出现的雌性蟒古思形象。除此之外，还有英
雄夫人、坐骑以及归顺的蟒古思、蟒古思师父等其他类型
的形象。其中，归顺的蟒古思是较有特色的一种人物形
象，此类蟒古思最初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战败后则臣服
于正面人物，在之后的战斗中助力正面人物征服其他蟒古
思。此类归顺者蟒古思形象在其他蒙古史诗中并不常见，
是蟒古思故事中独有的一种人物形象，它从侧面展现了蟒
古思故事的变异性，属于蒙古史诗后期发展的一种形态。
再次，蟒古思故事的演述广泛采用民间文学口头程式。个
别蟒古思故事以吟唱和叙事结合的形式演述，大部分则以
单吟唱的诗歌形式演述。演述艺人在表演过程中只需记住
故事梗概，其余部分则通常采用重复的口头程式来完成。
蟒古思故事的步格、韵律结构、程式的形式构造、运用情况
等都有其自身特质与规律，在口头程式方面它不但与国
外史诗不相同，而且与蒙古族其他地区的史诗相比也有所
不同。第四，蟒古思故事具有变异性特征。学界把蒙古史
诗的发展分为原始史诗、发展史诗、变异或衰落史诗三个阶
段。东蒙古地区的部落政治时代和游牧经济生活的终
结，导致了其部落史诗时代的终止，使其丧失了政治与社
会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在此条件下，产生了蒙古史诗新
的变体——蟒古思故事。其变异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母
题、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武器工具、生活场景以及其现实
性等方面。与其他蒙古族部落和地区的史诗相比，蟒古思
故事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其变异或衰落的特征
明显，被学界认定为“蒙古史诗的尾声”。第五，蟒古思故事
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其语言方面。蟒古思故事广泛运用
蒙古族诗歌传统的口头程式与蒙古口头传统，以及对比、夸
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并大量使用了民间谚语、格言、成语
等；另外，还经常运用喀喇沁、土默特、科尔沁等多种蒙古语
方言，甚至偶尔用藏语来表达某种特殊含义的现象。第六，

蟒古思故事的表现手法
具有韵文体和散文体结
合、说唱结合的特征。
蒙古族传统史诗是以诗
歌形式为主，而蟒古思
故事在传承过程中受到
胡仁乌力格尔等说唱艺
术的影响，形成了上述
特征。演述时艺人用潮
尔（马头琴等乐器）进行
伴奏，后期也有用四胡
伴奏的。因此可推定，
蟒古思故事不仅成功传
承了蒙古族固有的口头
传统的抒情和叙述手
法，还在曲调、乐器方面

另辟蹊径，继承发扬了蒙古族说唱艺术传统。
国内外学者对蟒古思故事的关注或研究工作是20世

纪50年代末开始的。德国的瓦·海西希，俄国的谢·尤·涅
克留多夫、B.李福清，蒙古国的S.杜拉姆、日本的田中华子
等学者对蟒古思故事都有所关注和研究。1957年开始，国
内学者道荣尕、波·特古斯、巴德玛、叁布拉诺日布、尼玛、乌
云格日勒等人对蟒古思故事进行了整理。波·特古斯于
1978年发表论文《试论蟒古思故事》，可谓是蟒古思故事专
题研究的开篇之作。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论》是该研究领
域迄今为止惟一一部系统性的学术专著。他在丰富的田野
资料基础上，探讨了蟒古思故事与传统蒙古英雄史诗、中原
文学、《格斯尔》《罗摩衍那》以及佛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从而
科学揭示了蟒古思故事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高校、研究机
构等相关单位采取积极有效的各种措施，强化了抢救传统
文化、民间艺术遗产的工作，从客观上为蟒古思故事的传
承、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对现有文本进行整理、
出版、研究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同时，陆续开展了发
现蟒古思故事的新传承人、对蟒古思故事的口头文本进行
录音录像、对其进行数字化管理、保护等具有深远意义的工
作。其中，值得特别提起的有两项工作：一是内蒙古艺术学
院杨玉成教授牵头开展的民族音乐传承驿站工作；二是内
蒙古民协启动的“内蒙古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杨玉成
团队在2011年挂牌成立了民族音乐传承驿站，以聘任制等
形式邀请民间艺人和传承人进站，在蟒古思故事逆向重建
方面取得了值得赞赏的好成绩。“内蒙古民间文化遗产抢救
工程”系列成果中，有由伊和白乙拉主编的《铁木尔森德尔
巴特尔》《锡林嘎拉珠巴特尔》《宝鲁楚伦特纳格的故事》《阿
萨尔查干海青》等《蟒古思故事丛书》四部文本，除《阿萨尔
查干海青》外，其余三部是首度与读者见面。随着社会文化
的变迁，蟒古思故事一度被学界认为已失去活态传承，处于
众多文本濒临失传、人亡歌息的危急关头。所以，将蟒古思
故事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纳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内蒙
古分卷，是保护和抢救濒危文化遗产的重大举措，意义非
凡。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将来会为广大读者源源不断提
供更多更好的珍稀文本。这些可敬的学者和机构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工作，为蒙古族民间文艺珍稀遗产蟒古思故事的
传承、保护、发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玛纳斯》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
别林斯基指出：“史诗是在民族意识刚刚觉醒时，诗领域的
第一颗成熟的果实。”《玛纳斯》史诗以口头艺术超文本的形
态吸纳了柯尔克孜族先民的历史、语言、文化、民俗等方方
面面的内容，以口头演述的形式传承和记录了柯尔克孜族
千百年来的历史集体记忆，展示了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发展
脉络、文化传统、生活经验、审美情趣和伦理道德。2014年
我国《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在96岁高龄时驾鹤
仙逝，他被国际史诗学界誉为“21世纪的荷马”，其演唱的
文本在内容的系统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艺术性等方
面堪称是目前我国所搜集到的近百位“玛纳斯奇”的演述文
本中的经典。史诗以英雄玛纳斯家族八代的生活情境和英
雄业绩为线索，以娓娓动听的故事，节奏紧凑的诗歌语言，
描述了古代柯尔克孜族先民生动的生活画卷和惊心动魄的
战争场面。

一

从叙事结构上讲，《玛纳斯》史诗是典型的以英雄人物
身世为核心叙事结构的口头史诗。居素普·玛玛依所演唱
的文本共计23万多行，包含了《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
克》《凯耐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别克巴恰》《索木碧
莱克》《奇格台》等英雄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9个人物的故
事。玛纳斯既是第一部英雄主人公的名字，同时也是第一
部史诗的名称。从广义上讲，也是8部史诗的总称。以史
诗主人公命名是柯尔克孜族突出的口头文学传统。

《玛纳斯》史诗的所有情节都围绕着英雄主人公的人生
轨迹逐步展开，并按照主人公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从出生
到死亡的人生时序展开并延伸。每一部主人公分别通过自
己的人生轨迹、英雄业绩、人物关系、情感纠葛和敌我矛盾
将该部史诗的故事情节贯穿起来。8部史诗之间既相互独
立，又彼此呼应。其内在关联，一方面通过人物之间的亲
属、友情、亲情关系及敌对矛盾关系产生，另一方面通过叙
事事件之间的逻辑得以维系。所有这些内容都通过史诗歌
手玛纳斯奇的如簧之舌，在延续数天、甚至数月的演唱中得
到演绎。虽然，史诗歌手的口头演述中，每一部史诗的内容
和结构在语言上具有程式化特征，但每一部史诗的英雄人
物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史诗的每一部
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故事内容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史诗塑
造和歌颂的人物都是为了人民利益、家乡安宁，不畏艰险、
出生入死，团结本部及周边不同部落的人民，共同抗争外来
入侵之敌，受到人民爱戴和敬仰的理想英雄形象，与此同时
也深刻细致地反映了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思想

情感和道德准则，具有感化听众，教育后人的艺术功能。因
此，《玛纳斯》史诗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二

史诗歌手不仅是史诗的口头演述者，也是史诗的创
作者和传播者。史诗歌手的演述是一种面对现场听众在
传统即兴创作的高度压力下的“即兴口头创作活动”。史
诗的演唱活动具有浓厚的表演色彩。歌手和听众共享一
个舞台，歌手演唱伴随着听众痴迷的观赏以及不时地发
出的呐喊、鼓励、鼓掌，歌手的演唱情绪被激发，现场氛围
热烈。一个完美的现实语境可以为创造出经典的史诗唱
本创造条件。歌手的每一个唱词诗句的变化、每一个唱
调的调整，每一个情绪的波动，每一个眼神动作的变化都
与史诗故事情节的发展相关联，不断将史诗故事推向高
潮。一位正在演唱史诗的歌手一旦沉浸入演唱氛围，便
不仅是以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出现，而且会以史诗中的不
同人物身份、甚至动物的身份出现，在演唱中模拟不同人
物甚至动物的口吻、动作、表情、音容笑貌、情绪、行为，有
声有色地将史诗演唱到极致。

歌手可以根据不同的演述语境，在遵循和保持传统的
基础上，在传统的限定之内对自己正在演述的内容加以适
度调整，或删繁就简，或添枝加叶。歌手的创新不是对于传
统的颠覆和更新，而是根据长期积累的程式化语词、主题和
结构并融入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来对史诗内容进行重新
演绎和创编。根据初步统计，在居素普·玛玛依所演唱的8
部史诗中总计有173个完整的传统故事情节，有性格鲜明
的大小人物100多个，还有众多具有独特性格特征的骏马、
雄鹰、猎犬等动物形象。

三

进入21世纪，我们对于英雄史诗的认识已经有了前所
未有的进步。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史诗在当代社会文化生
活中的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在当下，史诗的传承应该是多元化立体式的开发和展
演形式上的创新，而并非只是文本的记录、翻译与出版保
存，也不仅仅是年轻史诗歌手作秀式的短暂演唱和表演。
只有让其融入当下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潮流之中，并在
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是对史诗最好的传承与保护。
因此，史诗的文化内涵如何被激活，其中的文化原型如何再
开发利用，如何让其古老内涵获得新生机才是我们当下的
使命和任务。《玛纳斯》史诗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
有口头形态的演唱，民间语境的文化空间，也有实物形式的

手抄本、印刷本等，还有与其相关联的古墓、遗迹以及新建
的纪念馆、博物馆、雕塑等实物性文化空间辅助传承。最重
要的是，《玛纳斯》史诗也具备能够衍生出多种文本叙事形
态的元叙事。中央歌剧院等多家文艺团体近年来所创作的
各种歌剧、舞剧作品，美术、雕塑、小说、诗歌等便证明了其
作为丰富内涵的元叙事的特征。《玛纳斯》史诗还可以为开
发动漫、游戏等适合现代数字科学技术的新的艺术形式提
供足够丰富的元叙事文化资源。只有以开放多元的形式重
新对史诗加以阐释，深入挖掘其中的古老文化因素，在现代
语境中为其寻找更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体现，并对其加以
利用和开发，才能更好保护、传承，才能让其回归现实生活，
更好为现实服务。

英雄史诗的本质特征及其使命英雄史诗的本质特征及其使命
————以以《《玛纳斯玛纳斯》》史诗为例史诗为例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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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歌剧院大型原创民族歌剧《玛纳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