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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間文學中的杜宇神話 

 

   民間文學源遠流長，擁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流傳過程中情節內容不斷豐富，

卻也產生極大的變異性。產生變異的原因，或由於流傳過程中，人們有意識的進

行再創造；或由於民間創作者並無著作權觀念，僅是為了娛樂或謀生需求等即興

原因進行創作；或由於流傳地域、環境的不同，因地制宜，以當地人民喜聞樂見

的形式呈現；或由於歷史發展變革，人們思維也隨之轉變，民間文學因而產生極

大的變異性。於是一個神話母題變成民間傳說，往往也會有極大的變異。鍾師宗

憲在《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一書中提到： 

 

幾乎所有的民間文學研究者都同意民間文學有五個特質：自發性、集體

性、口頭性、傳承性、變異性。如果將「自發性」、「集體性」、「口頭性」

做一種簡單的綜合說法，就是指明民間文學就是民間自發性的集體口頭創

作；如果再加上「傳承性」，那麼民間文學就是一種口傳文學，或稱之為

口承文學；因為具有口耳相傳的特質，所以民間文學的「變異性」就遠比

書寫文學來得明顯。
195
 

     

鍾宗憲總括了民間文學的五個特質——自發性、集體性、口頭性、傳承性、變異

性，再加上譚達先提到的「匿名性」
196

，正道出了民間文學的特質。一個神話故

事在民間流傳的過程中，經過集體自發性的再創造，雖無法探詢出真正的作者，

雖產生諸多變異，分歧出不同的說法和故事，但是正因為這種自由而開放式的創

作，使得故事的生命力不斷延續，不斷擴張。 

    杜宇神話流傳的過程中，或以古書記載為本，或以口傳文學為輔，或妄加詮

釋想像，也產生極大變異，發展出許多不同版本。除了立意、情節有別之外，杜

宇、鱉靈的主次角色也被互換了。王曉維在〈「望帝啼鵑」故事溯源〉一文中將

古今杜宇神話傳說的故事，依杜宇讓位的原因分為「慚愧說」、「讓賢說」、「亡國

說」、「誤會說」、「附會說」、「勸農說」、「被囚說」七種
197

， 不過王曉維在此文

中將古籍記載與民間傳說混和探討，且僅著意於「杜宇讓位」的原因，對於民間

流傳的鼈靈故事或變異性較大的傳說均未探討，蒐羅的不夠完整。筆者在本章因

                                                      
195

 鍾宗憲：《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頁 133。 
196

 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頁 58。 
197

 王曉維：〈「望帝啼鵑」故事溯源〉，（山東：《語文知識》），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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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代民間傳說為範疇，企圖蒐羅與杜宇神話有關的傳說，不論是較接近神話原

貌的「望帝化鵑」故事、杜宇來歷，亦是從杜宇神話分歧而出的鼈靈故事，均在

探討範疇之內，故依民間神話傳說流變中主題思想深化程度分「英雄化」、「政治

化」、「愛情化」三節探討之。 

 

 

第一節   英雄化的杜宇神話 

 

作為古蜀帝王，在民間習俗中從西晉時即被奉為「杜主君」的杜宇，其帝

王的英雄形象在古籍記載中已清晰可見，表現在對蜀民的貢獻上，一是「教民務

農」，一是擴張領土，稱霸西土。後世口傳文學中的杜宇神話，基於人民崇敬的

心理基礎與蜀地農業發達的地方特色，對其英雄形象的深化多表現在生前勸農與

死後催耕的主題上，從以下兩則神話可窺其變異的程度。 

 

一、成都市金牛區流傳的「杜鵑聲聲春啼血」故事 

四川成都市金牛區現流傳一個「杜鵑聲聲春啼血」的故事：杜宇在蜀稱帝，

教民務農，引導蜀民旱地種麥，水田種稻，在天隳山大獲成功。杜宇也教人民植

桑養蠶，繅絲紡織；並捕殺侵擾人民的野獸，豢養牲畜；且每逢歲暮，帶領蜀民

到羊子山祭祀天地。種植業不斷拓展，成就巨大，可是辛勤耕種的的莊稼，往往

被夏天爆發的洪水毀於一旦。杜宇王一籌莫展，亟需治水的良方，正好這時有一

個從荊地來的英雄，叫鱉靈，據說他是死後屍體隨江漂流，流到蜀地卻又復活。

人們認為他是神靈的化身，有著非凡的本領。於是杜宇王以他為相，果然鱉靈找

出解除水患的方法，劈開玉山，疏導洪水，治水成功。鱉靈治水成功，順乎民心，

承繼王位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這時宮中卻傳出一些流言蜚語，說杜宇王對鱉靈

之妻有覬覦之心。此時鱉靈已手握大權，又自恃甚高，杜宇王擔心鱉靈興師問罪，

發動戰爭。心想名譽受損事小，社稷民生安危事大，反覆考慮，於是將王位禪讓

給鱉靈。不久，杜宇便仙逝了。死前，他要求部屬把他抬到天隳山上，看看自己

親手開創的良田，他不禁潸然淚下，並喃喃自語說：「該插秧了！該插秧了！」

然後死去。此時，一隻五彩羽毛的鳥正飛向山下，同時鳴叫著：「桂規陽！桂規

陽！」從此，每年陽春三月，就有五彩羽毛的鳥兒飛來飛去，日夜不停地淒惋地

啼叫：「桂規陽！桂規陽！」催促著農民即時播種插秧。這淒惋悲切的啼鳴，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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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鳥兒喙上滴血，叫聲嘶啞，血滴把田邊的花朵都染紅了。蜀人便把這種鳥叫桂

規陽鳥，因牠叫到深夜，所以又稱子規鳥。人們懷念杜宇王就稱牠為杜鵑鳥，傳

說是杜宇的魂靈所化成；稱那紅色的花為杜鵑花，傳說是杜宇的心血所染就。
198 

    此則故事前半部大抵依《華陽國志》所敘的版本展開，然而情節卻與古本相

異，其變異如下： 

（一）勸農的主題思想深化：故事的主題著重於勸農的議題上，本著杜宇「教民

務農」的農神形象推展開來，故在死前眷戀自己親手開創的良田，喃喃自

語「該插秧了」，又在死後化為杜鵑鳥啼叫「桂規陽」（四川話意為該插秧

了）」，始終圍繞勸農的本意。 

（二）情節豐富感人：古籍中對杜宇神話在農業的貢獻，僅以「教民務農」四字

帶過，然此故事中對其農業貢獻的刻畫極為豐富，描繪杜宇王在天隳山引

導蜀民旱地種麥，水田種稻，大獲成功；並且帶領人們植桑養蠶，繅絲紡

織，豢養牲畜，祭祀天地。舉凡農業社會一切經濟型態的開展都由杜宇王

開始，對於蜀民的貢獻至鉅。這些情節的添入更將杜宇英雄神的形象具體

刻畫而出。另外，以杜鵑鳥啼血染花結尾，認為杜鵑花是杜宇心血染就的，

情節更為感人。彷彿杜宇王的愛民之心藉由杜鵑鳥傳到各處，更藉由杜鵑

花渲染蜀地春天的鄉間山頭，杜宇王的愛散播蜀地的每個角落。 

（三）推原性質濃厚：古籍中「望帝化鳥」，僅說明杜宇王死化為杜鵑鳥悲鳴，

並未強調杜宇神話為杜鵑鳥起源之說，推原意味淡薄；然而此則故事末尾

有明顯的推原意味。故事中說到五彩羽毛的鳥鳴叫著「桂規陽」，因牠叫

到深夜，故名子規鳥，又因人民懷念杜宇王才叫牠為杜鵑鳥，明顯說明鳥

有「杜鵑」之名始於此事。另外，古籍中亦從未明言啼血染花之事，此則

故事中直接認為杜鵑鳥啼到喙上滴血，血滴把田邊的花朵都染紅了，那花

便是杜鵑花，亦成了杜鵑花的由來，推原性質甚濃。 

    若以弗萊（Frye）的神話理論來看，「杜鵑聲聲春啼血」的故事正符合其英

雄神話原型模式的四個階段：（一）黎明、春天、誕生的階段、（二）正午、夏天、

成婚、勝利的階段、（三）日落、秋天、死亡的階段、（四）黑夜、冬天、毀滅的

階段。
199

杜宇王在天隳山嘗試種麥種稻的大獲成功，是黎明、春天的階段；他進

而推廣成都平原的農業，桑蠶紡織、畜牧祭祀，便是正午、夏天的階段；然而水

                                                      
198

 成都市金牛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金牛掌故》，（四川：巴蜀書社，2004 年），頁 246～250。 
199

 古添洪、陳慧樺《從比較神話到文學》，頁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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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來臨，鼈靈的出現，到流言蜚語的指控，使故事進入了日落、秋天的階段。

弗萊說：「動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同樣都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這一點尤為經常

地揭示生命過程的悲劇性：事故、祭祀、暴行或某種壓倒一切的需要，都使生命

突如其來地中斷。」
200

這一階段是悲劇與輓歌的原型。締造蜀國樂土的杜宇王，

在蜀地水患的開始，治水英雄取代農耕英雄的需要性中，面臨覬覦鼈靈之妻的指

控，悄然隱退，他的生命走入的悲劇的歷程，直到死亡。弗萊說：「悲劇是一種

矛盾的結合：一方面是正義的恐懼感，另一方面是對失誤的憐憫感。」
201

正義的

恐懼感使然，杜宇王選擇不為自己辯白；失誤的憐憫感所致，私揣民意，認為人

民需要一個克服困厄環境的新英雄來領導，於是他讓位了。杜宇的死亡，便是黑

夜、冬天的階段。死前，他懷著無比眷戀的心情回到最初奮鬥的起點——天隳山，

在生命結束的最後一刻仍不改愛民初衷，叫著「該插秧了」。 

英雄神話的模式是這四個階段的循環，透過循環，形成永生的象徵，所以死

後的杜宇化為杜鵑鳥，在每年春天回到蜀地，提醒人民該插秧了；血染成杜鵑花，

綻放蜀地的每個角落。故事的結束於是又回到了春天的階段，形成一個循環。此

亦符合居因等「永生」的原型， 居因等人在《文學批評方法要覽》歸納出「永

生」原型，其表現的敘述形式之一便是：「神秘地加入到循環時間中：無窮盡的

死與復活的主題 ——人通過化入大自然周而復死的神秘的循環節奏，特別是季

節循環，而獲得一種永生。」
202

是以杜宇的化鳥與杜鵑花的染就，即是永生原型

的展現，只有透過候鳥的遷徙與植物的榮枯，將人化入大自然週而復始的循環時

間裡，才能獲得永生。 

 

二、袁珂《古神話選釋》輯錄的「杜宇與龍妹」故事 

袁珂《古神話選釋》中輯錄一則現在還流傳四川民間的傳說，故事內容敘述

很久以前，岷江上游有惡龍，常發洪水為害人民。龍妹看見人民無辜受害，決定

相助，於是赴下游決嘉定之山以泄洪水，解除了人民的水患。惡龍發現龍妹所為，

怒而將之關在五虎山鐵籠裡。當時有一獵人，名杜宇，到處尋訪治水之法，途中

遇一仙翁贈以竹杖，杜宇手拿竹杖，與惡龍大戰。戰勝，入山中救龍妹，兩人於

是結為夫婦。治水有功，成為國君後，開荒屯墾，安居樂業。後來被一惡臣陷害，

騙至山中而遭禁鐵籠，鬱鬱寡歡而死，死後魂靈化成小鳥，飛回故國，向其妻悲

                                                      
200

 （加）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 227～228。 
201

 （加）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解剖》，頁 310～311。 
202

 葉舒憲：《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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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歸汶陽！歸汶陽！」龍妹傷心過度，相繼而死，死後亦化為小鳥。從此，每

年春天農忙季節，這種小鳥鳴叫，人們認為是他們的國君杜宇回來催促他們趕快

耕種了，便彼此勉勵：「是時候了，快插秧吧！」由於這種鳥是杜宇所化，所以

便叫杜宇、杜鵑，或叫催耕鳥、催工鳥。
203

 

同樣的故事內容在流傳的過程中，情節稍有異動。此則故事在《四川民俗大

典》中直接將惡臣角色換為鼈靈，而杜宇死後的叫聲亦改為「歸信陽，歸信陽，

鼈靈真是黑心腸」，來反映杜宇的冤屈。死後化鳥的杜宇夫婦叫聲也被改為「春

日忙，春日忙，快快播種好收糧！」。
204

以下將此則故事簡稱為「杜宇與龍妹」。 

相較於古籍所載杜宇神話，「杜宇與龍妹」故事的變異性極大，表現為以下

幾點： 

（一） 勸農主題思想深化：與「杜鵑聲聲春啼血」故事相同，主題思想一樣著

重於農神形象的發揮，這是對《華陽國志》「教民務農」的傳承，所以死

化為鳥的杜宇仍催促著人民「是時候了，快插秧吧」或是「春日忙，春日

忙，快快播種好收糧」，都是圍繞催耕的主題。然相較於「杜鵑聲聲春啼

血」故事中杜鵑鳥「桂規陽」的叫聲，「杜宇與龍妹」故事中的鳥叫聲較

為人性化，其狀聲性質薄弱，卻似一般農民說話的口吻，藉故事而呈現農

民的心聲。 

（二） 人物角色增加、情節變化豐富：從古籍本到「杜鵑聲聲春啼血」故事，

這則神話都只有兩個人物角色，一個杜宇，一個是鼈靈，對杜宇之妻或鼈

靈之妻都只是一語帶過，沒有任何描繪。然而在「杜宇與龍妹」故事有了

極大的變異，增加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個惡龍，一個是龍妹。惡龍

危害人民，龍妹挺身相救，因而被惡龍所囚。杜宇戰勝惡龍，救了人民，

並與龍妹結為夫婦。後遭惡臣陷害，夫妻相繼而死。這些新加入的情節都

使杜宇更為英雄化、悲劇化；故事添入愛情的元素，龍妹相思而死，兩人

同化為鳥，更為浪漫動人。 

   

（三） 杜宇身份下降： 程薔在《中國民間傳說》提到民間傳說流變的表現之

一便是「人物身份的下降化趨勢」，他說： 

 

原先的傳說對統治階層上層人物表現出一種崇拜仰慕之情，對他們

                                                      
203

 袁珂：《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83～490。 
204

 四川省文聯組織編寫：《四川民俗大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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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勢和力量更是敬畏慎怕，而流傳到後來，這些情感就逐漸轉移

到那些能為人民利益著想、為人們辦了好事因而受勞動人民喜愛的

人物身上。
205
 

 

「杜宇與龍妹」故事亦呈現出民間傳說「人物身份的下降化趨勢」變異情

況，從古籍本「杜宇從天墮」的出身來歷跳脫而出，以「獵人」一般平民

的身份取而代之。獵人杜宇需仙翁贈竹杖，始能打敗惡龍，與一般英雄神

話相似，主角需有特殊援助，方得戰勝惡勢力。 

（四） 英雄事蹟的改變：古籍本杜宇神話對其英雄事蹟多在教民務農和開拓疆

土，擴大杜宇王朝的版圖上，而「杜宇與龍妹」故事中將其英雄事蹟著重

在戰勝惡龍，治水成功上。此與古籍本變異極大，古籍本杜宇因鼈靈的治

水成功而退位，此卻完全改寫，杜宇反而因治水成功而成一國之君。「杜

宇與龍妹」故事似乎彌補了治水英雄取代杜宇王這件事在人民心中的憾

恨。 

若以弗萊英雄神話原型模式的四個階段來看，「杜宇與龍妹」故事亦符合其

架構；戰勝惡龍，解除水患，是黎明、春天的階段；與龍妹結合，成為國君，安

居樂業，是正午、夏天的階段；後遭陷害，囚禁鐵籠，是日落、秋天的階段；杜

宇、龍妹的相繼而死，則進入黑夜、冬天的階段；兩人的死化為鳥，啼叫「是時

候了，快插秧吧」，則又回到黎明、春天的階段。如此化入時間的循環，成為「永

生」。 

「杜宇與龍妹」故事與蔡斯（Chase  Gilbert）在《神話追尋》所揭示的「原

型衝突」不謀而合，他說：「神話的世界是一個戲劇性的世界——行動、力量、

衝突力量的世界。」
206

表現在民間文學的原型衝突，往往是光明與黑暗、生與死、

善與惡、男與女、天使與魔鬼的對立。「杜宇與龍妹」故事中，惡龍與龍妹與男

與女、善與惡、天使與魔鬼的衝突，惡龍、惡臣（鼈靈）與杜宇是光明與黑暗、

善與惡的對立。因為這些衝突存在，才構成戲劇性的世界，而成為民間文學的原

型。 

就坎伯英雄故事模式的原型來看，「杜宇與龍妹」故事亦符合其「探求型」

的英雄模式，此種模式通常表現為：「主人公經歷一段漫長的旅行，克服許多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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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險阻，創下了豐功偉業，成為國家的救星，最後與某一位公主結婚。」
207

坎伯

指出英雄的「另一半」：「她是無數龍怪斬殺之少女……她是他命運意象，而他必

須把命運從包裹他的情境中牢獄中釋放出來。」
208

獵人杜宇四處尋訪治水之法，

千辛萬苦後，才逢仙翁賜杖，並與惡龍大戰，戰勝後入山中救龍妹，兩人結為夫

婦，此無疑為「探求型」英雄神話的必然模式。 

 

 

第二節  政治化的杜宇（或鼈靈）神話 

     

    杜宇神話在古籍本中文字簡略的記載，於後人諸多揣測，如「自為德薄」是

因與相妻通，還是因為鼈靈治水功高，古籍本有分歧的看法。若是因鼈靈治水功

高，而法堯舜禪位，為何要憾恨而死，悲鳴不已。《說郛》的「欲復位不得」與

《巵林》的「失勢悔恨」又如驚皺一池春水的投石，予人更多的遐想，於是袁珂

的「政治迫害」說彷彿找到了解譯的密碼。這些政治上的揣測一樣存在民間口耳

相傳的稗官野史中，是以杜宇神話在口傳文學的流變過程，亦孳乳出政治化的相

關傳說，從以下兩則故事可窺之。 

 

一、陶陽、鍾秀《中國神話》的「杜鵑傳說」 

陶陽、鍾秀《中國神話》裡收錄田海燕蒐集整理的「杜鵑傳說」： 

 

鱉靈繼承了王位，便稱作叢帝，領導蜀人興修水利，開墾田地，做了許

多好事，老百姓過著快樂的生活，望帝也在西山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 

後來，情況慢慢地起了變化。叢帝有點居功自傲，變得不大傾聽臣

民的意見，不大體恤人民的艱難了。老百姓愁起來了。 

消息傳到了西山，望帝老王也著急得很，常常半夜起來，在房內轉

著圈圈，想著勸導叢帝的方法。他想來想去，想出了自己進宮勸導叢帝

的主意。便在第二天早晨，從西山動身進城去訪叢帝。 

這個消息，立刻被老百姓知道了，一大群一大群地跟隨在望帝老王

的後面，牽成了很長很長的一支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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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來，把事情弄僵了，叢帝的心裡起了疑惑，認為是老王要向他

收回王位，或者是帶著人馬打他來了。叢帝立刻令緊緊關住城門，不准

老王和那些老百姓進城。 

望帝老王靠著城門哭了一陣，無法進城，只好仍回西山， 另外再想

勸導叢帝的辦法。望帝老王想來想去，想到只有變化成鳥兒，才能飛進

宮門，飛到高樹枝頭，把愛民的道理親自告訴叢帝。他想呀想的，忽然

變成了一隻會飛會叫的杜鵑鳥兒。  

杜鵑鳥立刻撲翅一飛，飛到蜀宮御花園的楠木樹上，高聲叫道 ：「民

貴呀！民貴呀！」叢帝聽了杜鵑的勸告，才明白老王的善意，知道自己

的疑惑錯了。 

但是，望帝已經變成杜鵑，再也無法變回原形了。以後，杜鵑總是晝

夜不息地對千百年來的帝王叫道 ：「民貴呀！民貴呀！」但是因為叫得久

了，也沒有哪個帝王聽他的話，所以，他苦苦地叫出了血，把他的嘴巴染

紅了。
209

 

 

相較於古籍本，可以發現「杜鵑傳說」的變異如下： 

（一） 民貴主題思想深化：這個故事似乎在企圖解釋《說郛》杜宇「欲復位不

得，死化為鵑」的原因，而將主題思想著重於君德上，旨在發揚孟子「以

民為貴」的儒家政治思想，是以化為鵑鳥的杜宇啼鳴聲不再是「該插秧了」

或「春日忙」等勸農思想，而是「民貴呀」勸君愛民的仁德思想。 

（二） 情節豐富生動：「杜鵑傳說」故事的情節發展是在杜宇退位之後才開始

的，可視為古籍本杜宇神話的續集。在民間傳說中，為古本結局改寫或延

續發展是自然的現象。程薔說： 

 

人們渴望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渴望瞭解主人公的家

世、生平和結局，於是或者情節的鋪陳被迫由粗向細發展，或者許

多情節發生黏連互綴，形成更龐大的組合和系列性的結構。
210
 

 

「杜鵑傳說」便是對古本故事結局的細膩鋪陳，隱退西山的杜宇王，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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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位的叢帝居功自傲，不恤臣民，於是著急動身進城，打算前往勸導。沒

想到引起叢帝的誤解，以為杜宇要復位，立刻關緊城門。杜宇著急萬分，

於是化作鳥兒，高叫「民貴呀」，這才喚醒叢帝。情節豐富而生動，叢帝

的覺悟終使杜宇王的苦心沒有白費，十分人性化，意旨的表達更為入情入

理。 

（三） 諷刺意味濃厚：「杜鵑傳說」本在叢帝覺悟後便可為圓滿的結局，然而

為了人民，杜宇王付出相當的代價，永遠無法變回原形，因此千百年來總

是叫著「民貴呀」，卻沒有帝王再聽他的話，於是牠越叫越淒涼，最後叫

出了血。這是悲涼哀怨的結局，然而造成牠的悲涼哀怨，不是人民，不是

自身感懷，而是千百年來的帝王。是以故事結尾政治諷刺的意味相當濃厚。 

「杜鵑傳說」亦呈現了蔡斯民間文學中「原型衝突」的模式，杜宇的愛民與

叢帝的倨傲是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對立，兩者的衝突卻需杜宇的生死對立才能

解除，只有杜宇的死化為鳥才能使人民的黑暗生活重現光明，叢帝的善才得換

回；最後叢帝的覺悟再與千百年來帝王的不覺形成衝突，杜鵑鳥的悲劇始得凸顯。 

 

二、《四川民間文學資料彭縣集成卷》的「鱉靈的故事」 

《四川民間文學資料彭縣集成卷》收集一則「鱉靈的故事」： 

  

杜宇四十歲才得一個兒子，在兒子出生前，杜宇請巫師占卜，顯示出不吉

利的長蛇。生後杜宇便將其用絲絹包了甩在湔江裡，被一團魚（即鱉）馱

走後，遇一打漁人救起，取名為「鱉靈 」。鱉靈長大後，治服了彭國的九

頭虎開明獸，作了彭國國王。後又治服了蜀國的人面魚身的吃人怪，當了

蜀國的宰相。後來又遇到孽龍堵塞天彭門，企圖水淹都城瞿上，把瞿上變

成龍窩。結果被鱉靈斬殺。後來又受杜宇指派，成功的治理了郫邑的水患。

杜宇老了，想把王位傳給鱉靈，大臣們都不依，說：「鱉靈本是彭國人，

怎能當蜀國的國王呢？」杜宇說服了大家，但大臣丹和不服，趁鱉靈在廟

裡祭祖時放火燒廟。鱉靈騎著開明獸衝出火海，丟了塊絲絹給丹和，丹和

一看正是二十五年前杜宇甩在湔江裡的嬰兒身上的東西。於是丹和尊杜宇

之命，請回鱉靈當蜀王。鱉靈為報開明獸的救命之恩，便定國號為「開明」。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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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古籍本，其變異如下： 

（一） 政治主題思想深化：此則故事企圖解決杜宇政權和鼈靈政權衝突的意味

甚為濃厚。基於人民對杜宇的愛戴，當其禪位於鼈靈時，人民的心情必有

不解、不服之處。「鱉靈的故事」出現，正解除了這種疑慮，將杜宇到開

明的政權轉移做出合理、和平的詮釋。鼈靈原為杜宇的兒子，失散二十五

年後，卻又重回蜀國當了宰相，繼承王位。父位子承，符合封建社會人民

的思維模式。 

（一） 主次角色互換：古籍本中鼈靈一直居於次要人物的角色，主人翁仍以杜

宇居之，南宋《路史》已有將鼈靈故事抽離而出的現象，至民間「鱉靈的

故事」則以鼈靈為主人翁，杜宇乃為一次要角色。此亦可看出鼈靈故事自

杜宇神話孳乳而出的現象，一分為二，情節愈豐富，使口傳文學的底本益

形多采多姿。 

（二） 英雄事蹟傳奇化：在古籍本杜宇神話中，鼈靈的神奇來歷是屍隨水逆流

復生，鼈靈的英雄事蹟是決玉壘山，治水成功。而「鱉靈的故事」中，其

生平更加傳奇化，為杜宇之子，丟至湔江被團魚馱走，漁人救起。長大後，

治服開明獸、吃人怪，殺孽龍，除水患，然後繼位為王。這些英雄事蹟都

更符合拉格倫（Lord  Raglan）《英雄》一書揭示各類英雄故事中反覆出現

的類同情節與普遍特徵，如「在誕生之際，通常由他的父親或外祖父做出

某種要殺死他的企圖」、「英雄卻被救走了」、「在遙遠的國度由義父義母撫

養長大」、「他的童年生活幾乎沒有記載」、「成年之後他便回到或來到他將

為王的地方」、「在戰勝了舊王或巨人、龍或野獸後」、「他當上了王」，
212

這

幾點在「鱉靈的故事」中清晰可見。「鱉靈的故事」循著英雄神話的原型

模式發展，故對英雄事蹟的傳奇化一如各類英雄神話反覆出現的情節。 

「鱉靈的故事」 似乎也在詮釋人民對鼈靈國號「開明」的疑慮，故在故事

結尾以鼈靈王騎著開明獸衝出火海，不僅救了他一命，亦意外化解了丹和不服的

怨怒，心甘情願尊鼈靈為蜀王。為感念開明獸在此役建立的功勞，於是定國號為

「開明」。民間文學某種層度為古籍本簡略的記載作完整的詮釋，以滿足人民的

好奇心，故在傳承中有所變異，此亦可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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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愛情化的杜宇（或鼈靈）神話 

 

 當先民逐漸走出克服環境、物質需求為主的階段後，自然神話與英雄神話

便逐漸減少，人們意識到精神生活的追求，於是神話在人性化的過程中，不僅加

入道德教化的元素，更添入生動淒美的愛情故事。愛情的企慕渴盼，向來就是民

間俗文學闡發的主題，從《詩經》、漢樂府、唐傳奇到明清小說，都離不開下層

人民精神生活之必須——愛情。在這樣普遍的需求中，杜宇（或鼈靈）神話在口

傳文學的流變裡，於是愛情化，由以下三則故事的流傳可以窺知。 

 

一、流傳在都江堰市的「杜鵑仙子」 

流傳在都江堰市的「杜鵑仙子」，節錄如下： 

 

蜀王熊耳山一帶西征，路過青城後山，蜀王愛百姓，百姓敬獻美酒。蜀王

下令將酒倒入江中，要與三軍共飲。將士們喝著香甜的醪糟米酒，都讚不

絕口。以後這條河就叫「味江」。蜀王獨自來到梳妝池，看到一位光著身

子的仙女，由於身子被人看見，又知蜀王德行很高，答應嫁給蜀王，被封

為桂陽妃子。蜀王西征，國內王位被篡奪，蜀王趕緊回都，還沒進宮門就

被殺了。桂陽妃子傷心地哭了好幾天，化成一棵幾丈高的羊角花樹，把枝

葉伸向蜀國京城。蜀王的靈魂想念臣民和桂陽妃子，就化作一只杜鵑鳥，

飛到長坪山，呼喊「桂桂陽！桂桂陽！」天黑些在羊角花樹上，邊叫邊哭，

鮮血滴在花辮上，人們把羊角花叫作「紅杜鵑」，把桂陽妃子稱為「杜鵑

仙子 」。
213
 

 

相較於古籍本杜宇神話，其變異如下： 

（一）愛情主題思想深化：此以杜宇和桂陽妃子的愛情故事為主軸，述說兩人的

遇合。夫妻倆死後一化為杜鵑鳥，一化為杜鵑花，杜鵑鳥呼喊著「桂桂陽！

桂桂陽！」是對桂陽妃子的深切思念所致；啼血滴於杜鵑花上，是杜宇對

桂陽妃子愛情不渝的象徵。以花鳥結合，構成一淒美哀惋的愛情故事。 

（二）民間「傳奇性情節」的重複：「杜鵑仙子」的故事情節迥異於古籍本的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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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傳說，卻重複民間愛情故事的「傳奇性情節」。關於傳奇性情節，程薔說： 

 

傳奇性主要體現在現在情節的合乎常理卻又（或超乎）常理的情

況……這類傳奇性情節在故事中往往起結構上的推動作用。許多傳

說在結構的關節點上，便出現這樣的傳奇性情節，從而促使矛盾向

前發展演進。
214
 

 

「杜鵑仙子」故事的「傳奇性情節」可以溯源自《搜神記》的「韓憑夫婦」

215
故事，生不能在一起的韓憑夫婦，死後在兩冢之上生出大梓木，根交於下，

枝錯於上，是為相思樹；又有鴛鴦，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聲音

感人。兩人的魂魄化為相思樹與鴛鴦自此成了愛情故事的「傳奇性情節」，「梁

山泊與祝英台」故事兩人雙雙化蝶，亦是此一傳奇性情節的重複。這裡「杜

鵑仙子」亦然，桂陽妃子傷痛欲絕，化為羊角花樹，枝葉伸向蜀國京城，是

對杜宇王的思念；杜宇化作杜鵑鳥邊叫邊哭，直至泣血，是對桂陽妃子的眷

戀。死後化為植物與動物的變形成了民間愛情神話的「傳奇性情節」。 

 

（三）推原性質濃厚：「杜鵑仙子」故事仍留有神話推原的性質，透過故事的情

節演變，詮釋「味江」的由來與「紅杜鵑」命名的原因。這樣的敘述模式與

成都市金牛區流傳的「杜鵑聲聲春啼血」故事十分相似。 

 

二、「鱉靈與夜合樹」故事 

《四川民俗大典》輯錄了一則「鱉靈與夜合樹」民間故事，情節如下： 

 

鱉靈是湖北荊州城中一口井裡的團魚，出井變成人就死了。按當地習慣實

行水葬，誰知鱉靈的屍體順著長江向上游鳧去，到了岷山腳下的郫城又活

了。他去拜見望帝杜宇，獻上治水計策，望帝封他為相，並派他去治水，

瘟疫流行，鱉靈病倒了。他一病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喊不醒，搖不醒。鱉

靈覺得自己沒有倒下，還在治水。又覺得自己變成團魚，順著長江往下飄，

想往上游，游不動。水把他又沖向荊州城內的井頭。他看到井旁長了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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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薔：《中國民間傳說》，頁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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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一，（木鐸出版社，1958 年），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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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樹下有個姑娘邊梳頭邊唱歌：「天上光光，地上汪汪。蜀相鱉靈來找

姑娘。找到姑娘，水旱除光。」鱉靈覺得奇怪，從井裡出來變成一個小伙

子，聽老婆婆說明兩婆孫的身世，鱉靈覺得這姑娘很好，便當場提親，老

婆婆要他先去治水，約定四十九後才許娶親。以後，白天鱉靈在井中，晚

上出來在井旁樹下和姑娘擺談，商量如何治水。四十九天後，鱉靈回到郫

城，姑娘也回江源。杜宇等久見鱉靈未醒，正在痛哭，忽然鱉靈坐起來直

喊姑娘，清醒後才知是在望帝宮中。人們把姑娘接到郫城，水治好後，望

帝傳位給鱉靈，稱為叢帝，叢帝與姑娘結為夫妻。後來大家把井邊的大樹

叫作「夜合樹 」，相好的青年男女也喜歡在晚 上來樹下會合。
216 

 

相較於古籍本，其變異如下： 

（一） 愛情主題思想深化：此故事的主題以「夜合樹」揭示，夜合樹下是鼈靈

每夜與姑娘相會的地方，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在此展開，他倆感情逐漸凝

聚，最後結為夫妻，從此夜合樹為年輕男女相會之地。歌詠愛情的主題思

想在此傳說中十分明顯。 

（二） 主次角色互換：此和「鼈靈的故事」相似，均以鼈靈為主角，杜宇只是

次要角色。鼈靈的來歷、與姑娘相遇、治水成功，到立為叢帝而與姑娘結

婚，是故事發展的主要脈絡，杜宇只以封其為相和痛哭鼈靈未醒的君主角

色匆匆一瞥，沒有太多描繪。此仍可視為由杜宇神話「鼈靈復生」情節孳

乳而出新的民間故事，尤其對古籍本中鼈靈的「化從井中出」有了完整的

描繪。 

（三） 民俗信仰粘附：神話傳說流傳的過程中通常會有地方化的趨勢，這種地

方化的趨勢有的反映在當地的地名或風物，有的則逐漸在故事情節中粘附

當地的民俗信仰。「鱉靈與夜合樹」的故事呈現此種現象，本尊「團魚」

的鼈靈與「水葬」的模式，反映出長江三峽懸棺葬與船棺葬的近水墓葬習

俗，與巴蜀古族對水的崇拜中派生出水中轉生的觀念；七七四十九天的等

待，亦是蜀地孕育道教眠床亦又化入民間信仰的表徵；「夜合樹」象徵的

是他們的愛情、年輕男女的愛情，也反映了蜀地樹神崇拜
217

的觀念。 

（四） 英雄形象具體：古籍本杜宇神話對鼈靈的描繪僅有尸死逆流復生、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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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聯組織編寫：《四川民俗大典》，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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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巴蜀神話研究》第二章第三節「樹神崇拜」，（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5 月），頁 54～66。 



69 

 

壘山的二事，此則可視為鼈靈的英雄神話。其故事符合弗萊英雄神話原型

模式的四個階段：鼈靈的復活是黎明、春天的階段，望帝封其為相是正午、

夏天的階段；鼈靈治水病倒是日落、秋天的階段，這個階段描繪最多，鼈

靈歷經長久的治水過程，白天在井中化為團魚治水，晚上與姑娘討論治水

方法。鼈靈的許久未醒，杜宇王的痛哭是黑夜、冬天的階段。鼈靈的甦醒

與繼位又回到春天和夏天的階段，這是一個喜劇的原型。若以坎伯的英雄

原型來看，「鱉靈與夜合樹」的故事符合「探求型」的模式，主人翁（鼈

靈）經歷一段漫長的旅行，從團魚變為人，死而復生，為相治水，經歷了

諸多困難險阻，最後創下了豐功偉業，成為人民的救星，於是與夜合樹下

的姑娘結婚。整個故事的英雄形象刻畫具體鮮明。 

 

三、望叢祠的傳奇 

〈四川新聞網〉有一則「望叢祠的傳奇」： 

 

據說叢帝鱉靈，原住長江邊，是一鱉精修成，每天夜裏他都要到井邊的

一棵夜合樹下同情人朱莉幽會。他聽說西海水災氾濫，便沿江而上，到

了蜀國，望帝杜宇任用鱉靈為相，命其治水。朱莉思念未婚夫，也到蜀

國來找鱉靈。那一天，正好望帝出獵，在山野間邂逅朱莉，見朱莉美貌

絕色，便命人納入宮中做王妃。朱莉不知鱉靈已是蜀相，不敢言明身份，

卻一直鬱鬱不樂。鱉靈治水歸來，望帝為他擺宴慶功，當夜鱉靈大醉，

留宿宮中。深夜，朱莉敲開了鱉靈的門，二人相見抱頭痛哭，各訴別後

思戀之情。望帝發現二人幽會，並聽到了所訴情由，悔恨交集，當夜便

草了一道詔書，禪讓帝位於鱉靈，自己卻悄悄隱入了山。鱉靈繼位，稱

叢帝。望帝的高尚情操使叢帝和朱莉都非常感動。望帝在山中由於非常

想念朱莉，在痛苦和寂寞中鬱鬱死去，靈魂化作一隻杜鵑鳥飛回蜀都。  

  這天夜裏朱莉正倚欄望月，思念望帝，突然聽見杜鵑啼叫：「歸來

啦！歸來啦！」這多麼像是望帝的聲音呀！切切的情，綿綿的意，哀哀

令人腸斷，朱莉趕緊下樓一看，杜鵑鳥卻因悲啼過度，吐血死去。朱莉

抱著杜鵑痛哭，淚水滴到杜鵑身上，瞬即化作千萬杜鵑漫天飛舞，遍地

啼叫：「歸來啦，歸來啦」朱莉也化著布穀鳥在後面叫作：「哥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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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218

 

 

相較於古籍本，其變異如下： 

（一） 愛情主題深化：杜宇神話「淫其相妻」的爭議在兩千年來並無解答，只

在古籍本中窺知其在東漢之後普遍不被文人接受，後雖在明清子部諸書中

復其面貌，然情節上亦無發展。民間口傳文學發揮集體創作無拘無束的想

像力，為杜宇的「淫其相妻」找到了出口，「淫」既是男女之情，動人的

愛情故事於是合理地昇華了道德的逾越尺度。「望叢祠的傳奇」這個故事

美化了古人對「淫其相妻」的解釋，將杜宇與鼈靈之妻朱莉的相會編織成

一個美麗的錯誤，杜宇並不知朱莉為相妻，偶然邂逅，納為王妃。卻在發

現自己為第三者的角色之後，悄然隱去，成全了鼈靈和朱莉。杜宇對朱莉

的強烈思念，使他死後化為杜鵑鳥，飛回蜀都，叫著「歸來啦！」深受感

動的朱莉，這才發現自己的真愛竟是杜宇，而非鼈靈，亦化為布穀鳥，跟

隨在杜鵑鳥身邊。杜宇與朱莉逾越道德的愛情不容於世俗，只能在死後化

為飛鳥，永遠相隨，其愛情的思想主題明確。 

（二） 人物角色混同：古籍本杜宇神話中杜宇之妻朱利，《蜀王本紀》稱其「自

江源井中出」，《本蜀論》稱「自江源出」，《華陽國志》稱「朱提有梁氏女

利遊江源」，均與鼈靈之妻沒有任何交集，兩位女性角色在古籍本中亦無

任何形象描繪。「望叢祠的傳奇」裡將兩人之妻角色混同，以朱莉為鼈靈

未婚妻，誤納為杜宇王妃，因此造成三角關係的巨大衝突，作為故事情節

複雜化的轉折點。此為人間愛情的寫實化，是下層人民生活經驗的故事化

結果。然而古籍本提供了變異的接合點，即是朱利「自江源井中出」與《蜀

志》中鼈靈「化從井中出」，同樣「井中出」的來歷，使街談巷議的口傳

文學得以發揮想像的空間。 

（三） 情節浪漫淒惋：古籍本杜宇化鳥沒有愛情的元素，杜宇的憾恨是王位的

退讓，是對過去眷戀、對人民眷戀的悲鳴。「望叢祠的傳奇」裡化鳥的杜

宇憂傷的是對繾綣愛情的逝去，內心夾雜著愛戀與道德的衝突，有限與原

罪的挑戰，在矛盾痛苦中最後選擇放棄權力與地位，作為一個除了死亡與

眷戀之外一無所有的游魂。對下層人民來說，後者的情感張力甚於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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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子：〈望叢祠的傳奇〉，（四川新聞網：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3601/2004/08/15/342@2665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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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調更為浪漫淒惋。 

（四） 民間信仰粘附：「望叢祠的傳奇」故事流傳於四川郫縣，導源於人民長久

對望叢祠的祭祀。望叢祠位於四川郫縣城南，距成都市 20 公里，為望帝

杜宇與叢帝開明的祀祠。望帝死後葬於灌縣，叢帝死後葬於今郫縣城南，

後人建叢帝祠。南朝齊明帝時，又把望帝陵從灌縣遷至郫縣叢帝祠，二陵

一處，合稱望叢祠。清初，望叢祠在戰亂中焚燬，道光年間又在舊址重建

望叢祠。民國八年，四川總督熊克武也曾撥款修建望叢祠。每年清明前後

郫縣舉行賽鴿會，據說就是起源於杜宇化鳥之典。
219

民間對望叢祠的祀

敬，當起於對古蜀的祖先崇拜，古籍記載的杜宇神話較接近故事原貌，然

而民間文學卻取「望叢祠的傳奇」這個淒美的愛情故事作為望叢祠的註

解。或許基於祖先崇拜的心理，這個故事裡杜宇和鼈靈並非衝突對立的兩

者。杜宇為了成人之美，犧牲愛情；鼈靈治水有功，解除民患，在人民心

中，兩者均為良善的人物形象。 

 

 

除了以上三節所探討的「英雄化」、「政治化」、「愛情化」的杜宇神話外，另

外還有一則民間傳說，無法依主題思想併入上述三節，故後記於此。 

成都市金牛區流傳一個有關杜宇來歷的傳說，題名為「杜宇自天墮——天回

山的來歷」。傳說杜宇原是玉皇大帝御花園的園丁，是一位勤勞勇敢、聰明好思、

英俊瀟灑的青年。一天，他想把西山王母娘娘後花園的蟠桃樹，移一株到御花園

以解眾仙之饞。玉皇大帝覺得他的構想很好，便賜給他一匹金鬃馬，讓他騎去西

山移栽。沒想到中途遇到共工與顓頊正戰於不周山，天搖地動，支撐天庭的大柱

被打斷，蒼天出現裂縫，碎片落在成都平原上，形成一堆小山，形似肚臍。這時

騎著天馬的杜宇聽到一聲巨響後，便覺天旋地轉，人馬一起墜下人間。儘管天馬

殞命，杜宇卻大難不死。人們見他從天而墜，便稱他是天墮之神，並把他降落的

地方稱為天隳山，後來改稱天回山，山下的城鎮叫做天回鎮。
220

 

相較於古籍本，此故事的變異如下： 

（一） 溯源意味濃厚：很明顯的，這個傳說在說明杜宇的來歷。古籍本對杜宇

來歷的交代語焉不詳，或因「墮」與「隳」字的訛誤，形成兩種分歧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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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望叢祠的傳奇〉，（四川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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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金牛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金牛掌故》，（四川：巴蜀書社，2004 年），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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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蜀王本紀》言「從天墮止朱提（山）」，《本蜀論》言「從天下」，《禽

經》言「蓋天精也」，《太平御覽》言「出墮天山」，《路史》言「從天墮」，

《記纂淵海》引《成都記》言「自天而降」，周嬰《巵林》及張澍《蜀典》

言「岀于天隳山，蓋天精也」……，一種認為杜宇從天而墮下，另一種則

認為杜宇是從天隳山出來的天精，不過一樣點出了杜宇是從天上而來的，

超凡脫俗的特殊身份。一如程薔所言，民間文學表現人們渴望知道事情的

來龍去脈，於是此故事便以「從天墮」為線索，展開無窮的想像力，形象

趣味地刻畫了杜宇自天而墮的生動畫面。 

（二） 其他神話的粘附：這個故事的人物相當豐富，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到

遠古神話中共工與顓頊，全都搬到同一個舞台。玉皇大帝與王母娘娘以及

天庭的呈現，是道教仙話故事經常出現的神仙人物與場景，早已深入民間

信仰中；共工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則見《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

怒而觸不周之山。」
221

是一則遠古神話。一是道教仙話，一為遠古神話，

在人民的集體創作中，全都粘附到「杜宇自天墮——天回山的來歷」這則

故事上了。一個過去、現在與未來角色邂逅的巧合，使天庭中的杜宇無端

下墜人間，以神話的角度既合理地又荒誕地詮釋了杜宇下墮人間的理由。 

（三） 地名的粘附：神話傳說在流變的過程中，除了地方化、民俗話的傾向外，

有些亦與山川風物產生粘附的關係。程薔指出： 

 

一個幻想性故事流傳到各地，被當地的人們牽扯到該地的某一風物

上，成為他們解釋這一風物來由的傳說。
222
 

 

「杜宇自天墮——天回山的來歷」這則故事巧妙地粘附在當地「天回山」

的地名上，蓋「回」與「隳」字音近關係，「隳」有與「墮」形近訛誤，

於是給予當地人民發揮想像的空間，既滿足了對杜宇來歷的渴望，亦解釋

了天回山地名的由來。 

 

    如此看來，民間口傳發展而出的杜宇神話故事，因不受古書記載的限制，為

之注入極大的能量，使情節內容產生相當大的變異性。「催耕」、「愛情」、「杜鵑

                                                      
221

 （晉）張湛：《列子注》卷五，（世界書局，1958 年），頁 52。  
222

 程薔：《中國民間傳說》，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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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民貴思想」都是新加入的主題，而以鼈靈為主角的故事及依文想像詮釋則

是較為新穎的再創作。就主題思想來看，英雄化、政治化的杜宇神話變異較小，

保留神話原貌的部分較多，立意大抵藉由杜鵑鳥的叫聲詮釋出來，人格化的色彩

濃厚。愛情化的杜宇神話變異性較大，幾乎與神話的原貌完全不同，是以古籍本

簡單的文字記載為線索，在人民對來龍去脈的渴望中，結合生活經驗，集體創作

而出的，有浪漫，有理性，也有荒誕之趣。就神話傳說流傳的角度來看，是可喜

的。它的多彩提供更多元的詮釋空間，更能反映出當地人民社會生活、思想、信

仰的多貌性，提供更廣泛的研究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