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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民间故事母题初探
李建宗
（河西学院 中文系，甘肃 张掖
摘

要

）

在裕固族民间故事中，既有英雄神圣历程的书写，也有奇特幻变的想象，还有神

秘怪异的婚恋叙述，这些故事中包含着一系列的母题，形成了一个母题链。搜集、整理裕固
族民间故事，分析和归纳裕固族民间故事母题，对探讨裕固族民间故事的渊源和流变有着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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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作为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居住分散，东部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阿尔奈 汤普森分类体系，简称

分类

裕固族主要聚居于甘肃省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裕固族

法。从此之后，母题便成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通用范

主要居住在甘肃酒泉市的黄泥堡乡。东部裕固族使用阿尔泰
语系蒙古语族，西部裕固族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一

畴。母题作为“文学的叙述代码” 在研究民间故事的过程
中，“如能将它们与某种原型和母题结合起来，就会更加深

部分裕固族用汉语。裕固族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有着复杂的

刻地认识作品的意义 发现其中积淀的某种特定的历史内

族源关系，这些历史和经历都反映在裕固族民间故事之中。
本文主要以东部裕固族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

容、人类经验和文化心理。
”

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裕固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无
字” 时期。以口头传承为主要特色的民间故事，积淀着丰
富的民族文化内涵。重新发掘、搜集和整理裕固族民间故
事，通过大量的裕固族民间故事研究其中的母题，把其置
于世界民间故事研究的视野之中，在整个裕固研究中具有
重要的意义。
“母题”（
）是一个音译词，最早为音乐术语。在
世纪中期美国著名民间故事研究专家斯蒂 汤普森（
）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把所有的民间故
事分为类型和母题，并且指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
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
”他还认为：绝大多数母
题分为三类 其一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众神 或非凡的
动物 或巫婆、妖魔、神仙之类的生灵 要么甚至是传统的
人物角色 如像受人怜爱的最年幼的孩子、或残忍的后母。
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些背景——魔术器物 不寻常的习
俗 奇特的信仰 如此等等。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
——它们囊括了绝大多数母题。正是这一类母题可以独立存
在 因此也可以用于真正的故事类型。显然 为数最多的传
统故事类型是由这些单一的母题构成的。
” 后来芬兰民俗
学者阿尔奈（

）创建了民间故事分类体系，汤普森

一、英雄故事：神圣人生历程的“书写”
因为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人类在自然面前无能为
力，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万能的英雄身上。裕固族是一个
剽悍善战的民族，长期以来流转迁徙的生活以及沉痛的民族
历史，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英雄崇拜。再加部落之间的频繁战
争，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冲突，他们越发渴望在本民族内部诞
生顶天立地的英雄。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
的艰难，裕固族人更需要在灾难中能够拯救人类的英雄。因
此，在裕固族中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英雄的民间故事。
长期以来英雄情结作为一种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人们不
断生发出关于英雄的神话，经过精心美化和大力渲染，为英
雄戴上神圣的“光环”。 从奇异的出生到曲折不凡的经历，
都烘托出英雄的神性。在裕固族英雄故事中蕴含着奇生异
貌、降服魔鬼、暴力复仇和救美完婚等母题。
（一）奇生异貌母题
英雄奇特的出生和怪异的相貌是区别于凡人的明显标
志，使其具有一种超人的特性。这一母题包涵在中国汉族和
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中，像汉族中间流传的包公故事，柯
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讲述玛纳斯在密林深处出生时一手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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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油 一手握着血块。在裕固族口头流传的几个格萨尔故事

下格萨尔杀死了魔鬼。《火种》讲述了一个做丈夫的无名英

的不同“文本”中，都出现了格萨尔奇特出生的母题，有的
是青蛙，有的是巨人。

雄复仇的故事，三头妖吸了妻子的血，最后复仇的丈夫射杀
了三头妖。

“世界所有的民族经过同样的历史阶段 从原始社会到

（四）救美完婚母题

现在的社会演变 从简单的社会到发达的社会 原始人的思
维全世界是统一的或类似的 所以同类的神话母题是同类的

英雄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尚的，在民间故事
中的美女经常是英雄的陪衬和点缀，美女的出现使英雄身上

心理产物。
” 在人类想象中的英雄是神与人的“复合体”，
神人交感的母题经常出现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故事之中。太

显示出更多的“亮色”。
“才子佳人”是中国通俗小说的一个
重要模式，事实上它是民间故事中救美完婚母题的延续。在

阳和月亮是裕固族人所敬仰的最高神灵，《格萨尔的故事》

裕固族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情节，英雄 王子救美，

中格萨尔的母亲梦见太阳和月亮飞入自己的肚子里，自己便
怀孕了。佛教是裕固族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佛祖和观音也是

其后男女双方完婚。《苏克尔和齐纪》中姑娘奇纪去遥远的
地方看赛马会，结果遭人抢劫，被压在石头下面，体魄健

裕固族信仰的主要神灵。《斩龙记》中观世音菩萨投胎转生

壮，英俊潇洒的猎人苏克尔营救了美丽善良的姑娘齐纪之后，

为王太子，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和怪诞的气氛。
（二）降服魔鬼母题

结发为夫妻。
《玛哈木王子狩猎记》讲述了一个叫卓玛的姑娘
被草原上专靠偷盗过日子的豺狼扎实骗进山洞里，准备谋财

人类在欠发达社会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显得束手无
策，于是通过自发的想象把其嫁接于神魔，魔鬼通常被认为

害命，恰好玛哈王子跟踪受伤的老虎到洞口，吩咐随从把卓
玛救出，最后，玛哈王子和卓玛结成百年之好。

是灾难的起源。因为出自一种减轻灾难程度和缩短灾难周期

民间流传的英雄故事存在着一个程式，从当初才貌兼备

的本能想法，魔鬼的相对应物——英雄便产生了。在“二元
对立”认识论的影响下，英雄身上体现的出的神性和正义，

的女子受难，引出英雄救美，最后双方完婚。这种婚姻形式
既反映了对人类童年时期外婚制的一种历史记忆，又表现了

及其英雄身份的确立，正是通过与魔鬼的斗争来实现的。

对自由婚配的一种内心向往。

在斗争过程中，法器是英雄战胜魔鬼的主要凭借，使英
雄最终降服了魔鬼。在《莫拉》中的英雄莫拉去降伏雪妖

二、幻化故事：超凡民族想象力的映现

时，别人送他宝马、避水宝衣、神箭和羊鞭等法宝，这些法
宝使其一路克服魔鬼所设置的种种关卡，顺利地到达目的

幻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巫术行为，当原始人类无法

地。“这一切使莫拉成为英雄，也使裕固族先民得到最大的
精神安慰。
” 《斩龙记》中王太子用宝剑斩断蛇身，为国为
民除害。在斩除妖魔的过程中，宝剑是他的唯一法器。“神
助”是英雄降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双方势均力敌时，
经常会出现神灵相助。
《杨安续录的故事》中在杨安录续录和
阿卡桥东的斗法过程中，多次得到赞塔勒天神的点拨和相助。
《莫拉》中太阳神借给莫拉一个宝葫芦，莫拉用其烧死雪妖。
（三）暴力复仇母题
如果说英雄降魔强调的是过程的话，英雄复仇更为注重
的是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灾害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饱
受磨难的人们对其嫉恶如仇，百般痛恨。因此人类想象中的
英雄的复仇，释放了人们内心的一种仇恨，达到一种心理的
快感。裕固族人生活在祁连山区，常年过着游牧生活，在严
寒的冬天，一旦大雪封草原，便有大量的牲畜冻死，人们深
受其害，于是便有了牧民们的集体想象——雪妖的故事。
《莫
拉》中的英雄莫拉杀死雪妖，为草原上的裕固族人进行了复
仇，消除了自然灾害，受到裕固族人的爱戴和崇敬。
长期以来在中国民间形成了一套伦理体系，正义和邪恶
的二元对立成了一种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在一个正义
和邪恶相互交织的世界中生活的人们，正义战胜邪恶是人们
发自内心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反
映在民间故事之中。在中国传统民间伦理中，人生最大的耻
辱莫过于妻子被别人占有，在民间故事中存在一个抢夺英雄
妻子的母题。《杨安续录的传说》中杨安续录的妻子白公主
被仇人阿卡桥东霸占多年，最后杨安续录杀死阿卡桥东，夫
妻终于团圆，实现了复仇。《格萨尔的故事》中三姑娘寻夫
过程中遇到魔鬼，偶然找到丈夫格萨尔以后，在妻子的协助

解释自然现象时，出现了巫术这种沟通自然和人类的仪式活
动。巫术试图解释和解决当时人类还无法企及的问题，注定
只能是一种人类的幻象。巫术这种仪式活动神奇变幻的性质
尽管不可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却可以提供解释现象的答案，
这使巫术在整个社会的存在和传承具有了一种可能性。于是
巫术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传统，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
“科
”
学生于经验 巫术成于传统。
（一）动物幻化母题
在“泛灵信仰”和“泛生信仰”深入人心的年代，人们
面对频繁出没于自己周围的动物，觉得神秘叵测，产生种种
想象，于是离奇善变的“童话式”动物故事便产生了。裕固
族民间故事中包含着许多动物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会经常
出现一些幻变情节，其包括动物之间的幻变，动物与人的之
间的幻变，动物相助等次级母题。
动物之间的幻变。基于对动物的集体经验，裕固族
人用“相似律”、“矛盾律” 和“接触律” 来联系动物的幻
变。在《猴媳妇的故事》中有猴媳妇送给丈夫的坐骑猫变老
虎这一情节，不言而喻，因为猫和老虎在体型上有许多相似
之处，运用了“相似律”。而且在同一“文本”中还有猴媳
妇的丈夫和父亲之间进行“斗法” 的情节，丈夫变麻雀飞
走，父亲变成了鹞子去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发
现麻雀的天敌是鹞子，符合“矛盾律”。
《阿克萨哈勒》中的
八条腿乃热勒合马变成黄牛，很显然马和牛是裕固族人经常
在一起放养的家畜，和“接触律”相联系。
动物相助。在人类信仰历程中普遍存在原始图腾崇
拜，他们把一些动物看作自己种族的来源，便有了人们信仰
的神兽、神鸟和神虫等。这些动物图腾是人类想象中的保护
神，每逢灾难降临时，是人们对其寄予很高的期望。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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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存在的动物相助母题，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反映。

在裕固族民间故事中，出现了人妖之间的婚恋母题。这种人

在裕固族民间故事中，存在一个关键时刻出现动物救助
的情节单元。《萨尔木拉》中一对狠心的老年夫妇把自己的

妖之间的婚恋与中国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的故事有
一定的区别，人妖之间并没有缠绵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只

孩子从山崖上扔下去，结果老山鹰却把他喂养成人，为当地

是由于丈夫暂时的离去，妻子被妖魔占有，给妖魔充当生儿

人做了许多好事。《古吉玛》中美丽贤惠的姑娘古吉玛被婆
婆虐待得奄奄一息时，叫百灵鸟给自己的丈夫贡达报信，丈

育女的工具。
《格萨尔的故事》中三姑娘寻夫时遇见了魔鬼，
被魔鬼霸占，并且为魔鬼生了一个儿子。在《杨安续录的传

夫回来后惩罚了婆婆。《自食其果的妖魔》讲述了在树上的
亚鹅吉和马尔建被三头妖把树快要啃倒时，狼给老树拉尿，

说》中也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新婚不久的杨安续录暂时离
开自己的妻子白公主，阿卡乔东趁机抢走了白公主，白公主

狐狸给树拉屎，使树干变粗，两姊妹最终得救。《阿克萨哈

也为阿卡乔东生了一个孩子。

勒》中蟒古斯 考格西要吃爬上的赞旦树的小儿子时，喜鹊、
乌鸦、狐狸、秃鹫先后骗走了蟒古斯砍树的工具。

人与动物之间的婚恋。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婚恋的母
题中，凸现了人类想象力的同时，从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可贵

（二）离魂寄魂母题

的人类学的资料。无论是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的盘瓠的传

人类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在悲痛欲绝的同时还对其寄
予荒诞离奇的想象，民间故事是民族想象的载体，在民间故

说，还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狼故事，都反映了人们的动物崇拜。
“青蛙丈夫”型。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有一类青蛙与

事中存在着一个死亡的母题。随着灵魂观念的深入人心，人
们开始以一种坦然乐观的心态对待死亡，把死亡看作是不同

美女婚恋的故事。“神奇婚姻母题作为故事的核心 寄寓了
我国民众的审美思想。青蛙外表丑陋 但他勇敢、勤劳、善

生命形态之间的过渡，离魂和寄魂成了对死亡的一种解释。

良、孝顺 并且具有超人的胆识和力量 这些特点不自觉地

灵魂复归。灵魂复归即复活。裕固族是一个富有想
象力的民族，每当人们看到民族的英雄、自己的亲人等死亡

转移了民众的审美视线 注重‘青蛙丈夫’美好的品格。
”
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中国该

时，痛苦、愤恨、羞愧

类型故事取名为“神蛙丈夫”。 裕固族民间故事《格萨尔

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只能把一

切希望寄托在复活上面。在《贡尔建和央格萨》中哥哥央格
萨被妻子害死后，喜鹊和乌鸦给央格萨用翅膀在夏天扇风，

的故事》中讲述了“青蛙丈夫”格萨尔和黑头人的三姑娘的
婚恋。无独有偶，在裕固族中流传的《猴媳妇的故事》和前

在冬天保暖，最后央格萨复活。《珍珠鹿》中的妻子玛尔建
在丈夫萨卡失踪以后，把死去的孩子放到海子边，在珍珠鹿

一个故事的情节大致相同，只是倒置性别角色，具有很强的
“互文性”。前者中的三姑娘烧掉蛙皮以后，发生了惊险曲折

地救护下，孩子居然复活了。

的寻夫经历（遇到魔鬼）；后者中三儿子烧掉猴皮后，遭遇

灵魂转化。裕固族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深受佛
教生死轮回思想的影响。在裕固族民间故事中的灵魂转化的

四处觅妻的艰辛和坎坷（被怪物抓获）。
“天鹅仙女”型。如果“青蛙丈夫”型故事反映了蛙崇

故事情节，是裕固族人的思想感情和善恶观念的表现。《白

拜，那么“天鹅仙女”型则显示了鸟信仰。正如陈建宪教授

天鹅与天鹅琴》中白天鹅被毒鸟吃掉，它的骨架变成天鹅
琴，肠子变成琴弦，白天鹅的灵魂也变成了美丽的姑娘。
《格

所说：“鸟崇拜、人鸟合体的神、人与鸟的互相转化、妇女
在沐浴时吃鸟卵以致怀孕，这些原始文化因素的长期发展与

格首纹》中尧乎尔姑娘被野狼吃掉以后，变成了一只叫格格
首纹的鸟。
《贡尔建和央格萨》中哥哥央格萨被妻子害死后，

融合，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天鹅（鸟）仙女’的母题。
”
裕固族民间故事《白天鹅与天鹅琴》中一个在草原上放牧的

贡尔建的嫂嫂变狗。裕固族人用自己的伦理体系和善恶观念

穷小伙子总是有一只白天鹅伴随着他，后来天鹅变成美女以

审视日常生活，在灵魂转换的过程中显示了因果报应思想。

后，和小伙子一起走遍尧乎尔故乡。《蜜蜂姑娘》是“天鹅
仙女”所属的一个亚型，一只蜜蜂变成一个天仙一般的美丽

三、婚恋故事：怪异婚姻爱情的讲述
在世界各民族的婚恋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讲述的是奇
特怪异的婚姻爱情。这些故事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天真浪漫的
想象，另一方面反映了远古社会的民俗形式。从人类学的角
度看，这些故事不仅用神奇和浪漫构建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还阐释了人类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
（一）神奇婚恋母题
在北方少数民族婚姻史上，掠夺婚、买卖婚、收继婚等
婚姻形式曾一度占正统地位，对许多青年男女来说，自由的
爱情和婚姻只是一个奢望而已。实质上，人们通过对种种奇
特婚恋的想象，表现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和与现实社会的抗
争。在裕固族神奇婚恋故事母题中，包括人妖之间的恋爱婚
姻和人与动物之间的恋爱婚姻。
人妖之间的婚恋。在中国婚恋故事中，人神恋、人
鬼恋等奇特的婚恋母题的故事比较多。在《封神演义》、
《聊
斋志异》等明清小说中大量运用了人神恋、人鬼恋等母题。

姑娘之后，嫁给一个裕固族小伙子。
在裕固族人与动物之间奇特的婚恋故事中，
“青蛙丈夫”
型故事中的男性主人公尽管在当初长相怪异，但是内心善
良，勇敢机智，最终伴随他的是贤惠漂亮的女性，“天鹅仙
女”型故事里的美貌的女子也得到英俊的丈夫。在奇特的婚
恋母题的背后隐匿的是中国传统的“郎才女貌”的集体无意
识，同时显示了一种男性 女性中心主义的性别意识。
（二）难题考验母题
难题考验母题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普遍存在，通常是在双
方婚配问题中，女方的家长总是设置一些奇异的难题，最后
却被男方一一解决。首先，他们提出一些怪题进行故意刁
难，企图阻挠这桩婚姻。其次，通过这样的做法可以如愿以
偿的得到有才华的女婿。
弓箭是中国古代的战争中的主要武器，历史上的裕固族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战事频繁，而且狩猎也是裕固族人的日
常活动，所以射箭本领的高低是评价一个男子能力的重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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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阿木兰汗》中的铁木尔汗故意设难题，要求阿木兰汗

的历史风貌和民族风情，也反映了裕固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

王子在七个着装相同，面部遮纱的姑娘的袍摆上射箭，如
果能够射准七姑娘，将答应婚配。《骑神马的巴特尔》中的

意蕴。含有相同母题的裕固族民间故事，不但有重要的文学
价值，而且还是详实、鲜活的民族志和民俗志材料。探讨裕

部落大头目苏勒都斯一连三年通过赛马射箭的方式为女儿

固族民间故事的母题，对研究裕固族民间故事的渊源和演变

选婿。《猴媳妇的故事》中的射箭订亲，在《神箭手射雁》
中国王为自己选一个武艺高强英雄做驸马，也是用射雁的

有着重要的意义。

方式。
裕固族民间故事中的求婚程序中除了射箭考验以外，还
用其它的难题进行考验。
《聪明机智的“尧乎尔格斯”
》中的
汗王在部落中为已婚女子招亲，提出在一夜之中用生羊皮做
衣和海螺穿线的难题，最后难题被穿着朴素的尧乎尔部落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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