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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話的文雅化
屈原楚辭

站

朱

斗t

中翅神話是古代原始文化的珍寶，是通向文藝之神的法土.

而，1 話的瑰麗想象、雄偉氣魄、奇幻構思、純樸情旭、宏大題旨等審美特宜，
都;再文藝倉]作所心需，故神話&、然直拉進入文藝.
中國i!ílll 話與世界神話-樣

均有其走向文明E 化、

藝術化的風律性進程

史詩 J ，常常是促成神話系統化、完!催化、審美化的標志.有如歐洲|公元前j 八

世紀產牛的f，，j馬史詩，它首先使神話脫離開紛繁的口 .ITß 傳述階段，步入了文學的
毆堂，但它主要是記述特洛伊明爭及其有關英雄故事的特定的等等，而對其他諸神

的描述則顯得零!f.而短小，故其範|組 íb}}屬偏狹.真正將古希臘羅馬神話系航仕、

完整化、

藝術化的是足公完/八又年由古羅馬倖大E

言記己》-一一這是一叩用六苗步詰行寫成的卡五卷長詩，

其內容從創世起一直敘述

到凱撒之死不日成神咒f 止， L甚稱歐洲l 古神話與英雄傳奇的集錦，其藝術?支巧也是無
阻倫比的.至于歐洲公元首 800年由希畢誼詩人赫西奧德寫成的《神譜》，它也曾系
統記述了天地混沌到幾代神祖的出現和人類幾個連穎的時代，
文學價值也遠比不上奧維德的《變形記>)，

但其莘莘‘組Ji1ri 、

它只能算是從古神話到文學史詩的過

渡性作品罷了.中國古代神話從日(每一股階到文字前寫定，怕見于最早的詩歌總集

《詩經)) ,

其中的《大雅》多是四周王室(的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八世紀 H哇!族的作

品，主要歌頌了問民主主祖先后樓以至武玉、

宣王的神寄歷史功績，

15J 論是周民

族的敘事性史詩，但它的的各也與拍馬史詩相似，較為集中、偏狹.真正使中國
訓話走向系統化、完整化、結構雄偉、!祖旨宏大的神話史詩，應是公元前三、

四世紀的偉大詩人屈原(約公元前 340~ 前 27 7)所寫成的《天開》一一它徒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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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辟‘直寫到廈、商、間的人事興亡.其內容繁富、順序井然，堪稱是中國古
代神話傳論集大成的長篇史詩.它的誕中.要比歐洲奧維德的《變形記》早了三
個世紀.

《天間 ))1'。創作和產來，其意義之重大，并不僅在:時間上早于歐洲奧維龍的史
詩，要在于它將遠古神話進行文雅化、系統化|時.是施行了一次空前難度的浩
瀚工程，他的辛勞大大超過歐洲神話史詩作者的融匯創作過程.

CD 中國和1 1 話由 T 中華民族的多民族性及其所處)罩著地域的遭遠牲，在原始文
化的起源及其交叉中，形成了中國神話的多體系性與分散性.它不同于古希臘、

羅馬的方圓其大于中華五方九州之一部的狹小地域及其民族單一性所形成的系

統iíí申請，

也不同于詬臘神話 t)、婚配有]子閥的血組組範所其定的交織共存、

主改

貫注的群像立體創造.在中國，多叫緒、多系統的神話體系到t然并存，在它們的
開初之時，并未形成一個統

A 的相互關聯的神界系列，這使造成了中國神話肘融

合和l 系統化的艱難情景.譬如在原始社會，中華民族的各氏族人民都曾依按目己

的璟境和想像力，治Ij造了自己的最高造物主神，屬于一華民族文化體系|ι1';(( 莊于﹒
膺品王》說﹒「南海主持，削價，北悔之帝為恕，中央之d晶，為混沌(他 YG面，無限、

耳、鼻、口「七窮 J) .則中央之i市「混沌」應是天地開辟之神. <叫-l ì侮徑﹒梅外北
經》貝Ij稱北方鍾山之神「燭陰」為天 'ì-r~i .

南方少數民族則稱「盤古」為闊天辟地之

造物主神.還有，早在i故國的《楚吊書》中，則說中國原始創世紀神應是伏羲tE;

而《推南于﹒精神篇》封]iDì :在古未有天地之時

I 陰陽二神」才-是造物主神.如

此等等，中國的造物主神是多元的、各具面貌的.

@中國古代D甘正的形象，從文化年齡J: 講，似也應早于，西方神抵之起源，因
為西方的利I 抵基本是人格化了的神，從最高權威的天 jjí中宙斯，到大力氣神赫拉克

勒斯，以及美貌女神阿佛羅狄志(或「維納斯 J) 等，都典人頓同形同牲.但是中國

古代的神抵卸多是「半人半獸 Jfl'~荒蠻形象，

在 {IJI 海徑》中的眾多神抵，并是奇

獸具會、神怪班駁;而出I述「盤古 J. 則是「龍且4ft身一l 、 1) I 間龍」則是「人頭蛇
身」 2); 造人神「伏羲鱗身，女蝸蛇軀 JlI神農氏炎帝則為「人身 "r二首」 4); 而穴居

1) M{ 繹史》卷 ~51 徐繫《五運歷年記，~).
2) <<山海經﹒海外:j t經 4) .

中國神話的文明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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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處的女怪神西王母，在《山海徑》里，她竟是「豹尾虎的」、
嘯」的捧腐凶像(後 ttt: 才演化成年約三十、

盟姿綽約、

「蓬接到L勝 J ITijí 善

的 11 居王在他)、

長正I三逍遙的

女神) .這些古老的不雅馴的神像，較之間 )j 神法顯得更為原始和樸野，而有待

于史詩作家的文雅化和人格化，這使多了」個層次 11 '3冶煉過程.
@中華民族發源可I 黃河流膩的廣大情薄的土地仁，長期的農耕文化形成了重
理性、重人(侖的務實精神，由 11 以儒家「不語降、力、亂、神」可I甘歷史化思而(十方

式，曾促使中國原始神話在流仰中有所散失和沒械

也影響到文字寫定中的筒約性和概拈悅，

此外，中國提字的書面性，

使其言己 iljL并不注重形象的 J/拼命和故事

的渲染.于是，這便造成了中間原始神話的及待搜集、聲理干11)閏飾的客觀情勢，
這也增強了屈原使神話系統化、捏映化的難度
屈原作為

1立精通古代神話、

1導間強志、封敏而咕:大的詩人，他面對L:述神

話 l'ýJJ別重復雜情況，開始了他對神話文雅化、

系統化的艱巨而富有i]('1祠的 fi|l 作

過程.這從他在其《天 1m)) ， ((肖{脆》、《九歌》、 \\7L J';i ))、《招魂》守估游街 llttfFju!l
中所按現出來的極為盟富瑰嵐的兩Ijl 抵形象和魅人的惰的，

可以何至Ij充分的印話.

屁!原一牛曾遊遍大江南北，

在朝時倒置次 !IH史背

他幼年~:j6一于南方故鄉醉在ι

國而途經中原，被放逐后又到達了阮湘、洞庭等怯大地域.他也太大 ljj)) 'jJ 寫他
的政治理想及于西方版聞說

í 北至幽陸(今蒙古國東方省一帶)、

自交趾只(五

嶺以南地區)、西薄干腸(今山間太原晉源西北)，東窮海只(東悔之演).」

的遊歷、辛勤的探尋 ， N~他搜集到繁富的神話資料;精深的思考、

bl 泛

$5t敏的判斷，

使他[ElI.辨出神話傳說中的于店和鉗訛，這便使他這位「嫻于辭令 JI的詩人，能的修
順利地對神話進行了復雜的融雁和冶煉.

(一) ~天問》第一次把分散的古老神話傳說系統化:

《天 [tiî)) 以其奇論宏大的藝術品fl 構，向讀者扭供了‘百七十二個神話問題(共 4
百八十八句) .這煦問題，從總悅上分成兩大段落，分別概 J Zí出天地自然形成和

4)

((縛史》卷四位|皇 Hit畫jJ~((帝王世紀)).

r; ì

((至今1i

•

i舟汗市?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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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興亡的歷史進程.按照林庚《天闊論婆》的說法，

其第一大段主要足描述人

白然開辟的神話系列:如開車i六句寫的是天地混沌初開|的情狀，

天下的形成(六句) ,

日月!f!.辰的運轉(十句)，

縣、

而后則是有關

禹iJ台洪永的經過(十八句) ,

以及有關大地西北肘神具傳說(八句)和大地東南的其間傳說(八句) .
段即迦渡到人間興衰的歷程中，

其第二大

其緊怯的三十四句是關于屋后啟立國至少康中

典的歷史傳說，中間插進了一隨后羿一族征服史王朝的故事(它以相同層次見于

《左伸戶口《離騷》，但比史書《左傳i 》多出了許多神色刮青節).而后的卜六旬，寫的
是有關f1.王朝侍至築失去天意終泌亡的史渣，中間插入卡句間天倫之怡的詩，是
因為它涉及了，而;昇:及其支族的傳說.再后的 i十六旬，則是關 T殷民族戰勝有易

而其、空三成揚得l{尹尹之1:)j 奠定天下、以及到殷材失去民心而為周武王所誠的歷
程.又后的二十四旬，則寫周民族自后稜而j 典，經文王、武王滅討得天下到周幽
王如何又被誠亡的傳說故事.最后的三十二旬，則是總在一豆、

崗、周三代興亡

歷史，向上天發出夫命的 f罰{可佑的質詢，旨 lt~于對現實的諷諜.這其中還略舉
了諸侯齊桓公、吳王叫盧、彭祖等建成霸業的不同情況以及泰、踅典國的艱難
過程，從而加深其存君憂國的幽忠和心緒.令:前的表述，可謂條理井然、層次清
晰、輪廓完整、系、列有序.

屈原在《天間》中的最大貢獻，是他對中華民族的各種神抵系列進行了空前的、
令人信服的交融和再造.其突出例證，

五日均1造.在屈原空下，

分散的「盤古」、

可舉出他對天地開辟「造物主 l 神的熔鑄

「燭陰 I 陰陽」等神被融匯為統一的「混

沌」形象，在描述中他處處強調 7 天地開辟神的「上下未形」、

「翼昭曹陪 J( 指

天地混沌陰陽未辨)、「馮翼惟像 J( 指大氣一關仿仿佛佛)、「明明暗暗 J( 拍晝夜
初分的明暗朦朧)、

~陰陽三台 J( 拍下宙的陰陽和本體變化)等「混沌」特征;同

時還具體描述了天地開辟后的「團則九重天天于有九重之高)、「科維夫椏 JOE

天體旋轉中柚所維系之處)、

「八柱何當 J( 指支持天宇的八根柱于落于一柯處)、

「九天隅喂 J( 指九重天于在層有之間肘眾多拐角)、 í i-二時辰」、「日月于 u 里」等
天體運行現象.說們要特別注意到，以上諸種天地開辟的現象和特徵，均是四方
各族造物主神所共千穹的，譬如「盤古」是「天地渾沌如聽子..... .天地開辟，陽i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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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陰濁為之 }l 、「氣成風雲，聲為雷丘，左 ~SU哥曰:布眼為月......」 ;7J
陰」是「視為畫，瞋:為夜，吹為冬，呼為 EZa.....Jil 為風.... .﹒」 8)

「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窈竄冥冥，有二而 1

陽，

沌」的形象中去，讀之匡正可稱之為「盤古 J ，

「陰陽之神則是

' 混牛，經天營地，于是乃日

離為，八極」訓等，這些大到相近的特t昌都被屈原當你ðI3J~， 、

「慟

1J 1哥陰

有機地概拒到「混

也可視之為「悶陰 J ，或可呼之為「陰

陽 J ，它們之間各不掛礙，也不~梧;更何況，屈原在制造「混沌」造物主神前形
象峙.還綜合了各個造物主神的種種不鬧情的，從而里，店，和超越了「盤古」、「闢

陰」、「陰陽」諸神的自定形象，使人更為樂于ι受.
再者，屈原在熔錯「 j昆沌」形象時，顯然還把中華民族的統一文化精神(F， IJ ct二!主
統一民族的本質方巨頁)當作 7 拾煉的基體

的不同而相區分，去H又以其統

中華各民族，

配以他們所處地絨

'8'J 中華民族丈化相互、晶通.屈賦的產牛，正處也一

南北文化高度交融的曆史時期中.眾所周知.從考古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 L 古

今已有充分誼據，

古拉明楚圍坐姓之族乃是源于向東方，

因而它深受有虞氏及附文

化的影響 ;1 族的近親部落昆吾，又曾是夏文化的積極參與者，相的見吾當「品
屋伯 J ，叫整黨王曾親切稱昆吾為「在旦祖依父且吾」， ll)

可見楚國又受到夏文化

的影響.男者，江橫流城原本居住的土著「荊蠻立族」相當按雜，其中有《堯典 1)

所稱「竄三苗于三危」之的兒，還有《左傳》文公十六年所泛稱的「和蠻，(的、
族系統的祖先)，以及運1Jt而來的趙、

j偉、巴等民族.于是，荊蠻、

I各

區、薪、

越、模、巴等民族文化便在:社姓之族的統治下完成了紛繁的融合，形成為楚文
化的多源性.這些文化因素的整合，曾在屈賦中得到了集中而廣泛的反映，如其

所寫的秦弓吳文、齊縷鄭絡、吳敝蔡 E區、鄭拜趙簫、代泰鄭街之樂等等桶和細
官f] 名稱，就正i三勤地說明了起民族廣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歷史景況.中莘:統一民族文
化的融匯，使促使各族造物主神相互貼近或捏成，使他們從分散走向共同.和

「盤古」古見三國時吳人徐整所著《二玉五歷紀》和《五運歷年記}，
6) 《藝文類聚》卷~'l l 紋格《三五應市己)).

7)

1:繹史》卷

51 除特《五運歷年記 1) .

8) 《山海經﹒海外j 二位}.
的《准南子﹒精神論)〉.

10)

<:國指﹒真:指)\.

其最早傳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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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中原諸侯國，但是西南方的瑤族人民封]也歷來崇拜盤古，稱它為「盤王 J ，并
常拍其神像行 rJii 田間以抗抵早災 12) 此外，的族也有《盤王書》傳 11昌民間 l3) 11 接
傳說

I 盤或liJ 最初可能是苗、瑤、惘、黎等民族的祖先神，則「盤古」就是「盤

到」的演化，兩者不僅吾同而其創世意義也揮1bt.
期的部族戰爭曾迫使他們逐漸遷徙南方，
神話傳說哀悶著《古神話選釋》還考證出

龍」、

「伏羲 JJ斗 JILL 相通.

臨為風雨，吹為話~Inî

......

的、瑤等民族原居中原，因長

這便使他們帶去并保存了中原遠古的
I 盤古」不但和「直接到」相通，還和「燭

他 fE 山徐整《五jHE歷年記》仁þl 的「盤古之君，

龍 JKl蛇身，

J 無論其形貌和神力，幾乎就是「燭龍Ji不J 摹本而《山

海經.四次三經》說「鐘 ~U (按指鐘山之神燭龍) ,

其于日鼓，其狀人面而龍身 J ，

「鼓」和「盤古」的「古 J ，其音相同，傳說演變之痕遍，斑即可見.惰，任俠《沙坪壩
出土之而棺書像研究》】吏謂「伏羲與雄事iJl為雙聲，伏羲、包犧、盤古、盤到聲訓
'pJ 通，

為屬一詞

I 再證以布依族f!lr1有的拱Jj( j量民神話，

有|的便稱「伏羲兄妹 J ，

有的去口說是「盤」和「古」男女二人，尤可見「盤古」就是「伏羲」了.

因此，

中華統一民族的文化交融和各族創世神的混成，

開辟神的熔詣，

給朋]京《天 Il~>> 對天JiQ

整合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也正是他取得成功的根本原

因.故白《天間》出世之後，歷代因之，可說它在總體 l二奠定 7 中國神話系列次序
的基礎.

(二)屈賦第一次在神話系統化中表現出了非歷史化趨向:

中國古來就有重「史」的傳統，最高統治者提倡「以史為鑑 J ，使歷史科學特別
發達.殷周兩代，主室已有專職記史的「史官 J ，降至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古1) 各自

立史.為美化和樹立其祖先的權勢和威望，往往把古老神話轉化為廢史.孔子言

必稱堯坪，以「先玉為木，今事:為用 J ，更以清醒的眼光去曲解和利用神話，如他
把《尸子》中記述 11':1'至1!(1、ri 四面(凹張臉 )J 解釋作黃帝派迪四個人去分治四方;
「要一足」原是一旦c(獨足怪獸，孔子去P解作像要這樣的人(舜之樂官)，

12) 地劉車站藩《嶺表紀蠻)).

-，個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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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協了.

還如御日神「義和 j ，

在《山海經﹒大荒南經》郭璞注中說

I 蓋天j 仙台

牛，主日月者 j ，但在《尚書》中，去IJ 已將這兩IjWI 恆犬的義和改作為堯時的主凹時
之官了(把天神降為人位).如此等等.屈原的i11 丘，位于他沒有受早期儒家將 i~ifl
話歷史化的輯絆，而是堅持以古老神話的本來出自月 Jfl 素材，遵甜若神話自身演

變|的帆速進行若辛勤的盤 IW工作，從而使他的史計保存了假多珍畏的、

的他書

所不軾的神話傳說故事.間一冬先牛

這就 7是堂訕，

居原是用神話原貌的「蓓說」去抵制儒家正史經典中的「新說 j ，從而

創作出《天 11 的這部史詩巨制，顯示了他反歷史化趨向的膽識和勇氣.
譬如 l縣、禹治洪水的神話故事，在先泰兩漠曆史典籍中，縣作為「人巨 j{也是

劣迫昭著的「凹|芸Jj 之一，他用埋起治水，失敗而被舜，市所殺.如《向書﹒洪範》

雲

I 縣埋洪求，

泊陳其五行.

心乃震怒.... .縣則極死 .A左伸》文公!八年 JIIJ

說縣「傲假功德，以亂天，市 .A 國1lt ﹒音語》說

I 縣連，市，命，趣之 T 羽 IU.j 總立，

但芳:是一個才《惡不赦的|三Iw. {日一是，在開)京罕下，無系去口是一位正面的、1\11 人同的問j
受人尊敬的ijìIjl祖.在《天 |!JjFh 間原有「順欲成功帝何1fiJ焉」的[1 :J 句，這是 ilJι;

為 J陸丞救人民，竊用天，市「心坡」下凡築堤治求，欲順此以求成功，而為什麼去[J j盟主Ij
天，市|的刑罰?

(<天間》還賀詞 0)[

播租泰南是營，

I 阻窮西征岩何越焉?化為其辨不何 jRiU

何自并 &11市縣院有多盈 ?j 這是說:縣死之后為怪救豆王朝，

阻截后羿 1'i':J西征，所詰高岩山 l要如何被越過?

成
而去

自己的需魂化作其熊又;(5;樣請7f\

將他治活? ~II叫人們在完南水:市立地耕作，播種黑小米，以解救窮困.但為什麼
又有許多人交口 ~UI 誨，把鯨、恨得如此厲害.

屈原不僅在《天問》中把同情寄托白

縣----邊，還怕《離騷》、《恬誦》中→再強調他的「梓直」性格，從而耿頌了他的「剛
而犯上」刊的高向品德.這些惰的，顯然都是古老神話的原貌，而與歷史書籍中

的縣的形象迴然相比

l扣 7 屁原在《天問》仁Þ !l存縣、、禹當 fl三天 1--神抵描寫，便假自然地又將許多興縣、
禹治水有關的原始神話傳說保存 F 來，成為中闡古代神話僅存的珍奇資料.釘l 縣

用土埋築提的方法治;j(，

14) 間一多《天|叮 ~7it證~.

是他受到「鷗龜曳銜 j( 臨假與大龜首尾牽引銜拉)的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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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而決策的.而禹之用疏導治求，又是受到「神龍 J( 即應龍，龍之有翼者) t)、崑諱
地」 l8) 的啟示而得以「績初繼業」、

「遂成考功一的.

這些傳說從未見《山海經》及

其他神話書籍"持和禹在《天問》中儼然是一位奉天，市:之命下降人悶在1 洪)j(、定

九州的天神，

所謂「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J ，

這不明間是說大il'J 者力為天，市;

立功而降臨「下上 J( 人間)巡視九州四野 l嗎?他哪里是歷史書中所說的人問賢目
呢? {天間》中還有一句，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臺桑 ?J 則指出大禹作為天神

下凡曾有典人間女于發牛草、i孟之事，

并明雌指出:大再與徐山丘克女子幽會的地

方是 ~tl 臺桑」一一一遺傳說中的地名也不載于其他神話書籍.

在《天問》中還有

一些殊異的故事情節，非前后羿妻故格臨 J( 拍娶了河伯神之妻洛妃)、「獻蒸肉

之膏 J( 獻上蒸肉之膏祭，~c:天，市)等，也為《天間》小僅見.再如';r(林 J (:11:布為林)
干口(靡游九街，案葦安居)的神話草草木故事等，貝4至今未能得其誰要.由于《夫

間》保存了豐富的原始神話資料，致使模代含有大量神話故事的《惟南于》也每因

《天間》以增其說，可見其影響之大.

(三)屈賦第一次把人神關系世俗化，使神 ff-1 形象從荒蠻步向現實人生:

在《天間》中，屈原提出 T' 何獸能言」的接呵，于是

r 龍頭蛇身」的「槃古」形

象不見了，人面獸身」的「間陰也不見了，煉五色行補天和造人神女禍也失去
了「人面蛇身」的身影.如果說「縣 1 1::賞 ?jL 尚有人獸變化的痕渣，

而盟共本身去P 仍

然是人形的存在.
在以楚民族自身的神話和宗教作題材的《九歌》中，人神構通、和11 抵走向世俗
人間的特點尤為顯著.按王逸《楚辭主主句》說，原怕的是閣民間把她神的《九歌})，
是相當簡陋而i 鄙軒的，屈原放逐

J ，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前J鬱，出見俗人

眾組之禮、歌拜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且己之

冤結，托之以 ~II風謀 .J 經過屈原的「更定其詞，去其泰甚」川叮藝術再創造，其神
抵系列便被賦予了人格化的盟，函，內 J背|和瑰麗色彩.

1 的日平均、汁前妻在屆主.宇間百「陣![l'<~{ijT 融?俯漏何時

1'6"" 1.

譬如開篇的《東早太一》，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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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至尊至丘，威嚴無比，其迎神場面也熱烈、和穆而康樂.但「東巨大太平」其神，
有人認為即專記南方神怪的《神其經》中的「東王公j，

其形象原為「人形烏面虎

尾」 IH) 可見屈原是對之進行了文雅化的再造的.干可→如「山也 J( 女山神) ，原是 r~T 神

話傳說中的 'IJI 操 J ，它人面猴身，乃足之變變化而成，但在屈原《九歌)) ，卡，其
古句去口說，若有人兮 ~U 之阿j，

而且它已直 J主自稱為'lJJ 中人」﹒

山鬼不僅已從

'1敢」轉化為「人 J ，并已成為「合涕宜笑 J ， '三年窈 3iE 」的美麗女JlìItl 了.
開原將荒蠻形象轉入文雅人性，從邀邀!jìl~抵步向世俗人牛仔J做法，反映了社會
的進步，也是神話演變的必然.處在中國封建制社會的轉型期和戰國文化占都繁

榮的變革時代中，人」的價值已被人們逐漸認識，反映到神話整理工作中，使山
現了人神構通的現象.

經過屈原文雅化的改造《九歌》中的雨中族系列，
除了有若「人」的形象個體，

還具有男一顯著特點，

即它們

更具 3智若「人Ji的濃重要的復雜的思想感情，給人以 Iii

切、牛動的審美感受.其天 JW" 東旦太一」、

日神「東君」、學神「大司命」不11' 少

司4' J 、雲神「雲中君」、本神「湘君 I 湘夫人 I 河伯」、

μ1 JlìIti '山 LUA 」干11 人YJ 國

蕩」等諸神，都毫無例外地表現有戀情變幻，人牛-離合等一稀稀喜怒哀樂的豐也感
情.如那駕龍主|至、乘卉宮、光燦燦周游中天的日神，當他望見地上娛人聲色立
即帝遠忘返地嘆ι起來了，長太μ 兮將上，

中」的雲神，

心低徊兮顧懷」﹒

那「颱遠學兮雲

也并不滿足干自由自在的飄忽牛侶，通過 ::zv; 者發出了「忠夫君兮太

息，撤勞心兮仲仲」的憂思，大司命」同樣是個「離居」的「愁人 J ，他問對羞正什|

有命的人群，只有發出無可奈何的安慰，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 .J 司愛之
神「少可命」卸被一位「頻送秋波 J 1'r''.1姑娘迷住了，他頻頻哀嘆若「牛一別離」的淒苦，

防風高唱若干「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的失望衷歌.河神「河伯」也時時在
為「送美人」而j惆悵，他懷念若洛Jj(女神，典起了當年樂而忘返的問蜜約會，日
將暮兮悵忘甜，惟極浦兮痞懷 !I 湘君」、「湘夫人」這對纏線排側，情深岩、濃的

戀人，為長期不得你合而相互惆悵埋怨了，湘夫人」懷蜓「湘君」在外有了新歡
，君不行兮夷猶，賽誰做兮中外 17 J

'湘君」則精神恍惚、隨時產主|主幻覺，一切

期待皆劃{乍泡影，他甚至將湘夫人送他的模、衫拋弄江司九但始終難以純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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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事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J 在愛情迷戀中，恐沒有比 '1 1J也 JI'10 遭遇更

為不宰了，

她為和一去不復返的「公子」再度幽會.痴痴地獨立在高聳艱傲的 111

巔 L 望穿了山腰牛的茫茫雲海，甚至冒:若狂風暴雨，聽著淒厲蠶啼，唱起了失

戀者芝悲歌，雷填填兮兩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楓城兮木肅，!旦公于兮徒
離憂!」讀之令人五 |72JfIJt甘、肝歸摧斷
在《九歌》里，這些「若人」的神抵所表現出的人間志I嘆離合
越了初民創作神袖的主觀動機，

o其含義已遠遠超

它們已不再是白然和社會的模糊解釋和蒙昧幻

想，也已不是高高在|二的令人敬畏的統治符號，它們已被作家轉化為真正的「人
們的教師和同事」 1) 的組切、于等關系了.屈原以;其;精心訓作賦于了神袒以更廣
泛、

更深刻的社會桶義，而給神活帶來了合理(你拓餒，使之成為人穎思想歷程

中的一次重大發展.

屈原將神話進入文學亂作的第一個直怯和果，就是培育了他瑰麗維奇、馳騁

想象的韻。椏浪漫主義精神，

且富了他的創作審美門洞，

朋造了他自己的正直、

純韓、司 IJ 毅、對美好理想執若追求 rra至死不渝的高尚人格.在〉戶:仰著作《離騷》
中，屈原鼠，表現其百折不饒、

勵精圖治的政治改革家的形象而 j哥拉門創造了一

個臨朔迷離、神人難分的奇異境界.在他的周崗，布滿了幽艷的蘭馨蔥芳和神
奇的瓊校若木;在他活動的空間，隨時游動若并駕奔馳的血L 龍與騏韓、

展現若

比翼雙飛的彩聽有 l鳳凰，好象把孩們帶進了一座奇譎瑰麗的藝品Ilj 迷宮.反l 服了上

一F 求索使其「內美」可以經歷無數挫折而不受損傷，

他把自己也打扮成一位具有

超人神力的人間 1111汁，他自能升天駕雲、步進天堂犬門，超越時空地與干年前
的坪，市(重華)陳辭對萃，也可刊也遨遊，去追求股祖女神簡狄，不11 向洛;.K之神出;
白己求愛;他司以隨時到達旭日沐浴的成池、

和主夕踹休息的 Ili'{fill'?~.山，并可任意向

日、月、風、宮、雨發號施令，甚至可以命日第Il羲不1] 明節，使光陰倒帕.
他准備到上俑，跟前訴說自己的不平時，去Il遭到君 ttlf 天們的關者的冷過

. . . . .當

í 五令 J市

闇闖關兮，倚|問 |4l 而且j 于 .J 他終于無情地撕 F 上帝的面紗， t昌露了天上和人間
是阿樣的充滿著黑暗和污濁，最后慨嘆若，已矣哉!國無人莫故知兮，又何體
乎故都!

現莫足與為美以兮，

吾將從彭戚之所居! J

他決計以死來殉自己的理

中國神話的)('ffi: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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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
/巳A 、﹒

著名的心理學家佛洛伊德曾祖過這樣一段話: 1改樂 1 甘人不向幻想.
都清)色是在現實中感到不澈的人.

幻想的人

府原借用幻想的前的話淋 i雄主點致地表達了 ι

對理想的追求和對現質的不平，以及他為實現王理想 1m' :IL死不怕」、失志不移的
斗爭精神，從而研造出一個蕩人情懷、

iIl奮進的巾華民族文化品格，影響了世

世代代的人們.
由」一可見，當古神話經詞人之手走出 Ëi(1 甜味、

樣野階段立后，迅速以自己

的形式對民族文化的格的形成施加巨大影響.tJ已故催化札詩人白身的學科U 形
象被盟桶的相連起來，成為民族文化的/Jlj 也主1月他的文化晶格拉至|主|而決定 7
民族文化的走向.
其:二，神話體系的整合和構成當然是重要的，

{旦技重要、最有;也、義的挂了!是怕!

系神話在后來文學藝你1"HC 作中的發展團先奈時代，當 )ffi 原楚街《天問:}、《九}jkh
《向往騷》等問 tlt 以后， iFi 代便出現了彌滿歷史朝野的神l' i 1 故事，立口相伸到向的《列
I11 川專}'、東方朔的(伊|lE 位:;、班回|的《模式故事》、郭憲的《洞冥記》等是-魏吉

南北朝則出現了大量地圳l 吉、1至書，立紅正魏文帝的《列具侍》趴、悵華的《 1博存物志志、》弘、
寶的《搜神記》趴、

一
干
ι1
l卜

防陶
r
i叫"d'i潛哲印的
b

言記己
ο
》、王談的《冥祈記 :J~S:=是古宋的奇、話本中亦多有神地故事，如王度的《古

鏡記》、張文成的心仲，|il 溜 :jk

牛僧懦的({玄怪錄》、供選;區的《夷堅志》和徐位的

科書圳1;[象》等是.降至咒清，則有神奇萬象、雍種壯觀的長的神間小說本果承恩

1'1叫 ï&游記:js 、許 1'1 1 琳的《 jd 神伸》、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和安世|婉輯、天
j迦盎然 (1"1 短篇孤山小品集如浦松齡的《聊齋志與》和市已昀的《間做草堂筆記》芋 ljj
)Jt.仿佛人頓在古訓話叫影響下，普遍具有若一種神話的素質 .λ
人、們隨時阻略和
話古的
訂 味請一而神
市肘的
深茱划告
I巾恃
7l
h1
i

時

r
j賦
l拭武于于-而巾圳神1/巾fl 話粘利阿 以 i嶄封主莘新「行I 伴的J 現質 F河可句容年幸和和[口|別具風格的瑰麗風妾，

「當代神話

J，

從而且富 7 文藝創作長河 ，

不fW 1'問現出大

EEIIU

JI三成為一種輕久不衷的充滿情趣的創

刷新和 fr 話叫歷史潮流一一中國古代神話在造就民族文化晶格和豐當文藝創作方

面設抑了巨大作用.同時一也反過來促進若神話自身的演泣不時到14.
屈原對中國古代神話文化雜化 I'I/) 幣J!J!.和攻 ~Q 工程，具有若型程悴的{乍用，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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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積極浪漫主義的文藝創作積蓄 7 盟厚而且貴的基礎，其影響之深遠，是無可
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