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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型禁忌母题与民间凶兆信息传输
①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　要 ]民间俗信中, 神灵经常会向凡人发出各种指令, 即神谕。受令者若不执行这类指

令, 就要受到惩罚。因此, 神谕实为禁忌。按照神的方式及途径划分, 神谕故事可归类为梦兆式、

物兆式、神灵或精怪言告式, 每类故事母题都在宗教、伦理、心理等不同层面, 蕴示着神谕的现

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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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型故事说的是神鬼通过种种渠道向凡人发出凶兆 (吉兆不属讨论范围)及避开灾祸的

禁忌, 使获到凶兆之人或处于极度恐慌之中, 直至悒郁而死, 或努力遵照神灵的指令, 恪守种种

禁忌, 避免凶兆的出现和落实。这类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 是研究人鬼关系的活资料。需说明

的是, 这里所说的鬼神概念是广义的, 包括图腾神、宗教神和各类精怪等一切超乎人和自然之

上的神灵。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 中国人造神也是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开始的。人们用美丽的神

话传说塑就了日月山川诸神, 随后又有精怪崇拜、祖先崇拜、性崇拜等等。这些众多的具体之神

被抽象出来, 建构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庞大的鬼神世界, 成为一种尘世之外的支配人们行为的异

已力量。当人们无力克服所遇困难, 无法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的时候, 只好乞求鬼神的宽宥和

救助。在一些落后地区, 凡祸福之前发生的异事, 出现的奇物皆被看作神谕, 神谕故事便大量涌

现。故事中的禁忌母题集中地表现了人神的这种直接的联系。按神谕的方式及途径划分, 此型

故事大致有梦兆式、物兆式、神灵或精怪言告式。下面依顺序逐一展开阐释。

一、梦兆式

《左传》记载, 宋国的国君死后, 大尹独揽大权, 扣押六卿, 自立王子启为国君。这时, 王子得

做了个奇特的梦。他梦见启头朝北睡在庐门之外, 自己变为大乌鸦栖止在门上面, 嘴搁在南门

上, 尾巴搁在北门。得认为这是个好梦, 因为启的头朝北, 必死。

梦思维具有故事性的特点, 这一特点为梦境角色幻化演变为许多幻化故事提供了可能性。

人醒的思维是断断续续的, 不构成一个个故事情节; 而梦思维就不一样了, 它不受逻辑的约束,

对时空的颠倒不闻不问。虽然梦境中的地点一会儿这, 一会儿那; 角色一会儿人, 一会儿物, 但

做梦人对此毫无察觉。这使许多在清醒时看似不连贯的情节在梦境中却是连贯的, 它能构成一

个完整的故事。这样, 再加上梦境一般都较为离奇, 人们喜欢在醒来后叙讲他们的梦中“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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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 梦的故事性为幻化母题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可能性。法国列维—布留尔曾写道:“他们

(指原始人) 首先把梦看成是一种实在的知觉, 这知觉是如此确实可靠, 竟与清醒时的知觉一

样。⋯⋯他们完全相信他们在梦里见到的那一切的实在性。”[1 ] (P48)这种信仰, 无论是中外, 都曾

存在过。“契洛基人若梦见自己被蛇咬了, 就会受到真正被蛇咬时所施行的那种治疗, 他们相

信, 要不然, 他的身上会起一种普通的咬伤后所出现的浮肿和溃疡, 即使这只是在几年以后才

有的事。”[2 ] (P295)

宋代洪迈《夷坚志》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个人梦见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 门外有一

口井, 井水清澈见底, 刚要伸手去洗, 忽然失足落井。醒了以后, 吓得汗流浃背。在科举刚中之

后, 便因为一点小病而夭折了。别人就说, 梦见落井是死归黄泉的征兆, 很不吉利。同时代的另

一部志怪小说集《鬼董》中也说, 有一个人离家外出, 夜里, 梦见他的妻子看着井笑。第二天让一

个卜人为他占梦, 卜人就说看着井笑是喜欢黄泉的意思。过了几天, 果然得到他妻子的死讯。

两则故事表现的告诫人们不要在井里洗手及看着井笑, 否则会有厄运的禁忌母题与“井电

(即颠, 指人头)相见”的禁忌习俗内容相同, 前者为后者的文本显现, 反映了远古的井的禁忌观

念,“世人以为井是鬼魅藏匿之处, 尤其是水上的妖怪和水鬼之类, 更以人家的井泉为巢

穴。”[3 ] (P101) 古人又认为井通黄泉, 并且说人死就要归黄泉, 所以以梦井及梦见落井为死归黄泉

之兆, 是极为忌讳的。两故事的梦验, 成为民间这一禁忌观念和习俗的佐证。

鬼神精灵向凡尘传递信息 (神谕) 的一种最为普遍的途径是梦。通过梦, 鬼神透露各种凶

兆; 梦也是鬼神惩罚凡人的手段。其惩罚之所以能见效, 是由于“破坏禁忌所遭受的惩罚, 无疑

的, 是由一种精神上的或自发的力量来控制, 即由破坏的禁忌本身来执行报复”[4 ] (P33)。也即是

说做梦之人自己折磨自己。《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 诸葛亮兵出北谷口, 前锋魏延出营

十里, 忽然梦见自己头上生角, 于是便向占梦家赵直询问。魏延性情凶悍暴戾, 所以赵直当面

说:“夫麒麟有角而不用, 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但是, 赵直私下却告诉别人:“角之为字,

刀下用也; 头上生角, 其凶甚矣。”果然不久魏延人头落地。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说, 有个人梦

见屋顶上长了一棵枣树。有人为他占梦说: 两个重迭起来就是枣字; 而重, 是招魂中呼叫亡魂时

喊的话。果然, 不久这个人就死了。做梦之人却不知梦, 还需经过占梦方得其意。但不论是否

知梦, 神谕是不可更改的。不可更改之原由, 在于民间本有“忌梦枣树生于屋上”及“忌梦头上生

角”的说法。

恩格斯在分析初民的梦魂梦象观念时指出:“在远古时代, 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

构造, 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 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 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

而是一种独特的, 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5 ] (P315) 正因为

古人认为梦中灵魂可以同神明沟通, 可以同祖先的灵魂相接触, 因此他们便把梦象作为神灵或

祖先对梦者的种种启示。梦象因此也就成为最能影响梦者的朕兆。神谕型故事往往将与死亡

有关的种种物象置于梦境之中, 构成梦象, 以此来宣告人的死亡。纸钱产生于五代, 为送葬之

用。所以, 自五代始, 以梦钱及纸钱为忌讳。《夷坚志》说, 一个叫王德的少保, 死后埋葬在离建

康数十里的地方。绍兴三十一年, 他的寡妻李夫人, 在寒食节扫墓的前一天晚上, 住在城外的一

个农民家里, 在黎明时的时候, 这个农民说, 昨天半夜的时候, 王少保路过这儿时, 花了五千钱

向我买谷喂马。李夫人取过那五千钱一看, 原来都是纸钱。于是非常伤感。扫墓祭祀完后, 回

到家里便得病而死。《夷坚志》还记载有一则似乎是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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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丰年间 (107821085) , 开封富人王天常, 梦见被两个冥吏带至冥府, 遇见一位故友,

死已余年, 怀抱一大册, 因上前作揖述旧。故友说:“你赶快离开, 这里不是阳人呆的地方!”王天

常问:“你拿的什么书?”说是“生死簿”。王天常执意要看关于自己的事。故友无奈, 打开翻检,

但见“某年月日以一刀死”, 即马上掩卷, 让人送回。王醒后, 告之亲友, 恐罹非命, 积忧成疾而

死。做什么梦并不是凡人所能控制的, 也就是梦中人的犯忌实际是神灵强加的, 凡人对此无能

为力。在前面的故事中, 禁忌母题的建构是以现实中相应的禁忌习俗为参照的。而此故事中的

禁忌母题则完全是“故事”的。尽管在民间“生死簿”这一虚拟的阴间意象早已有了明确的意义

指向, 但从未进入百姓具体信仰生活的领域。因此, 禁忌母题作出的“不能梦见‘生死簿’”的告

诫, 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警示作用。故事纯粹是在宣扬梦中神谕的神秘及不可逆转。由于梦

的兆示不是凡人的力量所能更易的, 而故事中的梦又是可以随意“做”的。于是一些别有心计的

人们便借助梦境来推行宗教戒条、道德规范等。戒律和戒条一旦得到梦的神化并以梦的形式宣

扬开来, 便成为禁忌。

《夷坚志》丙志卷十《黄十翁》记载: 南宋浦城人黄十翁, 寓居广德军。绍兴二十七年 (1157)

十一月四日, 因病久心慌, 梦被冥吏传至冥府, 由于黄十翁曾以二十贯钱赎取两个掠取财物者

的生命, 而且平生戒杀生, 诵经造像, 做了数十件好事, 了无冤业, 故予放还。临行时冥王对他

说:“汝当再还人世, 若见世人, 但劝修善, 敬畏天地, 孝养父母, 归向三宝, 行平等心, 莫杀生命,

莫爱非已财物, 莫贪女色, 莫怀嫉妒, 莫谤良善, 莫损他人。造物在身, 一朝数尽, 堕入地狱, 永无

出期。受业报竟, 方得生于饿鬼畜生道中。佛经百种劝戒, 的非虚语。”又说:“汝还世五年, 传吾

语于人间, 作善者即生人世, 受安乐福; 作恶者万劫不回, 受无间苦。令闻此者口口相传。”黄十

翁所梦冥王训诫, 其内容实为佛教戒条与封建道德的混合物。这只是黄氏一人所梦, 如果其余

众多的疾病患者、犯罪者, 各将其所梦阴府告谕和所看地狱诸刑传告世人, 必然会使佛教的各

种戒条和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 通过梦的中介, 变成神圣的教条或神的意志。这种教条或神的

意志若以“不能做什么”的形式出现, 即是具有极大威慑力的禁忌了。宗教戒条及伦理道德规范

的禁忌化, 这是我国民间强化这两个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主要路径。

二、物兆式

物兆式禁忌母题阐述的是神灵通过事物的反常来谕示灾祸将至。反常就是怪异。《释名》

云:“异者, 异于常也。”而《说文》指出“怪”就是“异也”。怪异相对于正常而言。凡怪异的事物和

现象皆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和警觉, 会以为是神灵向人间发出的灾难预报。因此, 怪异的事

物和现象便被视为禁忌。《山海经》中屡屡出现这样的禁忌语式: 某种怪异神兽神禽“见则其邑

大旱”、“见则风雨为败”、“见则天下大穰”, 这就很明显地展示了怪异与神谕之间的原始联系。

畸变的禽兽作为禁忌的对象, 所造成的往往只是心理上的畏惧而未必带来实际的灾害。然

《太平广记》卷四四三所引《朝野佥载》中所记故事就是实际发生的灾异了。“永淳年, 岚胜州兔

暴, 千万为群, 食苗并尽, 不知何物变化。及暴已, 即并失却, 莫知何所。异哉!”这就是生态失衡

后, 兔子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任意繁殖, 数量按几何级数增加, 短时间丁口爆炸, 吃得田野里寸

草不留, 最终大自然又以食物来源枯竭这一手段抑制兔群的泛滥。古人这段记述当然是笔录传

闻, 未能亲眼目睹并详加勘察就只有空发“异哉”之叹。而由怪异禁忌引发的惊悸之情更加溢于

言表。

由于古人视怪异的物象为灾祸的先兆, 为禁忌, 故而不能泰然处之。刘义庆《宣室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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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扶风窦宽者, 家于梁山。太和八年秋, 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 命

家仆伐一树。既伐而有血滂溜, 汪然注地, 食顷而尽。宽异之, 且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 至

明年冬十一月, 郑注、李训反, 宽与注连, 遂诛死于左禁军中。”这类树木出血的异事在古书中颇

多, 最近某报刊还登载了某老农伐树见“血”出而吓死的报导。经专家研究测定, 这株“流血”树

的根部土壤中富含红色矿物质, 致使树干内的树汁呈红色。我们知道,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

红壤, 这是暖湿气候与常绿阔叶林共同作用下发育而成的土壤类型。因而出现红色树汁是完全

可能的。之所以显得神秘, 乃是因为人们心里恒存根深蒂固的怪异禁忌的观念使然。

《后汉书·张敏传》中云:“春生秋杀, 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 冬一物华即为异。”春生

秋死是自然规律,“天道之常”。与此相反就是灾异, 不可掉以轻心。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对

气候反常的禁忌, 有其深刻的原因。古人对于灾异之至是无可奈何的, 他们绝不会有现代人放

小火箭破坏降雹云层的思路和胆气, 他们只能把攻击力转化为自制力, 加倍小心地恪守禁忌。

“天之所加, 虽为灾害, 犹承而大之⋯⋯天无错纠之灾, 地有震动之异, 天子所诛绝所败师, 虽不

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阙, 谨之也。”[6 ] (《春秋繁露·奉本》) 董仲舒说得很透, 天即使降灾, 人也得顺从地承

受还要越加敬服, 归根结底要“谨之也”, 即恪守禁忌。《稽神录》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广陵有朱氏子, 家世勋贵, 性好食黄牛, 所杀无数。常 (尝)以暑月中, 欲杀一牛。其母止之

曰:“暑热如此, 尔已醉, 所食几何。勿杀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 我赦汝。”牛应声下泪而

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数日乃病, 恒见此牛为厉, 竟作牛声而死。如果没有

怪异禁忌观念, 朱氏子是不会发病而死的。“此牛为厉”, 就是牛精怪没有借助其他中介物, 而是

自己直接向朱氏子发出了神谕。牛能言本为禁忌, 面对禁忌, 朱氏子并未“谨之也”, 反而“立杀

之”。这样做, 禁忌非但没有消失, 朱氏子倒陷入了死亡的恐怖之中。

一些无生命的日用器物也被神灵用作谕示的媒体。镜子在古代常用以驱邪避祟, 它的功用

很近似于护身符。所以, 镜子一旦出现异常现象, 如破碎或丢失, 便是祸祟将至之兆。《阅微草

堂笔记》说, 有一个男人刚结婚不久就死去了, 说是因为新娘在拜神时, 怀里的镜子突然掉在地

上, 破裂成两半。

包含物兆式禁忌母题的现代口头文本已很难找到了。这是因为反常的事物一般都可得到

科学的诠释, 再也不会视之为神灵或精怪的谕兆。前引刘义庆《宣室记》中故事, 唐扶风窦宽者

离职心情悒郁, 才会一见树木出血而心疑, 闭门不出。他后来因人事牵连被杀, 与此毫无关系。

三、神灵或精怪言告式

神灵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向凡人发出的谕示的方式就不可能只是梦, 不可能只是通过事

物反常现象隐喻现实生活的反常。梦及怪异乃神灵与凡人进行非同寻常“对话”的二种途径。神

灵从冥冥世界直接进入凡尘, 化为神采奕奕的老人、漂亮的姑娘、英俊的小伙、乞丐和呈现原本

的生命样式向受谕者直言示兆, 是言告式禁忌母题主要的表现形态。

一则名叫《茶姐画眉》的传说是这样的: 老百姓得了一种叫“疲劳痧”的瘟病, 病死很多人。

一个叫春姑的姑娘去找帮乡亲们治病的能人。一天她遇到一位采药的老人, 他没有给他什么神

药, 只告诉她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种宝树。春姑去找宝树, 涉过了九十九条大江, 她也得了瘟病,

倒在山泉旁。忽然泉水将漂来的一片树叶送进姑娘口中, 她的病好了。春姑明白了, 这就是那

棵宝树的叶子。她找到了树, 爬到树上摘下种籽, 忽然看到一位银须银发的老者, 就是神农。神

农告诉她, 这些种籽必须在十天之内播进土里。神农用神鞭抽了两鞭, 春姑变成了黄色的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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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鸟。神农还告诉她, 叫她不要笑, 将来只要哭一场就会变回原来的模样。春姑看到家乡很高

兴, 想唱歌, 一张嘴, 茶种掉下去了, 滚进了石罅缝中, 很快一棵茶苗从泥土中露出来了。春姑不

仅不哭, 反而笑了, 即忘记了神农的话, 自己化成了一块似鸟非鸟的石头了。由于是传说, 传告

禁忌信息便不是无名的神仙, 而是古神话人物⋯⋯神农。他又像神话中的道教神仙, 会魔术, 把

春姑变成小鸟。春姑两度犯了 (忘了)禁忌, 既掉了茶种籽, 又笑个不止, 致使自己无法复归为人

形。

在“地陷型”传说中, 神灵除了用托梦的方式向世人发出地陷及禁忌信息外, 还变身为普通

凡人的样子来到凡尘遭遇心善之人, 向他们优先提供灾祸将至的神谕。故而陈建宪把这类传说

叫洪水神话传说中“神谕奇兆亚型”[7 ]。有些“地陷型”故事并没有明确说明预告地陷者是神或

神的化身。如《搜神记》记载的流传于浙江省的故事说, 老婆婆相信了童谣的歌词, 跑出寨子, 才

未被洪水卷走。而安徽省历阳县的民间故事说, 一个准备应考的举人告诉近日照顾他生活的老

婆婆要发洪水一事, 老婆婆才未被洪水夺去生命。但是, 如果考虑到中国童谣本来所具有的神

性、中国旧社会科举制度及进士在社会上的特殊性, 就可在童谣及应考举人的背后隐约地看到

神灵的面影。[8 ] (P235)

在人兽婚型神话传说中, 大部分禁令都是兽 (神灵)以言告的形式发出的。在天鹅处女故事

中, 倘若出现了传报禁令信息的角色, 那么传报禁令的肯定是仙女自己。在禁室型故事中, 几乎

所有的禁令都是兽类或神女面对着应守禁者直言相告的。诸如“蛇郎要到外面去做工, 临走时

嘱妻子千万不要打开内室的房门”;“犬对妻说:‘我入蒸笼里蒸七天七夜就可以变成人形。你千

万不要中途打开锅盖’”;“龙女送给渔夫一个宝盒, 说: 要好好保存, 什么时候想念她, 要她出

现, 只要冲着盒子呼唤她的名字, 就可实现自己的愿望, 不过千万不要打开盖。”等等。一则名为

《白狼》的故事说: 一个年轻的穷苦牧人同一只漂亮的白色母狼在山洞里相遇。共同生活了四十

天。按照白狼的要求, 他们约定, 在这四十天里, 无论狼表现出怎样残忍的本性, 也无论狼有怎

样下贱、猥琐的举动, 年轻人都必须容忍, 他不得流露出丝毫恐惧、憎恨、厌恶、轻蔑的情绪, 否

则他就会丢掉性命。年轻人履行了约定。四十天后, 白狼化为娉婷少女, 同年轻人结成美好姻

缘。因为有了“白狼”这位贤淑的妻子, 年轻人拥有了无数的牲畜, 过上了富足生活。故事中的

禁令 (约定)显然是狼 (神灵)对穷苦牧人的告诫。故事说明, 狼虽然凶暴, 但只要敬重它, 遵守对

它的禁忌, 取悦于它, 人就能得到它的保护, 就能获得财富与幸福。

神谕之所以会构成禁忌, 成为禁忌的对象, 就在于神谕绝非戏言, 违背神谕者, 无一例外都

要遭殃。这是所有的民间口头叙事文学都遵循的一个事件发展的逻辑。《长江龙神》故事中的

禁忌母题是这样表述出来的: 宋代尚书夏邦谟和当时皇宫里一个姓蔡的仆役, 都是涪陵人, 关

系亲密。一天蔡对夏说明自己的身份, 他原是长江的龙神, 因降错了雨, 被玉帝处罚在人间受

罪。后经夏氏焚奏天庭, 蔡得以返回龙宫。有一年夏尚书度假还乡, 和夫人同访蔡龙王, 酒后高

兴, 夏氏要求一见蔡氏原形, 蔡龙王答应了, 但有条件: 只有一人可以观看, 绝不能两人同看。约

定在三更夜间, 夏氏可以凭河而观。到时只见金光灿烂, 河水奔腾, 一条很大的龙头出现了, 两

目闪烁, 鳞角峥嵘, 全身长有十丈, 来往舞动, 龙尾也看得清楚。可是夏氏看得出神, 不禁大声叫

好, 他夫人忙来问询, 无意中也看到神龙, 一下子满河一片黑暗, 什么也看不到了。夏氏引为懊

伤, 不该两人同看。从此蔡龙王不再出现。[9 ] (P67)由于言告都是由神灵或精怪发出的, 此禁忌母

题必然带有浓郁的幻想及传奇色彩。已故吾师屈育德先生曾说:“充满了神奇幻想的神话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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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灵’、‘变形’、‘复活’等原始残留观念对于形成传说中的幻想以及如何幻想都有明显的影

响。”[10 ] (P91292)“言告式”禁忌母题能为广大百姓津津乐道,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民间早已有了

神话及原始崇拜观念等接受心理的准备和积淀。

有的言告式神谕型故事说的是善良人为拯救他人而故意违背神谕, 禁忌母题颂扬了舍己

为人的思想。蒙古族流传著名的《猎人海力布》的传说, 主要情节为: 1、为答谢海力布的救女

之恩, 龙王送给他一颗含在嘴里能听懂鸟语的宝石。2、临别时, 龙王告诫海力布, 所听鸟语, 不

能告诉别人, 否则, 从头到脚会变成石头。3、一天, 海力布听见飞鸟议论说这里将发生洪灾, 变

成一片汪洋。4、海力布为了使大家相信他的话, 只好将真相说了出来。他慢慢地变成了石头。

这则传说中的禁忌母题是为塑造海力布这一形象服务的。违禁就要遭到惩罚, 而为了许许多多

其他人的生命, 海力布置身于度外, 他自觉的违禁行为蕴含着所有同类行为都不具有的崇高人

格价值和伟大精神。海力布违禁而化石, 无独有偶, 涂山氏也是因听信了“误中”的鼓声而违反

了禹的诫谕, 化作了一块石头。神谕一旦发出, 与受谕者就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契约关系, 一

旦违约, 必将受到惩罚, 其方式之一就是“变石”。石头由它的质地坚硬、不易损坏和不易腐烂而

成为坚守神谕的誓约象征。现存的民俗文化事象中, 仍有“立石为誓”的鲜活记录。据于乃昌教

授的民俗调查显示,“珞巴族还保留载石立约起誓盟的古俗, 在米林的帕宗拜嘎、墨脱的东布村

和麻迪村还矗立着一些巨石, 每逢立约誓盟, 祭以羊、牛、猪、狗等物, 真诚地相信这些巨石的精

灵会严惩背约的人。”[11 ]台湾的高山族也有埋石起誓的习俗, 他们把石头埋在土中, 相信土中

的石头能够守卫誓约永恒不变。海力布和涂山氏都主动承担起了“违约”的责任, 义无反顾地化

作了一块石头, 并以此来表达自己誓死守约的决心。这种化石变形实质是“守约”的隐喻, 更昭

示了神谕之不可悖逆, 不可抗拒。

神灵和精怪言语式禁忌母题中, 传告禁令的神灵和精怪自动走到了故事的前台, 成为故事

中的“亮相人物”。作为异界的先知, 我们似可视之为“卡里斯马”式的人物。所谓卡里斯马

(Charism a) 是早期基督教的用语, 其基本含义是先知先觉, 能洞察现在和未来。韦伯说:“‘卡

里斯马’一词是形容一个人所具有的特殊品质, 由于这种品质, 他超然高踞于一般人之上, 被认

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品质。”[12 ] (P241)故事中, 他向某人发布预言和禁

忌, 此人或自己独立承受禁忌或将之传至他人。在预言的实现及禁忌的遵循过程中, 人与自然、

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非常明晰地袒露出来, 使故事的接受者从中领悟到人物守

禁或违禁的意义。神灵或精怪实为整个禁忌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及操纵者 (当然, 他并不是故事

的主角, 否则, 故事便成了神话了)。“卡里斯马”的全智全能, 可以把禁忌封闭在前时间状态中,

而一旦他传播了禁忌的信息,“禁忌”便开始启动。禁忌所禁忌者便作为可能性存在于时间的

“先行”中了, 因而禁忌成为引诱[13 ] (P88)。引诱即是违禁, 即是越界, 这里潜藏着更深的危机。

神灵或精怪一出场, 便昭示了事件发展的进程和结局, 不论是守禁还是违禁, 故事的接受

者都能欣然接受, 不会萌生意外之感。这就是“卡里斯马”式的理性预言在起作用。这种理性不

仅表现在对事件发展的准确预测方面, 而且表现在拉大了故事事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方面。超

自然的“卡里斯马”的天性, 使得整个故事建构在虚幻的基础之上。故事中的禁忌无一例外都是

虚拟的, 并非是现实的复制或复制的现实, 其与现实中的禁忌风俗不可同日而语。

神灵或精怪是以直言不讳传报禁忌信息的方式向凡人设置了一个诱人的陷阱。当然, 透过

禁忌母题, 我们可以追寻原始宗教及民间神秘巫术的遗迹。但就故事而言, 它们似乎只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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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模式而已。故事的创作者及传播者们把事件发展进程的制导权交给神灵或精怪 (其实也只

能如此) , 说明广大民众对神异的祈盼。可以说, 所有的民间信仰都是在不断地多角度地宣泄这

种祈盼。广大下层民众并不满足于诸如孔子、老子等 (他们也是“卡里斯马”式的人物)现代宗教

先知的预言和戒律, 他们一直在呼唤更准确、更硬性的预言和更有效的戒律。而这, 唯有异界的

“卡里斯马”式的人物才能做到。守禁便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违禁 (守禁和违禁的意义都远远超

越了行为本身)则会受到惩罚, 多么立竿见影!这是关注现世、讲求实在的中国民众所向往的现

实。可是, 这种现实的实现却在故事中寄托给了不现实的“非人”, 足见现实和愿望有多么大的

反差。这是向凡人直言相告禁忌消息的神灵及精怪们的形象群带给我们的思索和启示。

神谕型故事中的禁忌母题出现的时间并不晚, 却一直盛行至今。这些禁忌母题大多告诉了

人们这样一个道理: 欲不冒犯禁忌, 不遭祸害, 就需处处行善。因为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预先

得到神灵的警示, 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守禁, 以避免即将到来的灾祸。即使是为了他人而故意

违禁, 也会博得人们的称赞。面对着变幻莫测的自然力的神威, 先民们敬畏忧恐。他们担心的

就是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而惹神灵或精怪发怒, 最希望的是不要因为自己德行上的污点招

致神灵降灾。

《礼记·月令》曰:“仲春之月, 雷乃发声。先雷三日, 奋木铎以令兆民曰: 雷将发声, 有不戒

其容止者, 生子不备, 必有凶灾。”在春雷待响之前三天, 统治者借春雷震慑的威力宣谕百姓, 提

醒人们注意德行。雷将发声意味着神灵又重新开始举起戒尺, 谁做错事就挨板子。这里特意提

醒的“容止”大约主要指向男女之事。春天万物复苏, 正是人们容易产生情爱的季节。倘若这方

面不检点, 则生出孩子“不备”, 即形体五官不全。不敬天畏德, 则神灵兆示的凶灾就必然成为现

实。这就是负方向道德——神谕评价。

一切的神谕实际是人自己制造发出的, 即人谕。神谕的落实和兑现, 神谕型故事的宣讲, 乃

是人类命运的异化 (o 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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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u Xun’s novels are the fine rep resen ta t ives of Ch ina’s modern gen re novels.

H is novels describe cu stom s in life, taboo s, w edding cu stom s and funera l cu stom s, and

th rough these descrip t ion s, d isp lays the feudal eth ica l view and the feudal superst it iou s view

in the trad it ional cu stom s. T hey also show deep sympathy fo r the peop le w ho are rest ra ined

by the o ld cu stom s and hab its. H is novels have pecu liar cogn it ive value and aesthet ic value.

Key W ords: L u Xun’s novels; hab its and cu stom s; taboo s; w edding cu stom s; funera l

cu sto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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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isma tic Taboo Them es and Tran sm ission of Folk Knells

W an J ian -zhong
(T he D ep artm en t of Ch inese L ang uag e and L itera tu re, B eij 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875)

Abstract: In the fo lk lo re, ho ly sp irits a lw ays give o rders to common peop le, tha t is,

charism at ic m essages. If the receiver does no t obey these o rders, they w ill be pun ished.

T herefo re, the ho ly m essages are in fact taboo s. A cco rd ing to their pat tern s and w ays of

t ran sm ission, the charism at ic sto ries can be classif ied as dream om en s, physica l om en s and

sp irits’ m essages. Each k ind of the sto ries has them es in relig ion, eth ic o r p sycho logy and

imp lies the rea list ic funct ion s of charism at ic m essages.

Key words: fo lk ta le; taboo them es; ho ly sp irits; charism at ic m essages; om e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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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g Z i’s D iscussion on Fa te and L ife & D ea th

L uo Yao
(T he D ep artm en t of P olitics and L aw s, B aoj i Colleg e of A rts and S cience, B aoj i, S haanx i 721007)

Abstract: Fate and life and death are the m ajo r issue in ph ilo sophy on life. T he scho lars

befo re Q in D ynasty are concerned a lo t abou t fa te; so is Zhuang Zi. A s to life and death,

Zhuang Zi at tached specia l impo rtance, becau se it is an in separab le part of Zhuang Zi’s

ph ilo sophy on life. H e ho lds the view that peop le shou ld let life and death take their natu ra l

cou rse. O n ly in th is w ay can individuals keep their sp iritua l freedom , com fo rt and peace of

m ind, w h ich Zhuang Zi regards as mo re impo rtan t than o thers.

Key words: Zhuang Zi; fa te; life and death;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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