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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青藏卷》立项于
2018年7月，2019年初完成初稿，经过相关专家
的仔细审阅，又一次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和目
录内容的重新调整，于2020年6月完成，共计62
万字。青藏神话卷分为“诸神起源神话”“宇宙与
万物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
及“其他神话”5个部分。

神话是用叙事语言和象征手法来讲述人类
的超越性故事，通过解释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
及文化起源等终极问题来认识世界，并为人类文
化与社会制度提供神圣性的合法证明。从某种
意义上说，神话表达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
式、宇宙观、世界观和宗教观，同时对一个民族哲
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千百年来，
生活在青藏地区的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撒
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世居民族，在不同历史时
期，带着乐观积极进取的情怀，书写了神圣而壮
丽的神话篇章。

一、诸神起源神话

诸神起源神话主要讲述青藏高原各民族神
的起源、相互之间的征战，尤其讲述诸神的神奇
诞生及种种奇异事迹。这类神话在各民族中都
有流传，如山神、湖神、战神、牧神、家神、火塘神、
房脊神，还有少量圣王神话。但流传的数量不
多。典型的有汉族的《女娲与伏羲》《尧访舜》《聂
赤赞普降人间》，藏族的《山神之祖沃德功杰》《阿
尼玛卿山神的来历》《赤肖杰姆女神》《藏民家神
的来历》《九战神的来历》《马桑的牧神》等。

二、宇宙与万物起源神话

宇宙与万物神话通过解释宇宙起源、江河湖
海等自然形成、动植物来历等，表达了青藏高原
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宇宙观，探讨了宇宙的形
成过程，是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精神遗产。如藏族
的宇宙起源神话，解释世界的来源，为人类提供
生存的宇宙背景，阐述社会秩序合法性。其宇宙
起源母题最能体现出藏族关于大生命的思索与
崇拜。在十余则宇宙起源解释神话中，最有代表
性的是肢体化生说（A610）、大海变陆地说
（A620）、卵生说（A625）、天地混合说（A625.2）、
开天辟地说（A641）等。

《珠穆朗玛五仙女》讲述了藏区的女神崇拜：
喜马拉雅山脉以珠穆朗玛峰为首的5座山峰，是

“长寿五仙女”。最初，喜马拉雅山区，低处是汪
洋大海，岸上是无边森林，林中有奇花异草。不
幸的是，海里出现了一头巨大的五首毒龙，给人
类和动物带来灾难。在危难时刻，天上飘来5朵
彩云。彩云变成5位仙女，降服了毒龙，救助了
飞禽走兽和人类。经地上生物的再三请求，5位
仙女答应永远留下来护卫家园，从此便成了喜马
拉雅山区的地方神。其中，翠颜仙女是珠穆朗玛
峰的主神，掌管人间“先知神通”，吉寿仙女掌管
人间福寿，贞慧仙女执掌人间农田耕作，施仁仙
女执掌人间畜牧生产；冠咏仙女掌管人间财宝。
姐妹五人关心黎民疾苦，万年不辞辛劳，博得人
们的敬爱与景仰。

门巴族《创世说》完整地讲述了天和地、太阳
和月亮、人类的产生：

从前地上没有人，只有天神两兄弟，一个是
拉旺布加钦，一个是拉旺布拉钦。他们去须弥山
根的海里，用法棍左搅三次，出来了太阳，右搅三
次，出来了月亮，太阳和月亮结为夫妻。拉麦神
的儿子叫萨的九头龙来偷太阳装火种的陶罐，两

兄弟战胜了九头龙。天神打开陶罐，火越烧越
旺，火光冲到天上，有了雾和云，慢慢往下滴水
星，水星变成了水滴、水珠，整个天上都降了雨。
从此，地上长出了草、树，水珠掉在石头上，变成
了各种动物。九头龙和太阳斗，他用黑体遮住太
阳时，就是日全食，太阳竭力反抗，被遮住了一角
时，就是日偏食。九头龙和月亮斗，遮住月亮时，
就是月全食，月亮竭力反抗，被遮住一部分，就是
月偏食。月亮和太阳结合后，要长给光明，一年
才能见一次面。夏天太阳从右往左转，天长光
强；月亮从左往右转，从山顶上转，冬季太阳升
高，和月亮相会。藏历五月，是太阳和月亮夫妻
相会的日子。冬天太阳走了，升高了，热气带走
了，所以，冬天寒冷结冰，月亮上全是冰，没有雨，
所以夜长。太阳和月亮的光芒照到地上，天和地
也结婚了，现在人是天地的后代，人的母亲是地，
父亲是天。

门巴族的这则神话解释了天地、日月星辰和
世界万物的来源，说明了日蚀、月蚀的形成，诠释
了冬天短和夏天长的原因，进一步解释了人的来
历。门巴族对大自然、宇宙和自己身边的世界的
观察和思考，乃至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并不是科

学意义上的解释，但如此天真而艺术性地解释宇
宙自然和人类现象，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难能可贵。把地作为人类母亲，天是人类父亲的
思想，与汉族先秦的“天父地母”，天为阳，地为
阴，天地相和，化生万物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体
现了门巴族对宇宙万物的哲学思考。

三、人类起源神话

人类起源神话，典型的有藏族的《赤杰曲巴
创造世界》《神猴与岩魔女》，珞巴族的《人和猴子
为什么不一样》《阿巴达尼和阿巴达洛》等。

卵生起源神话，记载于描述世界起源的苯教
经典《黑头凡人的起源》：

很早以前，赤杰曲巴法师把五种本原物质收
集起来，放入自己体内，然后轻声默念：“哈”，由
此产生了风。当风以光轮形式飞快旋转之时产
生了火。风吹得愈猛，火烧得愈旺，热水和冷气
产生了露珠。在露珠上出现了微粒，微粒被风搅
飞，堆积成山。世界就是这样由赤杰曲巴法师创
造出来。

从五种本原物质中又生出光卵和黑卵。光
卵呈方形，大如牦牛；黑卵呈锥形，大如公牛。法
师用一光轮敲出光卵，轮卵碰撞产生了光，散布
在天空，形成了托塞神；光线下射产生了达塞
神。斯巴桑波奔赤白人从卵心中出现，他长着青
绿色头发，是现实世界之王。

斯巴桑波奔赤，就是苯教经典里的“斯巴坚
谟”，意为“宇宙之父”，曲杰坚谟就是“斯巴坚谟”
意为“宇宙之母”。世界上诸多宗教在形成过程
中，都程度不同地把初民创作的神话吸收于教义
中，来作为宗教体系的原初性、神圣性证明。藏
族苯教吸收了神话内容，并纳入其经典之中。经
过苯教经典的记载，有关斯巴创世神话得到了很
好的传承和保存。

四、文化神话

在神话叙述中，创造之神成为文化和道德的
再造者，是人类的文化英雄。藏区流传的《四季
的来历》：

古人传说，很早很早以前，在大地上并没有
春夏秋冬之分，那时候到处草木茂盛，庄稼年年
丰收，粮食多得简直没处装，各种牲畜也很多。

后来，因为米面很多，人们根本不把米面当一回
事，大家常把面和成面团给小孩子擦屁股，牧民
们常用酥油泥锅台、泥牛羊圈。斯巴老人看到人
们不爱惜粮食，十分痛心。他想了一个办法，把
一年分为四季，让各种庄稼和草木半年生长，半
年休息，这样食物就有限了。

从此以后，人类过着既不富也不穷的日子，
这才知道爱惜米面。从那以后，谁也不敢拿面团
给孩子擦屁股，不敢拿金色的酥油泥锅台和牛羊
圈了，还怕弄不好会饿肚子，大家开始勤俭节约
过日子了。

这类与文化有关的神话，多体现出人类出现
后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象征意义。主要与违反
原罪被创世神斯巴惩罚，重新建立新文化有关：
斯巴老人（即创世者斯巴）创造世界是人“自然
性”的初生，看到人类奢侈浪费的现象，进而对人
类的惩罚，则是赋予人类“文化性”的再生，或者
说是相对于人类罪恶及原罪反思，这正如个体的
自然人必须再经历一次文化的再生，进而变自然
界的人为文化的人一样，故而说“自然与文化是
神话所处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人类存在的基本
状态，无论对于文明人还是原始人来说，文化的
存在都比自然性的存在更为重要”。斯巴既是世
界的开创者，又是人类文化的缔造者。在《谁教
人学会了种田？》中，他还教给人类种庄稼。

五、其他神话

这类神话非常有趣，但比较复杂，涉及民间
崇拜与信仰、宗教高僧的种种神奇、藏区格萨尔
王英雄事迹等。还有一些是珞巴族、门巴族的
系列神话，如《阿宾金纳》《阿宾肯日》《宾鸟追
马》《冬尼海依的两个孩子上天》《若列打虎》
等。这些神话都是原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综合
性意识形态，通过人类童年自发、幼稚的幻想曲
折地反映客观世界，传递着青藏高原各族民众
对史前社会的模糊记忆和来自人类童年时期的
可贵信息。在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中，
彼此汲取有益文化因子，融入自己民族的神话
体系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性。同时记录了
高原多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宇宙、自然界的
认识和解释，是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和民族
精神的宝贵财富。

文 艺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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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录民间文学的口头文本及其语境信息，最大程度展
现民间文学的原貌，是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主要
学术追求和工作创新之一。

民间文学是民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口头讲唱、身体展
演的文学样式，以讲唱文字体现的文本只是民间文学原貌
的一部分。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有很大一部分
存在于其语境之中。因而采录民间文学应关注其展演形态
的完整样貌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民俗生活，并尽量充分地
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手段把讲唱语言连同其语境信息记录
下来并展现为搜集成果。过去以“三套集成”为代表的民间
文学搜集成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采录和展示民间文学
的语境信息方面存在缺憾。

以谚语的搜集整理为例。以前绝大部分谚语集子只是
将谚语文本汇编起来，而不说明其讲述情境、“意在言外”的
地方知识等，也不标注讲述者、讲述时间地点、采录者等相
关信息，这就使得那些鲜活生动、特色浓郁的谚语变成语焉
不详的干巴巴的句子，而且从科学利用价值来说是来源不
明的不可靠资料。

1998年7月我在河北省景县黄庄搜集到一条谚语：
“休前妻，毁稚苗，后悔到老。”如果只将这10个字的谚语文
本收到某个集子里，就显得干巴巴的，不能引起读者的注
意，也不能为读者充分理解。这则谚语在我搜集之前从来
没有在文献中出现过。其中“毁稚苗”的“稚”字的发音在当
地方言中同“知”音。我在与一位时年60岁、担任生产队会
计的男性农民推敲几次之后，根据谚语的实际意思确定为

“稚”字。这则谚语的意思是：老婆还是原配好，离婚不如凑
合着过。这是当地故老相传的谚语，通常用于劝阻别人离
婚，特别是老年人用它来劝诫年轻人不要轻易闹离婚，带有

“老话”固有的权威性，能给后辈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其
表意的效力主要是靠“毁稚苗”这个比喻来实现的。“毁稚
苗”就是将头茬未长齐的庄稼幼苗毁掉，重新播种。农民依
照农时播种豆子、谷子、棉花时，常出现头茬苗出土太少的
情况，特别是种豆子。因为豆芽开始就是双瓣的，破土较困
难，如果刚下过雨，地表结起硬皮，豆芽就难以出土，或者顶
起硬皮，但无力将它完全顶开；用手替它揭开硬皮，又往往
将豆芽也连带拽下来。豆种耩得太深了，豆芽也钻不出
来。这样就造成出苗不够的情况。一般在播种五六天时，
能钻出的豆芽就大部分出土了，到十来天时，见该出土的已
出来了，未出土的已无希望了，只得在未长出豆芽处补种，
再过五六天，如补种的豆子仍然出土的太少，眼见这一茬豆
子总体上出土情况太差，有的农民就把这茬豆子全部毁掉，
重新播种。但由于播种的时机已误了20天左右，或由于与
前次类似的原因，重播后长出的豆苗往往还不如前次的，农
民就十分后悔将头茬庄稼（也就是“稚苗”）毁掉：既浪费了
豆种，又白费了力气。这种深切的后悔之情是每一个农民
都有切身体会的。用这种耕作经验来比喻休掉前妻而后妻
还不如前妻的情况，分外生动、贴切，用这则谚语来劝阻别
人不要闹离婚，特别有说服力。这则谚语还包含着过去当
地男子娶媳妇的一般经验：娶媳妇又叫“成家立业”，关系着
本家族传宗接代，是男性农民一辈子的头等大事，但很不容
易。因为一般农民家庭经济拮据，娶媳妇要盖新房、送彩

礼、买家具，花费巨大；尤其是一家如有几个儿子，为娶媳妇
要花掉多年来省吃俭用的钱，甚至债台高筑。离婚再娶，对
一般农民家庭来说就是败家的事，经济上难以承受，所以离
婚不如将就着过；而如果离婚再娶的后妻还不如前妻好或
者未能再娶，就会终生后悔。以上关于“毁稚苗”的农业生
产知识和农民关于婚姻的认识是这条谚语所包含的民俗生
活信息，都是谚语所隐含的重要背景知识，非本地人一般从
其字面上看不出来，而对本地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故搜集
整理这则谚语需要说明这些语境信息。以上是那位老年村
民对我讲述的内容。另外我还获得了另一位青年男性村民
向我讲述的关于这则谚语使用情境的事例资料：1992年
24岁的他要跟前妻离婚，因为婚后感情不好，而且婆媳不
和，头胎生了女儿后，他的母亲更是屡劝他离婚。这时邻居
中的一位60岁高辈“大奶奶”就劝诫他：“休前妻，毁稚苗，
后悔到老。差不多就算了，又有孩子了，凑合着过吧!”他听
了感受到很大压力，但离婚之志已决，就诚恳地跟她解释：

“大奶奶，不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大奶
奶”见他不听，就带气讽刺他：“你不听，看离了你找谁去，现
在说个媳妇容易吗?到时候你说不上媳妇，就得赶集称上五
斤肉，晚上放被窝里抱着吧!”他听了很受刺激，6年后提起
此事仍然愤愤不平。这个事例也显示出当地两代人婚姻观
念的差异，显示出这则谚语的实际效力的显著变迁：老年人
将它当做应当遵守的信条，而这位年轻人已当它是“老俗
套”了。将上述背景知识和事例资料写入这则谚语的释义，
并注明调查时间地点、讲述人信息、调查者信息，就是对这
则谚语的比较完整的解释了。

有人说：谚语、谜语、俗语这些民间文学形式本身篇幅
很短小，而附加的释义和相关要素说明却占那么大篇幅，不
是很累赘烦琐吗？有那个必要吗？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他
没有充分认识语境信息的重要性，也没有充分认识这些短
小精干的民间文学作品往往具有丰富的言外之意的特点。
篇幅如此短小的作品体裁能够注明语境信息，那些篇幅较
长的作品体裁就更能做到，也更应该这样做。当然，如果加
上相关的图片、录音、视频资料，则能更多地传达语境内容，
可将这些资料存入数据库备查，或者处理到卷本内与相应
作品文字配套的信息码里，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看到这
些视频或音频信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前沿学术取
向发生了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的转型，民俗志书写、民
间文学搜集整理成果也应该追求和体现这种转型。《大系》
关于采录和展现语境中的民间文学的编纂原则体现了民俗
学研究前沿学术潮流，也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符合民
俗文化根本属性的重大创新。

采录和展现语境中采录和展现语境中
的民间文学的民间文学

□黄 涛

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高频地出现另一些概念：
“有机”、“绿色”的食品，周末“农家乐”的新式合家
欢，网红李子柒的“归园田居”……争议虽众，但无可
争辩的事实是，这些标举“原生态”的概念，正在重新
标识现代人“向往的生活”。

这样的氛围，无疑有助于全社会形成并增强尊
重、保存、传承、发展民间文艺与乡土艺术的共识。但
是作为专业人士，往往又会深感传承与发展间诸多
掣肘，“强大的共识”与“脆弱的现实”并存。其中的一
个基础性难题或许就在于：如何界定民间文艺的“原
生态”？

这个难题由来已久。上溯至中国民俗学的肇始
期，自北大《歌谣》周刊时期倡导对于民间文艺进行

“学术的”、“文艺的”研究开始，在此后展开的诸多具
有现代民俗学、社会学学科背景的采风和田野调查
中，一代代学人都曾触碰过这个难题。例如20世纪
20年代末、30年代初，孙伏园、李景汉等人在河北定
县的秧歌搜集整理工作，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
草创期的扛鼎之作，体现了在当时最先进、科学的方
法指导下，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整理工作所能达
到的高度。然而其成果《定县秧歌选》却难以如整理
者所期望的那样“面向民间”，其出版发行后与定县
秧歌的民间传承走了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当然，
民间文艺自有其“口传心授”的传承路径，但在艺人
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唱/剧本记录被日益倚重的
当代中国，秧歌艺人内部也从不以《定县秧歌选》为
底本依据，个中原因，恐怕正与其未能解决文本记录
的“原生态”难题有关。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定县秧歌选》这个案例中，
最直接最首要的原因，恐怕是作为整理者的知识分
子对于民间文艺有着某种前置式、预设性的视角和
立场，难免会以此为框架和标准，为对象截长补短，
其中既有无意的“误读”，也有刻意的加工。当年孙伏
园等人的秧歌搜集整理工作，隶属于中华平民教育
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工作，内中暗含着对农民进行文
艺教育、语文教育的考量。虽然力求记录整理的“真
实”，但是面对怎样的农民文学才是可供进行语文教
育的样板这一问题，他们很自然地现出了启蒙者的
姿态。这突出表现在用相对合辙押韵的规整文字对
定县秧歌进行“加工”，从而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作
为家长里短小戏，叙事冗杂的“九番”特征。对比
1940年代民俗学者赵卫邦记录的定县秧歌《小姑
贤》唱词和《定县秧歌选》中相同片段，我们不难发现
这点。前者是“李瑞莲我正在（口衣）厨房里呀给老娘
做饭呐，忽听的呀我的老娘他叫我一声哽。我摆下钢
刀喴我不搓菜（口衣），去到这庭前看一个明白嗳（口
衣）”，后者则成了“李氏正在厨房把饭做，只听得老娘唤一声。
撂下钢刀不切菜，先到老娘草堂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
见《秧歌选》的编选者多少违反了其声称的“完全”“真实”原则，
作了增强可读性的文句加工处理。实际上，任何一位整理者（哪
怕是民间艺人自己）在对民间小戏进行选择、编辑、阐释的过程
中，都难以抹去“主位”的视角，主要的差别一是在程度上，二是

在其对于这种位差是否具有自觉。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剧种对象本身的流动性、

复调性。民间小戏在长期发展流变中，与本地及周边民
俗、宗教、其他剧种和姊妹艺术都有着诸多复杂互动，
其中影响也未必只有“口传”这一条路径，宝卷、弹词乃
至传奇乱弹各种同题材文字的“换文”、挪用，是寻常之
事。纸面文献的版本官司尚且聚讼纷纭，何况来源情况
更为驳杂的小戏。另外，艺人、班社从自身条件出发，在
时代、社会的整体性环境中，进行种种创造、顺应、调整
的主观能动实践，亦贯穿于小戏发展历史长河始终。值
得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诸多地方小戏也经历了

“戏改”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整饬，有像大剧种学习、
大量移植其剧目，或接受大剧种对口帮扶改良的经历，

“戏改”所秉持的“大戏”审美观，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
渗透，已经被不少地方小戏的民间艺人接受和消化。

“原生态”难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进行口述采访的
现场环境。哪怕是同一个剧目、同一批演员，其每一次
的搬演，也会因主创者的状态差异和观众、环境等外在
因素的变化，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现场“文本”。然而民
间小戏的文本记录整理，正是一个将气象万千的场上
表演“案头化”、“固定化”的过程，这必然导致大量与瞬
时性表演及其环境相关信息的丧失。更为要命的是，近
代以来不少民间小戏的整理工作，是以纯文字记录艺
人“坐唱”、“背唱”的形式而进行的，其间“活态”信息的
耗损更剧。

由此可见，对民间小戏进行“原生态”地整理记录，
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求真的追求却不能因这种“不可
能”而止步。民间小戏多与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关系密
切，富含着中国戏曲文化、民间文化的遗传密码，其中
诸多观念、形式，在今天一些精致成熟的大剧种中都有
遗存，例如昆曲中的“魂旦”表现与目连的关联，莆仙戏
中的“傀儡介”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然，历朝
历代的诸多记录也并不完整、完善，但仍为我们留下了
极为宝贵的信息。若古今连接，将各个历史断面的记录
统合纳入到一个长时段中去，便可汇聚成庞大的中国
戏曲“基因库”。在民俗土壤日益流失的今天，这种基于
当下的记录所保有的认知价值就更显珍贵。

不将“原生态”本质化，既充分意识到民间小戏的
流动性与复调性，也坦然面对作为研究者在整理过程
中的情感投入并对其抱有自觉，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与
明智。面对“原生态”难题，在态度上应当“趋而不迂”，
而在具体操作中如何落实，这正是此次《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所努力探索的。与《定县秧歌选》等前人“样板”不
同，《大系》并非作品集，而是含有很多解读和背景材
料，包括方言语料、附记说明、图片、视频等，由此突破
以往的文本作品的局限，从以“文本为主”转变为“文本

与人本”并重，从以“静态文字图片记录为主”转变为“综合多元
立体展现”，力求呈现出民间小戏所具有的历史纵深感、流动
感，对其发展历程的当代横断面进行多方位、“实景性”的记录。
以《大系》为代表的新方法尝试，无疑更有利于将“共识”落实于
可操作的“现实”；而打破“原生态”的执著，突出民间文艺与历
史、当下的互动链接，亦正是指向与未来对话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