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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型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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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禁忌母题是中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频发性母题 ,就避讳故事而言 ,禁忌母题即为故事

的中心主题。通过对这类叙事文本的阅读实例 ,暴露潜藏在这些文本下面的文化无意识 ;力求从

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底蕴、形成的根源、发展的脉络以及这一禁忌母题所表现的

禁忌民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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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 I27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0448 (2000) 01 - 0117 - 07

所谓“避讳”,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避开那些不祥的话语及污秽的物件。顾名思义 ,避讳型故

事表述的是一个避讳的过程。此过程又营构出一个鲜明的禁忌母题。它与许多含有禁忌母题

的故事不同 :首先 ,故事中的避讳情节为整个故事的主架 ,故事的主题也即禁忌母题。其次 ,这

些禁忌母题以具体的民俗禁忌事象为契机和出发点 ,整个故事的情节围绕着禁忌事象而展开。

禁忌母题一目了然 ,听或读懂了故事 ,亦即理解了禁忌母题。禁忌母题外显至可供民众欣赏和

接受的层面。再次 ,此类禁忌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免遭病魔死神的侵害 ,而非出于公共的利益 ,

因而禁忌的对象皆为个人身上的“附属物”,如发、须、爪、名字、肖像、衣服等。其他故事中的禁

忌母题大多是隐蔽的 ,排除了每个人成为意义揭示者的可能。不过 ,避讳型故事并非不需要解

释者 ,其并没有失去解释的必要和深层空间 ,因为任何故事的表面下都掩藏着不能表面上的意

义。下面我们来从民俗学的角度 ,检讨三种较为典型的避讳型故事。

一　名讳式

我们先提供一则名为《讳九》①的故事 :

草堰王老九的媳妇很贤慧 ,说话从不带公公名字的“九”和与“九”同音的字。王

老九对此四处宣扬 ,有两个朋友不相信 ,愿跟王老九赌东道。

九月初 ,那两个朋友去王老九家 ,老九不在 ,请他媳妇转告 :“我们是张老九李老

九 ,手里提的是一瓶酒 ,特乘今天九月九 ,相约老九去喝酒。”说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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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回来 ,媳妇就对他说 :“一位名叫张三三 ,一位名叫李四五 ,手拾一瓶交冬数

(江苏一带为酒的代名) ,约定今天重阳节来请公公去赴宴。”两个朋友听了 ,东道输给

了老九。

对尊长不得直称其名或说出与名字同音的字 ,为名讳。丁乃通教授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

型索引》中的 875F“避讳”型故事 , ②收录了 33 条 ,情节皆与《讳九》故事类型。这一记录文本完

全可以一字不改地复原为口头形式 ,足见其表述内容之浅显。故事在颂扬“媳妇”聪颖和孝顺

的同时 ,还对一个避讳习俗实施的景况作了精彩的演示。具体说是为“如何避讳”提供了示范

和榜样。此故事流传的真正意义也正在于此。

故事文本将某一民俗事象的实施具体准确而完全地描述出来 ,这实属罕见。这只能说名

讳风俗含存丰富的置换为故事的内在基因 ,一般的禁忌是对言行的阻截 ,即表现为无言行 ;但

对名讳而言 ,仅此还不够 ,它必须有所表达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称呼。于是为避讳就出现了替

代称呼。而这一切又诉诸口语形式。替代称呼一旦回荡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 ,便自然进入

了口承文学的领域。

现实生活中触犯名讳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事件 ,是因为“不避”的行为出

现后 ,受牵连的人随即会作出一系列的强烈反应。否则“讳”就不成其讳。如是 ,犯讳者与被犯

讳者不期然地对峙起来 ,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又不得不共同完成策划和解决这一突如其来

的矛盾的步骤。事件被反复口头复制便成为故事。东晋有一个叫王忱的人 ,一次去看望初任

洗马的桓玄。桓玄设酒招待他。王忱刚吃过一种叫五石散的药 ,不能吃冷东西 ,频呼取温酒

来。而桓父名温。桓玄听到“请温酒”这几个字 ,当席而哭 ,客扫兴而去。③王忱的犯讳是不经

意的。正是这种不经意 ,产生了戏剧性的场面 :一哭一去。故事中的矛盾冲突暂告结束 ,而两

人的仇隙或许从此开始。

故事出自事件 ,而名讳又是防不胜防的 ,故而古籍中名讳式故事俯拾皆是。宋代周密《齐

东野语》“避讳”一节记载 ,宋朝宣和年间的徐申干任常州知府 ,自讳其名。州属某邑的一位县

宰一日来禀报 ,说其事已经三次申报州府 ,未见施行。因为这话里出现了一个“申”字 ,徐申干

暴跳如雷 ,大声喝斥说 :“作为县宰你道是不知上级知州的名字吗 ? 是不是想故意侮辱我 ?”谁

知这位县宰是一位不怕死的人 ,他马上大声回答说 :“如果这事申报州府而不予答复 ,我再申报

监司 ,如仍不见批复 ,我再申报户部、申报尚书台、申报中书省。申来申去 ,直到身死。”他不管

犯不犯讳 ,雄赳赳地说了一连串的“申”字 ,然后长揖而去。表面上 ,故事说的是下级不畏上级

的强暴 ,却潜含着深刻的传统与反传统的冲突。当一种传统风俗被某些人利用为私欲的目的 ,

成为提升个人社会名望和地位的媒介时 ,便会遭到另一群人的鄙视和嘲讽。那么 ,这一风俗现

象便时常处于社会的矛盾焦点之上 ,为转化和建构故事中的矛盾冲突敞开了一条切入的通道。

冯梦龙《古今谭概》“谈资部”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明代李空同任江西提学副使期间 ,恰好

有一位读书人与他同名同姓。李空同把他找来 ,问他说 :“你没听说我的名字吗 ? 怎么冒犯 ?”

这位读书人回答说 :“名字由父亲所定 ,不敢更改。”李空同见他说得在理 ,只好说 :“我出一副上

联 ,如果你能对出下联 ,还可以宽恕。”这副上联是 :“蔺相如 ,司马相如 ,名相如 ,实不相如。”字

面意思是两人虽都叫相如 ,但德才并不一样 ,实际上是借此讽刺与他同名同姓的读书人。这个

读书人的才学却是十分了得 ,他只是稍微考虑一下 ,立刻对出下联 :“魏无忌 ,长孙无忌 ,彼无

忌 ,此亦无忌。”他借魏无忌、长孙无忌两人名字都叫无忌 ,指出同名同姓用不着忌讳 ,对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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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李空同只有苦笑一声 ,让他离去。每次避讳的过程 ,都展露了中国百姓特有的语言表述

的智慧。前引的《讳九》故事 ,有的版本则名为《巧媳妇》。巧在何处 ,在“舌”也。可以说 ,在所

有的民间口头散文叙事文学中 ,唯名讳式故事的字里行间渗溢出民众高超的语言应变才能。

这种才能完全可以和文人津津乐道的“推敲”境界相提并论。

古人有名有字 ,名、字分别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乳名、学名。名是忌讳的 ,而字一般不讳。我

们很怀疑古人起字的动机最初可能是为了保护乳名 ,是一种危险的转移。古人多给孩子取贱

名以防克伤。《池北偶谈·谈异四》载 :“古者命名 ,多自贬损或曰愚曰鲁 ,或曰拙曰贱 ,皆取谦抑

之义也。⋯⋯江北人大体认真 ,故其小名 ,名非佳字 ,足见自贬之意。”这实际是一种反禁忌的

手段。对称名和向陌生人泄露乳名的忌讳 ,从表面上看 ,似乎是对“儿时光屁股的照像”的讳

言 ,而实际止 ,是基于先民时期的法术崇拜 ,是怕仇敌及妖鬼运用巫术的方式对己名施术而置

自己于死地。李惠颜《广州市民间禁忌语之初步研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说 :“保密乳

名 ,否则有仇人将乳名施用巫术。据民间传说 ,巫术的性能可以由人的乳名、生日、年月时日而

施术以置人于死地。所以乳名不能直呼。”冯梦龙《笑史·迂腐部》“讳己名”条记载了数则名讳

式故事 :

田登作郡守 ,怒人触其名 ,犯者必笞。举州谓灯为火。值上元放灯 ,吏揭榜于市

曰 :“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俗语说的“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本此。)

宋宗室有名宗汉者 ,恶人犯其名 ,谓汉子曰“兵士”,举官皆然。其妻供罗汉 ,其子

授《汉书》,宫中人曰 :“今日夫人召僧 ,供十八大阿罗兵士 ,太保请官 ,教点兵士书。”

前引《讳九》故事中 ,媳妇的避讳是自觉行为 ,是孝敬老人的带有文化意义的举动 ,故颇显

其机智。此两则故事中则带有强迫他人为己避讳的恶劣性质 ,避讳的方式亦为自己所设定 ,霸

道之中暴露出迂腐的丑态。可见 ,此型故事并不着意裁定习俗本身的好恶 ,而是试图通过避讳

的过程来刻画人物的美与丑 ,进而履行故事无所不在的教化的崇高职责。

二　言讳式

言语本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 ,人们利用它交流思想 ,传递信息 ,达到彼此之间的了解。可

是人们在运用言语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时 ,往往会遇到一些言语障碍 ,其中之一是一些语言在

某些场合不能随意使用。人们害怕这些语言会带来灾祸 ,或给人以不祥的预兆。此心理导源

于原始初民对于超自然力的恐惧与敬畏的信念 ,以为某种灾害的发生是由于人类无法把握的

力量的影响。人类崇信自己的“言语中有魔力的影响 ,因此对待言语必须小心谨慎。”④“同时 ,

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分开。”⑤以为语言即是它所表达的人和物本身。中国

民间对语言的魔力历来深信不疑 ,求佛拜佛时的祷告 ,施巫术时的咒语和祝辞 ,入教入社时的

誓言 ,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詈语等等 ,都是人们以为说了 ,即会变成现实 ,说了某人不吉利的

话 ,某人亦即遭殃。于是产生了语言的恐怖症 ,唯恐不吉利的词语临降到自己头上。为了避免

乱说话 ,杜绝无谓的伤害 ,便出现了语言避讳。

言语避讳很容易进入民间故事的话语系统 ,因为两者的整个运作过程都是诉诸口头语言 ,

从语言避讳习俗转换为民间故事就极为便利。当某一语言避讳事象落实到某一具体的人时 ,

而前因后果又得到完整表述时 ,故事形态便显露出来了。如此言 ,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言语避讳

习俗都呈现为口头文学的样式。正是由于此种习俗的实施是一个言语的过程 ,时常为人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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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相传 ;因之太过熟悉平常 ,人们便失去了将之建构为民间故事的热忱。仅是单纯承载或复述

言语避讳习俗的民间故事是没有的。这样的民间故事不能生发作为故事的意义 ,它和此一习

俗的口头表述并无二致。

言讳习俗要演绎为言讳故事 ,必须作适当的艺术处理 ,主要是夸张 ;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

把恪守言讳或破坏言讳都推向极至 ,即反复恪守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忌。如前引的《讳九》故

事 ,从广义上说 ,亦属恪守言讳的故事。下面再看一则破坏言讳的故事 ,名为《土家族过年前后

忌讲不吉利话》: ⑥

有个向老万 ,腊月二十八打糍粑 ,小孙伢见大木粑糟摆在堂屋里 ,便说 :“公公 ,你

看 ,粑糟多像一副木头 (棺材) 。”向老万慌忙纠正 :“这是粑糟 !”孙伢说 :“那以后就喊

木头为粑糟 ,你死了睡在粑糟里。可惜没得盖盖。”向老万把他一巴掌打滚在堂屋角

角里 ,说 :“盖盖 ,小心你的脑壳盖盖。”

正月初一早晨“出行”(敬天王菩萨) ,向老万叫孙伢帮忙拿酒杯 ,孙伢在后面说 :

“公公 ! 我踩到一泡屎 (死) 。”向老万说 :“莫作声 ,不是的。”孙伢说 :“当真啦 ,是屎 ,好

臭哟。”向老万说 :“是狗屎。”孙伢说 :“不是狗屎 ,是人屎。”

开年不久 ,向老万的老婆死了 ,接来道士先生办丧事。晚上 ,向老万对道士说 :

“我晓得今年不好哟 ,去年我孙伢说了些不吉利的话。”道士说 :“那怕么子 ,讲破不准 ,

道非不灵嘛 !”你孙伢到底讲了些么子呢 ?”向老万说 :“去年出行 ,我叫他帮忙拿东西 ,

他在后面说 :‘踩到一泡屎 (死) ,我说是狗屎 ,他硬说是人屎 ,我晓得我老伴今年要死

啊。”孙伢在旁边听到了 ,忙说 :“公公 ,要早晓得婆婆要死嘛 ,那就该说是狗屎 (死)

啦。”

国人一向把个人的生死看得太重 ,把死亡看得太可怕 ,使整个社会充满了对死的恐惧 ,对

人生的悲哀和生命的空无意识。为了躲避死 ,先人们在文化设计中花了许多精力 ,制定了种种

有关死的禁忌与避讳 ,以求得一种鸵鸟式的安慰。

对“死”等凶字的言讳不仅盛行民间 ,上层社会更是 谈“死”色变。言讳式故事对此表述颇

多。《宋书·明帝纪》记载 ,六朝时的宋明帝 ,非常讲究凶讳 ,“言语文书有祸、败、凶、恶及疑似之

言 ,应回避者数千百品”,有犯必加罪戮。当时的著名文士江谧 ,在他所写的祭词中 ,用了“白

门”一词 (白门 ,宋都城金陵的某地名) ,宋明帝认为这个白字与丧事有关而很不吉利 ,于是大骂

江谧说 :“白汝家门 !”意即“让你们家死人 !”这个江谧吓得连忙叩头认罪。宋明帝见他认罪态

度较好 ,才予以从宽处理。清人俞樾的《茶香室续抄》卷十五“忌用哉字”条 ,则引宋人笔记说到

宋代朝廷严禁言及凶语之事 :

蔡京颛国 ,以学校科举钳制多士 ,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及疑忌 ,必暗黜之。政

和三年 ,臣僚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 ,而避之者如曰 :“大哉尧之为君”,

“君哉舜也”,以为哉声与灾同。

所记始当为事实 ,后传至民间又为弄墨者采录 ,再以此为源流传播开来。言讳型故事的形

成有时就是如此的简单明了 ,可以说是文学的存在样式对民间生活的真正意义上的复制。两

者的关系如此直接 ,以至有时让人很难区分其为“史实”还是故事。再看一则《苏州人不念“二

十”的故事》: ⑦

故事出在春秋战国时候 ,吴王有个女儿 ,又聪明又标致 ,吴王拿她宝贝得不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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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能造张天梯到天上去摘星星 ,真是百顺百依。

他女儿最欢喜吃鱼 ,一日三顿 ,顿顿都要有鱼吃 ,没有鱼就不吃饭。而且不欢喜

吃大鱼 ,要吃小鱼 ,说是小鱼味道鲜。⋯⋯有一天 ,小姑娘吃鱼不当心 ,吃梗脱哉 ,一

根鱼骨头梗在喉咙口 ,咽又咽不下 ,拿又拿不脱 ,越梗越深 ,临到后来 ,实实地梗死了。

吴王哭啊 ,最宝贝的女儿死了 ,阿要伤心 ? 后来日子长了 ,吴王想想 ,人死不能复

生 ,也就不哭哉。那晓得 ,有次他手下一个臣子跟他说话 ,嘴里念到一个“二十”的数 ,

吴王一听 ,又嚎啕大哭起来 ,那个臣子吓了一跳 ,啥个理 ? 一打听 ,才晓得 ,吴王那个

宝贝女儿名字就叫“尔释”,刚才说话中念数到“二十”引起吴王思念女儿 ,又哭哉 !

这么一来 ,臣子们在吴王面前讲话 ,再也不敢提起“二十”,那么用什么代替呢 ?

“二十”会引起吴王思念 ,就叫“念”吧 !

慢慢地 ,这个规矩就传下来了。苏州人把“二十”都喊成“念”哉 !

不论故事是否符合或承纳了历史的真实 ,故事已成为这一禁忌事象唯一的并得到大家认

同的诠释。如果有另外与此说相抵牾的说法 ,此故事的传播便会在怀疑中受阻 ,不可能家喻户

晓。此禁忌事象属语言禁忌 ,却超出或说突破了一般意义的语言禁忌的限定 ,为特殊的专属某

一地区的语言禁忌。这种语言禁忌更有可能进入故事的话语之中。凡知晓这一禁忌事象的

人 ,都有期待接受解说其来由的故事的心理。而故事也只有故事成为人们通向这一禁忌事象

内部的唯一路径。

然而 ,有些民间故事中的言讳其实是故事式的 ,或曰母题式的 ,而非现实的 ,也就是说这些

言讳事象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 ,它们是故事文本的“专利”,为故事文本内禁忌母题架构提供

了独有的空间。《打宝场》⑧的故事 ,说一家爷仨 ,天没亮就起来放场。天到下晌 ,场打完了 ,眼

瞅着场出的高梁堆越来越大 ,像一座小山。老父亲用撮子灌口袋 ,哥俩个一替一个往仓库里

扛 ,老父亲怀里揣了几根秫秸串儿 ,每扛走一口袋就用大拇指甲在秫秸串儿上掐一个印儿。扛

啊 ,扛啊 ,扛到点灯以后 ,秫秸串儿掐满了印儿 ,粮食还不见少 ,爷仨暗自欢喜 ,咱家打宝场了。

谁知老一媳妇做好饭 ,等着干活儿的吃罢 ,她好搂着孩子睡觉 ,就到场院喊了一句 :“还没杠完

哪 ,赶快扛完好吃饭哪 !”就这么一句 ,满院的高粱说没就没了。打那以后 ,妇女下地拔草、薅

草、扒苞米什么都行 ,就是上秋不让上场院 ,就怕她们嘴不好 ,什么话都说。故事的言讳尽管不

是现实中相应的言讳习俗的直接复制 ,不为民众所恪守 ,但仍具有禁忌的实质及社会功能。而

且言讳的结果导致了现实中的另一禁忌 ,或者可以说 ,故事是以故事式的禁忌来诠释现实的禁

忌。可以说 ,对这类故事的解读涵盖了故事学及民俗学的双重意义。

再举一则名为《漳州填钟窟的传说》⑨:

填钟窟在漳城南中山桥 ———古名通津桥 ,俗呼旧桥 ———南头的左侧。昔时南山

寺和开元寺的两座大钟 ,每于三更半夜飞集 ,因为它俩一阴一阳。有一天大清早 ,开

元寺的大钟正要飞回 ,途中逢着妇女在溪边洗浣月内 ———妇女生产一个月的东西 ,就

跌落溪里去 ,大声喊道 :“要救我起来 ,须十子十媳妇。”后来有个十子十媳妇的去扛

它 ,刚要扛上岸 ,有人说 :“十子中有个是养子呢 !”大钟闻声跌落 ,终于没有扛上 ,现在

埋没沙中 ,不得而见了。

此故事亦可纳入钟敬文先生所命名的“自然物或人工物飞徙型”传说 ,钟先生说 :“钟是一个最

容易被看做能自由地飞徙的物事。例子是多得不可胜举的。”⑩这也是俗人道出了事实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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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正在运动中的大钟跌落 ,永远不能上岸。而这“一语中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忌讳。民

间传说是利用现实中言讳的叙事模式 ,为风物提供一段“莫须有”的非凡经历。既然南山寺有

口大钟 ,开元寺应该也有 ,而且是一阴一阳。那么它为什么不存在了呢 ? 沿着这条思路 ,开始

了风物传说的构建 ,而言讳母题则为“不存在”作了合情合理的注释。倘若抽出了这一母题 ,故

事便不可能自圆其说。

在中国 ,风物与民间传说的联系为紧密 ,似乎它们没有敷衍出一个或数个传说 ,那么它们

就够不上风物的档次。国民一向绌冒险 ,不思开拓 ,固守于自己狭小而平淡的生活空间 ,却热

衷于谈神弄鬼 ,善于营造怪诞的生活氛围。通过“言讳”的路径 ,把周围的自然或人文景物奇异

化、神秘化 ,便是其中的突出表征。“言讳”即成为“异化”景物的一个关键性的叙述话语。这一

叙述话语的成功运用 ,给风物的座落或遭遇注入了人为的成份 ,使原来纯为自然的风物跃上了

人文的层次 ,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 ,并拓阔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空间。这显然是对乡民每天重

复单调的生活方式的有效补偿。另一方面 ,这恰恰又是本土观念在作怪。神或仙化本土的自

然或人文景观 ,正是希望以此来激起外人对它们的兴趣和赞叹。

三　污讳式

禁忌主题涉及的污秽主要与人之下体有关。在《漳州填钟窟的传说》里还有另一禁忌主

题 ,即污讳。正飞翔的大钟途中逢着妇女在洗月内 ,便从空中落了下来。女之月经 ,我国和西

方皆视之为不洁之物。弗雷泽认为月经期间的妇女像是恶魔附体 ,“没有任何人像来月经期间

的妇女那样为人们所畏惧。”�λϖ 我国古代对妇女经血也是忌讳的。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论

“月水”条 ,就足以反映这种观念。“女子阴类也 ,以血为主 ,其血上应太阴 ,下应海潮 ,月有盈

亏 ,潮有朝夕 ,月事一月一行 ,与之相符 ,故君子远之 ,为其不洁 ,能损阳生病也。煎膏治病 ,出

痘持戒 ,修炼性命者 ,皆避忌之以此也。”《说文解字》亦云 ,妇女在经期 ,不得参与祭祀之事。

有一则名为《头帕的故事》,说男人的机智与敏巧本比不上青年女子 ,这在自认为天下第一

才子的罗隐 ,是不能够忍受的。他思图报复 ,恨恨的撕下一块长方的裤裆布给小童道 :“拿回去

给你姊姊披在头上吧。说是罗隐秀才嘉奖她聪慧的施与 ,劝她一定要领受罢。”小童拿回去 ,将

罗隐的话告诉她姊姊。她以为取胜了天下驰名的罗隐 ,自鸣得意地将那块曾经和罗隐下体贴

切过的污秽的裤裆披在头上。这样一来 ,昏迷迷地 ,机智尽失 ,再也赶不上男子了。其他的妇

女们受着虚荣的心驱使 ,一个个取布披在头上 ———这就叫做“包头帕”———因之 ,尽也变为愚呆

蠢笨的女子了。�λω

污秽式禁忌母题竟然被用来作为妇女较男人蠢笨的证明。她们的蠢笨是违禁所致 ,带有

自作自受的味道。显然 ,禁忌母题宣扬的歧视妇女的思想观念与民间广泛流传的“巧媳妇”故

事是相抵触的。这一禁忌母题在一些彝族地区更有着传播的土壤。在《西南彝志》以及彝族的

其他传说中说 ,天梯被人间一群女子发现了 ,沿着天梯去天上玩。王母娘娘知道后就叫她们回

去 ,临走时还送给她们每人一件围裙。这群女子返回人间穿上围裙后 ,都变蠢了 ,并由此而失

去了当家管事的地位 ,由男子管事做主人。�λξ此处的围裙显然是禁忌之物 ,之所以致使妇女变

蠢了 ,乃著于她们的下身 ,易被玷污之故。

在一则云南彝族的名为《神马》的故事中 ,主人公的母亲用围腰揩马。这一揩竟使神马倒

在地上 ,呻吟不已 ,原来已失去了仙气。百日之后 ,神马死了。所以彝族的女子的裙子会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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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不可乱揩它们 ,至今还当作大忌。�λψ

此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彝族远古的金马碧鸡神话。据《后汉书·郡国志》、

《水经注》、《华阳国志》、《蜀中广记》等书记载 ,在禺同山 (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一带) ,有一

匹浑身金灿灿的黄鬃神马 ,能飞善走 ,日行千里 ,当地人常把家马赶到山下 ,好与神马相配 ,便

能生下千里小马驹。汉文人书面记载的日月神话中有相当部分是写神马的 ,可以看到金马碧

鸡神话的一些影子。至今在川、滇大小凉山、金沙江两岸以及楚雄、玉溪、曲靖等地区仍有金马

碧鸡神话流传。西南盛产黄金 ,名马品种亦多 ,各地都流行金马的神话并不奇怪。当人们产生

了歧视妇女的偏见后 ,加上古已有之的经血不洁的观念推波助澜 ,民间便有了妇女围裙不可抹

揩动物的禁忌习俗。为使人们更自觉地遵守这一禁忌 ,就将此风俗依附于神马神话 ,故而此神

话中有了禁忌母题 ,成为对一种禁忌的解释的神话。

“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逐步发展为自觉的艺术加工 ,这便是禁忌民俗如何进入神话传

说 ,确立禁忌母题的路数之一。以污秽的围裙颠覆金马的神圣 ,更突显了围裙之污秽 ,进而把

妇女划归为不洁不吉的劣类。这些以歧视女性为主旨的禁忌主题凭藉神话的“掩护”,大大地

强化了彝族原本就已普遍存有的歧视女性的意识。

避讳的辐射面极广 ,包罗万象 ,而进入故事话语系统并构成故事型式的大概只有上面三种

吧。其实 ,我们还可以把所有的避讳型故事划归为两类 ,即成功的避讳和失败的避讳 ,而以后

者占绝大多数。这与避讳的现实情况相符合。上面的论述 ,很可能遗漏了一些更具典型意义

和阐释价值的故事 ,就个人涉猎的能力及故事的广博而言 ,这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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