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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民间故事看壮族与侗族的审美迥异
卢静宝
（广西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 摘要 《
] 莫一大王》和《吴勉传说》分别是壮族和侗族的民间神话传说。这两个神话传说在情节、
题材以及主人公性格特征等方
面是一致的，是同源的。但由于两者流传的历史文化地域不同，
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而在这差异的背后，
隐含着壮侗
两个民族不同的审美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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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莫一大王》 和《 吴勉传说》
概述
目前大多数人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认
为壮族和侗族是以土著为基本成份，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从外地迁
来的其他民族成份而形成。遍观世界各
民族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今世上每
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往往都是经过迁
徙、分化、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壮族和侗
族自也不例外，但主体应当是岭南的某
一土著民族，百越的后裔。长期以来，由
于壮族和侗族居住生活地域的相近，一
方面，壮侗两族均各自保持着自身的原
生态文化，体现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根性；
另一方面，无论是壮族还是侗族，在民族
发展的过程中，又都借鉴和吸纳了他族
的文化，形成了多样多姿的次生态文化，
体现出了共生的生存态势，鲜明地体现
出了民族文化的共生之美。《莫一大王》
和《吴勉传说》就强烈地表现出了这种民
族文化共生之美。
《莫一大王》在壮族地区，尤其是在
红水河流域一带的壮族村寨，更是广为
流传，妇孺皆知。虽因流传地区的不同而
主人公的名称各异，但有关这一神话传
说的基本情节大致上是相同的。综合相
关资料，莫一大王这一神话传说的基本
要点如下：
（1）孤儿去寻找到被官家杀害
已变为神牛的父亲，起名“莫一”
，不小心
吞下其父给的神珠：
（2）莫一回到家乡放
牛，遇阻扛牛，戮山洞；
（3）因本领大被奉
为头领：
（4） 赶山造海被女人识破而失
败；
（5）跑马射箭练功夫；
（6）智斗奸臣；
（7） 压日；
（8） 种竹造兵马被女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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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计： 侗族的社会文化和个体产生着一种无形
（9） 扎草人草马又被破坏；
（11）被砍头，
不能复活；
（12）最后变蜂继
的影响和作用。而壮族和侗族自古以来
续反抗官兵。
生活地域就很相近，两个民族在语言、习
俗等方面相近相似，民族间的经济文化
而在侗族地区，侗胞们也广泛流传
交往也比较频繁。加之莫一大王传说流
着一个吴勉传说。其基本要点如下：
（1）
吴勉出世，从娘胎带来书本和鞭子；
（2）
传地区和吴勉传说地区比较靠近，这就
吴勉五岁时就骑马放牧全寨的牛上山吃
为同一个故事在这两个民族间流传提供
草，挥鞭劈山；
（3）后成为头领；
（4）其父
这两则民间神
了可能。由于史料的局限，
中计被官家杀害；
（5）昊勉铸箭射箭；
（6）
话传说的原型是什么，究竟是哪个民族
昊勉赶山筑坝被女人识破而失败；
（7）吴
先流传哪个民族流传在后，这些都已难
勉被捉砍头，死而复活继续战斗；
（8）猪
以精确考究了。但重要的是，
它们应当是
食盆事件；
（9）吴勉剪纸为兵，深山练兵， “同源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民族之
为人误开仓而失败；
（10）义军被围，其妻
间文化交流的结果”
。
帮忙解围；
（11）官军围攻吴勉，吴勉持铁
棍打开石门进入，门复闭；
（12）
“若要石
二、两则民间故事的比较
门开，勉王又重来!”
通过上述两个神话传说的概述，我
但是，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总是在一
们发现，这两个神话传说虽然各属两个
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客观的规
不同的民族，
流传于不同的地区，但两者
律。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
在面对外族
的基本情节是相同的，不论是壮族的还
文化时，本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机制决
是侗族的神话，
无不遵循着“神奇的童年
定了绝无全盘接受的可能，而只能根据
一——
—因本领大被奉为头领一——
—反抗
自己的民族需要和特点结合起来加以承
官家的压迫一——
—至死抵抗”的基本情
继，从中体现出本民族独特的志趣、愿
节。莫一大王与吴勉都是反抗的民族英
望和理想。正如本同是汉族的梁祝故事，
雄，
其父都是被官家所杀害，他们最后都
在传入壮族和侗族后，壮族和侗族都根
被抓砍头，
反抗都失败了，但又都同属英
据自己本民 族的需要和特点，使之“壮
雄精神不死。而其间的放牛，
赶山造海被
化”
和
“侗化”，
变成了己族的故事。而壮
女人方识破而失败，
射箭，造兵马等细节
化和侗化后的粱祝故事，让我们不仅看
方面也都大同小异。可以说这两则民间
到了壮侗与汉族之间的差异，也让我们
神话传说是相同处多，而相异处少。而我
看到了壮族与侗族之间的文化审美差
们能就此断定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
异。上述的莫一大王和吴勉传说也是如
究其故，
壮族和侗族共为“同根生民
此。正是从同源异流的莫一大王和吴勉
族”一——
—百越民族的后裔，
“万物有灵” 神话传说中，即使是两个神话传说的基
的观念在这两个民族中一直根深蒂固， 本情节、主人公的性格特征甚至很多细
认为神的力量是无所不在的，经过积淀， 节是相同的，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壮族和
形成了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对壮族和
侗族之间的文化心理差异以及由此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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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教师，硕士，
研究方向：
民族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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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差异的背后隐含的是什么呢?

三、壮、侗两族的审美差异
第一，体现出了两个民族不同的审
美趣好。在壮族人口耳相传相承而成的
神话传说里，壮族人强调的是莫一的聪
明才智，
体现出了壮族崇智的审美趣好，
这种崇智的审美趣好，在壮族可以说是
由来已久了。
壮族作为岭南地区历史悠久人数最
多的少数民族，多生活在终年温暖的亚
热带地区，虽说自然食物较其它地区更
为充沛丰富，可以过着相对稳定的采集
耕作生活，
但要想在灌木丛生、地理条件
复杂的环境里猎取足够的食物而获得生
存，除了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外，没 有
聪明才智是做不到的。加之稻作农业要
求精耕细作，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也较
其他民族高。特殊的生活环境培育出了
壮族人们对聪明才智的推崇，久而久之，
在壮族人的心里就形成了对才智的欣赏
趣好。这一点在壮民族的历史发展史上
表现得极其明显。壮族的始祖布洛陀在
壮话里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意
布
思。与其他民族的始祖大为不同的是，
洛陀除了他的聪明才智，既没有超人的
力气，
也没有过人的本领，但布洛陀凭借
他的聪明机敏战胜了很有本事和力量的
雷王、蛟龙和老虎。因此，壮人历来对布
洛陀极其推祟。在现实生活中，壮族人
们对聪明有才智的人也是极为尊重和赞
赏。这突出地表现在壮族的歌圩上。壮族
人极为喜爱的歌仙刘三姐正是智慧形象
的典型代表。而流传至今、
影响深远的壮
“壮族
族歌圩，正如黄秉生教授指出的：
的歌圩不单是表现青年人以歌传情，依
歌择配的内容，
也是壮族人学习知识，表
现智慧和才能的大学校、
大舞台”
，
“壮族
的歌圩即使是男 女 青 年 的 以 歌 传 情 ，
依歌择配的歌圩活动，也往往是以智慧
而取胜”
。这也正是壮族歌圩为何能在壮
族地区出现得如此普遍，流传如此之持
久的原因。这种观点无疑是极具见地和
准确的。正是这种崇智的审美趣味，
才赋
予了莫一大王既有勇而更多的是才智机
敏的这一侗族神话里所没有的特征。
侗族虽也是岭南地区较古老的土著
民族之一，但其居住生活的环境较壮族
更为恶劣，多在丘陵山区。虽说随着社
会历史的发展，侗族地区与中原汉族在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
强，
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地处偏

远，
在近两千年中，
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基
本上处于“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亡
实利”的状况，
社会内部“千人团哗，百人
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
约，终无法制相縻”，以地缘为纽带的氏
族农村公社组织，
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且
由于历史的原因，侗族人所受到的民族
压迫要比壮族深得多，
反抗也更激烈。这
诸多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使得侗族对聪
明才智的尊崇相比壮族而言就没有那么
突出了，
而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他们更为
强调的是对勇，
团结作战精神的推崇，形
成了与壮族迥异的审美趣好。
第二，
如前所述，壮族多居住于自然
资源丰富的亚热带地区，环境的影响，促
使壮人形成了较为机敏和兼容开放的性
格。加之中央王朝的扩张、
人口迁移以及
壮族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壮族和中原
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较早也较频繁。因
此，汉族的儒家文化也深深影响到了壮
族。男尊女卑的妇女观思想就是其中最
为突出的例子。壮族的始祖本来是女性
神即米洛甲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米洛甲
的也相应地从始祖的地位降为了专事生
育的花婆神祗，始祖的位置被男性神布
洛陀取而代之。在壮族众多的神里，
女性
神是非常少见的。在壮族的民间文学里，
女性正面形象也是鲜见，更别提对女性
形象的赞赏了。而壮族人所喜爱的歌仙
刘三姐，人们所尊崇的是她的歌才她的
聪明才智，
而非她的女性形象本身。在男
尊女卑的文化心 理机制下，在莫一大
王神话里，
我们看到，女性形象无不是以
坏事者的形象出现的，女性形象在其中
起的只是破坏的消极作用。这些就鲜明
地表现出了“女人是祸水”
的思想。
而在侗族的神话里，以吴勉的母亲
妻子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却是起着贤内助
的重要作用，侗族人以女性是赞赏和尊
崇的。这一点是由来已久的。在侗族人们
信奉的众神里，
是以女神者居多的，而且
至高无上的神也是女神。最深受侗胞敬
仰的神也是女性神，即圣母“萨岁”，在
侗人的心目里，
这位圣母神威最大，能主
宰一切，保家安民，视其为民族的保护
神。此外，坐守山坳的“萨对”
，传播“天
花”的“萨多”
，守桥头的“萨高乔”
，守床
头的
“萨高降”
，制酒曲的“萨宾”等等都
是女性神。在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中，
侗族
人们更是塑造了许许多多形象生动感人
至深的女性形象。除了上面提到的白惹
外，
还有不惧恶势力，并与之作艰决血战
的杏妮，有一心为人民大众着想而被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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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的两个民族文化之间不同的审美趣
好。
首先，在壮族的《莫一大王》神话里，
突出的是莫一大王的聪明才智。最为突
出的代表当属吴勉传说中所没有的斗奸
一节了。面对皇帝要征用人皮来造宫殿
的奸计，莫一将计就计，带了一百个后生
来到京城，在朝见皇帝之前，
聪明的莫一
煮了几大锅的辣椒玉米粥让后生们趁热
喝下，待来到皇帝面前，后生们个个毛孔
冒斗大的汗珠，浑身湿漉漉，
就连宫殿的
砖阶上也都洒满了汗水，以此来说明壮
人的皮肤是漏水的，拿这些人皮来盖宫
殿必遮不得雨，挡不日头。皇帝无法，只
好放他们回壮乡。莫一机智地躲过了一
难。其后的压日，莫一用泥巴捏成靴子，
用墨烟涂黑穿上以应急皇帝。在扎草人
草马时，给带路小狗颈上挂满铃铛等无
一不是表现莫一的机敏与聪明。在侗族
的《吴勉传说》中，这样的内容是极为少
见的。
其次，在壮族的莫一大王传说里，以
其母为代表的女性人物扮演的是不光彩
的角色，起到的败事者的作用，表现出的
是一种
“女人是祸水”的妇女观。莫一赶
山造海、在岩洞里秘密扎草人草马、种竹
造兵马等都是让女人破坏的，砍头后也
是因女人而不能复活的，最后也是因为
女人的坏事，莫一的人头变不成一帮兵
马来为莫一报仇，只能变成了一群螫不
死人的蜜蜂飞到京城螫肿那帮官军和皇
帝了。在侗族的吴勉传说里，
虽说吴勉赶
山筑坝也是被女人识破而失败的，但纵
观整个神话内容，其母其妻都成了吴勉
的贤内助，显而易见地，女性形象在其中
无疑是起到正面的重要作用的。吴勉被
砍头后，是他的母亲抱着吴勉的尸首连
呼：
“我的好儿子吴勉!”从而使吴勉死而
复生，继续与官军作斗争。义军被围断
水，是其妻白惹利用她的长发来解围的。
其后白惹率女兵在山顶跳舞引诱官军上
山，又甩开她的长发化成金丝藤梯，使义
军得以缘梯而下痛歼敌军。
再次，壮族的莫一大王神话里，透露
出了大量的农业社会文化的信息。神话
中的主人公明确说明了是牛的儿子，而
“莫”在壮话里就是黄牛的意思。这就强
烈地体现了对牛崇拜。而这种对牛的崇
拜只可能出现在农业文化的社会里。其
它的诸如莫一的家门口种了葡萄，村边
人在割薯藤等也都是农业社会文化的物
体。相比之下，侗族的传说里就较少地出
现有这些进入农业社会才有的东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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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
不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
最后，
哥老会内部封建性浓厚，没有
先进的指导思想。哥老会本身就是一个
封建性的秘密组织，实行家长式的统治，
首领的话必须遵从，不然就会受到严厉
的帮规处置。其帮规“红十条”和“黑十
款”多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没有明确
的政治纲领和目标。
“黑十款”
的内容，
前
“红十条”
文已经提到，
这里就不再重复。
的全文如下：
“汉留原本有十条，编成歌
诀要记牢，
言语虽俗道理妙，总要遵行才
算高，第一要把父母孝，尊敬长上第二
条，第三莫以大欺小，手足和睦第四条，
第五乡邻要和好，
敬让谦恭第六条，第七
常把忠诚抱，
行仁尚义第八条，第九上下
宜分晓，
谨言慎行第十条，是非好歹分清
楚，牢牢谨记红十条。”
从中可以看出，哥老会尊奉的帮规
中只有一些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根本
不适应当时革命的要求。而中国革命的
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作
为指导思想，革命是不会最终取得成功
的。独立后,有的哥老首领要挟军政府论
功行赏，
满足个人的名利要求；有的一掌
握政权，便开始堕落；
有的抱着功成身退

的旧习，提出了“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
庐”的口号，使起义队伍更加涣散，斗志
消沉，给革命和社会带来了不良后果。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哥老会发挥了
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它的组织体制起到
了广泛动员群众、为起义队伍提供军需
的作用。但由于哥老会本身是一个封建
社会的特殊产物，它的组织体制中含有
不少封建因素，在革命过程中也产生了
在四川保路
一些消极影响。但总的说来，
运动中，哥老会所起的作用是大于它的
不足的，
在哥老会的积极参与下，四川保
路运动取得了胜利，并成为了武昌起义
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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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挖了心肝的“闷”姑娘，有大胆向旧礼
教挑战，智战恶霸地主的娘梅等等。女
性形象如此之多，形象之感人，地位之尊
崇，除了在侗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是无法
见到的。
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侗族人们多
居活于丘陵山区地带，跟外界交往较少，
其独立的民族意识保存得较为完整。相
比较壮族而言，所受到的汉族儒家文化
影响要少得多。而侗族社会发展较为缓
慢，长期处在母系氏族原始社会，妇女在
家庭和社会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与
男人一起劳动一直创造财富。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尊崇劳动妇女与女性形象的审
美趣好。也缘于此，在赶山造海过程中，
莫一大王和吴勉虽都是被女人识破而失
败的，但相同的情节在不同的民族里却
有着不同的理解。纵观壮族的神话整体，
此情节却是要说明女人是祸水的思想。
而侗族却是要赞赏女人的聪明，表达的
是对女性的由衷地礼赞。
其三，根据已出土的文物和大量的
考古资料表明，大约在一万年前的甑皮
岩人时代，壮族先民就已进入了锄耕农
业文化社会。其时壮人己种植水稻和块
根植物，并饲养了动物。在甑皮岩及南宁

贝丘遗址中，就出土了谷物的脱粒脱壳
加工的工具石磨、磨棒和石杵。在稻作农
业文化社会里，牛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作用。没有牛的犁耕，人们的生存就会受
到威胁，此时，牛成为了先进生产力的
象征物，以牛作为民族的图腾也就自然
而然了。这也就是在壮 族的神话传说
里，
主人公认牛作父，从而透露出了鲜明
的农业文化社会的信息。而其中的葡
萄，
薯藤等物均是有人种植的，这些无不
是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了。由于壮族较
早迈入了农 业文化社会，社会发展也就
较快了，加以分散居住，自给自足的封闭
性的自然经济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
种经济状况的影响下，壮族人之间的关
系就显得较为疏散，这就使得在壮族的
神话传说里，莫一大王成了单打独斗式
的英雄。
相对而言，侗族由于其居活地域的
关系，
又长期处在母系氏族原始社会，在
侗族的许多地方至今仍然还沿袭着原始
狩猎的生活方式，或竭泽而渔，或拦河设
坝，安置“鱼梁”
，或驯养鸬鹚捕鱼等，而
所猎之物，也是以“见者有份”的平均分
配的方式来分配的。至今，鼓楼，
“款”文
化在侗族人的生活中仍起着重要的作

用。而姑表舅婚，
族内不嫁，亲属关系也
是以母系为中心的。这些都是原始母系
氏族社会的遗迹。而在氏族社会，
人们大
多集体协作，
族人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因
此，
在吴勉这个侗族神话传说中，我们看
到了月也，
行歌坐月等侗族独有的风情，
而吴勉的斗争更是紧密团结作战的。在
这些的后面，
正是原始母系氏族社 会的
文化底蕴的无意识地在起作用。
综前所述，
我们发现，一个情节和主
人公性格特征相同的同源异流的民间故
事，壮族人们和侗族人们是有着不同的
处理的。而这处理方式的背后，
隐含着的
是壮族和侗族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底
蕴，
体现出了两个民族不同的审美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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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堂口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但不同
地区的堂口之间没有相属关系，各个地
区的各个堂口也都是独立的。没有统一
的组织，就很难保证行动的统一性。这就
使得哥老会在进行武装起义时，多为各
自行动，在革命中便形成以“哥老为系
统，群雄并出，各守一方”的局面。以致
各地同志军不能相互配合，一致对敌。有
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不惜争城掠地，
互相攻击。
其次，哥老会成分复杂，这也阻碍了
社会的
哥老会作用的发挥。在哥老会中，
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几乎都包括了，既有
为人所尊敬的士绅阶层，也有连袍哥自
身都不齿的“下九流”，既有读书人，也有
杀人越货的“棒客”
（即土匪）。哥老会的
首领，既有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如佘英
出身平民，况春发是个鞋匠，他们深刻体
会到了清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和卖国的丑
恶嘴脸，能够坚定的参加起义；也有知道
民生疾苦的一般地主阶级，如张达三、秦
载庚等。在革命洪流中，哥老会成员不免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的哥老首领甚至
率众抢劫。这就给哥老会带来了不好的
名声，从而影响了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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