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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省思三則

金 榮 #i* 

1 . 精衛揖海

I fìlí {!tJ填海」是一則在中國流傳久遠的上古神話， 大意是:在發鳩山上有

一輛鳥，自嘴紅腳，各 1::::1精衛.精衛烏原是炎帝的小女兒，名 1::::1 女娃.有企

夫，女娃到東海去玩，不幸;三星上海美溺死了.女娃死後就變成精衛烏.每天街

了 ìJg IJI的樹校和石子去填東海 1) 東海還有精衛烏發誓填海之處，那要也就

是女性~ì弱瓷的地方 2)

這則神話假悲肘，並 li.{E悲壯中表現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若.女娃

不可:溺水而死，是一個悲劇，但他化為精衛烏後，發誓填海，力量雖小，而

堅毅不懈，又何其月1:-tlL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不可為」不是指法律上或道德上的不可為， 而是

拍完成某件」事的能力不足. 對於某一件事， 知道不是自己的力宣所能完

成，但覺得應該做而堅持去做，這便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若.

1'E後來的文學作品里，和這則神話相應的是快;吉「愚公移 lli J﹒故事的大;也:

是:愚公巳快九十歲了，在他的住屋前面有兩陸大山擋蒼 11'，入都要鵲 ILlïfll

行，十分不便.因此他決定率領仝家鏟平這兩座山，每天鑿石迎士，拉付三梅

.中國文化大學

1) úU海經﹒北山經)) : I發鳩之山，其|三多拓木.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是|

啄、赤足，名 l三|精銜，其I!!古自訣，是炎帝之少女，名口女娃.女娃淤於*悔，

溺 IfrI不返.故為精銜，常銜íilî 山之木石，以理於東海.J (北次二三經)

的梁、|王 rl叫述其言己》﹒「令:東海精衛帶水，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

鳥， 名冤禽，又名之1:品，俗H于帝女在.J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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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位名吽智盟的人勸他不要做這種(理事，因為以他年近九十之齡，能移

走多少土石?愚公聽了，不以為然.他認為，即使他死了，有兒子在.兒子

死了，有孫子在.于子孫孫， 直不斷地移士運石，而山是不會增長的，為

什麼平不了呢?3)

這個故事雖然沒有「精衛填海」的那種悲壯意味，但是那一份「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的執著和氣勢是一樣的，並且A說理透徹，平易地說開了雖然「知其不

可為」而仍然「為之」的道理，因為祇要有人能繼續去力行，事情終有成功立

日，而功成不必在衣，

在民間故事裹，以這則「愚公移山」的寓言為基礎，有著一則「愚公蝶山」的

故事，盤山」是河南省濟源一一惜的方言，意~IJ'劈 111 J﹒故事大意是:老愚公

住的-個村于座落在一片山凹裘，村裘沒有水，村里人用水，必須翻過~U梁，

到卡幾里外的一個村子去挑井水.後來，那口井的主人智里擋拒他們去做水

了，老愚公君見村襄人吃;K;言麼難‘心中假不是滋味.有一天，他登上山盔，

發現對面的山谷里有條溪水，於是帶領全家老小到山下開挖，要劈出一條去

取;K的路來，村里的人知道了，也都來參加「盤 I11 J﹒智里聽到這事，便去譏

嘲老愚公，而老慮公的回答是:這山雖高，均不會再長高了.但至!己的手子孫

孫是沒有窮帝的，何況還有村里的人一起幹，怎麼會「盤不開」呢?故事的結

尾是愚公終於把111'盤問了 J，村真的人再也不用翻山越嶺去但水了 4)

3) ~列于﹒湯口的. '-:/;::7衫，王R二山，方七百里，高萬(刃才又有三冀州立南，河陽

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如入之迂也，聚室

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連於漠眩，可乎?J 料;然相許.其妻

獻凝 tc: 1 : ["以君主力，會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íi[士石?J

雜|斗["投諸淌悔之尾，隱 1-:之北..1遂率子孫1'，~扭者三夫，口口石墾壤，笑眷

運於湖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攜妻有遠男，始靴，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

一返焉可曲智旦笑而丘之日["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會不能毀

山之一毛，其PII::!:二石和j?」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會不若

嬌妻弱于. ~{f裁之死，有子存焉.子又毛主孫，孫又牛一于;子又有子，于又有
孫，子子孫孫，無窮區也.而山不加j脅，何苦而不平?J 河曲智史亡以應.

4) (愚公盤山)， ldfilE書講述，胡鳳琴、|凍法、海搜集在開封師範學院中文系所

編《河南民間故事))(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 第41~缸瓦.



神話省忠、二三則 5 

的二丹在史上，也不乏這種顯示「知其不可為而且之」的事例.如唐朝安祿山立

|司UL'f，張巡 (709-757)守所t間(今河南商丘)，敵軍十餘萬攻拙，城中兵力單

縛，白至德二年(757)正月 iï!!<.至七月，人且在，糧口施，造專使突間向附近駐

軍求援而被拒，自知若不禁域，域必陷，身必死，但仍堅守不移.直至域做

迫害團5) 叉車日開末史可法(1601-1645)守揚州、1，當時清兵大學攻娥，史可 )i三

召各處兵馬救援，但沒有一支軍隊咕:命前來，城中將令員去口干H友營 tll 降的.孤

;域勢危，吏可法也自知城必{歧，然而仍不棄守，也把她投降，一直奮戰;科威

陷遇害 (i)

ll. 后羿l射日

「!古羿射 IJ J 也是一則流傳久遠的|三古神話，大;底是:在堯的時候，十個太

陽 起出現伯天2. 因此市木全被曬枯了.於是先就命令后羿射去九{間，祇

i訝于了現在IY~r這一個.7) 這個神話有兩個假明顯的意義， 一是「過獨不及J ，

太關對生物的)或長|前|然重要，但是太多了去口是有害的. 是太陽|苦l然為成物

[Jí依賴，但是如果連「川\正常而對人間造成;巨大傷害時，人們還是要起來反

J九l的.

f\ 民問故事裝， 可iti已則加l訊相似的是一則名日q.r三郎擔山趕太陽」的故事.

它的大忌、是 I~ll侍候天上有九個太鷗在天空輪流照射， 大地上一直是白天，

沒有黑夜，人們整天做工，不能休J息，也熱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個名 11 11 二

郎的筷子便決定去拉太陽.二良1\身高力大，行動迅速.假快就提住了一個太

陽.可是，他捉I1 了太陶主p沒處放，所以當他去拉第二個太間時，第半個就

溜走了，去捉第:個 11巧，第二個也跑掉了.後來三郎想出一個辦法，他挑了

5) {新唐書》卷192(3長巡伸).

6) 《明史》卷274 (史可法的).

7) 《楚辭﹒天WJl>王逸拉別注i ;f: (< líf 南于》:「堯時十日并出，草 ;ykfTA古.堯命羿

仰射十 Il. 中其九[，日中;)1"烏tT死，時其羽翼，故f{.{其一日也」此說亦見

於在莊于 -Cf物》，紅白兩1.) .就 1...:1沁 I{治南書>)， {文心雕龍-諸于J)lj I{的威》等 i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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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座山去一追太陽，每捏住一個故將它壓在山底下.這接一連抓住了八個，最

後剩下的一個見此情形，嚇得躲在路旁的植物下面不敢出來.這峙人們便為

它向二郎求惰，它tjJ，答應每天按時在早上從東方出來，晚上由西邊回去，讓

人們能在白天工作，晚上休息，自此三郎就放過了他 8)

在從前帝王時代，大家習慣以太陽為帝王的一種象徵.如傳說股軒的主相

傅說在徵賤時做了一夢，夢見自己乘著雲繞日而行，過了一年多，國君就請

他去做丞相 9) 便是以日喻國君，乘雲蹺日就是高升到君王的身旁任職，叉

車日東音問帝時(323-325) ， 王敦(266--324)起兵反苦， 明 t市;.tli!白往前線觀

察敵營，傳說當時王敦正在午1時，夢見太陽璟龍去:城而行，驚醒而起，並1:\

斷定是明借來了，立刻派人追捕，0) 這也是有了「日為國君之象徵」的認知後

才會產生的故事;日璟其城， 就是國君到他城壘四周來察看了. 居朝韓愈

(768-824)歌頌11偵宗早帝的〈元和聖德詩〉云 I 日君一月妃.煥赫提棵」，11) 則

把「太陽」和「帝王」兩者直拉作了比聯;而今之俗話還說 I天無二日，國無

8) 買主編《二郎i;t太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第30~32頁.江蘇

人民出版社編《連雲港民間傳說》(鎮江， 1981) 第88~89頁.申國民間文

藝研究會河南分會編 《河南民間故事集》(北京，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5) 第 16~廿五

的音、王嘉《拾遺記2') r傳說質馬桶衣者，春於深嚴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

行，豈宜得利}Ë侯之音-歲餘， 1易以玉用聘為阿衡也j(卷二).棠，傅說之時股

帝是武- ，非成?對. ~;給遠記》此處有誤.叉 <t史記﹒殷木紀》述武丁以傳說

為相亦及做夢立事，但做夢的是武丁，不是傅說.文云:武丁夜夢得聖人，

名 LI說.以夢所見.視群GIEf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石工營求之野，得說於

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草險，見武丁.武丁曰. Jl'是也..1待而與之詣，

果聖人，學以為相，股國大泊，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日傅說.j(卷三〉

10) 南朝宋、劉敬叔《具苑)) : I王敦前為逆，頓軍姑孰.音問帝躬往視之.敦峙

畫寢，夢日璟其!此，乃卓然驚稽，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 {可不縛取?帝

所在母苟氏燕圈人，故貌類焉J( 卷凹). ({音書﹒明帝記J，) : I六月，敦將舉兵

內向，帝密知之175乘巴旗駿馬徵行，至於湖除，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

帝非常人.叉，敦正畫寢，夢日璟其坡， J管起曰 IF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1

帝母苟氏， pjE代人，帝狀額外氏，鬚頁，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脖物色追帝，

帝亦馳去.j(卷六)

11) 見《昌黎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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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J. 12 )

由於大家認間太陽是，市王的一種象徵 r后羿射日」和「二郎擔山趕太陽」

兩個故事，在實際生活中便有了反抗暴君，反抗暴政的意義.而在巾國歷史

上，大大小小的各種抗暴「民變J ， 也確質是史不絕書的.且舉地方性的「民

變」二則，以見其性質:

一.明 i萬歷十年(1582)，杭州|駐軍因減制而生兵變.兵變之後，盜賊增多，

有些官吏和鄉，直就建議在各街道巷口建造更樓， 要居民在夜晚出來輪流巡

邏. ~'{施以後，那些鄉底士糾1和生員官吏都可免缸，有辦法請託人惰的也叮

兔役，巡邏的責任使全在一股普通百姓身七由於兔役的人不少，相對地一

般百姓出來巡邏的次數便增;lJII. 可是一般百姓1:E白天都要工作的， 一天 F

來，已假勞累，晚上還常要出來巡邏，不能休息，而原有的巡更佐夫~liJ又因

此失業，日九便怨言送起.百姓們認為，他們小戶人家，沒有什麼東西值得

盜版光顧的;君更巡邏，是替苑fíF巨大戶肪賊，但鄉在大戶均可免役.於是他

們向官府扭lII 申訴，官的一不理.多次申訴都沒有結果後，民眾就憤怒地使撓

了那些官員鄉區的住宅，拆除了所有的更樓，進行了徹底的反抗l:-l)

二.清雍正四年(1726)，敦煌地區自別處遷入二千四百多戶人家，間輕農

田 1-二萬多敵.由於水足土肥，連年豐收.但因為是新墾區，價食學J紋，去11

無銷路，價格大跌，出現了糧雖多民甜貧的情形.於是當時的恢甘總督，向

蚓任請准， EI'l官方定價收購，以補軍糧之不足.農戶出售多少，聽民白使.

這原是官民兩利的辦法，可是日久生弊，漸成地方官謀營私利的手段，不僅

使柯:規定每五十敵田必多[山售小麥四石， 而且價格也規定為總偵一千凹百

文，不管當年是否豐收，糧價是否漲了.後來甚至連該村的糧價也扣發，每

五 1- 敵凹交 i li 凹石小麥，完全成了農民的額外負擔.到了光緒云十年

(1904)，地方人士聯名上書，要求撤消這項久已不合時宜的規定，但官方不

12) ((聽﹒曾于問)ì : r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宋、普濟《五價會元)) : r天然二日，

團~二三王 J(卷十六).

13) 閥、張萱 Ü'4悶間地錄》卷八十三.陸人龍《型世言》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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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延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 i吏釀成了大既模的農民抗稅流血事件，官民

雙方都有人犧牲，但陋嵐則終於被廣除了 L4)

屬語誼 í官逼民反」﹒ 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說， 官，府若是逼迫

人民，人民會起來反抗的.一是說，人民的反抗行為，都是有){~逼出來的.

其實，這兩種解釋基本上沒看什麼太大的差別.所以，無論怎樣解釋 í官逼

民反」都可以作為ípp羿射日」的個住腳.

ill. 夸父追日

-夸父追日」是故事性較弱的一期)神話，大意是:有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夸

父)，迫若太陽胞，一直追到太陽西沈，他感到十分口渴，於是到黃河， 1月河

邊上去喝水. 可是黃河，情河的)}:都不移他喝，所以他再跑向北方的大湖.

結果還沒有跑到那裹，在路上就渴死了.他所丟棄的朋杖， l'!IJ長成了一片桃

林 15J 至於夸父為什麼追逐太陽，則沒有說明.

在河南，有一則「夸父山和桃林搓」的地方傳說回因為那里的軍寶縣舊名挑

林縣.在縣西三十五里有一座山，名日夸父，所以傳說夸父山就是夸父海死

後變成的; tl~林則何一名御夸父那根揖杖長成的桃林， 由於當地的地勢險耍，

後人也稽之為「桃林塞」﹒ 這則地方傳說顯然是附會神話而來咐:但是對於

夸父為什麼追逐太陽甜有了說明:那是因為天氣太乾旱， 太陽曬焦了地上

的農作物，瞬乾了河里的流水，所以夸父要去提太陽 L6) 這個說明固然不是

14) 敦焊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編 《敦煌簡奧>)(敦哩， 1990) , 第134至 138頁，

145至146頁.

15) ((山海經﹒海外北經:P 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海欲得飲，飲于1可惜， 1再fì肯不

足，北飲大1年 米至，道總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株J( 日入或作入日).叉，
同書(大荒 ;1已經) : ì大荒之中，有山名 l三!成都載夫.有人現兩黃蛇，把兩黃

蚣，名日夸父.後生信，信之1三夸父.夸父不是力.欲迫日景，速之TJ~谷.~I守

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渾，未至，死于一此.J

16) 中國民間文藝究會河南分會編《河南民間故事集))(北京， 1985) 第20至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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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后所原有，也不像是傳說所原有，似乎是出自 f:A平整理者的責11工，因為這

個仲訕顯然祇在表現一些附會的趣味，重點根本 ;1、在夸父追日的行為，更不

在其行為的動機.

j神話中間然沒有說夸父迫日的原因， 那月接夸父為什麼會去追日呢? 就人

頓段原始的行為動機i而言，不外是求生，恐J阻不11 ft}奇.就)jj1jl話酌被述看，夸

艾的行為顯然~求生無~日，也不是出之於恐懼，那麼就是由於好者了 fuJ，右

見太陽白東Yífi西P 天天如此，究竟去了那真呢?這也是上古人頓所共有11甘反 n:~'

由於立了寄而要把事情弄明白，就是求知. 腳踏質峙，實事求是地去求切，

成是所甜的「格物致女Ll J﹒以此衡量夸父的迫日行為，將它的性質定為當LlI 的

「格物主艾女口 J ， 應該是沒1'l付 l真不云的. 而且， 1'1位在1正;1史巳宜J~土一--，牛

一 1528)川l'甘的ι1吋|巾甘~i格竹J;l遲豈正阱與i之i遙主遙j相1村蚓4臼」肥. 王陽明在二十-歲時， 為了明白干r+

中空 110有帥的道理，徹夜坐EEZ竹念觀察，結果一無所得，去口受了風寒 1)月缺柄，

幾于喪正[二i7 :t 兩者所不 IWJI的，祇是 個一格1':1 J 未成1rIi渴死， --- í固「恰fb 」 EE也

不成，但幸而未死

王國*lH1898一 1957) 在《人間詞語》中， 以名家祠作說明古今成了天事業大

學問者必恆的三師垃界‘第--是 11午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擻，里來天提路」

(晏殊(蝶戀花> ), 第二是「衣帶漸寬終不4悔， 為伊fflj得人憔悴J( 柳示〈lU按

悟:>)，第三是「眾真司令他千IEf度，驀然I司(了，那人去11在燈火闌珊處J(辛棄疾

(青 J三~>)-若將第二括中的「伊」字落實為「日」或「竹 J，則「夸父迫日」和「陽

明格竹」都是第二境的具體就明，都是治學過程中最眼苦階段所發生肘事.

IV. 省 思

在 t述的一則上占神括中，有兩個共同現象.一是這二則神話所j兩示|拍拍

而[1與意義， 在後兩A都有與之中E應的民間故事:二是在歷史上也都有問匕相

應的民貨車判.

17) (王陽兩年一;有 1 谷 ，此《王蜴 l呀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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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精衛填海」相應的「愚公移山 j ， 站不論其原始創作出自民間或lH於丈

士， 但久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成EE則是事實，-思去盤山」也是流傳於河

南的地方性傳說.與「后羿射日」相應的「二郎擔iJJ趕太陽j，是普遍流傳於華

北的一則民「旬故事， 莘者在1990年七月訪問延安， 曾見做西省黃腔!縣農婦

裴潔在六十仁葳時所齒的「二郎擔山趕太陽J園，器重華麗，誡是佳作，裴潔

不識字， 她的作畫技巧來自從小學習的剪紙和刺繡基礎; I園書內容則得自

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 18) 此亦可見這故事於民間流傳情形之 P斑.與「夸父

迫日」相應的「夸父|血和挑林塞j，乃是附會「夸父追 l司」而成的地方傳說，在

河南流行頗廣.

與「精衛填海」相應的張逃、史可法等守城行為，是一直受人們肯定的，他

們的事蹟迄今仍是中學國文課本裹的教材. 與「后羿射日」相應的歷代各地

無數次大大小小的「官逼民反」事件， 在正史 1:: ， 縱然因記述者的立場不同，

EE用字有其立場， 但在字里行闇所寄予的問情仍可感受;若在私人著述或

民間傳閹人， 則常是肯定和讀揚兼而有之了. 與「夸父迫日」相應的王閻明

「格竹 j，後人記述此事的態度是嚴肅的，它是影口商王陽明治學方向的一大關

鍵，絲毫沒有輕嘲之意.

就事理而言，一則簡單的上古神話，如果能在本民族長明流傳，廣為人知，

那麼它所顯示i封精神和意義，在無形中會對人們產生一些影H肉，而人們在潛

意識中也會對它ÉI'J正面意義有所認同. 如果在後來的文學方面也有廣為人

生日前相應故事，也就是後世以後世之文學方式的高表達，反映了人們的誰知

與認同.如果在歷史上又有符合的實例，而且人們對這些史實的態度又是肯

定的，那麼這則神話所j函示的精神和意義，已經落實在人們的生活之中.在

這種情形下，這則神話所表現的精神和意義，實在已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和其

行為價值觀的」部份了.在恕，這也是今天研究神話的一種意義吧(1993年

五月十入日).

18) 金榮華(陳北民書「二郎擔山趕太陽」跋)，在《華兩文科學報》第卡八期(民

80年十一月)，第379-3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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