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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勝于西王母的原相

王

;于

.":[一

樣‘

關於戴勝的各種說法

〈山站在的 I宇間於 1步西王母的記札;有二三條..

1.

，::l;J JI 是西王母所居也

[iEi王舟，其狀如人， 豹尾!免曲而著晰，蓬 -bhk 峙，

是可天之厲及五殘. ( <四 111 經:>

郭 J~tl:..

勝，

蓬 EA 亂盔，

郭云二正勝者，

IFf ,

)

二k~毒也.器、行業〈莊子釋丈〉引Llt經作主裝，

主;以;二五為主在勝也，

)'，:;1比

後漠(與服志)云瞥叫:毒 J區;為迪端為

華勝. ( <山;每 td 婆說L))
2. 西王母， l<f' 几iTrT ):，'2勝(:f丈) ，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 (沁內北往，> )
報 iJ

: i必謂 ;15 也

((山海經遠 ti'il:>
3

古巴;行案和淳注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引此從無校 (7.

)

昆侖之丘" .有人此時虎齒豹尾穴處

這三條西王母文字中的「成勝」兩字，

「尸 j峙，

大

E 月卅入.( <大荒西經) )

荒之中看 l斗名仁(常陽之山，

也 J起名:是 l' 鳥il& 1約旦名，

名1=1 西王母. . .此山萬物有布

6 來也有三種俾統方式的解釋...

也就是勸人農耕播種前布說烏.

東齊!f手岱立間詞之 j\iJ: 嗨，

或謂之效勝 J( 卷八).

(方言〉云"

.

Ot1!i記>月令.

「季春之月，故時降于一氣」

IZ

人名:自]西王母姓成名勝.
往，像1 1=1 岐勝謂西主母也.

z 日本凹南學院大學國際 f文化 J研究所

長衡(思主版)..

「絨勝?世1其前歡兮.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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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玉答:勝是古代掃女的髮飾，

也就是郭噗所在和那懿行所業的「蓋以

玉為華勝也」的華勝.司馬相如 ('大人版)...「吾乃今日靚閻王母，嵩然
白首，戴勝而穴處兮」注…師古日，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

以上')

CD 鳥名之說，豹尾虎繭，可天之厲及五殘的月神西王母和可愛!于J

布懿烏賊勝，形象上相去太遠，難以做相等的連想，應該是和西王母
毫不相關的.可能是因為西王母的記事中有三育烏為西王母月1食，所

以解釋者也把西王母歸屬於烏族去了.

@人名立說，

是由於誤讀上引(山海經)，右人且也勝..名 [=1 西王母﹒」前來

的，其實「大荒西經」所載的「有人」是指西王母「其狀如人 J 其下文「桌~
勝，虎齒，豹尾」都是因王母Ft~可相而非神名.魏晉以後.西王母流入
道教神m;信仰之中，有詣西王母姓楊名何‘又名婉吟立穎的說法，也
是毫無根接的加工.

@以「玉勝」解真ii 勝，幾乎是郭璞以來所有解釋西王母的學者們所從不懷

艇的固定說法，以放手齒，你幾位學者的大著為例于，發現關於西王母
「蓬髮戴勝」也幾乎都是如同哀而先中所做的「蓬頭亂髮頭上航若二k
勝」的翻譯戶但是這些學者們誰也沒有告訴拉們西王母為什麼要在蓬

亂的頭髮上賊一隻美麗的二五瞥了.

比較有趣而進一步做了說明的是肅兵先牛，

fl也是出了西王母是掌二位之神

1) 段成式(西陽雜 tH) 前集卷十四.

2) 袁用(山海經校釋 )p.50
關於「戴勝 ßJ 解釋有...

袁河

西主母{奇JE 若寸長:位腿案工事. SllH: 其~若玉勝(前吾有個人立了ih~比若
玉勝…(前喜 p.231)

任毯先..蓬頭亂髮九戴若玉勝. ((白話插圖山海經)
傅錫圭...蓬頭亂髮市級若玉的首飾.((白話山海經)

p .54)

p.20)

李量制...頭髮亂蓬地投散若立lU-: 蚊了一隻玉勝((山海經

神話的故鄉)

368)
高馬三良...在蓬亂的頭髮 k 插著-隻管子. (日本平丸正t< 山海經> p .4 6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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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Q 勝商二在舟的原相

的;二至 1沖君法..

.

他是二;丘之神，

他掌握玉石制造的主主@:工具，

正主 ì;ri 用品直至裝飾品 (hÙl'

#1

勝 j )，樂器({'專視為玉管之類)，所以她又是工具神.樂和þ( 注意他「菁 11)布 J) ,

她是山神. <大荒西經)更說她掌管的文化區「有炎火之山，拉物輒然 j ，所
以她可能兼為火山神，火祠 1

n叮氏紋的女族長是掌握和保管火糙的 :')1

7布兵先牛的看法是，才三神(成勝)，音樂神(善蜥) ，火山神火訓i 氏族女向長，

多稀職務集中在西王母一身之上.

I鋼於西王母的「蓬髮蛾勝 J ，而兵先正|二所

做的進-步解釋是...

至于

「蓬髮歧勝」者，

是對猩獅猿猴之類額部叢毛的誇張或糢傲..披髮

者，主髮也，真~勝是在「椎結」式的朝天喜 L 飾以某種二玉石裝飾品，台在 1豈有
些像「天一巴隊 j ，但最初的目的去 p 在模擬猩拂類的叢毛 4)
自竟然蓬髮的最初目的是為了模擬狸拂猴于類的額部叢毛.
要在叢毛上飾以某種豈不1 飾晶呢?

工具的女酋長的尊置身分嗎?

tJf\又何必

定

是為了強調西王母是掌管生;而之類牛一產

蕭兵先牛一認為西王母是主神火神樂和I 1 女酋長

女族長女 Af:.然後又被神并崇耐為大母神兼高級自然祠1.

所以他必須「蓬髮

航勝 j ，因為西王母「有資格有責任裝扮成蠶猴圖騰的樣子

PJ1t 族眾來膜拜

發獻，并且借此以獲得圖騰神性來舉行各種武帝r~ 尤其是跳舞的儀式」 -5) 而兵

先牛對西王母的圖騰說所做的研究顧其惠眼卓見.

某種二玉石裝飾品」來解釋 '1& 勝」二字，

而以

「在朝天喜上飾以

卸責了象還是未脫郭璞以「勝」為，~華」

的傳統.

李髮林先斗也也認為， jiiQ勝」是「頭 k 裝飾著一件如天菩薩一樣的勝杖 j ，

他的西

王母是...

西王母氏族的人掘認為是這樣的， jjJI 髮長得蓬蓬鬆鬆，不知道去梳理，立fi]頁 t
裝飾著一件如「天吉薩」一樣的勝杖，脖子「挂→串老虎 ßJ(;其他猛獸的牙二繭，以

3) 蕭兵， <楚辭典神訊) p .4 45 江蘇古籍出版社.

4) j衛兵前書 p .4 53

5 )Ji(~ 兵，前者

p.439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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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武，身卜穿若獸皮做 1'10 衣服，@l[間來 ~I~ 豹昆.正j-:Dt 一條件嗎?優美的|嗓子，

愛自動人的山歉， 1對于不會造訝于和帳蓬，所以只能{主社洞穴盟，他們放牧牛羊
逐水草而居，不是長期固定性一個地刀 6)

蓬髮戴勝豹尾虎齒的厲地西王母是半人半獸的，

而李先牛把 D~ 齒多J 尾續

做了閻王母馬族的身上衣服裝飾.李先"l=，根據什麼說回王母是放牧牛羊，居
無定珊，

逐!K草而目的西北少數民族呢?

現然是不會造房子成 l帳蓬而必須

「只能」住在洞穴裹副.又如何能場遂水草而居呢?

郭云典先牛:從「被安是古代茗、嶺之南的女國之俗，而認為(山海經)所見
的豹尾，虎齒，善目:1 蓬屋，賊勝的西王母是.. .

一個 EiZ 蚊豹尾，頸掛虎牙但國的西方姑娘，雲賢瓊冠，更增美艷，在那里
高唱入雲，余音綜蹺，問蕩山谷7)

郭先牛把崑崙山上天門洞穴之中的刑殺之神西王母千f !J.口惡狼吠月的地叫，
之聲(昕'1)，解釋成「才且卓瑪iTH 唱的幾的響遍行雲的女高首 J ，自然也是假有

詩意的創作和想像.而關於「蓬髮蚊勝 J ，郭先斗戶的輛譯是「髮拉[1 雲兮純理瑤 i

, "依然是郭注以來的傳統.

郭璞以「玉華」解「藏勝，推論其錯誤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以下這此“

@普代郭璞註(山海經)時，距離 (11[ 海經〉成書年代已遠

r 戴勝」二字的

古義早已不為人所解.
@漢代以後，以::1':為華勝，管以 T毒謂的髮飾風氣已經形成，因此郭璞望
及正仁義，

以當時的婦女髮飾

「瑣的二巨響」去解釋古代神話中西王母的

「戴勝」﹒
@西王母在神話'f=: fÉ 具有刑殺，疫癢死之主it 再牛等神格的月神及日落之

神.其狀做為掃萍恐怖.但是模代以後，隨若神仙思想的流行，西王母

6) 李髮林

r 漠高中的九頭人回默」文物十二期， p. 峙，

7) 郭之與「西王母與西域」泊頁文選第一二五期
8) 郭乏與，同前.

1974

)\ijZ將西干;舟的原相

的神相與神格也逐漸有了許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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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 {~j )中的閻王母，多少還

是「虎豹為群，烏鵲與處」的.而「漢武常內傳」中的西王母就已經是「而且
之可年二十詐，修短得中夫婆 j奄藹，容顏絕世」了.

更值得住志的是，

這時的西王母已經是「 MK 太華害，長~太真晨嬰之冠」了.也就是:倍(漢
武 ttU 內{(~ )的時代，西王母的到上已經蛾了去一峰之頓的髮飾了.在郭噗
的時代，西王母已山前li l 話中的神思而變為兩 IP{III 中的 {III 子，郭瑛也就{~
白然地以二位管來解釋 [1日王母的 l 成勝」了.

問題是'"

r 此勝的原義，

真

是閻王母斟上的斗4 替嗎?

H 且

戴勝原義

「必勝」的戴字，篇文作釋是由「具」和「戈」組成的會;意字

r 其」宇 Ij 1 女作

品已.干IJ 古文字的「鬼 J}JJßl是同義的字.異的4:裁是池的土面形相，是必凶的形
狀，指的是與於人類的神聖寫魂立類的超自然存在 9)

ILJ 文是色，也是 ~IL寸: fl台上三|沛，古文作也

r 其」字上半部的 r

IJJ J ,

是指披散的長叫妥之下的';Íl 函，

與「魎魎 J r 毛鼠 J 向義，原義是抱頭，抱回或 1耳其 ELl-10)

戈是武器，是為了護衛神聖而所指的干戈之類的兵卉。之器.

由此可 );[1 几圳等 JI 'rf 絨」字， ，;4:義是指 jîJ( 紋 JUJ 回手拍戰 1己以街兩巾接 (1<] ，也;忠.
字01嘻皮阱，

司天之厲及主L 殘的刑殺之神西王母，他的神相假可能就是蓬髮而

jl，X 若掙萍的地面，手持戰戈以衛 Ei 月 1折入的崑崙天門的樣子.
有了西王母所闊的天門，其說，有常羊之山，此地有持干戈以間黃帝的刑天.有
「無首躁戈店立」的夏耕之卜'( (大荒西經>). 1'E 崑崙 1直立束，有持弓矢的后羿和

鈞一戈 (1<] 鑿向大 ~1\ Jj令誌f，iPi 立野 C( 海內南經> ).

因此戚們認為刑殺之神西王母，

執

戈以千JIJ 天門的神旦旦也足假有可能的.

「 jid 勝」的將 f字，

(說文)解釋是從力( ;，當、柯: )朕聲(音符).

的白川師(漢字類篇) p.70

r 時」字的組成是

日本木耳祉， 11召和五十七年.

10) 力 11 藤 7IEE 〈漠千&技抽) p.106

日本角川書!白，附和|五十年.

束而文化 31 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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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加上傍邊的「月」而形成的
意字

r 券」字古裝文作會.是「;仁和「刀」組成的會

r 哭」的原義是指卷起的獸皮 ll) 能移具備 tJ、刀割裂獸皮的能力的人即

是勝者.間是「勝」字的原義.後來〈說文)由此引申為丸是能協以力學起重物
者為勝.

由以刀割裂獸皮為勝者的文字古義來君，鳥獸與處而穴居的西王母，他能

以力撕製獸皮或以刀戈割裂獸皮，

或身分 t 穿養獸氏的衣服，

也是假自然

的.而「券」字的;邊的「月 J ，叫乎也清是地隱示若居於日月所入之心的西王母
的月神性格.

根攘「蚊勝」二字的古文字原義，技1r~叫乎可以瞭解的是[""" '~Iÿ~勝」二字正是

其狀如人的問王母的原本巨他的形狀應該是授到散髮，

ELif有 ~V'l面，

于持干戈，

身穿獸皮的月王之神.
古代人觀念、牛和信仰上前神祉，

原來放是其於人額的怪力亂神之穎的起

自然神異.其神相或三到大臂，千手干眠，或渾沌四面，大比赤陰. .這些神
中日在後人看來或許荒誕怪謬不合人情物理.

和特性.

但這正是古代神話信仰的本質

今人大可不必努力地位之合理化或人情 ft.

就以西王母的神相為

例["其狀如人」已經胡說他并非人類而是神異的天厲五殘之神.現代學者們
根按古文原義「蚊勝」二字的致察沒有太大錯誤的話，

上插了一干年多年的主管，似乎也可以投下來了吧?

11)

臼川靜前書 p.399

那~這隻在西王母 U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