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巧女故事中的角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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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以中国巧女故事为研究对象，从故事人物的角色类型及其行为特征入手，

考察角色分布与职能转换的规律，试图将角色类型作为突破.点，通过角色研究，在故事的

叙事形态结构研究与社会文化意义研究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关联，以便结合两种研究之

长，借助结构分析更好地介入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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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故事只有在作为基础结构的叙事形态的支撑

下，承载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化意义，才能成为真

实的讲述文本并产生吸引人的魅力。这个事实使我们

意识到，认识故事的叙事形态，与认识隐伏于叙事形态

结构深层的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生活观念，都是故事研

究的重要目的。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二者多是孤立

存在的。我们不否认将上述两个 目的分而治之，在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各自深人地探讨，但这种做法却在更

深远的意义上，阻碍了对民间故事的全面把握。如何

在故事的叙事形态结构与社会文化意义之间建立一个

有效的研究关联，以便结合两种研究之长，借助结构分

析更好地介人意义探讨?这是我们应当且必须要做的

工作，因为“形态的研究以及结构的研究，如果将来不

向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发展，不能成为后者的基础和

前奏，而只是把它当作自我目的，那么，这种研究只会

停留在一定层面上，其价值可能是相当有限的。"m可
见，只有在建立这种研究关联之后，结构分析的功用才

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回溯二者的研究脉络，我们发现，研究故事的叙事

形态结构与社会文化意义，都是从分析角色行动开始

的②只不过，前者关注的是角色行动的抽象功能，而后

者关注的则是角色行动的具体承担者以及由这个承担

者施发或执行的行动对处于同一关系网络中其他角色

的影响。换言之，对故事的叙事结构而言，角色的最大

功用在于他施发或执行了某种能够推进情节发展的行

动，至于是谁承担了这一角色并不十分重要。但问题

是，在绝大部分民间故事中，角色不是单一存在的，而

是处在由多个角色承担者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任一角色的任一行动都有可能对关系网中的其他角色

造成影响，甚至导致故事结局乃至整个讲述主题的改

变。我们需要借助这个关系网来判断角色的属性。所

以，涉及到故事角色的考察，就很难避免这种投射了社

会文化的角色关系的影响。由此可以确定，附着于角

色能指之上的有两种所指，即结构功能所指和社会关

系所指。为了把握类型群中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

我们必须暂时将角色从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抽取出来，使角色与其社会关系所指相剥离，这样才可

能把具体角色的行动转化为抽象的结构功能。然而，

一旦这种抽象的功能被置回到故事文本中，就会重新

被纳人到社会关系网络中，与其社会关系所指相融合，

成为行动承担者的具体作为。这些行为彼此互动，共

同传达了民众赋予故事的文化意义。可以这样说，当

我们将研究视点从行动转向承担者时，故事角色也就

从结构功能意义转向了社会关系意义。从这个意义转

向出发，我们找到了可以充当研究关联的中介层面 即

故事角色。借由角色研究，叙事形态结构与社会文化

意义被统合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叙事形态结构的变

化，观察到角色分布与转换的规律;再通过角色关系及

其行为互动的设置，找到它与民众观念变更之间的关

联，挖掘出民众赋予故事的社会文化意义。

    具体而言，民众在讲述民间故事时，总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切身的情感体验和道德判断融人其中。但他

们很少采用概念或论证等抽象的方式直接传达某种观

念，因为这种方式是与口语表述思维的特点相悖离的。

相形之下，民众更多的是通过存于记忆中的故事范型

传递信息。，在设置故事角色、安排各角色的行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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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及行动结果— 这样一个事件性的描述过程中，

向听众说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思考。这种表述

方式为我们探查故事意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故

事人物的角色类型及其行为的特征。下面，我们就循

着这条思路开始探索文化意义工作的第一步— 故事

角色研究。④

    故事的主角:巧女的角色类型与职能

    我们知道，在民间故事里，有林林总总的各种人物

出场.这些出场人物原本有着许多方面的差异 ，如身份

地位的差异，年龄性别的差异等等。但随着故事情节

的展开，他们会成为数种角色类型，这些类型超越了前

述个体的差异。

    中国巧女故事⑤的核心母题— “女主人公智解难

题”中包含着两个构成要素，即女主人公所面临的难题

和她破题时的智慧。站在结构层面，我们从这两个要

素中获得了界定巧女故事的主要依据。当我们转向意

义层面，重新审视这两个要素时，会发现它们分别指向

了两个与角色相关的重要向度，即角色的性别指向和

智慧程度。前一个向度为我们探查隐匿于角色背后的

深层蕴意提供了突破口，后一个向度则关系着每个角

色在不同类型中的具体表现。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巧

女故事的讲述看作是一场关于两性智慧交锋的表演，

参与这场演出的故事人物可分为四类:巧女、拙女、巧

男、拙男。⑥在巧女故事中，每一类角色都会随类型结构

与所述事件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行动意图、智慧程度

和出场频率。为区别于角色行动在故事结构中地位意

义的“功能”，我们把这些角色行为在社会关系意义上

的特质称为“职能，’o

    一、巧女的角色类型

    作为主人公，巧女是出场频率最高的角色。每个

类型的巧女故事中，都能见到她的身影。不过 在不同

故事类型的叙述事件里，巧女角色的行动和职能会发

生一定变化。就整个类型群而言，这一故事角色几乎

涵括了女性在不同生活场域中所承担的各种社会角

色:娘家的女儿、小姑，婆家的儿媳、妻子，核心家庭的

代言人，以及父系家族的守护者。中国故事里的巧女

基本是才貌双全的，她们长得“水灵灵的俊”，而且“心

眼儿好使，一点也不嘎咕”。⑦巧女的智慧是按照民众对

理想女性的预期来描述的，体现在心智、手艺和口才三

个方面。巧女是操持家务的主妇，面对大家庭的内外

关系，她们必须心灵，才能明辨是非利害，持家守成;手

巧，才可领会长辈的意图，做出令人满意的衣物饭食;

口利，才会在维护自己和家庭利益时立于不败之地，把

对手驳斥得哑口无言。三方面的智慧相互关联，心智

是基础而手艺和口才则是破题的利器。依据巧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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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题过程中的不同侧重，我们归纳了巧女角色的三

个类型，即才智型、贤惠型和能言善辩型户

    H才智型

    从角色分布的角度观察，才智型巧女主要出现在

善处事类和善理解类的多个类型⑨中。故事在展现该

类角色的智慧特征时偏重于心智方面，以斗智形式呈

现出才智型巧女的破题过程。无论是运用狡辩的方法

免除家人的牢狱之苦，以暗示行为逆转家中的不孝状

况，还是提出与难题方式相同的要求挫败恶意挑衅，抑

或是猜出谜底完成测试的任务，她们都是凭借心思的

填密灵巧寻找到破解难题的最佳方法，最终解除了被

放置于她们眼前的困境。

    就角色的行动方式与破题才智而言，我们可将才

智型巧女角色称为女性机智人物。⑩她们与徐文长、贱

三爷、韩老大0等男性机智人物在故事中担任的角色颇

为接近，都承担着破题解困的最终职能。二者的差异

在于:在男性机智人物故事中，男性机智人物更多的是

以全能者的身份出现的，与之相对的只有愚笨的一方。

他们既可能被动地接受考验，也可能主动地挑战恶人，

甚至是戏弄他人。相形之下，巧女则多是处于幕后，纠

缠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所有可以展现其智慧的

行动都是被动发生的。换言之 巧女大都是在其他人

(与她同属一个利益团体中的男性成员)失利之后，才

会出面处理危机。与她同时出现在故事中的，既可能

是衬托其聪慧的愚者，也可能是与她势均力敌的其他

智者。

    (Z}贤惠型

    贤惠型巧女角色的出场频率低于才智型，主要出

现助夫处事系列、善用小钱发家型和家翁出谜题型中。

该类角色的智慧特征分别体现在“贤”与“惠”两个方

面，贤在对持家理念的坚持，惠在对各项家务的熟识。

换言之，以该类巧女为主人公的故事着力赞誉的重点，

与其说是巧女的才智，不如说是她们的品行和生活态

度。比如，助夫处事系列故事在强调巧女规劝方法的

巧妙之外，更突出地称赞了巧女的“贤良，，。又如，在这

样一则善用小钱发家型故事《三女儿要宝严里:

    大女儿和二女儿得T黄金和白银，心里挺高

兴。唯独三女儿在一旁没有说话。

    老员外来到三女儿身旁问道:“小女，你爱的

是什么?”三女儿回答说:“大姐爱的是黄金，二姐

爱的是白银，小女不识金银贵。勤奋耕织为根本，

就把你老的谷子种给俺一升吧。”金员外听了小女

的要求，心中大喜，连声称赞道:“好闺女，懂得发

家之本，爹给你一开谷，祝你过个大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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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对三女儿摒弃金银而就谷种的选择大加赞

誉 并称之为“懂得发家之本”，已经明确透露出民众对

巧女勤俭持家的期许，这与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对“巧媳

妇”的期望也是一致的。。可见，故事对这类角色的塑

造，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女性的期待

— 贤惠与勤劳。此外，这些故事在讲述女性智巧的

同时也赋予了角色勤苦好学的品质 用以告诉听者，故

事女性主人公的“巧1，实际上是勤劳加远见的结果。聪

明虽有天赋的关系，但智慧的得来，则要靠踏实地学习

和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与熟悉。譬如，家翁出谜题型中

要求巧女完成的难题 大都与做饭、纺织、蓄养牲畜等
家务相关，如用两种材料做出多样的饭食、用少量的布

匹裁制多样的衣物等等。贤惠型巧女倘若没有平日对

家务的操持和熟悉，是无法洞悉谜底并按照要求完成

任务的。

    (b能言善辩型

    能言善辩型也是出场频率颇高的巧女角色，主要

出现在善说话类故事中。故事着重强调了该类角色的

口才，她们一般会使用谐音暗示、模仿反问或拆分禁忌

同音字等方法，或犀利或含蓄地以巧妙的言同化险为

夷。这里我们不妨以《巧语斗先生》。为例，试看巧女如
何以口才获胜:

    五姑娘跟韩老大成亲后，乡亲们就管五姑娘

叫“五娘子”了。一年过后，五娘子生了双伴儿(双

胞胎)，一个小子，一个丫头，长得一模一样，又白

又胖。又过了有一天，五娘子背着小子，艳着丫

头，回娘家，一进村，正巧碰上本村的教书先生。

  一教书先生侠个儿看 了后，眼眉一挑，笑了笑

说:“哈，这两个孩子一模一样 像一个模子刻出来

的，是先生的儿，还是先生的女呀?’’五娘子在村里

做姑娘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教书先生爱占女人的

便宜。这会儿一听他这么说，心里犯了嘀咕:哼，

啥先生的儿，先生的女?明明是想占我五娘子的

便宜呀!那你算走错了门儿咧!她灵机一动，顺

口说:“先生是我儿，后生的还是女(你)m�教书先

生讨了个没趣儿，红着脸说:“唔，我还有急事儿，
回头见!”说着，转身走了。

    在这个隐语嘲人型故事中，教书先生利用“先生”

一词的多义，将其对顺序的指代替换为对 自己的指称，

以此来暗示自己是孩子的父亲 ’‘占五娘子的便宜”。

而五娘子在予以回击时，也同样利用“先生”的多义，并

采用了谐音的方式，两次暗示了彼此的母子关系。该

则故事中，巧女之巧主要表现在她以言语回击时的巧

妙，不仅巧在方法，更巧在最后的效果，如此含蓄地嘲

讽使教书先生在吃亏之后只能隐忍而去，却无法发作。

    如前文提及的，巧女智慧的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依

的，无论其中的机智表现偏重于哪方面，都离不开她们

巧嘴的阐释。能言善辩型巧女的存在，足以说明故事

对巧女口才的重视。这里，我们不妨就此来回顾一下

故事与实际生活的关联。我们知道，巧女故事是老百

姓拘泥于一定时空下对现实生活的摹写。他们对生活

的某些看法或认识会投射到故事之中。笔者从田野访

谈中得知，老百姓家中的长辈，虽然强调“嘴好使，不千

活计不行”，但又无一例外地都喜欢“嘴甜”的媳妇，认

为“练胳膊练腿不如练个好嘴，’o。既然在日常生活里口

巧对于女性而言同样重要，这就说明能言善辩型与贤

惠型一样，其角色塑造中也投射了民众对理想女性的

期待。

    如果我们把能言善辩型巧女角色的出现放置在文

化语境中加以探究 就会发现，强调巧女的口才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话语权对家庭和个人的重要性。传统中

国是一个男权中心的社会，男子勿庸置疑地掌握着各

个层面的话语权。但在巧女故事里，男性对家庭话语

权的掌握，却在他们与巧女的智慧交锋中被部分削弱

或彻底转移了。尤其在那些因巧女口才(话语)而取得

胜利的故事中，家庭话语权确实由男性自觉或不 自觉

地向女性转让了。虽然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并未掌握这

种权利，如她们所言’.老爷们在家，那敢言语，多言多语

地招骂。”。但故事中的权利转让，至少能让那些讲述和

聆听故事的人，尤其是女性群体，在意料之外扬眉吐

气。

    故事中家庭话语权在两性之间的转让，是通过巧

女成为家庭利益代言人的方式来体现的。在巧女故事

中，三种类型的巧女角色都参与了家庭话语权的转让

过程。家庭话语权的掌握，关系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

形象与声望，所以老百姓是异常慎重的。让女子代言

之前，故事必定设置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前提，即现有家

庭代言人的失利，以及其他继承人的能力Iff乏，由此可

以明确，女性并不是代言人的首选。然而，一旦女子通

过能力考核获得家庭话语权，那么在民众的想象中，这

些灵巧女子的话语不仅会庇护家庭，更能预知家庭或

家族的祸福。比如《第三个新妇》。中，小儿媳的话语就

具有一种神秘的预测能力。她三年未同家人讲话(除

了丈夫)开口后的每次讲话虽然都不合情理，如拔掉

长得正好的嫩稻苗、往家里带石岩等 但每一次都为家

庭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虽然这则故事是由家翁出谜题

型与识宝型拼合构成的，但其主体还是巧女故事。故

事情节带有明显的想象色彩，刚好符合了民众用故事

弥补现实不足的创作意图，也证实了民众对女性话语

权的好奇和敬畏。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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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表达了男性权威地位的丧失。因为巧女们在台前扮

演的是危机情况下的代言人。作为代言人，社会将对

男性的行为期待赋予巧女，她们承担的社会角色已经

偏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性别。所以由幕后走到台前的

巧女是作为男性的女人出现，而非作为女性的女人。

也就是说，社会认可的家庭权威仍然属于男性。

    二 、巧女的角色职能

    我们知道 巧女在故事中承担着多重职能，最主要

的是作为解困者以破题的行动达到解困的目的。依据

各类型叙述事件的不同需求，巧女的破题行动可以用

不同方式予以表现、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种:第一

种，充当考验者，以实施考验的方式破解难题。这种职

能形式比较少见 只出现在行善型、选婿型和妙解隐喻

型问难题亚型故事中。第二种 作为被考验者，直接出

面破解难题。这种职能形式一般存在于不包括“求助”

范型的巧女故事中。第三种，承担代言人的职责 以代

言的形式协助他人破解难题。它与“代言”范型相匹

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职能形式。

    在巧女故事这一类型群中类型组编。的实现标志

之一是考验关系的转变，而巧女的各种行动都包含在

考验关系中。因此，巧女角色的三个类型及其职能的

各种表现形式，在类型组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重合

或转换的情况。譬如，在《聪明的姑娘》0这个由家翁出

谜题型、以难制难型和妙解隐喻型连缀而成的故事中，

三个类型的连缀就使巧女的职能形式发生了转换。我

们先来看处在故事开始部分的家翁出谜题型:

，’要鸡蛋那好办，我娘家多的是鸡。”姑娘说:“无头

无脚的团鱼是荞麦祀广三媳妇说:“那我娘家也多

得很。”三个媳妇道 了谢，姑娘就走了。

    三个媳妇在娘家住了半个月，各人把接意带

回来，老头看了非常满意。他回头一想往日三个

媳妇有得这样聪明，为么事一下子都开化 了呢?

不免我来问一问她们。便道 “你们都住半个月回

来，都带回我要的接意，是你们想的还是哪个说的

呀?’’三个媳妇把经过向爹爹讲了，老头暗地佩服

那个姑娘聪明伶俐，心想:“她如果是给我四儿子

做个蟋妇该多好哇。”于是，他托这个，又托那个，

去为儿子说亲。事也凑巧，一说就成了。过了几

天，就把那个姑娘接过门来和他儿子完了婚。

    在这个类型中 巧女并不是从故事一开始就出现

的，直接面临公爹谜题式考验的是老头已有的三个媳

妇。她们因无法破解谜题而发愁，造成了“失利”—

这个巧女代言的惯有前提。于是，巧女借由发现三个

媳妇的“困境”正式出场。从智慧展现层面看，这个类

型中的巧女是以才智型的角色出现的，她的具体职能

是作为代言人，协助三个媳妇破解公爹所 出的谜题。

接下来是位于故事中间部分的我的东西更值钱型:

    有一天，三个媳妇把回娘家的事对爹爹讲了，
老头说:“你们要 回娘 家可得，但是要一道去一道

回。大媳妇去住过三五天.二媳妇去住过七八天，

三媳妇住过半个月。”另外，他还叫大媳妇带四两

苍蝇翅膀，二媳妇带四个红心萝 卜，三媳妇带四个

无头无脚的团鱼回来，并嘱咐三个媳妇不要忘记。

    三个媳妇高高兴兴地走了，在路上她们你问

我，我问你，几时回来?带么接意?可是谁也答不

出来，她们就坐在路上发愁。这时路旁有一个做

活的姑娘，走上来问道:‘.嫂子，你们为么事坐在这

里发愁?t’三个媳妇就把爹爹说的话向姑娘说了一

这。姑娘想了想说道:“嫂子你们都是住十五天才

回家呀!”三个媳妇问道:“姑娘，那么样都是十五

天呢?’’姑娘说:“三五不是一十五，七八不是一十

五 半个月就是十五天咧。”她们笑着点了点头。

三个媳妇又说:“那我爹爹叫我们带的接意是么事

呢?1，姑娘又想了想说道:‘苍蝇翅膀是茶叶。”大媳

妇笑着说:“我娘家就是做茶叶的，莫说四两，要四

斤也有。”姑娘说:“红心萝 卜是鸡蛋。”二媳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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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又添了个聪明的儿琏妇，他不晓得多喜

欢，于是他到处酬神谢S。有一天，他去庙里烧

香，一不小心把和尚养的猫子殊死了。和尚见财

神菩萨送上门来，便说道:“老头，你把我的猫子殊

死了么样说呢?1，老头说道:“师傅，我买个猫子赔

你咧竺”和尚说道:“老头，我这个猫子不比别的猫

子咧!它行像个龙.坐像个虎，要值银子五千五 ，，

老头听和尚这样说，吓得往家里跑。和尚说:“你

她也地不掉，过三天我到你家来要银子。你没有

银子就赔猫子。”老头跑回家里急得没有办法，睡

在床上连饭也吃不进去。第四个媳妇问道:“爹

爹，你为么事急得这样呢?’’老头就把在庙上的事

向她讲了。四蟋妇说道:“爹爹，你不要着急，和尚

来了我自有办法打发他走。”

    到了第三天，四媳妇拿了个旧水瓢放在门口
内，将大门半掩半开，她坐在及里等着。过了一会

儿，和尚果然来了，一进门就把水瓢一脚珠破了。

他不以为然地 问道:“姑娘，你爹爹到哪里去了

呀??"cv憾妇说道:“你找我爹有么事呢?’’“你爹爹

把我的猫子踩死了。”“那我赔你个猫子就是了。”

  那怕赔我的猫子不到吧，它行像龙，坐像虎，要值

银子五千五。”“那赔你五千五百两银子好办，师

傅，那你要赔我个水称哩!”“你这个破水孤还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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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咧!’，’’我的水瓢呀，仆至」能切肉，仰到能装粥，要

值银子六千六。那你还倒找一千一咧!”和尚一

听，调头就跑。

    在这一类型中，巧女也没有在故事开始时出现。

虽然故事中的考验者与被考验者的承担角色发生了变

化，即考验者由公爹变为和尚，被考验者则由三个媳妇

变为公爹，但巧女的角色职能没有改变，仍是以才智型

的角色作为代言人协助被考验者破解难题的。与上一

个类l1不同的是，巧女代言的方式有所转变，从前一个

类型中的 告知答案1，变为此类型中的“直接出面”。下

面是位于故事结尾部分的妙解隐喻型:

    老头见四媳妇聪明过人，就在门前挂了个“万

事不求人”的牌子。一天，一个初去上任的瀚林路

过这里，看见这块牌子感到惊奇。他走到及里一

问，才知迸是老头为四儿媳妇聪明伶俐挂的。瀚

林说道:“我今天要你媳妇说四句话，并把行时早，

行时迟，不行时 正行时说进去，如果说得好，你就

把这个牌子桂到，说得不好，就不许挂!”四镇妇在

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上前说道:‘’大人，你听到，甘

岁十二位宰相，为行时早，梁a八十二点状元，为

行时迟，我家挂牌子遇着你.为不行时，老爷今日
去上任，为正行时。”翰林不说二话，打马就跑。

    在这个类型中，巧女以才智型的角色，成为了直接

出面破解难题的被考验者。导致考验出现的是公爹挂

牌引起的“巧名外传”，他作为传信人，将有关巧女智慧

的信息传递给本类型中的设困者和考验者，即路过的

翰林。

    当我们将三个类型中的角色变化连缀起来看时，

不难发现，随着类型的组编，各类角色的职能都出现了

转换。仅就巧女而言，虽然角色类型一直保持着才智

型，但其职能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转换，即从协助破题

的代言人改变为接受考验的被考验者。至此已经能够

说明，类型组编对角色职能的转换确实存在着影响。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的，里面包含着非

常复杂的情况。这种复杂性。可从该故事巧女角色的

职能转换过程略窥一二:若以类型为限，巧女角色在故

事的三个类型中都只有一种稳定的职能，故而可以确

定，是三个类型的组编为巧女职能提供了转换的契机。

不过，在故事前两个类型中，巧女的职能并未转变，只

在代言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类型组编与职能转换

之间不存在完全确定的对应关系。换言之，出现类型

组编的故事中，巧女角色的类型和职能只是有转换的

可能，并不存在一定的转换。

    根据上文中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测:故

事的叙事结构越复杂，参与组编的类型数 目和组编形

式就越多，可能出现的巧女角色类型及其职能表现形

式的转换也就越频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巧女角色是民众现实思

考与故事想象的结合。其角色的三种类型基本上分布

在不同的故事类型中，强调了巧女智慧显现的不同层

面。该角色在故事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承担了多重的

角色职能。各职能以破题解困为核心，依据叙述事件

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巧女以代言形式破解难题

是其中最为突出，也最富有蕴意的职能。它意味着:巧

女洛守伦理规范的谦卑，在特殊情况下站到台前的锋

芒毕露，都在故事的把握尺度中。巧女作为男性的女

人，可有适度的个性张扬;作为女性的女人，她们的言

行举措又必须在伦理文化的规范之内。

  故事的配角:其他人物的角色类型与职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故事的主角一直占据着学者的

视线。，使他们较少顾及故事中的其他角色。实际上，

故事中的其他角色与主角一样，在推动情节发展及丰

富故事趣味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在逐一分

析每一类角色及其职能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

在故事结构中的功用，以及他们与主角之间的关系。

    阿克塞尔·奥尔里克对民间故事叙事规律，尤其是

关子对照律的阐释— “对照律产生于叙事中主人公

以外的其他人物，这些人物的特征和行为，是由他们与

主人公的特征和行为相对照的要求所决定的。’，。—

使我们认识到，如果将巧女看作故事的主角，那么拙

女、拙男与巧男就是映衬主角或与之对照的配角。下

文，我们将对这些角色及其职能在故事中的具体表现

进行讨论。

    一、拙女角色及其职能

    拙女是与巧女对照最为明显的角色，这类角色的

出场频率不高 只出现在四个类型和亚型中，即我的东

西更值钱型、摔碗劝孝型、善用小钱发家型和家翁出谜

题型选当家人亚型。在前两个类型的故事中，拙女的

表现是狡诈的。这类拙女多由巧女的婆婆或邻居充

当，她们为着这样或那样的实际利益成为了巧女的对

手，在实施了恶意考验之后，最终被巧女挫败。

    与之相比，出现在后两个类型中的拙女，则是属于

愚笨忠厚型的，多由巧女的姻嫂们扮演，其主要职能有

两种:第一种职能是引发比赛，并在 比赛中以自己的失

利陪衬巧女的胜利。譬如 在家翁出谜题m选当家人

亚型中，家翁之所以采用出题考核的方式选取当家人，

也是为了避免抽嫂相争引起家庭不睦。正如故事中所

说:“老汉觉得操持家务显得吃力。·，·⋯几个新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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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数细新脾是个治家的料子，但她是新婚媳，又是

排行最小，选她当家，恐怕做嫂子的不服，老汉常为这

事发愁。”。可见，故事虽对拙女用墨不多，但她们却是

推进情节发展的力量之一

    第二种职能是因失利而求助于巧女，为其代言设

置了铺垫，将巧女于幕后引至前台。附加在这种职能

之后的，还有传信人的职能 即她们通过“求助”将考验

的难题转嫁到巧女身上，同时通过外传其巧名，导致了

巧女身份的转换。比如，在前面引用过的<聪明的姑

娘》故事。中，拙女出现位于故事开始部分的家翁出谜

题型里。三个媳妇不能理解公爹的要求(失利)，只能

“求助”于路旁做活的姑娘 在姑娘的帮助下做到了公

爹的要求。至此，拙女们完成了第二种职能，为巧女的

出场做好了铺垫，但拙女角色的职能并没有结束。在

故事的发展中，她们将事情经过告诉了公爹使公爹欣

赏姑娘的聪明，于是把巧女娶为四儿媳妇。这种行动

实际上是在公爹和姑娘之间建立一种信息的传递，既

把难题传达给姑娘，又将巧名传达给公爹。从本文掌

握的故事资料看，拙女在《聪明的姑娘》中两种职能的

顺连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总体而言，故事对拙女的存在没有过多地贬斥。

多数拙女的性情是好的，不够精明但还老实厚道，她们

尊重家翁的选择，不会刻意地去争夺当家权。虽然有

些故事里 拙女是略带了些奸诈的影子。但故事总会

安排某个转机，让她们重回那个憨厚老实的模子中。

这种性情回归的安排，有着老百姓对家庭和睦的期待

和他们对理想家庭模式的想象。比较拙女角色两种类

0的出场频率，我们还能发现，拙女与巧女之间的行为

互动更多的是竞争与互助 而非正面的冲突

    二、拙男角色及其职能

    拙男是智慧交锋中趋于劣势的弱者，通常由巧女

的丈夫或兄弟扮演，分布在三类巧女故事的多个类型

中。。这类角色往往是故事情节拓展的一种中介人物，

他们承担着传信人的职能:将考验转嫁到巧女身上，为

巧女出场设置铺垫;外传妻子或姐妹的巧名，引来外人

的挑衅;带回恶意的礼物，导致一些不快后果的发生，

如妻子的出走或意图自尽。从故事中描述的性情看，

他们是一类老实过头的男人:不谙世事— 外出事宜

需要妻子或姐妹的事先交待;缺乏判断力一 -不能明

辨他人行事的善恶;能力厦乏— 无法妥善地保护 自

己和家庭的利益，不询问清楚就把财物给人，带回讽刺

妻子的礼物等等。拙男在故事中一贯以失败者的形象

出现，他们的失败是夸张的。通过这种夸张 故事呈现

了这样一种事实:拙男无法成为强势的家庭利益保护

者以满足社会对男性的期待，他们需要他者的帮助或

庇护。这就为巧女的出场提供了合理的缘由，同时也

    弘 STUDES 6F ETHNIC; LITERATURE

暗示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幕后导演

    三、巧男角色及其职能

    巧男是出场频率仅次于巧女的故事角色夕他们是

社会权威的中介表达者，巧女需要经由他们的肯定而

获得相应的身份或赞誉。巧女与其对抗的过程，正是

显示巧女智慧与能力的过程。依据巧男行动意图的不

同，可将其分为两个类型 权威测试型和无理挑衅型，

前一类型主要由家中的长辈担任，后一类型多由外来

者担任，分别充当善意的考验者或恶意的对手。具体

而言，巧男角色的主要职能是实施考验和设置困境，他

们的扮演者一般都是有一定才学的人，如秀才、教书先

生、和尚、县官以及经验丰富的家翁等，但精明有余厚

道不足。作为考验者和设困者，几乎所有的争斗都是

由巧男挑起的，区别仅在于日的的善恶之分。家翁为

选拔持家者的测试，是善意的;秀才、和尚等人因不信

任女性才智的出谜或比赛，以及意图调戏巧女的赛诗，

就有恶意之嫌了。虽然在有些故事中，巧男赢得了交

锋的最后胜利，但巧女的失利更多是迫于文化压力而

非男性的智慧。。
    与巧女相仿 类型组编也会造成巧男在角色类型

与职能上的重合或转换。二者的差别在于:巧女角色

类型的同时出现 多半意味着其职能之间的相互转换;

但当巧男的两个角色类型，即权威测试型和无理挑衅

型同时出现在一个故事中，并不代表着其职能的转换

只有在故事事件的发生场域从家庭内部移至外部，巧

男身兼考验者、被考验者、传信人等三种职能时，才有

可能发生职能的转换。《斗口》。故事由家翁出谜题型、
巧对无理问型和隐语嘲人型组编而成。故事事件在前

两个类型的连缀中，从王老二父子之间的测试转变为

王老二与邻村骑马人之间的难题对答。这就使前一个

类型中的权威测试型巧男— 王老二从考验者变为被

考验者，并通过向儿媳“求助”成为传信人。后一个类

型中的无理挑衅型巧男— 邻村骑马人则自始至终地

充当着考验者。可见,e斗口》故事中的巧男既有角色

扮演者的变化，又有角色类型上的变动，还有其职能在

实施考验、接受考验、传递信息三种行动之间的转换。

    回顾上文对巧女故事四类角色的分析，我们得到

这样的认识:首先，从角色之间的关系看，巧女是故事

的主角，所有的人物设置和角色变换，都围绕着她的存

在而进行。故事安排拙女、拙男和巧男出场，是出任

“表演”中的配角。虽然三类角色参与考验关系的方式

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主要任务都是陪衬巧女。作为一

种衬托，配角的存在为巧女能够或必须站到台前提供

了机会。通过与配角的抗衡或协作，巧女真正成为了

解困行动中的成败主导者和智慧代言人。

    其次，从角色职能及其内部关系看，各类角色的职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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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要有六种，即设困者、考验者(对手)、被考验者、解

困者、传信者和代言人(助手)。其中，设困者与考验者

可能由同一角色通过同一行动完成。，而其他职能则基

本由不同行动完成。

        表 1 巧女故事角色及功能对照表

    } 角色 一 行动 } 功能 }.

巧女

拙女

巧男

拙男

设置困境

实施考验

接受考验

破题解困

传递信息

协助破题

  设困者

考验者/对手

  被考验者

  解困者

  传信者

代言人/助手

    再次，从角色与其职能的对应关系看，在本文研究

的故事资料中，具体到每个故事，角色与其职能之间会
出现多向性的对应关系，既可能由一个角色先后执行

数种行动并承担其职能，也可能由多个角色先后执行

同一种行动并承担其职能。这就说明，在同一个角色

身上可以出现多个职能的转换，而这种转换与故事的

叙事形态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故事情节

的发展越简单 故事范型与序列的数目也就相应减少，

角色类型出现的就越少、其功能转换的频率也就越低;

相反，故事情节的发展越复杂 ，类型组编形式越多，故

事范型与序列的数 目就会随之增加，角色类型的出现

也就越多、功能转换的频率也就越高。由此，我们可推

断，角色出场数目及角色职能转换频率的变化，与范型

序列数目及类型组编频率的变化直接相关，二者之间

的比率是成正比增长的。

    最后，从各类角色的分布状况看，每个故事最少存

在包括巧女在内的两种角色，以及考验者、被考验者和

解困者— 这三个可以支撑故事基本范型序列的角色

职能。可以这样说，是角色行动及其职能的相互链接

共同完成了故事的叙述。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有填

充了角色的行动与职能之后 ，巧女故事的叙事结构才

能呈现出隐匿于其后的深层蕴意。

注释 :

① 刘魁立 《刘魁立致稻田浩二.0(2002年12月28日)，(中

    日民问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论果》(内部资转)，

    第44页,2001年4月。

② 我们试围从故事角色的行动出发，追溯叙事结构研究与
    丈化意义研究之间的关联。这种尝试的进行，源于普罗

    普对其学说的核心掇念— “功能”的说明。普罗普曾指

    出:‘.功能指的是从其时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

    行为。⋯⋯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

    物做了什么，至于锥做的以及怎样做— 这只不过是附

    带研究的问题”。从这一界定看，普罗普对角色的重视

    更多地侧重在角色行动所指向的功能意义。但是我们在

    巧女故宰、乃至其他生活故事的解读中发现 故事角色做

    了什么因然足重要的，但谁是这些角色行动的承担者、这

    些行动对角色关系有何影响也同样具有若重要价值。故

    事角色从不同侧面同时影响着故事的叙事形态与文化意

    义— 故事中的角色及其行动的分布关系着故事情节形

    态的变化 因为导致形态变化的结构组织单元(母题与故

    事范型)都是由角色行动构成的;而对角色及其行动的选

    择或设里则关系着民众观念的变更，因为它们都是能够

    体现民众思维模式以及现实思考的要素。以上，就是本

    文的理论基点。引丈出自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第”-

    31页,1928年，转引自贾放《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

    以<故事形态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俄罗斯故事

    论)为重点)(博士论文未刊稿)，第20页。

③ 约翰·迈尔斯. 96里为瓦尔特·翁(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

    特点》一文所作的题注，第18万，《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

    增刊(总第79期)

④ 笔者在自己的博士论丈(中国巧女故事叙亨形态研究

    — 兼论故事中的民间女性观念》中讨论了将 角色研究

    笠于叙事形态与社会丈化意义之间充当中介的原因。由

    于篇幅所限，在本文中不能详谈，现常要补充说明的是这

    种研究可供借鉴的学术成果。就 民间故事研究领城而

    言，成果卓筹的首推普罗普。普罗普关于角色的分析，是

  ’其故事形态理论中与功能论肾密相关的另一重要方面。

    他确立了“故事人物/角色”的区分理论，将故事人物划分

    成七种角色，即反角污两助者、助手、被寻求者、差过者、主

    角和很主角。同时，依据对俄 罗斯故事的分析，设定了与

    七种角色相叶应 的行动场。本文叶巧女故事角色的讨

    论，会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上迷理论成果。笔者对普罗普

    角色理论的认识源自李扬的转述，详见李扬《中国民间故

    事形态研究》，第252一262页，54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版 。

⑤ 概括而言 学界对巧女故事概念内涌的界定大体一致，但

    在概念外延的设定上，存在着狭义和广义的分歧。但无

    论尧获义说还是广义说，二者同时肯定了一个事实，即从

    严格意义上讲，巧女故事是一个储贾丰沛的类型群。本

    文倾向于巧女故事的广义外延说，即不严格限制该奚故

    事的外延，故将巧女故事界定为:在以家庭或家族问题为

    中心的境成中展开的，以展现故事女性主人奋聪明才智

    为目的的生活故事。构成该类故事的基本因素包括 女

    性主人公的身份、考脸方式和破解难题的智慈，其中“考

    脸方式”丈括了实施考验的主体、困境设里、难题种类、解

    题方法和考验结果五个基本环节。

⑥ 本文使用“巧拙”的概念 是从品性与智慧两方面钊断的，

    不单指一般言义上的机智和愚盛。

⑦ “吸咭，l是河北滦县的方言，意思很复杂，在表示与聪明、

    善 良,4卜实、开朗等相反的性格时都可以用这个词。

⑧ 本文区分巧女角色的类型，是为了便于在整个类型群的

    范围内把握这一角色的多变。各巧女角色类型在某些结

    构复杂的故事中 会出现重合的现象。

⑨ 笔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在将巧女故事界定为故事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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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群的前捉下，依照故事文本展示的难题种奥、巧女破解

    难题的方法及其智慧展现之间的关联，将巧女故事分为

    善处事、善说话和善理解三奥，并在各奥归属下分别归纳

    出十一个系列、三十二个类型。本文所涉及的各巧女故

    事类型昔出于此，下同。

⑩ 郊连休与冯志华在其编著的《中外机匆人物故事大鉴》

    中，将巧女等同于女性机智人物，并划分出两个类型 即

    农妇村姑型机智人物和才媛型机匆人物。笔者不同意在

    巧女与女性机智人物之间划上等号，这种作法意味着将
    巧女角色简单化。

心 你文长是汉族地区影响最大的机智人物形象之一，在民

    间故事中.多数作品将其塑造为一个性格狂傲、愤世嫉

    俗、敢于甘杭官府和嘲弄未强的文人型机智人物 某些作

    品则将其作为无脚文人来描写，他的原型为徐渭 是明代

    文学家和书画家。这一男性抓智人物与本丈收集诸知钱

    六姐等以文才显示智慧的巧女有相似之处。戏三爷和林

    老大都是出自艺术虚构的劳动者型机智人物，他们与大

    多数巧女故事中的才智型巧女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0 <河北民间文学— 宁晋县故事卷》，第292一293页，中国

    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0 作者在陡西宝鸡糜杆桥镇曹家庄村进行女性日常生活的

    田吁访谈 中了解到，老百姓认为会过 日于的鸽妇就是“巧

    憾妇”。所谓会过日子，包括植长料理家事、为人勒劳肯

    干、善于精打细算等。这一结论源自作者于2002年8月

    比 日的访谈记录整理，被访谈人包括 潇腊怀，女,41岁，

    初中文化;党迎秀，女，不识字;李朝英，女，51岁.不识字
0 (韩老大与五娘子》河北浴唐山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

    公宜(内部资料)，第161一162页,1986年7月

。 在唐山地区的方言中，“女”与‘你”是同音的

0 讲述者康素莲，女，63岁，高小文化;讲述时间:1999年8
    月 15日;讲述地点 河业滚县高各庄村康玉贤家;采录人:

    康丽。

0 讲述者万杜枝，女，书岁，不识字;讲述时间:1999牛8月

    16 13;讲述地点:河北滦县高各庄村;采录人:康丽。

。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故事卷》，第466

    -468页，永嘉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介室(内部资料)
    1989年版。

0 民间故事文本的变异源于讲述人在具体讲述语垅中的重

    组“新旧”，即故事中原有的母题和情节在结合新材料后

    被重新编排顺序。这个重组的过程反映在文本的结构

    上，就是复合故事的类型组编。故而.本文将“类型组编”

    这一概念界定为:范型序列以不同形态进行的排列重组。

    具体而言，就是不同类型的故事在传承过程中发生的情

    节或毋题上的拈连与复合。

。 《湖北省民间文学资料汇编之三— (黄冈地区)潮北省

    民间故事传说集》，第79一81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

    北省分会1981年版。

。 关于这种复杂性产生的原因，我们能够从文本获知的是

    故事所述事件的不同需求，但相信这只是诸多原因中的

    一个。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计，并不是本文的重.a所

    以在此不做过多的涉及

函 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城.对故事主角进行探计一直是

    该领域的重点之一 相关文章也比较多见，比如郊连休的

    《汉族机智人物试论》、《机v勇敢的劳动者形象— (少

    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选)序言》，李霆的《破坏与维护—

    从“采女婿”故事看中国男子的心态及笑话的功能)都是

    其中较为出色的文章

公 阿克塞尔·奥尔里克:《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律》，阿兰·邓迪

    斯编，陈建宪等译《世界民俗学》，第190页，上海文艺出版

    社 199(年}ko

必 《巧选当家人)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第699-

    702页，中国IS13 V中心出版 1998年版。

e 巧女故事中的各类角色经常出现在同一故事中，所以本

    文就不过多地进行丈本的举证。为了行文的简活 在需

    要其他文木的例证时.也尽量采用梗概式的叙述。

函 拙男角色主要 出现在代解国系列、赛诗系列、出言得胜系

    列中的免赌债型、解德谜系列中的协助卖物或买物型、遇

    到和丈夫一样笨的人型等儿个类型中，以其出场倾率看

    他处于巧女与抽女之间

⑧ 巧男基本上分布在三类巧女故事的多个类型中.主要包

    括 代解围系列、善用小钱发家型、赛诗系列、进讳 系列、

    出言得肚系列、解两难之题系列和解F4谜系列。

母 比如，在遇到和丈夫一样笨的人型中.巧女在与巧男进行

    正面斗智(猜出谜底、索回财物)时，都没有失败。但是，

    从故事的整体发展看.巧男却是左右事态发展的关健人

    物.只不过他们用来驱动巧女行动的不止是巧男的智慧，

    更多的是传统社会 中的伦理规范对女性的束搏，如<卖

    牛》中，让巧女改变打八刀(离婚)主意的就是t‘一女不嫁

    二夫“的贞节观念。

0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一洲 ‘郸地区故事卷》，第378-

    379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

0 在大部分包含 恶意挑衅”母题的故事中，设困者与考验

    者的职能是重合的，两种职能通过 恶意挑砰”的行动间

    时完成。但在选婿型和妙解隐喻型问难题亚型中，设困

    者与考脸者刘分别由巧 男与巧女借由不同的行动完成。

    以选婿型为例，家人(父母或兄卡)的行动造成一女多抹

    的局面，设笠了无法展行婚约的“困境”，所以家人承担 了

    设困者的职能。巧女为了解除困境以考核的方式选择配

    偶破解了一女多嫁的难题，承担了考脸者的职能。可见，

    两种职能在这一类型中是分离的。

                  【责任编辑:高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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