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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传”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传播媒介。在口传时代，人类的思维

处在一种直观而非理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世界里人神同住、天

地混沌。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将这一阶段称为人类

的“神话时代”或“诗性”时代。口传或诗性时代的主要思维成果便

是神话、传说、史诗、圣史、传奇、民间传说、歌谣、寓言、忏悔文、

编年史、讽喻诗、小说等。

口传时期也就是历史学家通常所指的史前时代。尽管藏文产生年

代说法有不确定性，但通常认为，现今使用的藏文诞生于公元 7 世纪

松赞干布时期。史前时代可以包

括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

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铁器时代。

如将文字的出现作为文明与

前文明时代的分界线，可将口述

和文字文献两种途径作为分析把

握西藏文明的两端。西藏有文字

记载的历史已有 1300 多年。从

新石器时代起，西藏人类的历史

距今已有一万年。近 8000 年是

在无文字历史中度过的，包括之

前经历的 31 代国王都生活在口

传时代。现今我们所读到的此前

的历史均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

并记录而成，包括神话、传说和西藏阿里札达县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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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西藏自然与人文环境及其形成的诸社会条

件即是藏族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上古西藏的人文类型根据地理分布

的不同可分为四种，这四种类型与特定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等息息

相关。西藏高原地处亚洲大陆的腹心地带：西面是历史悠久的西亚河

谷文明，北方是强悍的中亚草原游牧文化，东面是源远流长的黄河、

长江文明，南邻植根于热带

沃土的印度古老文明。从文

化地理上来说，西藏是亚洲

古文明的荟萃之所。

新石器时代遗存，有距

今 5000 至 4000 年 的 昌 都 卡

若 遗 址、 距 今 3500 至 4000

年的拉萨曲贡遗址。卡若文

化当属那一时期高原东部以

农为主，畜养、狩猎占有重

要地位的区域性经济文化类

型；曲贡文化则属于已具相

当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家畜饲

养，兼有狩猎的经济文化类

第一节    口传文学产生的自然和人文语境

故事也是口述记录的产物。西藏文学的整个发展轨迹可以分为口传时

代的文学和书面文字时代的文学两种样式。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装饰品（昌都卡若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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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盛器（昌都卡若遗址

出土）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工具 （拉萨曲贡

遗址出土）

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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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已开始跨入青铜时

代的门槛。以细石器为特

征的藏西北文化类型，代

表 着 距 今 7500 至 5000 年

前的西藏西部及北部以狩

猎经济为主体的高原新石

器时代文化类型。另外还

有“林芝文化类型”。

这 四 种 文 化 类 型， 大

致代表了目前所知的西藏

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域分布、

不同时期阶段、不同生态

环境和不同经济基础的原始文化。进入早期金属时代的标志是原始岩

画，包括发现于藏北、藏西地区的石丘墓和大石遗迹，以及分布于藏南、

藏东和雅鲁藏布江中游等地区的早期石室墓。口传文化的传承更多地

体现在它的物质性媒介上，这些物质形态即是口头文化的载体和见证

物。早期岩画中出现的一些太阳的形象，姿态怪异、亦人亦兽或饰有

羽毛的形象，应该与西部早期原始苯教的神灵崇拜有关。

万物皆有生命、万物皆有灵魂的原始思维构成了原始崇拜和早期

苯教的认识论基础。早期苯教以祈神伏魔、为人禳病、荐亡为业。苯

教的黄金时代闪耀在象雄王国鼎盛时期。古象雄的疆域曾横穿整个藏

北高原，从横断山脉北侧一直延伸到阿里高原。藏传佛教体系中，从

内容到形式都或明或暗地存留着苯教的痕迹。

公元前后，以雄厚的农业文明为背景的藏南河谷的雅隆部落，一

举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史无前例地改变了

青藏高原的政治文化格局。藏文化的口传时代一直延续到了公元 7 世

纪的松赞干布时代。

松赞干布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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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口头交

流的一切形式，后者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 (verbal 

arts)。口头传统是一个民族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石，它是比书面

文化早得多的一种人类文明形态。书写传统或书面文学传统则是因口

头传统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口传文学依附于口头传统而产生，其生于

民间、传于口耳，与书面文学相对，被称为“元文学”。它并非狭义的

文学，却又像种子一样可以催生文学。近些年，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力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口传文学或口头的诗学打破纯文学

一统天下的格局而逐渐走俏，备受关注。书写文学一旦印刷出版，就

完全定型而不易有所变化。口传文学的作品即使是一个人的创作，一

旦经过不同人的传诵，就会因为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传诵的情境而有

所改变，这样因时因地的改变正好是发挥文学功效最好的方法，从某

种意义上说口头文学最能适合大众的需要。

每个民族都曾出现过口传（口头传统）时代。以公元 7 世纪松赞

干布时期为分界点，藏族文化史可大致分为口传时代与文字时代。口

传时代所反映的是藏族的远古文明。这一远古文明主要包含三大内容：

苯 (bon)、“仲”(sgung) 以及德乌 (lde'u)，也可称之为藏族远古文明的“三

大家底”。简言之，苯波即藏族原始宗教信仰；“仲”指传说故事（为

格萨尔史诗前身）；德乌则包括谜语、谶语、隐语等。在早期，这三

大文化系统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辅助国政，一是传承族群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传统。

第二节    口头传统：口传文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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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文类的一大特质即是它的即兴性和流变性，这不仅与神话性

思维相关联，也与“诗性智慧”息息相关。生活在远古青藏高原的全

体部落成员对自己部族和祖先的历史、生活场景等的记忆完全是集体

性的。在那个时候，所有的部落成员几乎都或多或少能够传唱自己部

族或族群的历史和重要人物故事、谱系和事件，这个时代也是学者们

所提及的“诗性智慧”时代。诗性智慧或诗性思维坚持人类集体创作

诗歌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由于其社

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神的时代或诗性智慧时代的进入期也有先有

后，但一定是在他们思维的原初阶段进入的。同一族群或民族由于地

域不同，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其思维水平也会产生不同的特点。就

藏族地区而言，在公元 9 至 11 世纪，由于佛教的引进，以及与其他

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人们的思维较早地放射出理性文明的灵光。在三

江源地区的广大牧区，人们仍生活在原始、古朴和自然的环境中，神

话思维或诗性思维仍是他们关照万象的思维尺度。

诗性智慧又是一种情感性智慧，因为诗性智慧不同于理性智慧，

它可以引起个体情感上的积极反应。维柯认为，诗性智慧有几个特点：

一是想象的类概念，二是拟人化或以己度物的隐喻，三是模仿，想象

力可以把人们带入特定的生命情景中去，也可以造化出“观古今于须

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奇迹。纵观藏族文学史，在藏族远古的歌诗、歌谣，

包括仲、德乌和苯波中均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神话思维中的逻些（今拉

萨）建筑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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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古藏族口传文学的缘起

在几乎所有的古藏文文献中均记载：在吐蕃第 27 代赞普（即布德

贡杰）之前，吐蕃的国政由仲、德乌和苯波护持。《西藏王臣记》(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 载：“恰墀名为布德贡杰，其父时代出现了象

雄和勃律的杜本派，在其子时建了羌瓦达孜宫，并出现了仲、德乌和

天神苯波。”“仲”(sgrung) 是一种古代藏人用通俗易懂的寓言故事讲述

祖先世系、宇宙和世间各种道理的民间传统。德乌既是暗射事物，并

在象征与概念、诗性与理性之间互相沟通、联系和理解的一种隐语，

也是古代藏人开发智力、启迪智慧的知识体系。苯波是藏族的本土宗

教，总括了古代藏族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界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规

律的认识、阐释和相应的仪式、仪轨活动。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前提，

不仅成为西藏远古文明的主要载体，而且为后来印度佛教的传入发挥

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三者共同成为远古藏族文学的滥觞。

远古口传时代的“仲、德乌和苯波”的发展，与当时的宗教和政

治两大因素息息相关。首先从宗教背景看，远古时期的藏族置身于亚

洲古老文明的包围之中，处在中原和印度两大世界文明的交汇点，不

但受到了中原文明和中华各民族文明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以佛教为

主的印度文明的影响。在这两大文明的关照下，后来形成了以佛教为

代表的精英文化和以史诗《格萨尔》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前者是外来的、

书面的，后者是本土的、口头的，前者是一种封闭的、相对稳定的体系，

后者则是一种开放的、流变性的体系。这两大体系一直是西藏社会文

第三节    藏族文学的三大家底：仲、德乌与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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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进步的支柱。公元 7 世纪的印度文明和中原文明都达到了其鼎盛时

期，代表着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水平，而西藏却仍然处在一种相对“未

开化、无文字”的蒙昧时代。佛教文明却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分别从印

度和汉地传入西藏。

在佛教文化进入西藏时，藏族社会尚处在以仲、德乌和苯波为代

表的本土文化的统辖之中。苯波是主要文明形态，在印度佛教进入西

藏之前它已经受到中亚文明，包括波斯等周边民族文明的洗礼，达到

了很高的水平，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经典、理论、医药和天文历算等。

它为佛教的传入架设了沟通的桥梁。当时仲、德乌和苯波构成了藏族

三位一体的文明结构，分别代表当时的人文知识体系、自然知识体系

和思想信仰体系，构成了口传时代藏族文化的根脉，形成了藏族古代

文明的基质。对文学、谜语等智力领域的重视，可能对开发、启迪和

推动当时人们思维水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后来佛教

文明的引进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西藏史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

到这样的记载：

作为“经藏”传播之前兆，产生了诸仲（Mdo sde 'byung ba' I ltos 

su sgrung dar，指民间故事和史诗）；作为“律藏”出现的前兆，产生

了“苯”（'dul ba 'byung baoi ltos su bon dar，巫术）；作为“论藏”

传播之前兆，则出现了德乌（Mngon ba 'byung bo'  ltos su lde'u dar，谜

语系统）。 

“经藏”“律藏”和“论藏”是佛教的全部教义理论的集大成，

总称“三藏”。它们分别阐述了佛教中不同的内容，经是佛陀之教言，

包含了佛教教义的基本依据；律是佛教组织为教徒或信众制定的仪式、

仪轨；论是对经、律的解释或阐述。其内容带有极强的思辨色彩，内

容丰富，体系庞杂。藏族的“仲”主要叙述的是有关宇宙起源、藏族

种族起源、王系起源及部落来历等方面的故事，这些故事特有的结构

形态、思维方式，为藏民深入理解佛教“经藏”的内涵提供了可能性。

“经藏”亦多以故事形式反映深刻的佛理内容，这正与“仲”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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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类似。藏族历史上久已有之的“仲”，为“经藏”的顺利传播提

供了有利条件。“德乌”则为引进和接受“论藏”提供了理论思维形

态的保证。佛教的“论藏”所蕴含的正是佛教推崇的天文、历算、医药、

辩论等知识。可见，佛教的“论藏”与藏族传统中的“德乌”在形式

上有共通之处，这种相通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论藏”在藏族社会

传播的障碍。苯教的存在虽然在历史上为佛教的传播带来了诸多阻力，

但同时也对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助力。

以民间说唱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仲”，以谜歌、谜语为主的德乌，

以原始信仰为主要内容的苯波，分别为佛教的经、律、论三藏在西藏

的传播起到了桥梁作用。据传，在松赞干布的祖辈时代，装有数部佛

经的宝匣从天降至王宫顶上，但当时的国王和藏人不知其内容为何物，

便供奉在宫廷中。直到 7 世纪人们才发现这一被封存已久的经卷为包

括《经藏》在内的四部佛教经典。在《柱间遗教》等其他古文献中说

的更为明确：为了使人领会佛之教言，才示以“仲”。为使人懂得佛之

教理，便示以“德乌”。可见，佛教徒深深认识到“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的道理，看到了“仲”对弘法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因为《经藏》

在佛教中是关于阐述实相或事物本质的觉悟的教理，它包括了佛教对

事物的思考和理解，其中将佛教的四谛、八正道等教理用各种深入浅

出的故事形式加以展示。

其次分析政治层面，在《西藏王臣记》(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土观宗教源流》(thu'u bkan grub mtha') 等藏文典籍中记

载：“在第 27 代赞普拉托多日年赞之前，吐蕃社会用‘仲、德乌、

苯’三种方式来管理百姓，治理国政。”[1] 在古代藏族社会，王室有一

位被称为“辛”(gshin) 的大祭司，他们既是赞普的老师，也是宗教仪

式的主持人。“辛”为赞普出谋划策，创编有关赞普谱系的传说，以教

[1]　阿旺·洛桑嘉措著：《西藏王臣记》（dpyid gyi rgyal mo'I glu dbyngs）（藏文版），
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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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百姓，稳定政权。他们首先将藏族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的祖先上溯

到天神，创编了“天神下凡”“天神之子作人间之王”的历史神话。

目前关于聂赤赞普的历史有 3 种不同版本：（1）公开苯教说 (bsgrags 

pa bon lugs)；（2）极秘非人说 (yang gsang mi min lugs)；（3）秘密佛

教说 (gsang ba chos lugs)。作为吐蕃王系的第一位赞普，他的族谱关系

到后来吐蕃各赞普身世的贵贱问题。那些“大祭司”们对他的族谱历

史进行了神话化的再造。“公开苯教说”：聂赤赞普本是天神的儿子，

后降临人间，来到羌脱神山（lha rig gyang mtho, 今山南境内）。长者

派出 12 个颇为聪明的巫师教徒上山，盘问小伙子从哪里来，这个小

伙子用手指天。这些人得知小伙子是从天上来的，是“天神之子”，格

外高兴。12 人中为首的便伸长脖子，给这位“天神之子”当坐骑，前

呼后拥地把他抬下山来。聚居地的人们纷纷前来，见这个从天上来的

聂赤赞普“天神下凡”的故事（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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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聪明英俊，便公推他为部落首领。这就是后来称为“吐蕃”的

部落的第一位领袖，人们尊称他为“聂赤赞普”，也就是“用脖子当宝

座的英杰”。藏语中，“聂”是“脖”的意思，“赤”是宝座，“赞普”

是“英武之主”。自此，历史上把藏王称为赞普。这个聂赤赞普便是

吐蕃部落的第一个首领。从他开始到吐蕃王朝建立，一共传了 32 代。

这一传说立足于苯教思想，旨在隐瞒聂赤赞普真实身世，故意把他塑

造成为第十三天光明神之后裔，由氏族和苯教徒共同把他拥立为王，

认为赞普（王）是天神下界统治吐蕃人的主宰，用天神与祖先合一，

以此说明藏王并非凡人，而是有其高贵的身世。到了公元 7 世纪，佛

教从印度传入吐蕃，并在吐蕃王室的支持下迅速与本土原始宗教——

苯教形成了对峙关系。在角逐中赢得初步胜利的佛教势力，开始用佛

教的价值观和思想重新塑造赞普的谱系历史。这样出现了第三种佛教

化版本的聂赤赞普的神话传说——秘密佛教说。

聂赤赞普的传说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这一故事经不同历史

时期、不同宗教立场的个人或团体的表述与演绎，最终发展成了头绪纷

繁、具有多重涵义的故事体系。经历世积累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传说。这

种文化集结行为大大推动了古代西藏口传文学的发展。

除了上述神话以外，《玛桑的故事》也是与西藏古代王室有着密

切联系的神话故事。玛桑是一种从古至今在青藏高原上经常出现在普

通人生活中的“鬼怪”式生灵，也是“仲”的主人公之一，属独脚鬼

类的半神。据传，独脚鬼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人们极易看到它们现身，

因而也产生了许多以此为主题的神话故事。

在这些故事中，最为著名的还属玛桑力士与藏族早期王族间的渊

源关系，这一故事主要叙述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如何从独脚鬼界

降世的：

他降生于独脚鬼界，后取名为聂赤。在一个叫普沃的地方，当地

一位名叫莫尊 (Mo-btsun) 的女子生下了 7 个独脚兄弟。最小的就是独

脚鬼曼雅乌波拉 (Ma-snya-u-be-ra)。他的巨舌遮覆了整个面庞，他的五



第一章        口传时代的藏族文学

13

指呈蹼状，显露出具有法力的凶残之相。由于这个原因，普沃有影响

的苯教徒说：“他太强势了，我们必须把他赶出去！”在供奉了祭品、举

行了驱除独脚鬼仪式后，他们把他逐到藏地。在那里他遇到了正在寻

找赞普的藏人，他们问他“你是谁”，他答道：“我来自普沃。”他们

问道：“你的手指和舌头太吓人了，你有何等法力？”他答道：“我有

神奇的法力和各种本领，所以我才遭到放逐。”他们大声说道：“我们

要立你为王！”话毕，他们就把他举放在架在脖颈的宝座上，给他戴上

王冠，并宣布“他就是聂赤赞普”。这一故事应该是前文所述聂赤赞普

神话故事中“极秘非人说 (yang gsang mi min lugs)”的早期版本。

尽管仲、德乌和苯波源自民间，源自大众智慧，但它们后来在吐

蕃社会中被官方所掌控，成为管理社稷的一种有效“工具”，根据官

方意识形态进行编创、加工和传播。有专门的人根据需要编创“仲”，

其中“聂赤赞普的神话故事”的苯教化和官方化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

最终形成了民间版本、苯教版本和佛教版本的“聂赤赞普的神话故事”。

德乌亦然，当初它仅仅具有启迪人们智慧的“谜语”功能，但后来它

成为情报、密信等的有效载体，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德乌”

宗教仪式中所展示的恶人命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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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和相关历史故事。就苯教而言，尽管起初它与神话观念、神话仪

式息息相关，但后来出现了被称为“辛”的御用苯教徒，执事处理国

王和官方的宗教事宜，诸多的神话文本被改造成为国政所需要的话语

内容。因此，仲、德乌和苯波源自大众、源自民间，后来成为官方的

治理工具，从而也成为御用文人的专利，受到了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

的极大影响和冲击。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吐蕃后期。

二、仲、德乌和苯波与远古藏族口传文学 

（一）民间的“仲”与苯波的“仲”

“仲”一词在藏语中意为“长篇叙事故事”。在口传时代，“仲”

是历史的一种特殊记忆，这种记忆往往具有神话或传说的性质。这种

性质的历史，不仅成为了解藏族书面文献出现以前的藏族历史和王室

谱系的重要材料，而且成为后期藏族历史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

量，被理解为指向群体起源的“巩固根基式回忆”。

这些所谓的“仲”文类，出现于松赞干布之前，除了有关世界、

氏族和祖先起源的史诗故事中的将士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外，还有运

用谚语、隐语和俗语等手法教诲做人做事道理的口头文类。“（当时的

故事说唱艺人）具有某种宗教特点，他们的职责与苯教徒很相似。然而，

故事说唱艺人们也是一些故事表演者，而歌唱家们则歌唱一些隐晦的

不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系谱故事。二者可能代表了一种所谓的

‘人间法’(mi chos)，与其相对应的则是‘神仙宗教’，主要是指佛教。

据说，在公元八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翻译佛教典籍时，根据其大臣

郭赤桑雅喇 ('gos khri bzangs yab lag) 的谏言，将祖先松赞干布之前有

关赞普的历史传说（仲）编入‘人间法’。”[2] 总之，以“仲”为代表

的“人间法”成为藏族文明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家底”。

[2]　山口瑞凤［日］著：《西藏》（上），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第 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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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口传时代的“仲”，除了以上的王族神话故事外，还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以诗歌形式阐述的各种创世神话、宇宙起源神话；二是族群

谱系的长篇叙事故事；三是寓蕴深意的动物神话故事。“仲”不仅是古

代藏族叙事故事的活水源头，也是后世藏族叙事文学发展的滥觞。

1、创世神话

在口传时代，藏族先民用诗性思维观察和认知周围的事物，揭示

宇宙沧桑的奥妙和人类命运的起伏多变，以及对大自然的心灵皈依。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藏民族认识客观世界、求得生存、创造人类文明的

历程。 

在诸多藏族神话中，创世神话是一个最亮丽的主题，主要解答、

阐释世界起源和天地起源以及族群起源等问题。这种“仲”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有的表现为歌谣问答，有的体现在早期历史文献（主要在

苯教文献）叙事文本中。其中，歌谣问答至今仍存有远古痕迹：在藏

人的婚礼和节庆上，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时，当中有一对歌手，用歌

谣形式一问一答进行吟唱，一直到难住对手为止，成为民众寓教于乐、

传播传统知识的一种方式。

A、民间口传性创世神话

歌谣传统是人类最早用于传递智慧的方法，这一传统普遍存在于

世界各地的族群中。在漫长的远古时代，藏族人民以绚丽多彩的丰富

联想，以咏唱方式表达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神话歌谣所反

映出的最初哲学判断成为藏民族原始哲学的基石。在藏族民众中流传

的《斯巴形成歌》中有这样的记载：

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天地分？

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阴阳分？”

答：“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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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天地是大鹏，除了大鹏谁能分！

最初天地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

分开阴阳是太阳，除了太阳谁能分！”

 

天地宇宙万物在藏语里叫“斯巴”。这首歌谣产生在远古时代，

体现了藏族先民对世界起源认识的诗性表达。他们认为，天地宇宙万

物不是人造的，也不是神所造，而是由于事物之内在规律演化而生。

藏族先民关于宇宙形成的创世神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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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恰好符合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

除了上述“天地混沌一体说”以外，还有一种“物质转化说”。

正如《斯巴宰牛歌》所唱：

问：“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

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

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

答：“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高处，所以山峰高耸耸；

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栽山阴，所以森林浓郁郁；

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平处，所以大地平坦坦。” 

“物质转化说”神话歌谣认为，天地宇宙万物都是一种物质转化

为另一种物质。这些神话歌谣以动物的诸器官来解释宇宙万物的形成，

道出了宇宙万物相互作用、生灭交替、生生不息。这种具有朴素唯物

论的思维方式也许就是原始狩猎时期的先民所共有的，产生在苯教出

现以前。

在藏区，还有与海洋有关的大量创世神话，并有多种变异版本。

如流传在西藏那曲的一则创世神话：“世界原本是一片浩瀚的汪

洋大海，后来天空出现了七个太阳，由于猛烈暴晒，岩山崩裂，崩裂

的碎石与海洋融为一体。后来经过长期风吹雨打结成了一块硕大无比

的巨石，巨石上沉淀出几层土后长出草木花卉，后来也就产生了五谷

杂粮。”这是一则典型的创世神话，没有出现人和神的影子。

流传在云南德钦的一则神话：“远古时期人间是一片汪洋大海，

后来天天狂风肆虐，尘土飞扬至海面，日积月累慢慢沉淀成大地。当

时天是石头形成的，没有云彩，经过多少年后天石崩裂，似乎要坠落

到大地，生活在地面的人们天天胆战心惊。后来一个能人将海洋之水

化为轻雾，让其飘向空中托住了石头，而后雾气变成了云彩。从此后

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大地上。”这则神话中出现了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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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受到了后期英雄神话的影响，也与汉族的女娲补天神话较相似。

这类与海洋有关的神话除在藏区流传外，在史书如《柱间遗教》 《智

者喜宴》和《西藏王统记》等均有记载：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的山

洼都是水，后来山洼的水流入了“贡格曲勒”山洞而显现出了青藏高

原的地貌。

B、苯教与创世神话

创世神话不仅以歌谣方式出现在民间口头，也出现在苯教文献

中。苯教是藏族远古本土智慧的又一重要载体，它是藏族人在其远

藏族先民关于宇宙

形成的创世神话图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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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期对人生、自然的思考，从混沌蒙昧状态迈向抽象化、概念化、

理论化、仪式化和秩序化。苯教与神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论

是阐释世界和人生起源的神话故事，还是启迪智慧的“德乌”，都

因为与苯教的关系而得到很大发展。苯教与神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苯教的教义精神建立在由神话所构成的信仰观念上。苯教的教义多

表现为神话材料的引述。苯教的神话是随着对周围民族宗教成分的

吸收逐步积累产生的，因此，苯教神话中既有藏族传统的神话元素，

也有中亚地区宗教神话的引入。苯教将外来宗教里的各种神话，诸

如宇宙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等条理化后作为自己的宗教教义，

从而形成经文神话的多元构成。[3]

苯教的神话与其萨满教式的宇宙结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在苯

教中，宇宙分为天界 (nam mkhav)、中空界 (bar snang) 和地下界 (sa/sa 

vog)，称为“三界宇宙结构”。天为神界 (lha)，中空为赞界 (btsan)，地

下为龙界 (klu)。宇宙层次的分割与原始人观念中的灵魂居留移动特征

有关。灵魂在人类意识领域中出现善恶之分，善魂上升，成为天神，

[3]　谢继胜：“藏族苯教神话探源”，刊载于《苯教研究论文选集》第一辑，中国
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 626页。

太阳神话图 月亮神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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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成为祖先神。

尽管“仲”产生于民间，但在苯波中藏族的这种原生神话被纳入

其宇宙三界观的信仰体系中。在苯波中有一种“芒”的仪式，就与神

话故事及其相关仪式有关。这种仪式很多时候是专门为某些神灵举行

的。在这类仪式上，祭司用故事宣讲的方式与神灵公开沟通。其具体

功能是用故事来宣讲与某人谱系相关的神话，这种宣讲以独特的起源

神话为据。

有些神话是藏族本土神话苯教化，有些则吸收邻近民族的宗教神

话，并进行苯教化的改造。因此，神话的宗教化变异是藏族宗教的一

大特点。神话的宗教化是指神话演变成带有宗教仪礼形式的神话；神

话中包含的文学想象或情节成分降低，文学性减少，神话的口传范围

缩小，并纳入宗教典籍或宗教仪轨之中。

2、族群起源神话

族群起源神话产生于创世神话之后。在创世神话中，自然是人的

绝对主宰，人类屈从于自然界的威力，思维意识也主要定格在自然之

宗教舞蹈——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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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还没有反射到人类

自身上，故而在创世神

话中较难找到人或神的

印记。人类在与大自然

进行的长期而漫长的斗

争中，逐渐认识到人的

本质力量有时也能超越

或征服自然威力，从而

逐渐将思维意识对象从

大自然转向与人相关的
雍仲苯教的“卐（万）”字纹符号

问题，从而也就产生了解释人类起源方面的神话。在苯教古文献《黑

头凡人的起源》中，也有关于藏人族群来源的描写。

关于藏人起源的神话故事家喻户晓：

在远古时期藏区没有人类，阿里三围是鹿和野驴等动物的天堂，

卫藏四茹活跃着虎、豹等猛兽，多康六岗栖息着鸟类等珍禽。观世音

菩萨派一位猕猴菩萨弟子至藏区禅道修法。其后，来了一位罗刹岩女

要求与其结为夫妻，猕猴菩萨无奈，只好到布达拉圣山求教观世音菩

萨。观世音菩萨点化其与罗刹岩女结合，遂生下了与六道众生禀性相

同的 6 个猴子，猕猴菩萨便将这 6 个猴子安置在一个野果丰茂的树林。

过了 3 年，已繁衍出 500 个猴子。因为猴子多，野果消耗殆尽，众猴

子饥肠辘辘。观世音菩萨从须弥山中取出六谷种子撒向大地，长出了

不种而生的野谷类，众猴子依靠这些野谷维持生计，繁衍后代，慢慢

地身上的毛变短了，尾巴也渐渐消失，最后变成了人。

这则神话在藏区各地版本大同小异，在藏族历史书籍《嘛呢教言录》

《智者喜言》《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史》和《法源花蕊甘露精要》

等中也有较多详略不同的记载。西藏山南泽当地区的许多地名与这一

神话密切相关。在这则神话中，我们看到了藏族人从猿转变成人的过程。

另外，还有一则始祖神话这样描述：“在久远年代的火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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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干枯而没有一滴水。大地上除了一棵果树和两兄妹之外，其他生

物都被烈火所焚烧。兄长由于饥饿难耐躺在大地上仰望苍穹，突然他

看到没有烧焦的果树上还有一枚果子，他便用弓箭射下果子，与妹妹

一人一半分吃了。住在天界的莲花生大师看到人间的这种凄惨景象，

于心不忍，便洒下了几滴神之甘露，这些甘露就变成了大海，并从大

海深处突显出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上长出了茵茵青草，并且越来越

茂密，岩石也随之变大而成了陆地和山脊。后来陆地上有了谷类和牲

畜，而陆地底下是海洋。在海洋中有一个黑猪，黑猪走动时大地也随

“猕猴变人”繁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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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摇晃，这就是地震和塌陷。”这则神

话承认了血缘婚姻，记载了原始时期发

生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也有藏族海

洋类神话的影响，是一则较典型的次生

神话。这样看来，这则神话是由兄妹结

婚繁衍人类神话和洪水神话共同组成的

变异次生神话，与汉族的伏羲兄妹制人

烟的神话极为相像。

3、动物神话故事

在 早 期 的“ 仲” 中， 关 于 飞 禽 动

陶塑猴面像（拉萨曲贡遗址出土）

物的神话故事占有重要位置。在很多历史文献中提到《麻雀的故事》

(mChil-pi'i-sGrung)。这些神话往往以简约的方式，通过动物寓言和训

谕，表达人生、社会、宗教的相关道理。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藏族

先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在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出了

生产劳动方面的丰富神话。这些神话基本上遵循了先牧后农、先为狩

猎点后为村落的人类发展史的基本规律。在狩猎时期，人们发现有些

较温顺的动物可以饲养，以备后用。这些动物在与人类的频繁接触中

变成了家畜，形成了最原始的畜牧业。以家畜为主的原始神话故事也

相伴而生。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收录了一则吐蕃时期的《马和野马》的神话：

在非常久远的年代，九重天界有两匹马生了一个小马驹。由于天上的

水草不够享受它们便来到人间。小马驹在一个名为吉戎定瓦的地方，

与那里的马王结合生下了 3 个马驹。又因为没有足够的水草，马驹三

兄弟分别到 3 个地方。它们所去的地方都有丰美的水草。马驹老大伊

吉当嵌在强噶南遇到了名为钟亚噶瓦的野牦牛。野牦牛钟亚噶瓦要求

他离开此地。老大伊吉当嵌建议不为草场争夺，马吃草时，牛喝水；

牛吃草时，马喝水。野牦牛钟亚噶瓦没有采纳此建议，还用其尖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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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犄角挑死了伊吉当嵌。三弟科戎邙

达说：“仇恨撕裂了我的心，我要去撕

野牦牛钟亚噶瓦的心，为老大伊吉当嵌

复仇。”二弟江戎俄扎认为自己不是野

牛的对手，无法报仇。两兄弟意见不和，

便分道扬镳了。后来，三弟在人的帮助

下杀死了钟亚噶瓦，为老大复了仇。三

弟为了感谢人类的恩情，成为人类的朋

友，变成了家畜。二弟四处游荡成了野

马。”这则神话反映了藏族先民从原始四和谐图

蒙昧时代末期的狩猎采集生活，过渡到野蛮时代初期驯养家畜的牧业

社会，实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过程。

关于种植方面的神话，有《青稞种子的来历》《种子的起源》《青

稞歌》和《斯巴形成歌之种植篇》等。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流传在四川

省阿坝和马尔康一带的《青稞种子的来历》：远古时期有一王国，地

广人多，可是这里的人们从来没吃过青稞，只吃牛羊肉，只喝牛羊奶。

善良勇敢的王子阿初为了让百姓吃上香喷喷的青稞，在山神的护佑下

冒着生命危险到人世间唯一种庄稼的蛇王处偷青稞种子。蛇王发现后，

用魔法让其变成了一只狗，并准备吃掉他。多亏有山神送给他的风珠

护佑，他才带着青稞种子成功地逃了出来。后来，王子阿初还了人形，

与美丽可爱的土司姑娘额曼结为夫妻，过上了幸福生活。藏族人民为

了报答阿初王子给他们带来青稞种子的恩情，每年收割完青稞吃新糌

粑时，人还未吃之前要先捏一把糌粑给狗吃。这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此类神话属典型的父权神话或英雄神话，神话中出现的“王子”“土司”

等乃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在传承这则神话时通过增加情节而

形成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则次生神话。

关于建筑等方面的造屋神话，《七兄弟星》较为典型：在古代，

雪域高原由格萨尔王掌管，他骁勇善战，打败了四方劲敌，消灭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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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猛兽，铲除了河妖湖魔，使人们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那些被打

败了的妖魔鬼怪却纠集在一起，变成猛烈的风沙肆虐草原、席卷庄稼

和牛羊。有七个兄弟为大家修筑了很多坚固的三层楼房，人住在中层，

牲畜关进楼下，最上层晒粮食、供佛神，从此人们过上了安宁日子。

天神们听说七兄弟故事后，便把他们请到天上去，替天神盖楼房。这

七兄弟就是七颗明亮的北斗星。这七颗星经常变动位置，那是他们在

一处盖完房子后，又被请到另一个地方的缘故。这则神话反映了藏族

先民在游牧种植时代，从居无定所、住天然洞穴到修建房屋，逐渐趋

于定居生活方式。这一时期的神话基本上不再是以血缘家族为纽带，

而是以地缘氏族为纽带，所反映的道德观念自然充满了政治色彩，或

将人类的社会结构带进了神的社会结构，神的社会属性逐渐代替了神

的自然属性。

（二）“德乌”

对人们的生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的，除了“仲”，还有德乌和苯

波。“德乌”是藏人运用符号、谜语和神秘语言传递知识、交流信息

动物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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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符号表达。藏族文学作品对此有很多纪实性描述。“德乌”往往

被人们解释为“谜语”。这类谜语在藏区随处可以听到，种类繁多。谜

语要用含义晦涩的隐语来描述被猜之物，显然谜语是培养心智才能的

一种方法，无论其社会阶层、年龄或文化水平有何差异，任何人都能

以这种方式培养自己的认知力，增强记忆力和智力。谜语的这一特质

是不容置疑的，但“谜语”却不能涵盖“德乌”的全部含义。在古代，

赞普和大臣们以“德乌”治理吐蕃，绝对不能理解为这些人仅靠猜谜

培养才智和能力来治政，或认为他们在大议事厅聚议时用猜谜的方式

互相提问来商议各种政务。“德乌”一词还有更宽泛、更深刻的含义，

从出现在众多吐蕃赞普名字中的这个词及其变体“德”(lDe）即可确

认这一点。德乌还广泛用于密义的传授、情报的传送等。自古以来，

佛教和苯教《大圆满》经文在藏区广为人知，并被视为一切宗派义理

的精髓。在经文中，“德乌”以简短、令人费解的寓言形式，通过象征

符号阐释了真如实相。毋庸置疑，这反映了“德乌”含义深刻并被提

升了的一面。

“德乌”的另一个独特功能是通过象征性物品或实际密码传递情

天地人共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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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信息。下面这个例子引自敦煌写卷，记述了赞普松赞干布姐姐赛玛

嘎尔 (Sad-mar-kar) 被送给象雄王李迷夏为妃后，她派人给松赞干布送

去的回复：

当大臣芒琼 (Mang-chung) 拜见后妃时，她说：“我没有什么书面

答复给赞普——我的兄弟。我很高兴他告诉我他身体康健。把我的这

份礼物直接交到他的手中吧！”她交给大臣一个包裹。大臣芒琼返回

面见赞普时，他说：“后妃没有书面答复，她吟唱了这些诗句，并交给

我这个包好的包裹。”赞普打开小包裹，看到里面有 30 块上乘的绿松石。

在长时间思索后，赞普说：“它的意思似乎是，如果你有勇气迎击李

迷夏，就像男人那样把绿松石绕在脖间；如果你表现得像个女人，那

就像女子那样把它们作为饰物插在发际间吧！”随后，赞普和大臣们

再次商议，最终，他们推翻了李迷夏政权。

“德乌”是以象征性、具有符号含义的解释技巧为依据，无须使

用语言就能传递秘密信息的密码语言。还有口头语言或解谜形式，被

用来交换秘密信息的。[4] 吐蕃时期对“德乌”的推崇极大地促进了这

种文学样式的发展。

第四节    藏族口传文学的哲理化表达：谚语

谚语是一种对各种行为规范和社会规律的哲理性语言表达，具有

言简意赅的特点。谚语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尽管它

产生于口传时代，但它是人类进入更高文明阶段的一种表征。藏民族

[4]　曲杰·南喀诺布［意］著：《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向红笳、才让太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 4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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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富有语言智慧的民族。民间长者、耆老虽然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一

旦讲起话来妙语连珠，他们具有高超的演讲和辩论水平，令人倾倒。

一些爱好语言艺术的年轻人则纷纷效仿，学习老一辈的讲话风格，传

承了民间语言艺术。在藏语言艺术中，谚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藏族民间谚语普及率高、使用率高、传承率高，语言精美，节奏

鲜明，句式完美，音韵和谐，哲理性很强，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生

命力。藏族谚语中说：“没有放盐的茶难喝，没有谚语的话难听。”“美

酒在于品味，美言要有谚语。”《格萨尔》就是一个藏族谚语宝库，其

中谚语数量之多，内容之广，超过任何民间文学作品。这些谚语大多

来源于民间，但又不失史诗本身的特色。《格萨尔》将其化作自己的

血肉，熔铸成史诗的精髓，对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增强史

诗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民族特色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人托玛斯 (F. W. Thomas) 出版的《西藏东北部古代民间文学》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1957) 一书，利用曾藏

在中国敦煌千佛洞中的古藏文文献，对古代藏族民间文学进行了分析。

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较早的藏族民间文学资料。书中第五部分“松巴

谚语”即是目前所掌握的最早记录成文的藏族谚语。这里的“松巴”

是指古代吐蕃五大地区之一，《唐书》上叫“苏毗”，也叫“孙波”，

大致在今西藏北部和青海南部一带，这一地区是青藏高原的牧业腹地。

在“松巴谚语”中，有不少是与家族兴衰有关的，比如：

“生了贤良的子孙，可眼见家业兴旺；娶了贤淑的妻子，可说是

福泽到手。

生了不孝的子孙，家业衰败，流落边疆。

物品以新为最好，财富以子嗣为最重要。”

在以游牧为生的古代社会里，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完全依靠比较

原始的手工劳动过活。一个家庭（家族或部落）的兴旺发达，全靠辛

勤劳动和不断积累的生产经验，诸如幼畜的接生、母畜的挤奶、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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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制作，等等。操持和管理家务的主要是妇女，继承家业要靠子孙，

所以，一个家庭或家族能否兴旺发达，妻子儿孙的好坏至关紧要。这

些谚语特别强调妻子及子嗣的贤劣，这正是当时牧业社会面貌的反映。

像这一类的谚语还有：

“母贤子也贤，犹如黄金镶碧玉；母劣子也劣，犹如破屋堆粪土。

儿子比父亲贤明，犹如火在草坪上蔓延；儿子比父亲恶劣，犹如

血被水冲走。”

家业兴旺，不但需要人、需要一代胜过一代，而且需要一家人团

结一致、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例如：

“父母双亲，是找不来的。”

“不和睦的弟兄，是一切人的敌人。”

“丈夫被妻子抛弃，犹如被马抛在战场；父亲被儿子抛弃，犹如

下雨无羊毛披毡。”

“松巴谚语”中，有的是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或者是一些为人

处世的道理：

“调伏别人，要用言语和影响；鞣制皮子，要靠搓鞣和拉扯。

好言相对，是家族的根基；恶语相伤，是魔鬼的大门。”

有的教导人们分清是非善恶、辨别人的好坏：

“英雄的胆量，不为死亡所惧；

贤者的敏锐，不为学识所窘。”

“迟钝的蠢人，难测敏锐的智者，

冬天的白雪，盖不满大山。”

有些谚语说明美德需要人们主观上去努力培养：

“善思考的君王，也要以别人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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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走的良马，也要用鞭子催打。”

有的谚语还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富人为贪婪的权贵所毁；

贤人为嫉妒的坏人所毁。”

有的还通过一些大自然现象来说明富有寓意的哲理：

“一棵树立的松树，能发展成无边的森林；

小小的清泉，是那大海的精华。”

“牧场上的牧草虽好，

践踏了夏天也会枯瘦。”

“松巴谚语”表现了早期藏人的语言智慧。内容上、表现方式上、

主题上、语言艺术上，均为后世藏族语言艺术的楷模。

一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人文传统。这些

传统在口头传统时代，往往会渗透在它们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谚语、格言和训诫等文类中，成为一个民族早期族群文化认同的载体。

人类学学者认为，使一个民族产生文化认同的知识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涉及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包括使集体日常生活有序进行的规

则以及社会交往中那些不言自明的规则）的知识，被称为“规定性文本”。

规定性文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它们教导人们如何判

断是非、如何正确做人做事，是民族思想和集体行为的指南，影响和

建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规范和价值往往体现在歌谣、

格言、谚语等之中。

二是涉及族群成员通过对自身身份的认知来实现自我社会归属的

认同并校验认同的有关知识，包含部落的神话、传说和英雄的族谱等。

它们是试图理解世界的一套法则，是对生与死、命运与自然、神灵与

崇拜的解说，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这类知识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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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型性文本”，影响和建构了人们对生活的阐释。

上述两个方面，前者作用于人们日常性社交生活，后者则显现在

典礼性社会交往中。二者分别展现文化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

在口头传统时代，这两种知识分别体现在藏民族早期的族源神话传说、

歌谣和谚语格言等口头文本中。前者表现为藏族文学的共时性特点，

它包括了藏族人的人伦道德、处事方式和社会规范等，而后者反映藏

族族群的起源和社会沧桑变迁等历时性面貌。二者共同构成了藏族早

期的人文结构和文化认知结构，具有互补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谚语

之于一个民族及其社会认同和文化传承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牧民生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