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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认为被符号化的神秘数字在萨满教观念中起着表达思想和

感情的副语言功能。在萨满教观念体系中，神秘数字这一非自

然语言符号却起着自然语言所不能代替的神圣功能，它在特定

的场合能够表达一些特定的思想。人类的有些思想无法用语言

表达，往往借助其他的副语言习俗或特殊符号来表达，符号人

类学上称这种符号为会意符号或意会符号。萨满教中所用的一

些符号和神秘数字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达特定意义和思想的意

会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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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满教信仰中有些数字具有特定的神秘意义。萨满教观念给某些

特定的数字赋予了超出数字本身之算术意义的象征符号属性。也就是

说，萨满教观念中数和所数的具体物体之间不是简单的同喻关系，而是

变成一种转喻关系。这是一种前逻辑思维的必然产物。正如列维·布留

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指出，在原逻辑思维中“从两方面看来数都是

在不同程度上不分化的东西。在实际应用中，它还或多或少与被计算的

东西联系着。在集体表象中，数及其名称还如此紧密地与被想象的总和

的神秘属性互渗着，以至与其说它们是算术的单位，还真不如说它们是

神秘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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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萨满教的观念中“三”和“九”以及与这两个数字密切相关的数字都

有神秘意义。由于这是两个最具神秘意义的重要数字，所以在萨满教祈

祷祭祀活动中三跪九拜或九跪成为最基本的方式。萨满教的多数仪式

活动和巫术操作几乎都与“三”和“九”密切相关。据《蒙古秘史》记载，成

吉思汗在少年时代遭到三篾儿乞惕的侵击时躲避到不尔罕合勒敦山后

才得救。于是成吉思汗“将不尔罕和勒敦山，每朝其祭之，每日其祷之。

我子孙之子孙，其宜省之。言讫，向日，挂其带于颈，悬其冠于腕，以手椎

膺，对日九跪，洒奠而祷祝焉”。可见，当时蒙古人在祭祀活动中尚“九”，

以九跪为主要的祈祷方式。

在基数中“三”是最早被萨满教神秘化的数字。在达斡尔族萨满教

习俗中，新萨满在举行第一次“奥米那楞”仪式后戴三叉鹿角的神帽。蒙

古族郭尔罗斯部萨满鼓的把手下面有三个铁圈，每个铁圈上各系三个

小铜铃。在鄂温克族萨满教传承中比较注重“三”这个数字。如，一般萨

满死后三年产生第二代萨满；老萨满教新萨满的仪式要连续举行三天；

新萨满的法衣、法帽必须在三年内备全；新萨满学习三年，就可独立跳

神赶鬼；每逢举行盛会时，每个萨满都另有一个人戴着他的面具，穿着

他的法衣，唱着萨满的曲调，后面跟着穿法衣拿鼓的人，挨着门走，到一

家后，以太阳运行的方向，绕行每家的蒙古包三圈；在跳“奥米那楞”会

时萨满戴上面具，第三天萨满要把面具挂起来，人们献给萨满的东西一

般都放在面具前，并在面具的嘴上贴上羊尾油，以祭面具。如此等等，萨

满教仪式中与“三”有关的活动很多。

在西北突厥语系民族的萨满教观念中“三”也是一个神秘的数字。

据毕#先生《关于突厥语民族的神秘数目》一文所述，神秘数“三”在突

厥语民族中使用得相当普遍。例如，在《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里，“三”直

接重复出现了十三次。“三”并且还是这部文献一再重复出现的基本叙

事模式数。诸如乌古斯为了猎捕独角兽而连续三次出猎；乌古斯在苍狼

引领之下百战百胜，但传说里只有三次提到乌古斯由苍狼引领着出征；

又如关于日月星三子和天山海三子的叙述等等也都是以“三”为结构素

的。

在著名的古代克普恰克语文献《先祖阔尔库特书》!里，“三”不但一

再重复，而且常常显示出巫术的神秘力量。例如，在该文献的首篇《德尔

榭汗其子布哈什汗之歌》里，布哈什中箭，生命垂危。但克孜尔神灵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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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抚摸了三次伤口，便解除了危险，并且说他母亲的乳汁和山花可

以治愈箭伤。于是，侍女们采来山花，他的母亲挤自己的乳汁：第一下，

不出奶；第二下，只出几滴奶；第三下，鲜血合着乳汁流淌不止。母亲用

这第三次挤出的合着鲜血的乳汁拌合了山花，敷在儿子伤口上，治好了

箭伤。在第八篇《巴萨特斩除独眼巨人之歌》里，巴萨特的父亲收养了幼

时的独眼巨人，请来奶母给他喂奶。独眼吸第一口，奶母的奶被吸干了；

吸第二口，奶母全身的血都被吸干了；吸第三口，奶母的灵魂出了窍。在

第五篇《乌古斯·康里其子坎·吐拉勒》里，吐拉勒相继斩杀了三头巨

大的怪兽才得以成婚。在第三篇《巴格勒尔其子巴姆瑟·巴依拉克之

歌》里，巴依拉克有花斑马、六棱大头棒和白栎木的弯弓三件随身的心

爱之物。巴依拉克为了获得班孥·榭榭克的爱情，两人三次比武：第一

个回合比赛骑马，第二个回合比赛射箭，第三个回合比赛摔跤。巴依拉

克连胜三回，才得到班孥·榭榭克的爱情。但班孥·榭榭克的兄长喀尔

沙尔蛮横阻挠，他甚至举刀向前来说亲的阔尔库特砍去。阔尔库特有神

力，用咒语把喀尔沙尔举刀的胳膊定在半空，动弹不得，喀尔沙尔被迫

允婚，又连着哀求了三遍，咒语的魔力才得以解除，喀尔沙尔的胳膊恢

复正常。

在突厥语民族当中，“三”被看作是具有强大巫术力量的数字。因

此，民间谚语里说“好汉事不过三”。在“三兄弟”故事里总是老大为恶，

老三为善，老二或与老大为恶，或与老三从善；最后善要战胜恶，老三要

战胜老大。出现在“地主与长工”故事里的三兄弟总是老大老二忍气吞

声受欺压，甚至相继被迫害致死，而老三则机智勇敢，最后由老三惩治

地主，为两个兄长报仇。认为“三”具有强大的巫术力，成为人们普遍的

潜在社会心理意识。于是，凡诺言、誓言重复三遍便不得反悔，并且才更

有效力，而祝福、诅咒重复三遍才更灵验。“三”的强大巫术魔力甚至被

运用到社会组织制度方面。我国北方同突厥语民族有种种历史联系的

许多古代民族都采用过三分制的组织形式，这几乎是一种传统。直到 !"
世纪以后，哈萨克汗国仍然采用三分制，分为大、中、小三个玉兹。古代

还有诸如九姓铁勒、九姓回纥（九姓回鹘）、九姓乌古斯、九姓鞑靼等，这

些“九”都是以“三”为根据的数。采取三分制的组织形式，或者以“三”的

夸张形式“九”名之，应是追求“三”的强大巫术力，以示自身强大的一种

努力。

萨满教不注重“三”之前的基数，对基数神秘化是从“三”的神秘化

开始的。那么，萨满教为什么对“三”那么感兴趣，并使其神秘化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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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数呢？这和萨满教三界宇宙观等观念形态有关，还和人类数字观念发

展的特定阶段有关。对“三”的神秘化是在人类数字文化发展史上基数

不超过“三”的那个时代之产物。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

维》一书的第五章“从原逻辑思维与计数的关系看原逻辑思维”中指出：

“在非常多的原始民族中间，用于数的单独名称只有一和二，间或也有

三。超过这几个数时，土人们就说：‘许多、很多、太多’。”可见，人类数字

发展史上曾有过以“三”作为极数的时代。所以，对“三”的神秘现象是各

民族中较普遍的现象。

!·丹齐克在《数，科学的语言》一书中指出：“南非洲的布须曼族，

除了一、二和多之外，再没有别的数字了。”他还指出“数觉和计数不能

混为一谈。计数似乎是很晚以后才有的一种收获，⋯⋯经历了一连串的

特殊的环境，人类在极为有限的数知觉之外，学会了另一种技巧来给他

帮忙，这种技巧注意了使他们未来的生活受到巨大的影响。这技巧就是

计数。”!列维·布留尔还说：“在安达曼群岛，尽管语言词汇非常丰富，

数词却只有两个，一和二。三的意思实际上是‘多一个’。”"

萨满教之所以喜欢用“三”来作为仪式活动和祭祀、祈祷行为的基

本单位，可能看中了“三”的极数属性和“无限大”属性。萨满们之所以把

各种仪式仪规凑成“三”，可能是企图以此来表达“多”或“多次”之意。

二

在萨满教神秘数字观念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三”的倍数“九”更

加神秘化了。到了这一阶段，“三”从极数的位置上退下来，将其“无限

大”资格让给了自己的自乘积———“九”了。但由于“三”是萨满教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视作圣数的惯用数字，所以“九”没能够完全代替“三”的作

用。因而，萨满的仪式活动和祭祀模式中“三”和“九”往往被交替使用。

如蒙古萨满的祭敖包仪式中，在敖包的四面放上烧柏叶青用的垫石，一

面必须要摆上九块石头。杜尔伯特蒙古族过去祭奠多克尔山神时，由萨

满主持祭祀仪式，首先点燃九堆篝火，萨满手持神鼓，口念祭词，站在人

群的最前列“作法”。法事完毕，部落头人向山致祷词，感谢山神降福，向

山峰方面泼洒三碗好酒。然后，宰杀一匹黑色牡马进行血祭。参加祭祀

的人们跪在山前叩头，然后分群依次围绕九堆篝火按顺时针方向转绕，

形成九个人圈。"#$% 年（咸丰四年），新建旗王府后贡嘎绰克坦王爷祭奠

多克多尔山一次宰杀了九头牛做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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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向神灵献供品时以“九”为单位来洒祭。如，受蒙古族萨满教影

响的民间《母马鲜乳洒祭经》中写道：

献给金色的太阳两个九的洒祭。

献给牙形的月亮两个九的洒祭。

⋯⋯

献给吉雅其天神两个九的洒祭。

⋯⋯

献给英雄天神两个九的洒祭。

⋯⋯

献给阿塔天神满九的洒祭。

⋯⋯

献给冰山满九的洒祭。

⋯⋯

献给土地之神满九的洒祭。

⋯⋯

献给汇聚溪水的水神满九的洒祭。

献给白色的盐满九的洒祭。

献给以天池、青海、黑海为首的

所有的湖泊满九的洒祭。

⋯⋯

献给以阿尔泰山为首的富有高原牧场的大地母亲满九的洒祭。

⋯⋯

献给杭爱山满九的洒祭。

献给哈尔古纳山满九的洒祭。

献给阿尔泰山满九的洒祭。

献给道布汗山满九的洒祭。

献给扎拉门山满九的洒祭。

献给兴胡兰山满九的洒祭。

献给阿尔布斯·阿拉善山满九的洒祭。

献给毛尼山满九的洒祭。

⋯⋯

献给肯特山满九的洒祭。

献给克鲁伦河满九的洒祭。

献给额尔齐斯河满九的洒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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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奥尔汗河满九的洒祭。

⋯⋯

献给蓬松神树满九的洒祭。!

在蒙古族科尔沁萨满服饰上的铜镜往往有九面。科尔沁萨满的成

巫仪式中有一种叫“九道关”的加入仪式。据呼和少布萨满讲，九道关包

括如下内容：

铁铧关：在九堆火中烧红九个铁铧，然后赤脚在每个铁铧上踩九

次，共踩八十一次。

铁圈关：在九堆火中烧红九个铁圈，依次用手摸过后，把铁圈围在

腰间。

滚火关：赤着上身，跳入九堆燃旺的可杏树疙瘩火中，先转九圈，然

后倒地打滚，使火熄灭。

烙铁关：在九堆火中烧红九把烙铁，然后用舌头一一去舔烙铁。

钉板关：把铁钉钉在木板上，钉尖朝上，在其上面赤脚行走。

油锅关：烧开九口油锅，把脚伸进滚沸的油锅里再抽出来。

铁链关：在九堆火中烧红九条铁链，一一用手捋起。

火焚关：点燃一堆干树枝，在火堆中间放一缸水，火燃旺后，萨满跳

进火堆中，手握短剑，口念咒语，蘸着缸水舞剑。当博从火堆中跳出来

时，头发、眉毛都结上了霜，浑身因寒冷而不断发抖。

铡刀关：把九把铡刀绑在梯子上，然后赤脚踩着刀刃，爬上梯子的

顶端。

在萨满教观念中，叠用“九”来表示“极多”之意。如，“九九八十一”

和“九十九”往往表示极多、最多之意。近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境

内发现的蒙古帝国时期所建呼拉胡敖包，中间插一杆旗纛，用枣红马鬃

作九十九个纛缨穗，缨以下的纛杆上，有一幅骑马持剑的该敖包主神画

像。蒙古族萨满教祭词开篇即诵道“上有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在祭奠

成吉思汗的仪式中所诵唱的《九十九匹白骏之乳祭洒赞》中诵道：

向那统辖一切的

至高至圣之苍天，

将这九十九匹白骏之鲜乳，

作九个九的洒祭。

⋯⋯ ⋯⋯

向那所有大千世界的天地山水神佛圣灵，

将这九十九匹白骏马之鲜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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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满九的洒祭。

愿慈祥地光临，

欣喜地关照

将那非凡的谕旨赐予。

在蒙古族萨满的祭火词中也常常诵道：

“九九”腾格里创造，

先主也速该作成。

父亲可汗打的，

母亲哈敦吹的⋯⋯

笔者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进行调查时了解到，当地有一名

已故的萨满，在世时的实际年龄已超过一百岁，但每年春节村里的人来

拜年问到他的年龄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九十九岁”。这位萨满去世时

实际年龄为一百零七岁，但一直到去世他总是跟别人说他是九十九岁。

可见，在萨满教观念中九十九是极数，也是一个被神秘化了的“天数”。

由于萨满教供奉的天神只有九十九个，所以萨满看来他的年龄不应该

超过天神的数，即使超过了，也不能说实数。在萨满教观念中九十九是

被抽象化了的至上数，后来这一至上数被帝王们所垄断，基本上变成了

皇帝的专用数。这种对“九”的神秘化和政治化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不

胜枚举。据朱积孝《“九文化”漫议》!一文说，“九”有“永久”、“无限”的含

义。皇家建筑讲究“九”：故宫有房 !!!! 间；天坛中祭天的圆丘坛共三层，

顶层直径达 ! 丈，为“一九”，中屋 "# 丈，为“三五”，底层 $" 丈，为“三

七”，全为“九数”，三层合计 %# 丈，为“五九”。《周易》中有“九五，飞龙在

天、利见大人”。“龙”是古人最崇拜的动物，龙的地位至高无上，这样，龙

便与九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据《太平御览》记载：“赤龙与庆都合昏”而生

尧。由于龙交生帝说的诞生，龙便成了帝王的老祖宗。所谓“九五至尊”

也就成了皇帝的代称，就连皇帝的嫔妃，也同“九”有关系。按《周礼》规

定，皇帝除了一个皇后和三夫人外，还有九嫔、廿七（三九）世妇、八十一

（九九）女御；紫禁城的午门的主建筑正楼，面阔、进身各为九楹，共为九

九八十一间。在装饰陈列上，大多数物品也要符合九或九的倍数。如皇

宫内佛堂里佛的重量也是九的倍数，或重九九八十一斤，或重八九七十

二斤。就连所铸铜、金佛的数量也要是九的倍数。例如乾隆四十五年

（"&’( 年），为庆祝乾隆帝的七十寿辰，内外王公、文武大臣及官员等，共

造佛 $()!" 尊，合为九的 $$!! 倍。这个“九”字，一般来说，属于皇上的专

利。臣下向天子祝寿时九人一组拜谒，并献九十九盒。艺人们表演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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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要演出九九八十一个节目，名为“九九大庆会”。皇帝对臣下有嫌

怨，要诛灭“九族”；皇帝倒霉完蛋，也往往是给比他厉害的人赐“九锡”

为开端，不久，就得把皇位“禅让”给享受九锡待遇的“猛人”。

古人喜九之美好寓意，常用其行事状物。《禹贡》记夏朝将中国分为

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九州之土称“九土”。周朝的王城建

筑是“方九里，旁三门，国（王城）中九经九纬，途经九轨。”!天子所居之

地有九门：路门、应门、雉门、库门、皋门、城门、近郊门、远郊门、关门。直

到清朝，都城北京外城仍是九门，即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

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北京故宫，更是九数的王国，故

宫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高度都是九丈九尺，故宫的各宫、

殿及大小城门上金黄色的门钉，均为横九排、竖九排；台阶的级数也是

九或九的倍数。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古代以“九鼎”表之。“禹收九牧之

金，铸九鼎、象九州”，"“九鼎”便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传国之宝，鼎制

废除以后，“问鼎”一词仍作为“凯觎国政”之意而沿用至今。从而也留下

了“一言九鼎”的成语，以谓分量之重。在中央机构内部，则设九个高级

官职，称“九卿”，从周至清，尽管官名有所变化，但“九卿”之制一直延续

未改。

九及九的倍数，也深为人们所喜爱，应用更为广泛。《诗·小雅·天

保》诗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篇中连用

了九个“如”字，有祝贺福寿延绵不绝之意，后因以“天保九如”为祝寿

辞。

九有许多奇妙的性质：凡是九的倍数，它的各位数字之和，必然是

九或九的倍数。“九”乘以任何一个数字，它的积每个数字加起来仍是九

或九的倍数。正因为九有许多奇妙之处，所以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圣数

或神秘数字。叶舒宪、田大宪所著《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一书中认为，人

们的崇“九”心理又间接导致了一些派生数字的神秘用法，以“九”的神

圣性质为基础，其倍数也巫术性地发挥效力。

由于“九”这一数字蕴含着一些奇妙的性质，并被看作是阳数和极

数，所以在大多数民族的宗教观念特别是萨满教的观念体系中早已被

神秘化，并被赋予了超出数字本身之意义的符号功能。而这一数字成为

神秘符号之后其符号权力很快就被有权有势的萨满巫师和统治者所占

有，成为极少数人的权威之象征。这就是符号人类学上所说的“符号霸

权”现象。在历史上，统治者往往通过对某一社会群体中具有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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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号资本”的霸占，来使自己的权力绝对化和合法化。有些符号之所

以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和荣誉之象征，正是符号霸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

除三和九之外，萨满教中带有神秘意义的另一个基数为“七”。萨满

教观念中“九”为阳数，是代表天的，而“七”则是阴数，代表地。蒙古萨满

教神歌中常常唱到“九十九个天父神，七十七个地母神”。萨满教中“七”

的神秘意义更多地与北斗七星的崇拜联系在一起。蒙古萨满教中的“七

老翁神”指的就是北斗星。民间传承中的《北斗七星祷词》也带有浓厚的

萨满教色彩。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春节习俗中至今仍祭北斗七星。鄂尔多

斯蒙古族过春节时，正月初一早晨在火塘旁立七座小敖包，敖包上插七

根香，并念《北斗七星祷词》，然后向七个敖包各跪三次拜祭。鄂伦春、满

族、达斡尔族等北方民族也祭北斗七星。如，满族所祭“七星鄂漠”和“那

丹乌西哈”（七星）等也和“七”有关。萨满所用法剑往往被称为“七星宝

剑”，因为在法剑上有代表北斗七星的七个孔。笔者在内蒙古哲里木盟

科左后旗进行萨满教田野调查时，在色仁钦萨满家和田良巫都干（蒙古

语称女萨满为“巫都干”）家分别看到过刀上钻有七个圆孔的萨满法剑。

七个圆孔的分布正是一幅形象的北斗图像。

维德·冯·阿德里安和 !·"·罗斯查尔认为中国是“七”数信仰

的一个重要发源地。这一点在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考古遗迹中得到了证

实。据冯时所著《中国天文考古录》一书，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北斗七

星已经被先民奉为尊贵的天神了。位于黄河之滨的山西吉县柿子滩，曾

经发现了可能属于这一时期的朱绘岩画，画中一位头戴冠羽的女巫伸

展双臂，头顶上绘有七颗星点。如果我们认为这七颗星点呈东西方向分

布的话，那么计算的结果表明，遗址的年代与北斗七星指向二分点的年

代则完全吻合。难道朱红色画卷所描绘的竟是原始的女巫禳星的场面？

这种一字形排列的七星虽然在数字上符号北斗，但形象总还是有

些欠缺，看来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北斗的特殊形象似乎尚处于

无物可象的阶段。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了下来，以致古人常只简单地使用

“七”这个数字作为北斗的象征，而并不去刻意描绘它的形象。

在安徽潜山薛家岗出土的一批石刀是属于公元前 #$$$ 年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石刀一组大小七件，刀上各钻有不同数量的圆孔，从 % 至 %#
共分七级，均为奇数。这些数字的含义颇耐人寻味，假如把它们依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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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则可得到这样的结果：! " # " $ " % " & " !! " !# ’ (&。

(& 恰是 % 的倍数！古代的方士禳星祭斗，也正是采用这个数字。因

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七件石刀可能就是古人崇祭北斗的礼器。

类似的七孔石刀在史前遗址中经常可以见到，最精致的要数 !&)%
年出土于陕西延安芦山峁的玉刀。这枚玉刀约于公元前 *$++ 年左右磨

制而成，长 $(, ) 厘米。玉石质地青绿，上面钻有七个圆孔。圆孔的分布

看似不甚规则，但是如果将它们连缀起来，却正组成了一幅形象的北斗

图。可以肯定，这是一件镌有北斗七星的大型礼器。

七星剑一向被视为古代方士求雨、禳灾、驱鬼时使用的法器。如果

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刻有北斗的七星刀与后世的七星剑有同样功用，这

是否意味着我们真正找到了这种充满神秘色彩的法器的来源？

通过考古资料和实物发现，可以断定萨满教的神秘数字“七”是与

北斗有关的数字。那么，北方民族萨满教为什么特别崇拜“北斗七星”

呢？这和北方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在北方民族生存的北半

球高原草原上，北斗七星是人们在夜间确定时间和方向的重要参照物。

正如冯时所指出：“古人重视北斗的传统是与他们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

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地球的自转指向天球北极，这使地球的自转和

公转所反映出的恒星周日或周年视运动，实际只表现为恒星围绕天球

北极的旋转，而天极则相对不动。由于华夏文明发祥于北纬 #) 度左右的

黄河流域，因此，这一地区的人们观测到的天北级也就高出北方地平线

上 #) 度，这意味着对黄河流域的先人来说，以北天极为中心，以 #) 度为

半径的圆形天区，实际是一个终年不没入地平的常显区域，古人把这个

区域叫作恒星显圈。北斗当然是恒星圈中最重要的星象，而且由于岁差

的缘故，它的位置在数千年前较今日更接近北天极，所以终年常显不

隐，观测十分容易，从而成为终年可见的时间指示星。随着地球的自转，

北斗呈围绕北天极做周日旋转，犹如表盘上的指针，在没有任何计时设

备的古代，可以指示夜间时间的早晚；又随着地球的公转，北斗呈围绕

北天极做周年旋转，人们根据斗柄的不同指向，可以了解寒暑季节的变

化更迭。古人正是利用了北斗的这种可以终年观测的特点，建立起了最

早的时间系统。”!这里说的虽然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但中国北方民族生

存的地理纬度大致和黄河流域的纬度接近，所以这一看法对北方少数

民族的情况而言也是适合的。

这里值得考虑的是，萨满们为什么把北斗七星刻在法剑上呢？这可

能是法剑的镇鬼功能和北斗七星的避邪功能相结合的产物。在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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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观念和中国道家学说中北斗具有避邪功能。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

篇》记载了一桩古事。一次有人问抱朴子：“《老子篇中记》和《龟文经》这

两部书中都说，发生大的兵乱之后，凡遇金木之年，必有大疫，且万人余

一。有什么禳避的办法吗？”抱朴子说：“只要你头发蓬散披在肩上，心中

默念着每一发端都缀有一颗大星，这些星就是北斗七星。”!

由于北斗七星被认为具有避邪功能，所以萨满们将它刻在具有镇

鬼驱邪作用的法剑上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萨满和道师到底谁最先将北

斗七星纳入自己的法术体系，目前还无法下肯定的结论。

四

“十”这一数字在北方民族萨满教习俗中失去了数字的意义，完全

是作为一种巫术符号来使用的。蒙古族科尔沁萨满在举行杀羊献牲仪

式的时候，杀羊之前在羊的额上用法刀画“十”字符号，其意为避邪。有

人认为这是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之影响，然而，近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翁

牛特旗脑包山出土的“十”字形庙堂徵志被证实为早商时代的文物。陆

思贤在《“纵横图”的考古学探索》一文中对其年代和西传路线进行了确

切的考证。他认为，从翁牛特旗出土铜器上的庙堂徽志考虑，“十”字崇

拜由草原丝路传到西方去的。丁山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

也指出：“希伯来人以十字架代表上帝，约始于公元前 ! 世纪，而商人以

十字（即上甲）象征上帝，则远在公元前 "# 世纪之前。有是年代相差的根

据，我认为希伯来人所崇拜的十字架，可能是自殷商致祭的日神‘田’的

大典辗转流传过去的。唐以后天主教徒们又将‘十字架’自欧洲传播中

国，这才是文化的倒流。”"#$

唐力权先生认为，中文的“十”和罗马数目字中的“$”原来都不是数

目字。“十”和“$”原来指的乃是“神圣地”处于“上天下地”之中的人身。"#%

印顺法师所著《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一书认为，“十”在古

代并不是数目字，而是神灵的代表。根据上述旁证，可以肯定萨满教习

俗中的“十”字是萨满教所固有的镇鬼避邪的巫术符号，它不是从天主

教那里借来的。以“十”作为镇鬼避邪符号或使“十”字神秘化的倾向在

有些民族的萨满教仪式中至今仍有遗存。如在裕固族民间，家中有不平

安的事，如时常有人患病、牲畜死亡等等，就可请祀公子来送羊消灾。这

羊应是褐红色山羊，这种仪式就叫作“术术”。祀公子把为消灾而被闷死

的山羊“术术”送到十字路口。"#&在蒙古族萨满教习俗中也有将病人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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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卓力克”草鬼拿到十字路口埋掉的习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萨满教中带有神秘意义的圣数各有各

的文化内涵和象征功能。在文化人类学上将这种带有神秘意义的数字

称为“巫术数目”或“模式数目”。如《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

学》分册中专门列有“模式数目”条。这类数目被模式化之后往往成为习

惯数目，在一些民俗活动和宗教仪式中习惯性地反复出现，并一代一代

传承下去。一旦神秘数字成为习惯定数之后，具有坚固的稳定性，在一

些仪式活动中要想以另外的数目代替它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习惯数

在一些宗教体系和民俗模式中成为一种既定的符号系统，如果对其进

行更换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符号系统方可行之有效。中国民俗语言

学的创始人曲彦斌指出：“数习惯，是指有关数的习惯意识、理解与适用

等的习俗惯制；而习惯数，则是数习惯中的一些具有一种或几种比较完

整、稳定意识的惯用定数。数习惯与习惯数，有相当一些与神秘数的作

用有着源流关系，是神秘数的结果与延伸。然而，神秘数、数习惯、习惯

数，都是文化心态与人文精神的体现，与各种社会习俗惯制互相渗透、

交织。”!"#

被符号化的神秘数字在萨满教观念中起着一种表达思想和感情的

副语言功能。它不仅成为萨满和神灵之间交流的工具，还可以成为萨满

和萨满之间以及萨满和一般信徒之间进行交流的副语言符号。在萨满

教观念体系中，神秘数字这一非自然语言符号却起着自然语言所不能

代替的神圣功能，它在特定的场合能够表达一些特定的思想。伍铁平在

《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一书中称这种用特殊代码表达的思想“是一种

没有定形的，用一种不同于自然语言的特殊代码表达的思想”。古今中

外的人类文化史上，有些思想有时无法用语言表达，往往借助其他的副

语言习俗或特殊符号来表达，符号人类学上称这种符号为会意符号或

意会符号。萨满教中所用的一些符号和神秘数字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达

特定意义和思想的会意符号。这些会意符号经过模式化的过程逐渐被

人们所接受，变成了约定俗成的公众符号系统。所以，对萨满教观念中

的神秘数字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要从多种角度进行多学科的跨文化

比较研究才能得到完善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关萨满教神秘数

字崇拜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参阅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该译本包括汉译文、拉丁字母转写、注释等部分。新疆人

民出版社，!"#$ 年 % 月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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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研究

! !·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第 " 页，商务印书馆，#$%& 年版。

"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 #%& 页，商务印书馆，#$%# 年版。

#《蒙古族文学史》（一）第 $) 页，辽宁民族出版社，#$$" 年版。

$朱积孝：《“九文化”漫议》，见《北方民族》#$$" 年第 * 期。

%《周礼·考工记》

&《史记·武帝纪》

’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第 *$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 年版。

(引自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第 "&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 年版。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 "$+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年影印版。

)*,唐力权著：《周易与怀德海之间——— 场有哲学序论》第 #&%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 年版。

)*-陈宗振、雷选春：《裕固族中的萨满——— 祀公子》，见《裕固族研究论文集》第 *&$ 页。

)*.曲彦斌著：《神秘数》第 **)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

-上接第 #.% 页 /
/一种专门用于量雨的五尺长的木尺。

!干宝《搜神记》卷 *.：“晋魏郡亢旱，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

能苏禾稼乎0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

当有报。’不数日，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

"楼轿是用木头做的抬龙用的木轿，高度有一米半。

#民间的一种计量单位，约三厘米左右。

$隋逢刚搜集《西海龙王庙和温泉》，临汾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尧都故事》第二辑。

%个别地方有时有两个，它们往往以抓阉方式轮流值年，如河北省赤城县后城镇董家沟村就是

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