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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鹅 处 女 型 故 事 与 萨 满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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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探讨#天鹅处女型∃故事类型为何被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作族源传说的原因。
文章认为人与动物婚配的异类婚故事在一些民族中被提升为建国神话或族源传说,其主要原因就是
这些故事类型满足了建国神话和族源传说叙述模式的需要。而包括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内的北方古代
民族的萨满教可以将异类婚故事中的动物配偶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当中, 从而在部落祖先和天神
之间建立血缘纽带。

关键词: 天鹅处女型故事;布里亚特蒙古人;族源传说;萨满教
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8233( 2010) 01- 0036- 04

Swan- maiden- type Story and Shamanism
CH EN Gang - long

( Resea rch Center of Eastern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 ing, 100871,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eason why Sw an- maiden- type story w as regarded

as the legend o f the ethnic origin by the Buryat M ongo ls. It thinks the r eason why the story of hu
man- being- and- animal heterog eneous marr iag es w as considered as the countr y- founding my th
o logy and the legend of ethnic o rigin lies mainly in the fact that sto ries of this type meets the need o f
the narrat iv e mode of such country- founding myths and legends of ethnic origin. Shamanism o f
ancient northern ethnic gr oups including the Buryat Mongols incorporates the animal spouse o f the
heter ogeneous marriages story into their god sy stems so as to establish blood t ies betw een the t ribal
ancesto r and the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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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天鹅处女型∃故事是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广泛流
传的民间故事类型, 但是居住在贝加尔湖边的布里亚

特蒙古人中, #天鹅处女型∃故事不是以民间故事的形
态流传,而是作为解释祖先起源的传说来被讲述和代

代相传。本文主要探讨# 天鹅处女型∃故事类型为何
被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作族源传说的原因,并对以往的

研究做一个基本的梳理。

第一个对蒙古#天鹅处女型∃故事进行系统比较
研究的学者是蒙古国著名学者呈  达木丁苏伦( T s.

Damdinsuren) 院士。达木丁苏伦院士在其主编的

!蒙古文学概要∀(第二卷)里发表的长篇论文!蒙古文
甘珠尔、丹珠尔与蒙古文学的关系∀中对蒙古民族中
流传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包括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族
源传说与世界各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进行了详细
比较, 其中广泛涉及到古代印度的佛经文学、藏族的

!诺桑王子传∀、!满州实录∀记载的满族族源传说、朝
鲜的!金刚山八仙女传说∀、中国的牛郎织女故事, 直

至芭蕾舞剧!天鹅湖∀, 可以说是蒙古学者研究#天鹅
处女型∃故事的最杰出的论文。达木丁苏伦院士的
结论是#天鹅处女型∃故事最早起源于图腾信仰,其代

表就是布里亚特的族源传说。%达木丁苏伦先生的这

个观点后来被几乎所有研究蒙古族族源传说的学者

所接受和沿袭。如满都呼教授在其一篇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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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族源传说比较凡说∀ 中
也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对布里亚特的#天鹅处女型∃传
说进行了分析, 并与哈萨克族传说做了比较。满都呼

教授的论文中把天鹅图腾信仰归结到北方民族萨满

教的#苍天∃崇拜,在达木丁苏伦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向

前迈出了一步。笔者在 2008年出版的!蒙古民间文
学∀一书中对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这个族源传说进行了
介绍和分析, 并提出了该传说与萨满教信仰的关

系。% 而考察前人的研究, 笔者认为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迄今为止, 国内学者基本上多是转引俄罗斯或蒙

古国学者论著中对该传说内容梗概的转述,而很少有

人直接引用布里亚特口头流传的族源传说的完整记录

文本;二是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族源传说中, 除了#天
鹅处女型∃类型外,还有与女萨满、青 / 牛、桦树等有关

系的传说,对此学者们虽然一直深感兴趣并进行研究,

但是没有把这些传说文本互相联系起来探讨各文本之

间的内在关系;三是忽略了布里亚特蒙古人与突厥语

族民族在历史上的迁徙和接触关系与族源传说之间的

联系。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进行了如下工作: 首先,直

接根据布里亚特语的传说将其全文翻译成中文, 对完

整的传说文本进行分析,这样避免了过去只根据片段

的转述文本进行不全面分析的缺点。& 其次,用联系的

观点把布里亚特蒙古人中流传的几种族源传说文本联

系起来探讨,并与相关的突厥语族民族传说进行比较,

探索这些传说中的共同因素和结构模式。

二、布里亚特蒙古人族源

传说类型及其内在关系

布里亚特学者 . . 巴拉达耶夫搜集整理的!布
里亚特民间文学集∀(布里亚特文)中记录的霍里 布
里亚特的天鹅族源传说中讲道:

在阿尔泰山的北边, 在呼辉山的后面, 住着一个

叫巴儿虎  巴特尔的人。巴儿虎  巴特尔有三个儿
子,三个儿子分别是也留德尔  图日根、布里亚岱  
莫日根和霍里岱  莫日根。三个儿子在阿尔泰山和
灰辉山中狩猎, 猎得水貂、鹿等猎物来生活。

在巴儿虎 巴特尔去世以后, 长子也留德尔 图
日根与两个弟弟吵架,于是离开他们迁徙到西边去生

活。由也留德尔  图日根繁衍的部落是阿尔泰山南
边生息的杜尔伯特、辉特和土蔑特等部落。布里亚岱

 莫日根就住在大海(指贝加尔湖引者)。而霍里岱

 莫日根则迁徙到大海的南边。
霍里岱 莫日根经常在春天和秋天来到贝加尔

湖边打猎鸟禽。有一次,霍里岱  莫日根狩猎的时候
看见, 天上的三位仙女飞来,在湖边脱去鸟衣, 恢复人

形,变成三个美丽的仙女,到海里游泳。霍里岱  莫
日根看见三个仙女就爱上了她们,于是悄悄地把其中

一个仙女的鸟衣偷过来,藏起来。三个仙女游完泳,

上岸, 其中两个仙女穿上鸟衣就飞到天上去了。剩下

的天女因为找不到鸟衣,就哭着喊:

#请把我的衣服还给我! 我是天上的仙女。请不

要折磨我, 让我看见你。如果是老人,我就让你当我

的父亲,如果是年轻人,我就让你做我的丈夫。∃
藏在树丛里的霍里岱  莫日根见到仙女, 爱慕之

情倍增,就抱着仙女的鸟衣出来, 但是没有把鸟衣还

给仙女,而是把仙女带回家, 给仙女穿上其他的女人

的衣服,把仙女的衣服藏到永远找不到的地方。仙女

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鸟衣,就灰了心,做了霍里岱  莫
日根的妻子,与霍里岱  莫日根过日子了。

霍里岱  莫日根和仙女幸福地生活,生育了六个

儿子。有一天,仙女说想看看自己的鸟衣。霍里岱  
莫日根也心里想,既然已经和我生活生了六个儿子,

能跑到哪儿去呢? 于是就把仙女的鸟衣找出来交给

仙女。

仙女一见到自己的鸟衣,就泪流满面,穿上鸟衣,

试了试翅膀,就飞到布里亚特蒙古人包的天窗上。看

了最后一眼自己的六个儿子,看了最后一眼共同生活

多年的丈夫,就从天窗飞出去。当仙女从天窗飞出去

的一瞬间, 霍里岱  莫日根一跃而起,捉住了仙女的

脚,但是仙女还是飞走了。从此开始,天鹅的腿就变

成黑色的了。

霍里岱  莫日根等待仙女回家,但是等了很久也

不见回来, 于是再娶了第二个妻子,这第二妻子生了

十一个儿子。这十一个儿子成了一部分布里亚特部

落的祖先。[ 1] ( P330~ 331)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传说中讲述的并不是布里亚

特蒙古人的第一个祖先的起源,而是霍里岱 莫日根

的异类婚故事。在霍里岱  莫日根之前已经有他的
父亲巴儿虎  巴特尔,霍里岱 莫日根是巴儿虎 巴
特尔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因此,这个#天鹅处女型∃族
源传说讲述的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第二代祖先的故事,

由这第二代祖先霍里岱  莫日根繁衍了第三代祖先
霍里 布里亚特十一个部落的祖先。如果说#天鹅处
女型∃族源传说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第二代祖先的传
说,那么,第一代祖先是如何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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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里亚特蒙古人历史古籍!色楞格蒙古布里亚
特达尔罕  太师丹必  吉勒沁  隆布策仁著蒙古布
里亚特历史∀中也记载了祖先起源的传说,包括#天鹅
处女型∃故事母题,但是与上面的口头传说有所区别。

祖先人名和部落名称与上面的传说有出入, 或者交

错,故事内容有一些变化,说明这些族源传说在口头

流传和书面记录写进历史书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唯一

文本:

蒙古成吉思汗的庶民卫拉特、布里亚特有源的女

萨满阿绥罕 埃土干在贝加尔湖边遇到一头青 / 牛

口吐白沫对着自己咆哮, 于是心里想: #青 / 牛不可能

对着人发情, 想必是天意。∃而且正好女萨满没有丈
夫,于是就和青 / 牛交配了。后来,女萨满怀孕了,生

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布里亚岱, 小儿子叫霍里岱。

布里亚岱在山上狩猎的时候从桦树洞里找到一

个女子,于是把她带回家做妻子,生了两个儿子。这

两个儿子,大的叫埃黑里特, 小的叫布拉噶特。他们

成了布里亚特各部落的祖先, 而且他们一直有一个习

俗,用白色和红色母牛的乳汁向山献祭祀,并说: #青
/ 牛父亲,桦树母亲∃。
霍里岱在贝加尔湖中的岛上见到三个仙女从天

上飞下来,脱去鸟衣在湖中游泳戏耍的时候藏起其中

一个仙女的鸟衣,并祈祷阿绥罕 埃土干母亲。于是
刮起大风,冻僵的仙女自己钻进霍里岱的怀里, 被霍

里岱捉住,就做了他的妻子。霍里岱和仙女生育了十

一个儿子。他们老了之后,有一天仙女提出要求看看

自己的鸟衣,霍里岱也想都老成这样子还能跑到哪儿

去,于是就把鸟衣还给仙女。不料, 仙女穿上鸟衣就

变成天鹅飞走了,因此霍里 布里亚特人在春天天鹅
飞来和秋天天鹅飞回南方的时候都用乳汁和奶酒向

天鹅举行洒祭仪式。[ 2] ( P283~ 284)

这个传说是一个复合型传说, 由主题明确的三个

文本共同构成。这种构成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 该传

说原来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形态;二是

写历史著作的人进行了加工, 把原来互相独立的三个

文本整合成一个文本。传说首先讲述的是布里亚岱、

霍里岱的传说, 是他们的母亲女萨满阿绥罕 埃土干
在贝加尔湖边遇到一头青 / 牛以后与之交配,生下了

他们。他们是女萨满和青 / 牛相结合而生下的,青 /

牛是他们的父亲, 而且用女萨满的话来说#这是天
意∃。其次是布里亚岱在山上狩猎的时候从桦树洞里
找到一个女子, 做妻子,生了埃黑里特和布拉噶特两

个儿子,他们成了布里亚特各部落的祖先。从树洞里

发现日后成为部落首领的婴儿或妻子的传说广泛流

传在蒙古和突厥语族民族中。而且树洞里的婴儿是

天女所生,因此是天神的外甥。 另外, 布里亚特蒙

古人在历史上与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等突厥语族

民族曾经有过历史接触关系,因此有共同的族源传说

母题不足为奇。再次是霍里岱的传说, 是#天鹅处女

型∃故事。在这个#天鹅处女型故事∃中还出现了阿绥
罕  埃土干。

在该传说的三个部分中,布里亚岱在树洞里找到

妻子的母题在蒙古卫拉特部族和突厥语族很多民族

中都广泛流传,霍里岱传说中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更
是世界各民族中广泛流行的民间故事著名类型。而

女萨满阿绥罕 埃土干在贝加尔湖边与青 / 牛交配

生下布里亚特蒙古人祖先的传说母题在其他蒙古部

落和其他民族中并不广泛流传。因此,也可以初步断

定,这三个文本之间具有本土起源和外来母题相结合

的可能性。如图 1所示。

图 1 布里亚特蒙古人族源传说结构图

女萨满

阿绥罕 埃土干+ 青 /

布里亚岱+ 桦树

洞妻子
霍里岱+ 天鹅

埃黑里特和布拉

噶特(树洞传说)

埃黑里特和布拉

噶特(天鹅处女)

从这个传说的结构可以看出来,传说中讲的实际

上是第二个层次不同部落的起源。

这个传说也说明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在布里亚特

蒙古人族源传说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布里亚特最早

的祖先起源的传说并不是#天鹅处女型∃故事。那么,我

们只能到女萨满阿绥罕 埃土干的传说中去寻找。

三、布里亚特族源传说与萨满教

. .巴拉达耶夫搜集整理的!布里亚特民间文
学集∀(布里亚特文)中记录的霍里 布里亚特的族源

传说的梗概是:

在大海的岸边,住着十户阿塔干部落和二十户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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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根部落。两个部落各有一个六十岁的女萨满,这两

个女萨满都没有丈夫也都没有子女。当地有一个古

老习俗,如果一个女人一生没有生儿育女,那么到了

一定年龄以后要处死她们。

有一天, 全部落的人集聚在一起, 准备处死不生

育的两个女萨满。两个女萨满就向上苍腾格里天神

诉说她们的痛苦,向大地母亲诉说她们的苦恼, 跳起

萨满舞来,唱起萨满神歌, 呼唤各自的翁滚神灵。阿

绥罕埃土干唱道: #我会从 / 牛刨出的坑里得到一个

儿子。∃呼绥很埃土干唱道: #我会从海边的地缝里得
到一个儿子。∃部落的人们相信两个女萨满的话,于是

祭祀了腾格里天神, 回到各自的家。

两个女萨满向扎雅 查干  腾格里神献了牲畜,

举行了求子仪式。这时候来了一头青 / 牛, / 牛身边

放着一个铁摇篮,里面躺着一个男婴。阿绥罕埃土干

抱起孩子就回家,做出生孩子的声势, 把部落的所有

人请到家里来, 当中宣布自己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接

着举行了盛大宴会。因为儿子是从 / 牛刨出的坑里

得到的,所以给儿子起名叫布拉噶特。

布拉噶特长到五六岁, 到海边玩的时候,从大海

里出来一个小孩子, 一起玩耍到天黑。这个秘密被两

个女萨满发现以后, 还没有孩子的呼绥很埃土干就想

捉住从海里出来的孩子做儿子。于是两个女萨满酿

上酒, 准备好丰盛的食物,带上桌子,去海边, 布拉噶

特和那个孩子一起喝酒吃肉, 然后躺在桌子上睡觉的

时候把桌子连同两个孩子抬起就往回跑。在她们跑

的时候,大海的儿子就惊醒了,于是大声喊叫:

#高高的苍天父亲啊! 宽广的大地母亲啊! ∃听到
孩子的叫声,大海就起浪,追赶两个女萨满,但是因为

女萨满跑得快, 大海始终没有追上。

呼绥很埃土干抱着孩子回到家, 大声呻吟和喊

叫,做出分娩的声势,做出生了孩子坐月子的女人的

姿态,然后召集全部落的人来到家里, 宣布自己生了

儿子, 举行了盛大宴会。因为是从海边得到的儿子,

所以起名为埃黑利特。

布拉噶特和埃黑利特长大成人, 都娶了妻子, 生

养了很多儿女。布拉噶特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名叫布

拉干  哈喇,小儿子名叫布扎干 哈喇。这两个儿子
繁衍了布拉噶特部落;埃黑利特只有一个儿子叫宗

黑,由他繁衍了埃黑利特部落。[ 1] ( P327~ 329)

在这个传说中, 布里亚特各部落的祖先与女萨满

有关系,高祖母是女萨满。而布拉噶特是女萨满通过

祭祀腾格里天神的萨满教仪式,从 / 牛刨出的坑里得

到的, 是青 / 牛送给女萨满的, 因此这个孩子也是腾

格里天神的儿子,而由其繁衍的子孙理所当然地与天

神和女萨满有关系了(而在另一个传说中, 女萨满阿

绥罕 埃土干在贝加尔湖边与冲她发情的青 / 牛交

配后怀孕生了两个儿子, 繁衍了布里亚特各部落)。

而另一个女萨满的儿子则是从海子也就是布里亚特

蒙古人世代生息在其周围的贝加尔湖得到的, 是天神

父亲和大地母亲的儿子, 而非凡人。而且, 两个女萨

满的两个非凡的儿子之间具有先后的关系,实际上也

反映了当时的祭祀仪式的顺序。那就是阿绥罕  埃
土干通过青 / 牛得到了腾格里神送给她的儿子,再由

这个腾格里神的儿子引出贝加尔湖里的#大海的儿
子∃,其实他们之间具有一种先祭祀腾格里天神、再祭
祀贝加尔湖山水神灵的顺序,而且天神崇拜与山水崇

拜之间具有内部的潜在联系。在该传说中,不管是部

落祖先是青 / 牛刨出的坑里得到的,是青 / 牛替腾格

里神送给女萨满的,还是女萨满见到冲自己发情的青

/ 牛以后理解为天意而与青 / 牛交配后繁衍了部落

祖先, 其中最主要的是女萨满通过跳萨满舞得到的孩

子或者自己生育的孩子,都与蒙古民族最古老的原始

信仰萨满教的最高神腾格里神苍天有关系。而部落

的祖先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追溯到#苍天有根∃。这实
际上是北方民族普遍有的萨满教思想的产物。

在这里,青 / 牛或者直接把躺在铁摇篮里的孩子

送到女萨满跳萨满舞的仪式场所,或者女萨满与青 /

牛交配是因为顺从了天意,青 / 牛实际上是天神的使

者。这里, 与其说青 / 牛是图腾不如说青 / 牛是萨满

的翁滚更准确。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萨满教中萨满

教的神或者翁滚之一布哈诺颜(青 / 牛)就住在贝加

尔湖的蒙达尔哈高山上。同时住在这座高山上的还

有诸天女和其他神灵。 可见,在现实的萨满教信仰

中,青 / 牛是萨满供奉的翁滚神灵,因此女萨满通过

青 / 牛得到儿子,实际上就是女萨满通过其翁滚神灵

得到儿子。因此,青 / 牛就是天神和女萨满之间的中

介,而动物的形态则是翁滚最常见的形态。因此, 青

/ 牛祖先的传说可以概括为女萨满通过其翁滚神灵

得到了苍天之子。而且在这个传说中,女萨满并不是

布拉噶特的亲生母亲,她是把孩子抱回家以后举行了

模拟生产的再生仪式,因此这个传说也可以看作是女

萨满主持仪式选举部落首领的仪式。由青 / 牛显灵

确认或者天神送来的#苍天有根∃的儿子通过女萨满
的分娩仪式最终被确认为部落首领,从此成了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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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另一个祖先埃黑利特也是通过两个女萨满举

行仪式,从贝加尔湖请出来, 再通过生产仪式成为了

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和祖先。因为, 女萨满所在的部落

里还有其他部落成员都生了孩子, 惟独两个女萨满没

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因此遇到被处死的危险。

四、#天鹅处女型∃故事成为
布里亚特族源传说的原因

霍里  布里亚特族源传说的核心内容是#天鹅处
女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在世界各地广泛流
传,而在布里亚特蒙古人却成了部落祖先的传说, 人

们对传说内容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还一直保持着向天鹅祭献乳汁的风俗习惯。在这里,

天鹅与部落祖先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实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世界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天鹅处女型∃故
事类型缘何成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部落祖先传说。

就上文所分析的部落族源传说而言,其核心主题

无疑是想说明部落祖先的起源与萨满教的天神有关

系,说明部落的起源是#苍天有根∃的。而且, 部落祖

先与某种动植物有关系的族源传说也不是蒙古民族

所特有,而是古代北方信仰萨满教的许多民族特别是

突厥语族民族所共有的。 在突厥语族民族当中, 也

有关于天女与凡人相结合以后把孩子送到人间来的

说法。譬如, !先祖阔尔库特之书∀中有牧羊人用抖风
打落天上飞的天女, 并且与其结合, 后来天女把孩子

送到部落里来的母题,只不过这个故事是独眼巨人的

引子而已。

布里亚特的#天鹅处女型∃族源传说在结构上与
女萨满阿绥罕 埃土干和青 / 牛的族源传说正好相

对应:当人类祖先是女萨满的时候, 其配偶是非人类

的青 / 牛,不管是异类婚配还是青 / 牛把婴儿送给女

萨满;而当人类祖先是非萨满的男性祖先时, 其配偶

是化成天鹅的天女。而青 / 牛或者萨满教的翁滚布

哈诺谚和天女都居住在贝加尔湖的高山上,他们都属

于布里亚特蒙古人萨满教的神灵万神殿。

青 / 牛族源传说已经说明了部落首领是经过女

萨满高祖母与翁滚神灵的结合或特定仪式确认的,因

此他们与天神之间具有特定的血缘联系。而他们的

下一代实际上也是部落十一个氏族的祖先,他们必然

也与天神联系起来, 而这种联系就再次要求他们的父

亲与非人类的母亲的婚配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从

树洞里找到的妻子的传说也证明了这个假设, 即父亲

是人类(虽然苍天有根)的时候母亲是非人类的,被子

孙尊称为#青 / 牛父亲,桦树母亲∃。这里的桦树母亲
相当于天鹅天女母亲。最后,氏族祖先是通过天鹅天

女母亲,再次巩固了#苍天有根∃的与天神的血缘纽
带,证明了自己是天神的外甥。因此,可以说#天鹅处
女型∃故事在布里亚特蒙古人族源传说中是为了延续
和强调#青忙牛族源传说∃的主题而出现的。

由此可以总结出, 如果想证明祖先是苍天有根

的,那么凡人祖先的配偶必须是非凡的, 而不是普通

人。这种解释模式就是为什么#天鹅处女型∃故事能
够成为布里亚特族源传说的原因所在。同样, 世界上

许多帝王的神话传说也都是用这种模式来叙述的, 这

里就不展开谈了。

笔者认为,布里亚特#天鹅处女型∃族源传说与朝
鲜的檀君神话有相同的性质。那就是,熊女传说或者

熊与女子婚配的故事类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包括朝

鲜在内的北方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广泛流传。但是

惟独在朝鲜或者韩国,熊女的故事提升到祖先神话或

者开国神话的高度,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朝鲜

文化中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把该熊女故事提升到国家

神话的高度,将其提炼成国家神话的资本。而在布里

亚特蒙古人, #天鹅处女型∃故事与萨满教信仰结合,

被提升到了族源传说的高度。故事的背后,实际上就

是祖先与天神的血缘纽带。#天鹅处女型∃故事是布
里亚特蒙古人族源传说的资源。

总的来讲,人与动物婚配的异类婚故事在一些民

族中被提升为建国神话或者族源传说, 其主要原因就

是这些故事类型满足了建国神话和族源传说的叙述模

式的需要。而包括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内的古代北方民

族的萨满教可以将异类婚故事中的动物配偶纳入到自

己的神灵体系当中,从而在部落祖先和天神之间建立

血缘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布里亚特蒙古人萨满

教信仰和族源传说的范围内,与人类祖先婚配的动物

与其说是图腾,不如说是萨满教的翁滚神灵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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