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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杜宇神話形成之背景及內在意涵 

 

探究兩漢至元明清古籍中所載的杜宇神話，除了明瞭其情節取捨外，得對

杜宇神話勾勒出故事之梗概。既談神話，則需保留所有神話情節，包括「杜宇從

天墮」、「鼈靈復生」、「望帝化鳥」、「杜鵑啼血」處，視為杜宇神話之雛形。至於

「淫其相妻」、「復位不得」、「失勢悔恨」等更深的悲劇色彩，留待文學作品中再

深入探究；而明代以後道教化的「得道昇天」版本，已非杜宇神話原型，此亦不

作深究。故古籍所載杜宇神話故事梗概如下：杜宇本天精，從天而墮，止朱提山

後，娶自江源井中出的女子朱利為妻，稱帝於蜀，號望帝，教民務農，民甚愛戴。

望帝建立蜀立國以來最大的版圖，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

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汶山爲蓄牧，南中爲苑囿。然而當時的水患問題卻困擾

著望帝，正好有一奇人來自楚地，名叫鼈靈，他在楚地死後，屍體竟隨江水逆流

而上，至蜀地汶山下忽然復生。見望帝後，告知其有治水之才，望帝遂用之為相。

鼈靈果然鑿通巫峽，解救了蜀地長久以來的水患問題，蜀民從此不用再避居水

患。鼈靈回來後，望帝深覺其德不若鼈靈，故將王位禪讓給鼈靈，自己則隱退西

山。（亦有認為是因望帝愛上鼈靈之妻，自覺慚愧，而禪位隱退。）人民十分懷

念望帝，望帝也非常思念人民，於是望帝死後化為杜鵑鳥，每年春天，便回到蜀

地呼喚著。杜鵑鳥一聲又一聲悲淒地叫著，自早至晚，由春至夏，不停歇地叫著，

往往叫到鳥喙出血才能停止。 

民間文學中的杜宇神話以較接近古籍本的故事為探討範疇，在英雄化的流傳

中，孳乳出農業思想主題深化的「杜鵑聲聲春啼血」及「杜宇與龍妹」的故事，

並添入了啼血染花而成杜鵑花的情節；政治化與愛情化的流傳故事中，「鼈靈的

故事」和「鼈靈與夜合樹」均表現人民對治水英雄的崇拜。 

細究這則神話，不管從古籍本或民間故事，均可以發現其形成與蜀地背景有

著深厚的關係，另外也透顯出深刻的內在意涵，其中有鳥崇拜的思維信仰、農神

信仰的民族淵源，還有死而復生的原型回歸。茲分下面四節敘述之。 

 

 

第一節 杜宇神話形成之背景 

 

 神話雖有光怪陸離、綺思幻想之處，但它往往是一個群體的夢，一段沈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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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反映出整個社會結構的特色與人民的需求。透過神話的探討，便能喚

醒一段失憶的共同起源。王明珂即將這種神話中所保存與喚醒的記憶稱為「社會

記憶」，若此記憶以該社會所認定的「歷史」型態呈現與流傳，叫做「歷史記憶」。

人們藉此得以追溯社會群體的共同起源及歷史流變，以詮釋該社會人群各階層的

認同與區分。
223

是以每個民族、每個地域的神話都應該反映出該民族歷史或當地

特殊的背景，杜宇神話亦然。神話中的主要人物杜宇和鼈靈均為古蜀知名的君

王，故有其時間背景；神話中的鼈靈治水英雄形象的塑造導源於蜀地長期的水患

問題，故有其空間背景；杜宇王教民務農，豎立在蜀地的農神形象，與蜀地農業

很早就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故有其人文背景，茲分以下三點說明之： 
 

一、 時間因素——歷史背景 

蜀是一個興起於四川岷江上游的古老部族。古書記載中，曾說他們是黃帝

的後裔，《世本‧氏姓》：「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無姓，相承云黃帝後。」224《史

記‧五帝本紀 》：「黃帝……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其二曰

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
225

《山海經．海內經》：「黃帝妻雷祖，

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韓流。」
226

這些中原古籍都認為蜀是黃帝的後裔。《華

陽國志‧蜀志》亦記：  

 

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

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

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

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

為立祠 ……後有王曰杜宇……開明，號曰叢帝。
227
 

 

常璩說：「乃考諸舊記先宿所傳並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

以著斯篇。」
228

可見《華陽國志》取材前代故老所傳的蜀史，南裔志、《漢書》

和作者親身見聞，是和蜀史有直接關聯。是以探討古蜀歷史，以《華陽國志》為

                                                      
223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第五期，2001 年），頁 136～147。 
224

 張澍：《世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7 年），頁 73。 
225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洪氏出版社，1986 年），頁 27。 
226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里仁書局，1982 年），頁 442。 
227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頁 114～115。 
228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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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是有其可信度的。從《世本‧氏姓》、《史記‧五帝本紀 》、《山海經．海內經》

到《華陽國志》看來，其中相當清楚的共同認定便是「蜀為黃帝後裔」。王明珂

認為常璩將古蜀的起源溯自黃帝，以黃帝為正宗，蜀為黃帝的支庶，這是在「英

雄聖王歷史」的歷史心性下形成的。
229

 

關於古蜀立國之始，除了《華陽國志‧蜀志》所記，《蜀王本紀》也說：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

字，未有禮樂。從開明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

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

化去。魚鳧田於湔山，得仙。今廟禮之于湔。時蜀民稀少。
230
 

 

《蜀王本紀》出於蜀人揚雄之手，所記的材料來源當是蜀王世代相傳的家史，或

是蜀中廣為流傳的舊說，亦值參考。王明珂認為《蜀王本紀》是蜀先民遺忘了該

文化所代表的古文明，故將之「蠻荒化」（「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與「神話化」（「此三代各數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魚鳧田於湔

山，得仙。」）。
231

不論基於何種歷史心性，兩書同樣揭示古蜀五祖為蠶叢、柏濩

（灌）、魚鳧、杜宇、開明。〈蜀王本紀〉言「蠶叢、柏濩、魚鳧、開明」，對照

後文敘述，明顯是開明前遺漏杜宇一代，故古蜀五祖為蠶叢、柏濩、魚鳧、杜宇、

開明已為定論。 

蜀的第一代始祖叫蠶叢，始稱王，死後「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表示蠶

叢氏在蜀先民心中，已有了崇高的地位。「縱目」是蠶叢氏最大的特色，證之三

星堆出土的文物，在二號坑的青銅人面像中，有三件引人注目的縱目人面像，體

型龐大，且眼球突出眼眶雙耳極度誇張，長大形似獸耳，大嘴亦闊至耳根。（圖

一、圖二、圖三）一般學者認為，這應是蠶叢氏的寫照，正是蜀人祖先崇拜的象

徵。南宋羅泌的《路史前紀》卷三說：「蠶叢縱目，王瞿上。」
232

明曹學佺《蜀

中廣記》引《寰宇記》云：「成都聖壽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蠶叢氏。」
233

這些都

說明了蜀人對第一代先祖的崇敬。 

                                                      
229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第五期，2001 年），頁 136～147。 
230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五十三所輯《蜀王本紀》，頁 414。 
231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第五期，2001 年），頁 136～147。 
232

 （宋）羅泌《路史‧前紀》，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383 冊，頁 23。 

233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十引《寰宇記》，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592 冊，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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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蜀王本紀〉稱柏濩，《華陽國志》稱柏灌，濩與灌字形相近，兩者

所指相同，但都是一語帶過，沒有多作說明。第三代魚鳧，〈蜀王本紀〉和《華

陽國志》均稱其成仙，「蜀人思之，為立祠。」亦反映後人對魚鳧先祖的信仰崇

拜。而三星堆遺址二至四期出土有大量鳥頭勺柄，長喙帶鈎，極似魚鷹，一般認

為與魚鳧氏有關。一號祭祀坑所出金杖上的圖案，有人頭、鳥、魚的形象，學術

界普遍認為這是魚鳧氏的文化遺存。
234

此三代各數百年，後人考證，認為此三代

大體相當於夏、商和西周前半期。
235

 

第四代杜宇，《華陽國志》稱：「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曰杜主」、「移

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有學者

考證，杜宇時期相當於西周至春秋時期。他輝煌的一生從定居川西平原開始，接

著立國、統一到擴張，慢慢步上稱霸之途。他曾幫助武王滅商，因功受封為周的

四方望之一，遂號望帝，稱霸西南。杜宇的文治武功和教化之德，在古蜀歷史上

是空前絕後的。
236

《華陽國志》說杜宇：「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

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娥眉為城郭，江、潜、綿、洛為池澤，汶山為蓄牧，南

中為園苑。」其中「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說明此時蜀國北接秦及西

戎，東連巴楚；「玉壘、娥眉為城郭」說明川西平原是杜宇政權的中心，「江、潜、

                                                      
234

 段渝：《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9 年），頁 21。 
235

 陳世松主編：《四川簡史》，（四川社會科學院，1986 年），頁 9。 
236

 劉道軍：〈論巴蜀文字與古蜀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5 月），

頁 37。 

圖一 青銅人頭像 圖二 金面銅人頭像 圖三 金面銅人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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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洛為池澤」意味杜宇完成了成都平原的統一，「江、潜、綿、洛」分別為岷

江、嘉陵江、西漢水、綿水。「汶山為蓄牧」指汶川、茂縣一帶亦在其管轄範圍

之內，「南中為園苑」則言南中是蜀國的附庸之地。
237

杜宇實為鼎盛之世，蜀國

的經濟、文化有了高度發展，並影響了鄰近區域。 

第五代鼈靈，本是杜宇的宰相，因「決玉壘山以除水害」治水有功，受到

杜宇的禪讓，立為開明帝。其時期一般以為在西元前七世紀初葉，約當春秋中期。

238
《華陽國志》說「開明位，號稱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帝生保子

弟。帝攻青衣，雄張獠棘。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為醴，樂曰荊，人尚

赤，帝稱王。」239可看出開明氏是古蜀的擴展之世，曾翻越秦嶺用兵，又曾攻青

衣江地區的那支羌人、以及南方的獠人和棘人。第九世立宗廟改制，重新接近中

原文化，使古蜀與華夏的分離，重新再接觸，是古蜀歷史中一個轉折性的時代。

240
開明十二世時，王朝逐漸腐化，後為秦惠王所滅。 

學者向來以古蜀五祖為五個王族統治時期的稱號，然而譚繼和先生在〈巴

蜀文化研究的現狀與未來〉一文中頗有獨特見解，他認為五祖名稱分別是指蜀人

生活方式所經歷的五個經濟時代：蠶叢氏以桑蠶為特徵，是採集時代；柏灌氏是

狩獵時代，魚鳧氏漁獵、畜牧時代，杜宇為農業時代，開明氏則進入生產經濟的

時代。
241

亦能反映出古蜀先民生活方式的的歷史軌跡。 

綜上所述，可知杜宇王在古蜀歷史中的地位，杜宇神話的發展是有其歷史

背景為依據的。正因為杜宇王朝是先民從漁獵進入農耕的重要轉折，王朝的鼎

盛、版圖的建立在古蜀五祖中是居冠的，杜宇受到後世蜀民的高度崇敬可見一斑。 

 

二、 空間因素——地理背景 

四川位居長江流域上游，水資源相當豐富，全境就有1300多條河流，流域

面積在500平方公里以上的就有300多條。且河流多流經峽谷地區，洶湧湍急，

形成優質能量。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自古以來水患頻仍。 

成都平原是龍門山脈和龍泉山脈包圍的盆地，北面和西面即古代所稱的玉

壘山，盆地略帶菱形，地勢西北略高，東南較低。平原上川流縱橫，坡底平緩，

                                                      
237

 劉道軍：〈論巴蜀文字與古蜀王〉，頁 38。 
238

 劉道軍：〈論巴蜀文字與古蜀王〉，頁 39。 
239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頁 115。 
240

 任乃強：《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95～97。 
241

 譚繼和：〈巴蜀文化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四川文物》，2002 年 2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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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雨量集中夏秋，帶有暴雨洪水，平原西部素有「西蜀天漏」的稱號。
242

由

山區流出的主要四條大河，由西到東依次是岷江、湔江、石亭江、綿遠河，它

們出口處分別是都江堰市灌口鎮、彭州市九隴鎮（關口）、什邡縣洛水鎮（高景

觀）、綿竹縣漢旺鎮。每年洪水期，四條大河夾帶大量泥沙出山，進入平原後，

漸漸累積成沖積扇。四條大河便在自己的沖積扇蜿蜒行進，分出支流，有蒲陽

江、鴨子河、射水河等。城鎮的位置，總是選在隆起的分水線上，如都江堰市、

郫縣、成都、溫江縣、雙流縣、崇州市、新津縣、彭州市、新繁縣、新都縣、

什邡市、廣漢市、金堂縣等。
243

而這些城鎮，在遠古時常常飽受洪水之苦。每

逢夏秋岷山雪融，雨水來臨，即山洪爆發，泥沙俱下，水至成一片澤國，水退

則泥石遍野，劇烈而頻繁的水災給岷江下游兩岸平原的居民帶來極大不便。
244

從

兩漢至清代，史料可考的長江水患約有兩百餘次
245

，流經四川的長江及其支流

亦在其列。 

杜宇從山區「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即是郫縣，瞿上乃今彭州市附近。

246
遠古時，這兩個地方都在夏秋時飽受水患之列，杜宇神話中「時玉山出水，

若堯之洪水」、「其後巫山龍門壅，江不流，蜀民墊溺」是頗能反映當時的現況

的。而「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由王逸《楚辭章句》：「楚人名澤中為

夢中」
247

，可見「夢郭」指水澤中的城，這也就是開明王要移往成都的原因了。 

正因為水患多，治水工程是歷代蜀地的大事。早在《尚書．禹貢》談大禹治

水即說道：「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248

便提到了當地治水的策略。考古學上，蜀

地的治水紀錄首為鼈靈，除了杜宇神話當中所載鼈靈治水之功外，《水經注》 

卷三十三尚云 ：「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也。」

249
說明「東別為沱」就是決玉壘山。另外，王象之《輿地紀勝》引《華陽國志》

佚文：「會巫山壅江，蜀地瀦水；鱉靈遂鑿巫山峽，開廣漢金堂江，民得安居。」

又言：「鱉靈跡，在金堂峽南岸」、「石門有巨跡長三尺，旁刻『鱉靈 

                                                      
242

 馮廣宏：〈洪水傳說與鼈靈治水〉，收入李紹明、林向、徐南洲主編《巴蜀歷史‧民族‧考古‧

文化》，（四川：《巴蜀書社》，1991 年），頁 291。 
243

 馮舉、譚繼和、馮廣宏主編：《成都府南兩河史話》，（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年），頁 40。 
244

 任乃強：《四川上古史新探》，頁 17。 
245

 宋希尚：《長江通考》，（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3 年），頁 49。 
246

 馮舉、譚繼和、馮廣宏主編：《成都府南兩河史話》，頁 41。 
247

 屈原等：《楚辭四種》輯王逸《楚辭章句》，（華正書局，1974 年），頁 128。 
248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禹貢》，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54 冊，

頁 132。 
249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頁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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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三字。」
250

現在金堂中，還有一座三皇廟的遺址，據說祭的是唐代所封的金

水神，元代稱為德赫神，老百姓稱為「水三王 」。一共三尊神像，其中面目最猙

獰的，便是鱉靈。
251

《金堂縣續志》：「三皇廟在三皇灘上……此蓋蜀相鱉令，因

鑿峽有功，故建廟祀之。」
252

鱉令，就是鼈靈。可見鼈靈治水之功不僅決玉壘山，

還開了金堂峽。 

先秦時，秦國蜀郡太守李冰治水是舉世聞名的，李冰興築都江堰，在岷江

左岸開鑿出一個二十米寬的進水口門，現稱寶瓶口。並從寶瓶口開出成都二江，

將岷江江水一部份引入成都平原灌溉農田，大大減少了暴雨時期的氾濫成災，

從此改善了成都平原的水患。漢時，文翁治水亦見成效，他治理湔江，擴大繁

田，使繁縣1700頃農田得到水源保證，成為一個小天府。
253 

    四川特殊的地理環境塑造了特殊的需求，歷代治水工程的重大課題無非想改

善天然環境的困境。水患問題於是成了杜宇神話的空間背景，而鼈靈治水也意外

透露出蜀先民的現實需求與理想。 

 

三、 人文因素——農業背景 

四川盆地為四川的主要部分，盆地周圍高山環繞，西為邛崍山，北為大巴

山，南為大婁山，東為巫山。盆地內為連綿起伏的淺丘以及成都平原。成都平原

是我國西南最大的平原，不僅面積遼闊，地勢平坦，地表堆積物豐厚，屬於肥沃

的灰色潮土型土壤。平原上河網密布，溝渠縱橫。由於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平

均坡度為千分之四，自古便能利用江河之水為農田灌溉之用。年平均降水量在

1000 毫米以上，冬季一月平均溫度在 3℃至 8℃之間，全年無霜期 30 天以上，年

均溫在 16.3℃，四季分明。這些都為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
254

川東

雖多峽谷，然水源豐富，谷地盆中有許多丘陵和小平原，也都適於農作。四川諸

多新石器時代（相當於魚鳧時代）的遺址中，已發現簡單的石鋤、石鏟、石斧、

石杵等農具，證明當時的漁獵部族中，已普遍存在原始的種植業。
255

考古學家們

認為，四川盆地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自然條件相當優越，為新石器時代農業時代

                                                      
250

 李紹明、林向、徐南洲主編：《巴蜀歷史、民族、考古、文化》，頁 290。 
251

李紹明、林向、徐南洲主編：《巴蜀歷史、民族、考古、文化》，頁 290。 
252

 王暨英修、曾茂林等纂：《金堂縣續志》（一），（學生書局 ，1967 年），頁 209。 
253

 馮舉、譚繼和、馮廣宏主編：《成都府南兩河史話》，頁 48～58。 
254

  屈小強、李殿元、段渝主編：《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54。 
255

  郭聲波：〈巴蜀先民的分布與農業的起源試探〉，（《四川文物》，1993 年第 3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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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來準備了前提和條件。
256

  

古蜀國文明以成都平原為地理基礎，輻射整個四川盆地，並向東西南北延

伸，這是一片富饒美麗的土地。《史記‧貨殖列傳》稱：「巴蜀亦沃野」
257

，《漢

書‧地理志》:「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食之饒。」
258

這

都說明了蜀地提供了農業生產有利的因素。從《山海經》裡可看出至少在商周

之際，古蜀國的腹心之地成都平原已發展為中國栽培水稻的中心之一。若據袁

珂所言，「都廣」同「廣都」， 那麼《山海經》中早就提到成都平原盛產菽、黍、

稷等農作物了。〈海內經〉云：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

百穀自生，冬夏播琴 。
259

 

 

蒙文通先生亦認為此篇為古巴蜀之作，成書時代不晚於西周中葉。
260

那麼更加可

確定此「城」當指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古城，此地農作物的豐饒亦可見一斑。所謂

「 膏菽、膏稻、膏黍、膏稷 」，其中「膏」字，郭璞注言 ：「言味好皆滑如膏 」，

郝懿行疏證說 ：「趙歧注《孟子》云 ：『膏梁，細粟如膏者也。 』」
261

可知「膏」

指糧食細膩、潤滑如膏一般，證明成都平原所產農作物大都品種優良，被人奉為

上品。相傳先秦農官「后稷」葬此，有此農官的庇佑，方使成都平原長久以來均

為富饒之地。也由於富饒之故，巴蜀因此成為戰國時期與之相鄰的秦、楚垂涎欲

滴的沃土；而古蜀國的富足，當然是在這樣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杜宇神話反映出古蜀所在成都平原的經濟型態，《華陽國志》提到杜宇「教

民務農」及死後「巴亦化其教而力務農，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
262

雖

然蜀地農業絕不是始於杜宇時代（童恩正先生認為魚鳧時代開始由漁獵轉入農

耕
263

），然杜宇因其在位時努力教民務農，使農業生產得以取代漁業，成為當時

主要的經濟來源，後世蜀民才會尊之為「農神」、「杜主君」。依此來看，當時發

達的農業型態自然成了杜宇神話產生的人文背景。 

                                                      
256

 屈小強、李殿元、段渝主編：《三星堆文化》，頁 255。 
257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1357。 
258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鼎文書局 ，1975 年），頁 1645。 
259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445。 
260

 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四川大學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65。 
261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446。 
262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頁 115。 
263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慶出版社，1998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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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三點敘述，小結如下： 

（一） 時間因素——時間杜宇神話並非憑空杜造，是有史實依據的。依此角度

來看，可視為一段歷史神話。它反映出杜宇王朝建立到統一，王朝的稱霸

到鼎盛，最後被開明王朝取而代之的過程。神話是化妝的歷史，即便神異

情節的部分，令人質疑其真實性，然而從杜宇到開明王朝這一段歷史記憶

儲存在此神話中是顯而易見的。正如王明珂所言，神異的部分乃是蜀先民

遺忘該文化代表的古文明，故將之「神話化」。但所反映的時間，尤其是

魚鳧到杜宇，杜宇至開明王朝的時間順序是清晰存在的，不容錯紊。 

（二） 空間因素——杜宇神話中由鼈靈治水情節而延伸而出的鼈靈神話，其英

雄神話的色彩甚為濃厚。蜀地的洪水問題，反映出蜀先民所處自然環境的

惡劣，亦如許多民族洪水神話原型所呈現的「集體潛意識」表徵，也是長

江沿岸先民在歷史洪流中不斷面對的生活威脅之具體呈現。鼈靈治水的成

功，正凸顯了蜀民內心長久的渴望，他們渴望一個英雄人物的出現可以帶

領他們突破環境的困厄，使生活獲得更大的改善。證之蜀地歷史與傳說，

治水英雄不斷地出現，鼈靈、李冰父子、文翁等不斷重複的英雄形象，不

僅反映出當地人民的心理願望，也反映這樣地理環境所孕育而出的積極、

無畏且勇於克服困難的民族精神。 

（三） 人文因素——杜宇神話反映出古蜀在西周至春秋時期已發展而成的農

業型態，證明了「神話是人類社會經驗的反射」
264

，亦是一種社會生活的

投影。蜀地的地理優勢提供農業生產有利的因素，加上杜宇時代極力地推

廣，教民務農，使得成都平原很早便成為水稻栽培的中心。因此農業的發

展成了杜宇神話形成的人文背景，杜宇王得以奠定其「農神」的形象。 

 

 

第二節 杜宇神話中的鳥崇拜 

 

杜宇神話中最為動人之處，亦即在唐宋後廣為文人接受且大量用典的「望帝

化鳥」之說，其中人鳥異變情節正符合變形神話的內容。探討變形神話不容忽略

                                                      
264

 恩格斯．希特勒說：「在神話和思維的想像中，我們不可能與個人的自述相遇，神話是人類社會經驗的

反射。」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年），頁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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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圖騰崇拜的觀念。樂衡軍先生在〈中國原始變形神話探析〉一文曾指出： 

 

變形神話的動機，絕大多數需要用原始信仰來解析說明的。首先最顯著也

最重要的，就是圖騰信仰。圖騰信仰認為一個人生命既出自於他所屬的圖

騰物，所以一方面他秉有這圖騰物的特性，一方面他生自圖騰，那麼他的

死亡，是又回歸他的圖騰物去。
265
 

 

樂衡軍揭示了變形神話與圖騰信仰的關係，然而「圖騰」意義究竟為何呢？「圖

騰」（Totem）一詞原屬於美洲印地安阿吉布洼人（Ojibwas）的方言，意為「他

的親族 」。處在氏族社會時代的原始人，以一定的動物、植物或無生物等做為氏

族組織的名號，此物即被奉為氏族的圖騰。
266

因此每個氏族對自己的圖騰物都有

一定的血緣傳說和崇拜儀式。英國民族學家弗雷澤（J.G.Frazer）曾給圖騰崇拜下

了個定義 ：「圖騰崇拜是半社會半迷信的一種制度」，氏族每一成員都認為自己

與共同尊崇的圖騰物存在著血緣親屬關係，每一成員都以不危害圖騰的方式來表

示對其尊敬，且同氏族的每一成員不得相互通婚。
267

俄人海通在其《圖騰崇拜》

一書中也綜合各家之說下了一完整的結論：  

 

圖騰崇拜是初生氏族的宗教，它表現在相信氏族起源於一個神幻的祖

先 —— 半人半獸、半人半植物或無生物，或具有化身能力的人、動物

或植物。氏族以圖騰動物、植物或無生物命名，相信圖騰能夠化身為氏

族成員或者相反。氏族成員以各種形式表示對圖騰的崇敬，對圖騰動物

和植物等實行部分或完全的禁忌。
268
 

 

他更進一步推論圖騰崇拜發生的原因，乃源自於原始人對大自然變化的軟弱無

力，對自然規律的無知和恐懼，進而引起對現實世界的虛幻反映。他們把自然

界中的存在物想像成人，也把人所特有的性質和人類社會的關係轉嫁到自然力

和自然現象之中。如此，自然現象化身為人的觀念便產生了。基於人對自然力

                                                      
265

 樂衡軍：〈中國原始變形神話探析〉，收入古添洪、陳慧樺所編之《從比較神話到文學》，（東大圖書公司，

1988 年），頁 159。 
266

 楊和森《圖騰層次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 
267

   原文出自弗雷澤（1854—1941）《家庭和氏族的起源》。此處轉引自（蘇）海通著、何星亮譯：《圖騰

崇拜》，（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3 年），頁 2。 
268

 （蘇）海通著、何星亮譯：《圖騰崇拜》，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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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懼無能，氏族中累積幾代人經驗知識的老年人為了鼓勵年輕人和自然作鬥

爭，便利用各種習俗和儀式宣稱傳說中的始祖可以影響自然力，讓年輕人相信

祖先會幫助他們，祖先為了拯救自己的血緣親屬群體擺脫死亡的威嚇，會親自

化身為某種動物或植物。 

為了使祖先具有超自然的特性，人們把祖先描繪成具有能夠化身為動物、植

物、自然力的能力。因此，人們把祖先想像成時而是人，時而是動物，時而是自

然界中的無生物。半人半獸的圖騰祖先觀念就是這樣產生和發展的。
269

  

大陸學者何星亮在其專著《中國圖騰文化》提到圖騰文化發展依時間先後

可分三層次： 

第一層、圖騰的親屬觀念：圖騰是作為親屬的某種意象。它的原始本義，源

於ototeman一詞，即「我的親屬」，就是把圖騰當作父母、祖父母

或兄弟等血緣親屬。 

第二層、圖騰祖先觀念：圖騰是作為祖先的某種物象。此即前一含義的發展，

由圖騰親屬關係進而有圖騰祖先觀念，進而發展出本群體起源於某

一物的圖騰神話。 

第三層、圖騰神觀念：圖騰是作為保護神的某種物象。這是圖騰文化晚期產

生的，原有的圖騰祖先便升格為氏族或部落的保護神。
270 

誠然，圖騰依時間先後在部族中分別扮演「親屬—祖先—神」的角色。在這個角

色的基礎上，圖騰進而成為一種集體標誌，它令全氏族成員對團體有著強烈的認

同與休戚與共的一體感，不必依靠武力與法律而能維持氏族組織的存在，形成了

共同習俗，甚至合力抵禦外患，這種現象便是「圖騰崇拜」。
271

非常奇特的，圖

騰變成凝聚團體的一股無形力量，在初民的心裡，其功能甚至在法令與武力之

上，正如弗洛依德所言圖騰是「人類最古老的無形法律，它的存在通常認為遠比

神的觀念或任何宗教信仰的產生還要早。」
272

對群體而言，這個標誌漸而融入整

個社會的生活模式中，變成一種文化、一種信仰。因此何星亮指出：「圖騰文化

是人類早期的混沌未分的一種文化現象，圖騰文化既是宗教文化，也是社會文

化。」
273

 

                                                      
269

 同上註，頁 216~226。 
270

  何星亮：《中國圖騰文化》第三章「圖騰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頁 55~90。 
271

 （英）拉德克里夫．布朗著，潘蛟、王賢海、劉文遠、知寒譯：《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圖騰的社會

學理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36。 
272

 （奧）弗洛依德著、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32。 
273

 何星亮：《中國圖騰文化》第三章「圖騰觀念」，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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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圖騰信仰明顯的遺存在神話和儀式中，然而隨著神話思維的發展

和變異，這個集體標誌和非人的圖騰會逐步讓位給某位神話人物，神話人物進而

居於首位，自己變成了圖騰物。
274

在中國神話裡，有許多這樣的例子，氏族的始

祖或傑出的領導者與氏族圖騰混同、轉化，甚至死後回歸為氏族圖騰，如顓頊、

鯀禹均是，他們因此被賦予神聖的地位，變成了氏族神。 

    然而圖騰崇拜的觀念是否全然適用於所有神話的解讀上，卻曾引起一番討

論，李學勤先生曾說：「圖騰說是由西方學者創始的。怎樣對待這一理論，如何

以之與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相結合，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275

鍾師宗憲亦談及：

「圖騰理論在現代學術的運用上，還有很大的思考空間，如果只是全然排斥或全

盤接受，都應該是比較偏執而不客觀的態度。」
276

畢竟從神話的文字內容中無法

考察是否存在崇拜儀式或隱藏某種部落禁忌，貿然以「圖騰崇拜」詮釋之，確有

爭議。另外，何星亮曾指出：「圖騰崇拜是與狩獵、採集生活相適應的宗教形式，

它產生於舊石器中期，繁榮於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則逐漸演變。」
277

潘嘯

龍先生亦曾說：「圖騰崇拜只是初民在原始狀態下的觀念、習俗、制度，而春秋、

戰國時代，人們早已大踏步走出圖騰崇拜時期，進入理性覺醒『輝煌日出』的文

明發展新時代。」
278

若依前文提及杜宇時代約相當西周至春秋時期，此時應已走

出了圖騰崇拜時期。然而圖騰崇拜對後來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有著深遠的影響

是不容懷疑的，是以本節對杜宇神話中變形觀念，以「鳥崇拜」觀點探討之，其

範圍將更廣泛，而不受限於圖騰崇拜爭議的問題上。 

 

一、古蜀的鳥崇拜 

古蜀五祖中的柏灌、魚鳧、杜宇，有學者認為都是鳥崇拜的部落。先談到柏

灌，孫華說： 

 

柏灌族，其名稱無疑也與鳥有關。 柏灌，古籍中或寫作「柏濩」、「柏雍」，

但無論是寫作「灌」，還是寫作「濩 」、「雍」三字，都從「隹」，以隹為

                                                      
274

 （法）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of Religious Life），芮傳明、趙學元譯，（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1992 年），頁 114 ~115。 
275

 李學勤：〈《圖說中國圖騰》序〉，輯入王大有、王双有《圖說中國圖騰》，（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年），頁 14。 
276

 鍾宗憲：《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洪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頁 299。 
277

 何星亮：《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上海：三聯出版社，1992 年），頁 17。 
278

 潘嘯龍：〈評楚辭研究中的圖騰說〉，（《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 01 期），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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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顯而易見 —— 柏灌族應是一個以鳥為族名的古族。
279
 

 

考之《山海經‧南山經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

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280

郭璞注：「灌灌，或作濩濩。」龍騰更依此推論，

柏灌族原為山東東夷鳥圖騰部族的一支。後遷居山西，再遷陝西，又進入川北，後

入蜀，驅逐蠶叢氏，取得統治的地位。
281

 

柏灌氏之後，魚鳧開始建都據說在瞿上，後來遷都到郫，最後在湔山打獵時得

道成了仙。魚鳧即水鳥鸕鶿，俗稱魚鷹，四川叫魚老鴉，棲於水邊，長嘴，尖喙，

善捕魚。1986 年，四川三星堆文化遺址中，出土陶器中有好多魚鷹頭像，不少學

者都認為三星堆遺址應該就是古代魚鳧國的都城。
282

 可見魚鳧族以善捕魚的鳥為其

崇拜物，我們才會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看到魚鳧族「化民復出」的遺物。魚鳧國約在

商中期，步入輝煌鼎盛的階段，建築城市，鑄造大型的青銅器、精美的玉石器，並

與中原文化有了交流，到了商中期偏晚，國滅，一部分遺族北上寶雞，建立弓魚國，

後漸被中原文化所融化。
283

 

鳥崇拜最明顯的非杜宇部族莫屬了，杜宇既「從天墮」，死後又化為鵑鳥，更

加證明蜀人對鳥的崇拜已到了極高的程度。王孝廉先生很早就指出「古代中國人有

人死了之後，魂魄化為鳥的原始信仰」，他進而指出： 

 

望帝和鼈靈的神話，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神話的流動變化的情形以及與水的密

切關係……其成立是由治水、魂魄化鳥加上望鄉思想而成的。
284
 

 

魂魄化鳥本就存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話裡，王孝廉指出望帝神話反映了這一普遍的原

始信仰，也作為部分學者認為蜀族也是東夷鳥圖騰的文化圈之一的有利佐證。何星

亮曾說：「在圖騰文化中，存在人與圖騰相互轉化的信仰，又稱圖騰化身信仰。」
285

科斯文也說：「死亡就是人返回於自己的氏族圖騰。」
286

浦忠成採樂衡軍之說，亦言

「圖騰變形」，即圖騰物變化為人，或是人變化成為圖騰物。
287

依此觀點來看，杜宇

                                                      
279

 孫華：〈蜀人淵源考〉，（《四川文物》，1990 年第 5 期），頁 15。 
280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6。 
281

 龍騰：〈蒲江新出土巴蜀圖語印章探索〉，（《四川文物》，1999 年第 6 期），頁 7。 
282

 袁廷棟：《巴蜀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1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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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倫：〈古蜀國魚鳧世鉤沈〉，（《四川文物》，1998 年第 3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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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孝廉：《花與花神》，（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3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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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星亮：《中國圖騰文化》第三章「圖騰觀念」，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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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文著、張錫彤譯：《原始文化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年），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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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忠成：〈神話之變形〉，（《花蓮師院學報》第 5 期，1995 年 6 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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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的確反映出鳥圖騰文化的遺留，杜宇時代的古蜀先民仍存在對鳥的崇拜現象，

是以人民認為杜宇的英雄神形象死後化成崇拜物（子規鳥），並升格為農神的形象。

此正符合何星亮所言：「萬物有靈觀念產生以後，圖騰才被逐漸神化，成為氏族、

部落的保護神，或演化為地域保護神。」
288

杜宇的農神神格，便是蜀地保護神的形

象。 

古蜀鳥崇拜的現象還反映在出土文物中，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

中，有許多神奇的青銅鳥造型。其中有類似於青銅神樹上太陽神鳥型態立於花蕾之

上的羽冠銅鳥（圖四），有立於銅座之上昂首揚羽的銅鳥（圖五），有長著方形冠羽

和啄木鳥式尖喙的銅鳥（圖六），有鷹首狀銳目勾狀利喙的鳥頭（圖七）和鷹頭狀

銅鈴，有生動逼真的銅雞（圖八），還有立於樹枝花果之上的人面鳥身像（圖九）。

另外，銅尊和銅罍上還有銅鳥型紋飾（圖十與圖十一）。
289

這些都反映出蜀人的鳥崇

拜現象。因此，從柏灌、魚鳧到杜宇的鳥崇拜一直存在蜀地，直到開明氏族才有了

重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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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星亮：《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頁 17。 
289

 黃劍華：《古蜀的輝煌——三星堆文化與古蜀文明的遐想》，（巴蜀書社，2002 年），頁 155。 

圖四  

銅樹上的太陽神鳥 

圖五   

昂首揚羽的銅鳥 

圖六   

方形冠羽和啄木鳥式尖

喙的銅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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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至圖十一來源：三星堆博物館http://www.sxd.cn） 

 

至於三星堆遺址反映的時代問題，大陸學者研究普遍認為多是魚鳧時代的遺

址居多，也有學者深入探討，將三星堆遺址分四期，第一期大致為柏灌時代，二、

三期當為魚鳧時代，第四期則較接近杜宇時代。尤其在一號坑出土的金杖上面平雕

紋飾圖案中，在魚的頭部和鳥的頸部上壓著一支箭，似乎表示鳥駝負著被箭射中的

魚飛翔而來（圖十二），一般多將此圖指向蜀王魚鳧。
290

故對魚鳧王的鳥崇拜信仰深

信不疑。 

 

 

                                                      
290

 黃劍華：《古蜀的輝煌——三星堆文化與古蜀文明的遐想》，頁 155。 

圖七  鷹首狀鳥頭 

圖八  生動逼真的銅雞 

圖九  人面鳥身像 
圖十  銅尊 

圖十一  銅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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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來源：三星堆博物館http://www.sxd.cn） 

 

也有學者認為杜宇王其實與鳥崇拜沒有關係，因為在歷史記載中，杜宇建國

到統治都沒有說到與鳥有關之事，認為杜宇化為子規鳥的是古蜀先民，所以是蜀民

將自己原有的鳥崇拜與對杜宇王的崇敬結合為一。然而伯灌、魚鳧亦只是在命名上

與鳥有關，亦無相關典籍記載鳥崇拜之事，又何以斷定鳥崇拜存在杜宇以前之蜀

地，不存在杜宇王朝呢？更何況杜宇即杜鵑鳥，在蜀中早是廣為人知的事，只是我

們無從推斷此異名存在杜宇神話流傳之前或之後。筆者認為，若以變形神話與圖騰

崇拜到動物崇拜的關係演變來看，杜宇神話「望帝化鳥」揭示當時的鳥崇拜現象是

相當明顯的。 

 

二、鳥崇拜與太陽崇拜 

    在世界各民族裡，鳥與太陽有著不可分的奇妙關聯，如埃及人和波斯人都以鷹

做為太陽神的象徵，馬雅印第安人則與中國類似，傳說日神是烏鴉變的。
291

鳥與太

陽的連結，可以視為一種集體潛意識的表徵。何星亮指出「日與鳥合而為一，或把

鳥作為太陽的象徵，正是圖騰崇拜與自然崇拜相互整合的結果。」
292

 

許多學者因此揣測古蜀的鳥崇拜與東夷的太陽崇拜有著十分深刻的關係，鳥

在遠古被看做日月星辰的精魂，《山海經．大荒東經》載：「湯谷上有扶木，一日

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293

《淮南子．精神篇》說：「日中有踆鳥」
294

，郭

璞注解：「中有三足烏」，都將太陽與鳥合而為一，認為太陽是金烏的化身，是會

飛翔的神鳥。在《山海經》中，十日是帝俊和羲和所生。帝俊是東方的天帝，有

                                                      
291

 何星亮：《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頁 165。 
292

 何星亮：《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頁 166。 
293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55。 
294

 （漢）劉安著、高誘註：《淮南鴻烈解》，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848 冊，頁 575。 

圖十二  

金杖上的太陽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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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妻子、許多後裔，例如〈大荒東經〉還有「帝俊生中容」
295

、「帝俊生帝鴻」

296
、「帝俊生黑齒」

297
，〈大荒南經〉有「帝俊生季釐」

298
，〈大荒西經〉有「帝俊

生后稷」
299

，〈海內經〉有「帝俊生禺號」
300

、「帝俊生晏龍」
301

，而這些後裔大都

有「使四鳥」的記述，「四鳥」多標示為「豹、虎、熊、羆」。袁珂認為這是玄鳥

（燕子）化身的帝俊收服了豹、虎、熊、羆四獸，「使四鳥」標誌其子孫尚有收

服四獸的能力。
302 

徐旭生則推斷豹、虎、熊、羆這「四鳥」或許是帝俊氏族所征

服的四支氏族的圖騰，稱「四鳥」而不稱「四獸」，或者是因為這些獸形都帶有

翅膀。
303

〈大荒西經〉又說：「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惟帝俊下友。帝下兩壇，

采鳥是司。」
304

，所謂采鳥，據〈大荒西經〉：「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305
看來，帝俊與鳥崇拜有著極大的關係。帝俊的「夋」字，在甲骨文中是一鳥頭

人身的象形字，以帝俊為主的東方神系應是鳥崇拜信仰。何新在《諸神的起源》

中，也肯定帝俊為東方帝嚳族的太陽神，以鳳鳥為太陽神的象徵。
306

 

帝嚳就是帝俊。王國維考證卜辭中的「高祖夔」，他說： 

 

夔必為殷先祖之最顯赫者，以聲類求之，蓋即帝嚳也。……郭璞以帝俊

為帝舜，不如皇甫以俊為帝嚳名當矣。
307
 

 

「皇甫以俊為帝嚳」指《帝王世紀》：「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見，生而神

異，自言其名曰俊。」
308

袁珂亦持此說，認為帝嚳是帝俊歷史化後的面貌，多以

人間的帝王形象出現。
309

 

從《世本》：「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無姓，相承云黃帝後。」和《華陽

                                                      
295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44。 
296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47。 
297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48。 
298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71。 
299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92。 
300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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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468。 
302

 袁珂：《古神話選釋》，頁 202。 
303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里仁書局，1999 年），頁 70~80。 
304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55。 
305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96。 
306

 何新：《諸神的起源》，（木鐸出版社，1987 年 6 月初版），頁 42。 
307

 王國維：《觀堂集林》（二），（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412~413。 
308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收入錢熙祚、嚴一萍輯《指海叢書》第三函，（藝文出版社，1967 年）頁

11。 
309

 袁珂：《古神話選釋》，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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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志》：「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

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看來，蜀為帝嚳的支庶，應當是東方太

陽神（鳥崇拜）的一支。再從古蜀柏灌、魚鳧到杜宇的鳥崇拜現象更可得到映

證。而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樹（同圖四），分三層的樹枝上共棲息九隻鳥，

與「海外東經」中「九日居下枝」相似，神樹的頂部雖斷裂，但一般猜測應有

一隻「一日居上枝」的神鳥。而且這九隻神鳥都長著鷹喙和杜鵑的身子，這種

複合特徵的神鳥造型
310

，是融合東方帝嚳族太陽崇拜與蜀地鳥崇拜的特殊形象，

與漢代畫像圖中的鳥型是不一樣的。 

此外，三星堆出土的還有許多與太陽崇拜有關的圖案與器物，如青銅太陽

形器（圖十三）、圓日形狀的青銅菱形眼形器（圖十四）、有圓日圖像的青銅圓形

掛飾、青銅神殿四面坡狀屋蓋上的圓日圖像紋飾、人面鳥身像胸前的圓日圖像（圖

十五）、金杖上面圓臉戴冠呈歡笑狀的太陽神形象（圖十六）等，都反映在殷商

時期的古蜀王國太陽崇拜祭祀活動的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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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劍華：《古蜀的輝煌——三星堆文化與古蜀文明的遐想》，頁 142。 

圖十三  青銅太陽神器 圖十四  青銅菱形眼形器 

圖十五  

人面鳥身像胸前的圓日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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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至圖十六來源：三星堆博物館http://www.sxd.cn） 

 

金沙遺址中出土的一件太陽神鳥金箔飾（圖十七），尤能反映古蜀的神鳥崇

拜。這件金箔飾為圓形，內有鏤空圖案，圖案分為內外兩層，內層圖案為一鏤空

的圓圈，周圍有十二道等距離分布的狀弧形旋轉芒，呈順時針旋轉的齒輪狀排

列。外層圖案是四隻逆向飛行的神鳥，引頸伸腿，展翅飛翔，首足前後相接，圍

繞在內層圖案周圍，均勻排列對稱。整幅圖案好像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陽，四隻飛

行的神鳥像是金鳥駝日遨翔宇宙的樣子。
311

此無疑又是古蜀的太陽崇拜與鳥崇拜

一脈相承的明證。 

 

 

 

 

 

 

 

 

 

 

 

（來源：http://big5.ce.cn/culture/archeology/200803/31/t20080331_15010397.shtml） 

                                                      
311

 黃劍華：〈太陽神鳥的絕唱——金沙遺址出土太陽神鳥金箔飾探析〉，（《社會科學研究》，2004

年第 1 期），頁 130。。。。 

圖十七  太陽神鳥金箔飾 

 

圖十六 金杖上面圓臉戴冠呈歡笑狀的太陽神形象圓臉戴冠呈歡笑狀的太陽神形象圓臉戴冠呈歡笑狀的太陽神形象圓臉戴冠呈歡笑狀的太陽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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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古蜀的太陽崇拜在其精神觀念中佔有相當特殊的地位，而與東

方帝俊為主的太陽崇拜存在著密切的關係，進而影響到古蜀崇鳥觀念。或為先

後起源，或為相互交融，進而發展出一套古蜀獨特的信仰。 

 

 

第三節 杜宇神話中的農神信仰 

 

    杜宇神話中杜宇「教民務農」到死後化為杜鵑鳥，及後世被奉為農神，這

不是巧合，凡是鳥崇拜的民族，都知道日、鳥與農業存在著相當深厚的關聯性。

陳勤建在《中國鳥信仰：關於鳥化宇宙觀的思考》一書中，對中國吳越一帶鳥信

仰文化作深入的考察，發現吳越先民從鳥類食用生稻的生物習性中，啟迪自己對

野生稻穀的食用和栽培，於是萌生了鳥信仰。他說：「人、稻、鳥三者的特殊關

聯，為我們清晰勾勒出古吳越地區初民在朦朧混沌中滋生鳥信仰文化的輪廓。」

312
不僅吳越，鳥與農業密不可分的關係廣布在中國，甚至世界各地。下文先探討

鳥與農神的關係，再綰合農神與蜀地的特殊關係，從而探詢杜宇神話中的農神信

仰。 

 

一、 鳥與農神 

在神話裡，不僅太陽崇拜與鳥崇拜有著直接的關係，伴隨著鳥崇拜出現的通

常還有農神信仰。此或由於候鳥的來去常和農業社會播種收割時令相合，候鳥的

到來代表一年的播種即將開始，候鳥的離去似乎也象徵著一年的收成與休耕；或

由於神話的原型往往將故事神秘地加入到循環時間的時間中，企圖通過化入大自

然週而復始的神秘循環節奏，使人物獲得一種永生
313

。於是候鳥的春來秋去常與

季節循環互為表裡，在古代農業社會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徐日輝說：「以候鳥

作為圖騰是農業民族的象徵」
314

，正說明了此一文化特色。 

在東南亞各民族的神話中，也印證了此說。日本大林太郎在《稻作神話》一

書中指出日本、朝鮮、東南亞都將鳥類視為當地的穀物神，是某種鳥突然自天而

降，將最初的穀物賜予人類，或是天上的神命令鳥類將穀物銜來，於是這些神或

                                                      
312 

陳勤建：《中國鳥信仰：關於鳥化宇宙觀的思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2。 
313

 葉舒憲：《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9。 
314

 徐日輝：〈論秦與大地灣農業文化的關係〉，（《農業考古》，1998 年第 1 期），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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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就成了各地的穀神（農神）。
315

在中國，亦不乏此類神話傳說。相傳布穀鳥

是炎帝神農女兒所變，每年春夏，來督促人們不忘農時，所以又名催耕鳥；也有

說布穀鳥是玉帝派來銜穀種給炎帝神農的神鳥，因助農有功，遂留在人間，每到

耕作時，叫著「布穀、布穀」，提醒人們及時耕種。
316

晉代王嘉《拾遺記》卷一

即載： 

 

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

317
 

丹雀銜九穗禾來，於是誕生了農業，此亦是鳥與農業有關的神話。《越絕書》亦

有「鳥田」的相關傳說，〈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載： 

 

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産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

糞桑麻，播種五榖，必以手足。大越海濵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

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無以報民功，

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

有因矣。
318
 

 

此可與王充《論衡》的「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
319

和《水

經注》的「昔大禹卽位十年，東巡狩，崩於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

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320

相提並論，此又為鳥與農業息息相關之一例。雖然陳勤

建認為「象耕鳥田」不是蒼天派遣鳥獸對聖人報佑，而是天時、地利，植物、鳥

獸自然和諧生活習性的融合情景。所謂「鳥田」是「覓食的鳥類，特別是候鳥季

節性的在田中捉蟲、啄草根，起了滅蟲害、疏鬆土壤的效果，從而為稻穀的播種

打下了基礎。」
321

但是人是在鳥類的啟迪下找到了稻種，在栽培水稻的過程中又

仰仗鳥類的庇護，於是在崇鳥信仰的民族中，鳥既成了送穀神，又是稻穀的守護

神。 

                                                      
315

 大林太良：《稻作神話》，（弘文堂，1973 年），頁 193。 
316

 鍾宗憲：《炎帝神農的神話傳說與信仰》，（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頁 143。 
317 

（晉）王嘉：《拾遺記》，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1042 冊，頁 314。 
318

 （漢）袁康：《越絕書》卷八，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463 冊，頁 103。 
319

 （漢）王充：《論衡》〈書虛篇〉，（世界書局，1962 年），頁 37。 
320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卷四十，頁 697。 
321

 陳勤建：《中國鳥信仰：關於鳥化宇宙觀的思考》，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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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為穀神的高唐神女也有化身為鳥的傳說
322

，宋代無名氏《奚囊橘柚》

記載：  

 

袁伯文七月六日過高唐遇雨，宿於山家。夜夢神女甚都，自稱神女。伯文

欲留之，神女曰：「明日當為織女造橋，違命之辱。」伯文驚覺，天已辨

色，啟窗視之，有群鵲東飛。有一稍小者從窗中飛去。是以名鵲為神女也。

323
 

 

此則故事雖是後代傳說，但仍保存著高唐神女化身為鳥鵲的原型。高唐神女本為

炎帝女兒，另外一個也稱為炎帝女兒的「帝女桑」亦有化鳥的傳說，《太平御覽》

卷九二一引《廣異記》云： 

 

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崿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或作白鵲，

或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帝女桑，

今人至十五日焚鵲巢作灰汁，欲蠶子招絲，像此也。324 

 

「或作白鵲」的帝女桑也和農業有關，劉枝萬指出「焚鵲巢作灰汁」是以火耕焚

林作灰肥的原始農耕法，
325

故帝女桑傳說反映了農村經濟的兩大支柱——重穀與

養蠶。炎帝神農本是農業之神，其女為農神、穀神、帝女桑的傳說本就順理成章。

如此看來，農業社會的神鳥崇拜與農神信仰結合為一，農神身份與鳥相互轉化自

然成為神話故事的母題。 

 

二、 后稷與蜀地 

在古蜀，農神信仰不僅與太陽神鳥有著密切關係，十分巧合的是，農神后稷

來歷與歸葬也與蜀地有著極深的淵源。關於后稷的來歷，《山海經‧大荒西經》

載： 

 

                                                      
322

 魯師瑞菁：《〈高唐賦〉的民俗神話底蘊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年），頁

141。 
323

 （元）陶宗羲：《說郛》卷三十一下，，，，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877 冊，頁 688。 
324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九二一引《廣異記》，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901 冊，頁 239。 
325

 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第五章〈中國稻米信仰緒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二，

1974 年），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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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

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326 

 

〈海內經 〉亦載：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

百穀。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為國。禹鯀是始布土，

均定九州。 
327 

 

此兩則同樣談到后稷「降以百穀」、「是播百穀」的農神形象，且為為帝俊之後，

其後人叔均亦致力於推廣農耕。而后稷的真實身份，《史記‧周本紀》及《詩經‧

大雅》均認為是周的始祖棄。其文記載如下： 

 

周后稷名棄，其母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棄為兒時，仡如

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利，

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

稷，別姓姬氏。
328

（《史記‧周本紀》） 

 

(后稷)誕實匐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

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裦。實

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

是負，以歸肇祀。
329（〈大雅‧生民〉） 

 

兩書均指出后稷即棄，從小喜歡種樹麻菽，長大後更好尋求適宜農耕的土地，教

民耕作，生而有「農神」的性格。而農神后稷出於東方帝俊神系，同為太陽神鳥

                                                      
326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92、393。  
327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469。 
328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64。 
329 余培林：《詩經正詁》，（三民書局，1995 年），頁 3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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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一員，實與古蜀的的鳥崇拜同出一源，兩者均源出帝俊。 

再看到后稷的歸葬，〈海內經〉載： 

 

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

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獸實華，草木所聚。
330 

 

此則將后稷墓地所在地描繪成一人間樂國，靈秀聖地，彷彿仙境般神秘且富詩意。

「都廣之野」，袁珂認為「都廣」就是「廣都」，也就是成都平原的中心，蒙文通

亦持此說。
331

因為農神后稷葬於成都平原，於是「百穀自生，冬夏播琴」，事實也

證明早在商周之際，成都平原就是栽培水稻中心。神話中的理想與當地的客觀事

實不謀而合。如此，蜀、鳥崇拜與農神信仰便呈現出同一脈絡，無法分割。 

 

三、 杜宇神話與農神 

深具蜀地色彩的杜宇神話當能反映當地客觀事實與文化信仰，上節既已明

瞭杜宇神話中的鳥崇拜，接著不容忽視的則是此則神話中的農神信仰。從《華陽

國志》首揭杜宇「教民務農」的身份後，又提到「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

揭示了他的農神地位。唐盧求《成都記》提及「（望帝）好稼穡」，南宋羅願《爾

雅翼》釋「子巂」時提到「農家候之」，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釋「杜鵑」時

說到「田家候之，以興農事」。自古以來，杜宇、杜鵑鳥與農神遂劃上等號，不

可分割。 

杜宇農神的地位在民俗中更是大放異彩的，舊時成都平原農民都祀杜宇王

為農神，或稱「川主」，每到春耕時節，要先祭祀杜宇王，然後才開始耕作。民

間傳說中更見其「農神」的本色，在四川成都市金牛區流傳的「杜鵑聲聲春啼血」

的故事，提到杜宇如何教民耕作，臨死前喃喃自語「該插秧了」，化為鳥後叫著

「桂規陽」，催促人們該耕作了。
332

袁珂《古神話選釋》中的龍妹與獵人杜宇的

故事，也是在死後化為鳥以叫聲提醒人們插秧的時間到了。
333

這類以勸農為主的

杜宇民間傳說明顯的加入「催耕」的主題，使杜宇死後化身為農神，深受當地農

民的崇敬。這也反映了民間文學的變異過程中往往視當地人民的需求而變，催耕

                                                      
330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445。 
331

 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65。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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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袁珂：《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8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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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農神色彩正符合農村人民的需求，在原有神話的題材上，參照杜鵑鳥「出

蜀中」的客觀事實，注入農神與鳥的母題，輔以中國神話中后稷予以蜀地的加持，

古蜀、杜宇、杜鵑鳥、農神信仰於是結合為情節豐富、色彩多變的杜宇神話傳說。 

 

 

第四節 杜宇神話中的死而復生 

 

「死而復生」是神話中非常重要的母題，死是生之必要，生是死之結果，透

過死亡的洗禮才有永生的可能，神話才能超脫現實生命的有限，成就無限的永

恆。葉舒憲說： 

 

就人類認識過程而言，對死亡的認識先於對生的認識，後者是以前者為基

礎和前提的。也就是說，死亡意識的發生奠定了人類對生命本質的真正理

解的基礎。
334 

 

所以人是藉由「死」來認識「生」的，認識死亡才能認識生命的安頓，對生命才

有終極的關懷。泰勒指出： 

 

死亡不是生命的終了，而是達到再生的過渡，在原始宗教原始信仰中常見

的是靈魂轉生的信仰，死去的靈魂轉化為人、動物或者植物，而使原來的

生命得以繼續。
335
 

 

王孝廉亦說： 

 

藉著通過死亡以及原來形體的解消而結束一個俗性時間（現實時間），然

後經過變形而回歸到原始永恆的聖性時間（神話時間）裡去。
336
 

 

正如李師豐楙所言：「只有『非常』的生命才能突破『常』的生命限制，成為人

                                                      
334

 葉舒憲：《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 年），頁 184。 
335

 泰勒著、連樹聲譯：《原始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年），頁 505。 
336

 王孝廉：《神話與小說》，（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6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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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在生、產關係另一種變、化的神話是生命思維。」
337

這個「非常」的生命就是

「死去的靈魂轉化為人、動物或者植物」，以變異的形體復生，才能改變現實的

俗性時間，回歸永恆的聖性時間。這也就是變化神話形成的原因，人死後化為崇

拜（圖騰）物當然是典型死而復生的變化神話。所以圖騰觀念的本質，是生命以

不同形式跨越生死。而這種死後變形的思維，從「生命的時間觀」來看，是一種

「圓形的時間概念」，法國宗教學者耶律亞德曾指出宗教儀式、神話思維中所呈

現的「原型反覆」與「時間再生」的觀念，基本上是一個「回歸」的循環時間概

念，或稱之為「原型回歸」。
338
 

「死而復生」既是一種靈魂轉生的信仰，亦是消解俗性時間，化入永恆聖性

時間之必然過程，即突破「常」進入「非常」的媒介，更可以說是透過時間再生

得以循環永生的「原型回歸」。杜宇神話中杜宇化鳥，前文「杜宇神話中的鳥崇

拜」一節已深入探討其中鳥崇拜的內蘊，若就「死而復生」的觀點來看，此則神

話表現為「杜宇化鳥」與「鼈靈復生」兩個層面，下文分此二層面探討： 

 

一、 杜宇化鳥 

（一）死亡的隱喻 

杜宇死後魂化為杜鵑鳥，便是復生的行為，透過死亡，改變原來形體，每年

農曆二月再度回到蜀地悲鳴。正如所有變形神話一樣，變形復生是為了解決人類

的困境，化解死亡的悲哀，所以卡西勒談到： 

 

即使在最早最低的文明階段中，人就已經發現了一種新的力量，靠著這種

力量他能夠抵抗和破除對死亡的恐懼。他用以與死亡相對抗的東西就是他

對生命的堅固性、生命的不可征服、不可毀滅的統一性的堅定信念。
339
 

 

這種堅定的信念就是堅持認為變形復生正好可以與死亡相抗衡，以靈魂的不可毀

滅，生命流轉的方式化解死亡。從生到死，死而復生，是一個生命流轉的循環，

這一個循環猶如草木榮枯、日升日落、春夏秋冬，是永恆不滅的，因此他們認為

只有加入循環時間裡，化入週而復始的循環節奏，才能跳脫現實時間，返回永生

                                                      
337

 李師豐楙：〈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非常」觀點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

1994 年 3 月），頁 294。 
338

 鍾師宗憲整理耶律亞德之「原型回歸」概念，見《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頁 287。耶律亞德著、楊儒

賓譯：《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47～79。 
339

 恩斯特．卡西勒著、甘陽譯：《人論》，（桂冠出版社，1994 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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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樂園。這便形成一個「圓形」的循環，時間因圓形的運轉而具有不變的永恆。

葉舒憲談到太陽也是源於此種思維，他說： 

 

人與太陽的結合，不是為了必死，而是為了永生。太陽雖然每天沈下西天，

但次日便從東方誕生，這種永恆的循環在原始心理便理解為不死或再生的

象徵，理解為超自然的生命。太陽崇拜這種古老的宗教形式便在各民族中

普遍發生了。
340
 

 

鳥象徵太陽，太陽象徵不死與再生，於是鳥也象徵不死與永生。尤其杜鵑鳥每年

二月必回到蜀地的循環，便象徵一個時間的「圓形」，透過時間的圓形，象徵的

是生命的永恆，是杜宇生命的代代流傳，無窮無盡。 

    日升前有黑夜，春來前必經寒冬，猶如死亡是人類必須的過程，也是為了恢

復重生而做的準備。耶律亞德指出這就好比月亮再生前必有三夜的黑漆，個體與

人類的死亡都是重生所必需的，且生命必須重返未出生前的太初渾沌，才能完成

循環之再現。一切事物必須在起點處才能從頭開始，這種循環的結構顯示了一種

不為時間與變化所影響的存有論。
341

也因此，神話中杜宇必須死亡，才能化入循

環的時間，成為永恆。 

 

（二）變形的隱喻 

    變形就是一種復生的行為，代表生命的轉折，轉折帶來突破，具有超越的精

神意義。人類恐懼死亡的本能，藉由這種方式來解決，於是變形提供神話一套對

於生命轉換的思考方向。卡希勒說： 

 

原始人絕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經驗區別的能力，但是在他關於自然與生命的

概念中，所有這些區別都被一種更強烈的情感淹沒了：他深深地相信，有

一種基本的不可磨滅的生命一體化溝通了多種多樣形形色色的個別生命

形式。
342
 

 

                                                      
340

 葉舒憲：〈英雄與太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型結構〉，（《民間文學論壇》，1986 年第 1 期），頁

39。 
341 

耶律亞德著、楊儒賓譯：《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76~77。 
342

 恩斯特．卡西勒著、甘陽譯：《人論》，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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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原始人認為人、動植物都有著生命和生命的節奏，因此人和萬物均有統一

性的感受。就是這種「生命一體化」的熱情讓人與自然界萬物可以合為一體，變

形於是成為轉換生死的契機。杜宇化為杜鵑鳥，不化為他物，一方面是源於古蜀

從柏灌、魚鳧到杜宇王朝特有的鳥崇拜信仰，二方面也是忠於古籍的記載，如《蜀

王本紀》：「望帝去時，子鵱鳴，故蜀人悲子鵱鳴而思望帝」，杜宇去世時正值杜

鵑鳥鳴叫，於是在古蜀先民「生命一體化」的熱情裡，便合理將杜鵑鳥視為杜宇

王的變形，透過神話中變形的母題，讓人民心中的聖王藉著這種候鳥的時間循

環，每年固定地回到蜀地，如自然遞嬗，永恆不滅。 

透過變形得以復生，但是變形前後的兩個生命必須對同一意念貫徹一致，所

以這種物類變形，只是改變形象，不改變質性。
343

也就是這些人物透過生死流轉，

變形再生後，仍然維持生前意念，甚至更彰顯生前的意志。杜宇神話傳說中，教

民務農的杜宇一心念著農民的生計，於是化為杜鵑鳥催促著「該插秧了」；亡國

後的杜宇，復位不得，化為杜鵑鳥後叫著「不如歸去」；以民心為念的杜宇，得

知鼈靈王的腐敗後，化為杜鵑鳥後叫著「民貴呀」；深愛桂陽妃子的杜宇王，化

為杜鵑鳥後叫著「桂桂陽」。這些形變而質不變的杜宇王，都是透過死亡變形後

貫徹他的意念，使生前無法實現的願望得以完滿圓足。 

   

（三） 啼血的隱喻 

血是紅色的，而紅色在美學心理上，是一種引起興奮的感情性質的積極色

彩，感情的傾向是赤誠、勇敢、活動、熱烈的。
344

在文學作品裡往往是熱情、執

著、希望和生命力的表徵。原始宗教裡，紅色的血是死而復生的象徵，在舊石器

時代晚期的考古中，發現有將赭石塗抹屍體、灑於四周或染紅墓底的行為。馬昌

儀在《中國靈魂信仰》一書提到： 

 

考古學家們指出山頂洞人對於赤鐵礦粉的兩個用途都帶有信仰目的。其

一、用赤礦粉為染料，把石豬、帶孔的牙齒、邊緣鑽孔的鯇魚眼上骨染成

紅色，置於屍體旁邊作為陪葬品，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審美，吸引異性，同

時也藉此表達生者對死者的某種態度、感情和願望。其二、在人骨四周灑

上赤鐵礦粉，把屍體旁邊的土石染成紅色，一方面有驅除野獸的作用，即

                                                      
343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 年），頁 15。 
344

 戴納‧李普斯著、陳永麟譯：《美學概論與藝術哲學》，（台北：正文書局，1971 年），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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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目的；另一方面，這種紅色的物質，可能被認為是血的象徵。人死後

血枯，加上同色物質，希望他們到另外的世界得到永生。
345 

 

明顯地，塗紅色、灑赭石粉的巫術行為，是希望死者重獲新生。紅色的血代表的

是無窮無盡的生命力。人的生命開始，分娩的一刻伴隨著鮮血而來，重生必先回

到起點，形成圓形的時間循環，才得以永恆不滅。血就是重回起點的開始，也就

是永恆回歸的必然媒介。因此，杜鵑啼血的傳說裡，血是象徵重生的開始，是象

徵杜宇王對人民的熱情，是一個英雄帝王的赤誠勇敢與執著不悔的積極精神，是

生命力的無限延續。 

     這個傳說的美麗，除了望帝化鵑的變形回歸之外，還有民間傳說變異而出

的血染杜鵑，使得杜鵑花因此變成紅色，紅色的生命力於是渲染整個春天的蜀

地，這個動物復生的神話於是疊上了植物復生的雙重意蘊。值得一提的是，血染

外物而復生的神話，早在《山海經‧大荒南經》提到楓木的由來，記載：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

桎梏，是為楓木。
346
 

 

郭璞解釋是蚩尤被黃帝所殺，死後血染桎梏，於是化為楓木，楓木才會是紅色的。

紅色的楓木是蚩尤頑強不屈的生命重現，是蚩尤形變質不變，抗爭意志的永恆存

在。血染杜鵑花的杜宇似乎重現這樣的母題，不僅在動物（杜鵑鳥）身上以季節

的流轉化入時間的圓形，更以植物（紅杜鵑）榮枯的流轉化入時間的圓形，以及

血的巫術象徵意蘊，達到永生。 

  

 二、鼈靈復生 

杜宇神話中，鼈靈的來歷一直是這個故事中相當奇特的一個部分，大部分

的古籍都提到他在楚地死後，屍體逆流而上復生，這個原體復生的神話，與神話

中的水死復生有著極為相似的地方。神話中的顓頊和后稷都是入水之後得以復生

的典型。《山海經‧大荒西經》： 

 

                                                      
345

 馬昌儀：《中國靈魂信仰》，（台北：雲龍出版社，1999 年），頁 39。 
346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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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

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347
 

 

這是說顓頊死後入於水中，以魚的型態復生，成為水中神靈。顓頊是楚族先祖，

與來自楚地的鼈靈有地緣關係，加上《呂氏春秋‧古樂》談到：「顓頊生若水」，

李炳海認為若水即雅礱江，在今四川西部，
348

是以顓頊與蜀地的淵源極深。關於

后稷，〈西山經〉： 

 

槐江之山。丘時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泑水……實為帝之平圃，西望大澤，

后稷所潛也。
349
 

 

《淮南子‧墬形篇》作了補充：「后稷壟在建木西。其人死即復蘇，其半魚，在

其間。」
350

此也說明了后稷死後入水中復生，化為半魚的型態，與顓頊十分相似。

且后稷墓地所載的廣都亦在四川，是故這兩個與蜀地淵源極深的神話，一是生於

四川，一是葬於四川，他們的死後都反映出水中轉生的現象。李炳海指出： 

 

巴蜀古族的生死轉換意識貫穿了對於水的崇拜，把水看作生命的媒介。造

成這種文化指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地理環境方面的因素，又與先民

對生命的理解有關。巴蜀古族是在長江流域繁衍發展起來的，那裡江河縱

橫，水系眾多，形成的是水緣文化。巴蜀古族生死轉換的觀念所滲透出的

水崇拜，是水緣文化的產物。
351
 

 

他揭示了巴蜀因為環境因素形成的水緣文化，進而由水崇拜產生水中轉生的特有

觀念。他們把水視為生命的媒介，認為人類由水而生，入水而化，水具有催生和

起死復生的雙重功能。而轉生的對象自然是魚鱉等水族，顓頊和后稷的半魚復生

正是此種思想的表現。《太平廣記》卷四七一〈入化水族〉裡，有一則敘述巴郡

百歲老人頭上生角，入江中變為鯉魚，時而暫還家中；有一則敘青城縣主簿薛尾

                                                      
347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416。 
348

 李炳海：〈巴蜀古族水中轉生觀念及伴生的宗教事象〉，（《世界宗教研究》，1995 年 1 月），頁 121。 
349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45。 
350

 （漢）劉安著、高誘註：《淮南鴻烈解》，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848 冊，頁 550。 

351
 李炳海：〈巴蜀古族水中轉生觀念及伴生的宗教事象〉，，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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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變為鯉魚，因而復生。
352

這兩個巴蜀的傳說同樣反映出水中轉生的思想遺

留。他們以人與動物（水族）的嬗變，陸地到水中的循環過程，以死而復生觀念

將水域視為一長生不老的永生樂園。 

    李炳海進一步以四川巫山境內大溪遺址中的以魚隨葬的習俗、長江三峽的懸

棺葬與船棺葬的近水墓葬習俗作為巴蜀古族水中轉生觀念所派生的宗教事象。
353

誠然，水中轉生觀念是巴蜀古族一個非常特殊的思維邏輯。 

    依此觀點來審視《蜀志》：「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於楚身死，

尸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一段文字便不足為奇了。鼈靈「從井中水」

是自水而生，「尸反泝流」是復生的必要媒介，只有透過水，回到永生樂園的水

域，生命才得以重新開始。名為鼈靈，是他的屍體在水中化為鼈
354

，成了水中精

靈。回到陸地，他還是必須以原體復生的人形才能完成他在人間的使命——治

水。民間傳說「鱉靈與夜合樹」的故事裡，本為團魚的鼈靈，復生人形後，白天

化為團魚入井中治水；「鱉靈的故事」的故事裡，鼈靈被團魚駝走，開始一段歷

劫。這兩個故事還是離不開轉生對象為水族的思維模式。 

另外，同一模式來看杜宇之妻利「從江源井中出」也是合理之至了。一從天

而墜的杜宇，一從井中出的杜宇妻，兩者的結合似乎也象徵天上的永生樂園與水

域永生樂園的交會，人間的衝突讓這個交會重啟永生追尋的母題。 

 

 

茲將上篇「杜宇神話研究」所敘，小結如下： 

一、 古代典籍中的杜宇神話 

杜宇神話從《蜀王本紀》開始，兩漢魏晉有六本輯錄，唐宋有十五本，元明

清則有二十二本，就輯錄較為完整的整理如下表，可看出其先後傳承之梗概： 

 

 

 

 

 

 

                                                      
352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3881。 

353
 李炳海：〈巴蜀古族水中轉生觀念及伴生的宗教事象〉，頁 124~127。 

354
 李炳海：〈巴蜀古族水中轉生觀念及伴生的宗教事象〉，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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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 唐宋 元明清 

《蜀王本紀》 

《說文解字》 

《蜀志》 

《本蜀論》 

《華陽國志》 

《十三州志》 

 

《禽經》 

《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 

《路史》 

《爾雅翼》 

《記纂淵海》 

《古今事文類聚》 

《蜀中廣記》 

《漢唐地理書鈔》 

《說郛》 

《巵林》 

《疑耀》 

《天中記》 

《説畧》 

《山堂肆考》 

《御製淵鑑類函》 

《格致鏡原》 

 

大抵以兩漢魏晉此六書為本，唐宋迄元明清諸本則表現在「杜宇從天墮」、「鼈靈

復生」、「淫其相妻」、「望帝化鳥」、「杜鵑啼血」等重要情節取捨之不同，茲分下

列五點敘之： 

（一） 杜宇從天墮 

作為一個神話，此乃揭示杜宇神性特質的重要部分，自兩漢至元明清輯錄之

書如下表： 

 

兩漢魏晉 唐宋 元明清 

《蜀王本紀》 

 

《禽經》 

《太平御覽》 

《路史》 

《記纂淵海》 

 

《蜀中廣記》 

《蜀典》 

《玉芝堂談薈》 

《巵林》 

《天中記》 

《説畧》 

《山堂肆考》 

《格致鏡原》 

 

可見「杜宇從天墮」最早見於《蜀王本紀》，魏晉諸本未輯錄，至唐宋亦僅《四

本提及，元明清則增至八本。此雖非杜宇神話情節中重要部分，然對民間文學亦

有影響力。 

 

（二） 鼈靈復生 

此情節不僅增加故事的神奇性質，其中亦有其歷史背景與隱含的神話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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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兩漢至元明清輯錄之書如下表： 

 

兩漢魏晉 唐宋 元明清 

《蜀王本紀》  

《蜀志》 

《十三州志》 

《風俗通義》  

 

《禽經》  

《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 

《路史》  

《事物記原》 

《古今事文類聚》 

《蜀中廣記》 

《蜀故》 

《蜀水經》 

《漢唐地理書鈔》 

《說郛》 

《玉芝堂談薈》 

《巵林》 

《疑耀》 

《天中記》 

《説畧》 

《山堂肆考》 

《御製淵鑑類函》 

《格致鏡原》  

 

兩漢魏晉六本中有三本提及此一情節，《風俗通義》雖提及「鼈靈復生」，卻隻字

未提杜宇神話。唐宋有六本提及，元明清則增至十三本，可見在古代典籍中對「鼈

靈復生」情節的共識度較高，其在杜宇神話中的意義自當不容忽視，不僅對民間

文學發展有其影響，亦隱含蜀民深刻的思維模式。 

 

（三） 淫其相妻 

此情節乃故事中較受爭議的部分，直接影響到文學中的含冤意象。自兩漢

至元明清輯錄之書如下表： 

 

兩漢魏晉 唐宋 元明清 

《蜀王本紀》  

《說文》 

 

《太平御覽》 

《證類本草》 

《路史》  

《爾雅翼》 

 

《漢唐地理書鈔》 

《巵林》 

《疑耀》 

《通雅》 

《天中記》 

《説畧》 

《格致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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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蜀王本紀》、《說文》提及後，魏晉沈寂至唐代，宋代才有四本以較中立

角度交代有此一說，元明清二十二本亦僅有七本提及。相較於其他情節，「淫其

相妻」被後世接受的程度是較低的，此無疑增加後世文人將之解讀為「政治迫害」

的可信度。 

 

（四） 望帝化鳥 

此情節乃故事中最富神話特質且最浪漫淒惋的部分，也是其震撼文人內心

深處最關鍵的一幕。自兩漢至元明清輯錄之書如下表： 

 

兩漢魏晉 唐宋 元明清 

《說文》  

《蜀志》 

《十三州志》 

 

十五本中除《證類

本草》外，餘皆輯

錄。 

 

《蜀中廣記》 

《蜀故》 

《漢唐地理書鈔》 

《說郛》 

《巵林》 

《疑耀》 

《通雅》 

《天中記》 

《説畧》 

《山堂肆考》 

《御製淵鑑類函》 

《格致鏡原》 

 

最早《說文》揭示了「化鳥」之說，《蜀志》、《十三州志》繼之，唐宋十五

本中有十四本皆認同，元明清則有十二本提及。可見此說在唐宋時最為流行，是

其得以在唐宋詩詞中大放異彩的關鍵，而其中亦有其歷史背景與神話思維頗值探

討。 

 

（五） 杜鵑啼血 

此情節在古籍中呈現方式並非以情節的發展為之，而是往往在記錄杜宇神話

之後，以並列民間傳聞的方式，說明杜鵑「嘔血」、「夜啼達旦，血漬草木」的特

性。自兩漢至元明清輯錄之書如下表： 

 



108 

 

兩漢魏晉 唐宋 元明清 

《異苑》 《禽經》  

《太平御覽》 

《證類本草》 

《爾雅翼》 

《記纂淵海》  

《古今事文類聚》 

《蜀中廣記》 

《天中記》 

《山堂肆考》 

《御製淵鑑類函》 

《格致鏡原》 

 

 

表中可以清晰看出，與杜宇神話的並列乃在唐宋諸本才有，南朝宋之《異苑》雖

首揭「嘔血」之說，然並未涉及任何杜宇神話之相關記載。直到唐代杜甫〈杜鵑

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其聲哀痛口流血……」才將兩者

串連，杜甫之作影響了杜宇神話的發展，然而上表典籍中看不出來，此更意謂「杜

宇啼血」逐漸走入文學，廣為唐宋騷人接受。 

 

綜合兩漢至元明清典籍的記載，除了以上五點取捨不同外，還可以看出不同

階段新添入情節如下： 

 

唐 杜鵑啼血 （杜甫〈杜鵑行〉） 

元 復位不得 （《 說郛》）  

明 宇率居民避長平山，得道昇天（《明一統志》） 

失勢悔恨   （《巵林》）  

 

除了杜甫〈杜鵑行〉首度將杜宇與啼血情節串連外，元《 說郛》的「復位不得」

與明《巵林》的「失勢悔恨」都是對杜宇退位後的心靈描述，此對民間文學的發

展展現了影響力。而《明一統志》中「宇率居民避長平山，得道昇天」僅見明清

官修地理志，可視為道教化的歧出。 

 

二、 民間文學中杜宇神話 

兩漢至元明清古籍當中的杜宇神話記載情節變化不大，在民間文學中才真

正看到了杜宇神話的變異程度。民間文間的流傳過程，或以古籍為本，或以口傳

為輔，或妄加詮釋想像，產生極大的變異，發展出許多不同的版本。依主題思想

的不同，將蒐集到的八則民間杜宇（鼈靈）故事表列如下： 



109 

 

 

英雄化 「杜鵑聲聲春啼血」  

「杜宇與龍妹」  

政治化 「杜鵑傳說」  

「鱉靈的故事」  

愛情化 「杜鵑仙子」  

「鱉靈與夜合樹」  

 望叢祠的傳奇  

其他 「杜宇自天墮——天回山的來歷」 

 

整體而言，從古籍記載到民間文學這八則故事其變異程度大抵表現在下列三個層

面： 

（一） 主題深化：故事主題思想著重在勸農、民貴與愛情三個方面，如「杜鵑

聲聲春啼血」 、「杜宇與龍妹」以勸農為主，「杜鵑傳說」以民貴為主，

「杜鵑仙子」 、「鱉靈與夜合樹」 、 望叢祠的傳奇則以愛情為主。 

（二） 情節豐富：每個故事不僅添入新的情節、英雄事蹟亦被改變，如「杜鵑

聲聲春啼血」著重於杜宇教民務農的事蹟上，「杜宇與龍妹」是杜宇治水

成功，而非鼈靈，「鱉靈的故事」、「鱉靈與夜合樹」均強化鼈靈治水的

情節。另外，此亦表現在推原性質的濃厚上，如「杜鵑聲聲春啼血」 和

「杜鵑仙子」皆提到了杜鵑花的由來，「杜宇自天墮——天回山的來歷」

則詮釋了「天隳山」、「天回山」的意義，並且粘附了當地的民俗信仰。 

 

（三） 角色變化：此表現在杜宇身份下降、主次角色互換、新的角色添入三個

方面。如「杜宇與龍妹」、「杜宇自天墮——天回山的來歷」中杜宇身份

下降，「鱉靈的故事」、「鱉靈與夜合樹」主次角色皆已互換，而「杜宇

與龍妹」中之龍妹、「鱉靈的故事」之大臣丹和、「杜鵑仙子」 中之桂

陽妃子、「鱉靈與夜合樹」中的姑娘都是新加入的角色。 

 

回到杜宇神話本身來看，從古籍與民間文學的流變，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一） 傳承與變異：從古籍與民間文學有傳承，亦有變異，其中傳承最大的為

「杜鵑聲聲春啼血」與「杜鵑傳說」兩則，以古籍本的杜宇神話而展開，

進而延伸出更多的情節。其中變異性最大的為「鱉靈的故事」與「鱉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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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合樹」兩則，不僅主角被鼈靈取代，故事情節亦杳無相涉，似乎發展而

為「鼈靈神話」了。 

 

（二） 民間文學新添入的代表情節：對杜宇神話的發展而言，民間文學添入最

具代表性的情節即是「啼血染花」，杜甫〈杜鵑行〉僅加入了啼血的情節，

啼血染花而成杜鵑花則在民間文學「杜鵑聲聲春啼血」和「杜鵑仙子」故

事中清晰呈現。 

 

（三） 民間文學深化的代表情節：就杜宇神話的發展而言，民間文學深化的代

表性情節則是「農業守護神」和「治水英雄」兩個部分。「杜鵑聲聲春啼

血」、「杜宇與龍妹」兩個故事均對杜宇死後化為蜀地的農業守護神作了

具體的刻畫；而「杜宇與龍妹」、「鱉靈的故事」、「鱉靈與夜合樹」三

個故事亦著重「治水英雄」的課題，不管作為治水英雄的是杜宇或鼈靈，

一樣都反映出地理背景對此神話的影響與深刻的內在意涵。 

 

三、從杜宇神話的內蘊到唐詩中的杜宇意象： 

    細推杜宇神話的形成與蜀地之歷史、地理、人文背景有著深刻的關聯。古蜀

五祖中杜宇王朝的鼎盛是其時間背景，四川長期水患的現實課題乃治水英雄一再

深化的地理背景，而成都平原自然條件優渥、農業的發達是杜宇農業保護神深化

的人文背景。故事中「望帝化鳥」情節揭示了古蜀鳥崇拜的神話思維，杜宇「教

民務農」與民間文學中深化之農業守護神的情節則透顯蜀地農神信仰的淵源，而

「鼈靈復生」、「望帝化鳥」、「啼血染花」之情節則隱含「死而復生」的神話思維，

深刻反映神話中亟欲超越生死，從俗性時間化入聖性時間之永恆回歸。 

    故事的記載與情節的發展只是神話生命的開始，其開展與不朽生命歷程之烙

印則待文學作品之「置換變形」，以反覆出現的意象呈現作家之情感生命與時代

氛圍。進入文學，神話不只是神話，它還結合了作家情感、際遇與文化場域，展

示出一個又一個全新的「外傳」。杜宇神話受到文人青睞的緣故，不僅僅只是作

家個人際遇與蜀地邂逅、詩家書寫範式建立的交相影響，更大的因素是此一神話

本身審美感召力之強大。 

其感召力之強大則表現在此神話元素與文學意象的接合點上，依杜宇神話故

事的發展可分成幾點，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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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表，可分五點敘述： 

（一） 杜宇身份：神話中杜宇帝王的特殊身分在唐代文人筆下易於指涉君王與

蜀地的領導人物，故在詩中往往作為「藉事諷喻」的抒發；而杜宇仁君的

形象恰可為對蜀地官員的期勉讚譽，有以史為鏡、以史諷今之效。 

（二） 杜宇遭遇：神話中杜宇王在其相鼈靈治水成功後，一度被指控「淫其相

妻」，是其讓國退隱的主因，此正為「含冤」意象得以開展的依據；而從

神話元素 使用意象 延伸意義 表現主題 

杜宇身份 帝王 一國之君 藉事諷諭 

 

杜宇遭遇 

含冤 懷才不遇 托物詠懷 

藉事諷諭 

亡國 末世之哀 藉事諷諭 

 

 

 

死後化鳥 

化鳥 生死無常 托物詠懷 

悲啼 憂傷情緒 托物詠懷 

思友懷鄉 

藉事諷諭 

啼鳴「不如歸

去」 

思歸 思友懷鄉 

藉事諷諭 

啼血 悲之極致 

熱情執著 

托物詠懷 

思友懷鄉 

藉事諷諭 

飛鳥 自在閒適 托物詠懷 

啼血染花 花鳥 二重哀怨 托物詠懷 

思友懷鄉 

藉事諷諭 

植物 失意 托物詠懷 

思友懷鄉 

蜀地背景 文化 去蜀、入蜀、送友

入蜀、送友出蜀 

托物詠懷 

思友懷鄉 

藉事諷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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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普遍不接受的著錄角度來看，更加深其含冤的可能性。此正為寄寓

文人懷才不寓的隱喻策略提供了更大的書寫空間。杜宇的讓國以致於亡

國，前後對比正是歷史興衰的具體反映，故作為「借古諷今」的喻依，諷

喻末世的悲涼，尤能興發感觸。 

 

（三） 死化為鳥：神話中望帝「死化為鳥」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古蜀鳥崇

拜思維的顯現，亦是「常」化入「非常」、「俗性時間」進入「聖性時間」

的生命思維。這種突破現實限制的永恆回歸正撼動逃不開現實的文人內

心，於是由此指涉而出的意象最豐富。由「化鳥意象」延伸出生命無常的

意涵，適於文人托物詠懷之作；由「悲啼意象」烘托的憂傷情結，可散佈

在托物詠懷、思友懷鄉、藉事諷諭之作中；由「不如歸去」的啼鳴聲，更

與在外遊子的「思歸」情緒不謀而合，不僅用於思友懷鄉，更在藉事諷諭

中別有寄託；杜鵑「啼血」，血淚以表乃悲之極致，正可闡述文人內心的

悲痛，另則紅色視覺意象的美學心理基礎——赤誠、勇敢、熱情、執著的

表徵正道盡詩人的感情傾向，再加上民俗中紅色的「重生」意義，乃生前

意志無限延伸，是無窮生命力的展現，故「啼血意象」用於托物詠懷、思

友懷鄉、藉事諷諭之作，更有情感張力。最後「飛鳥意象」則與六朝文人

使用策略合流，回歸飛鳥自在悠遊、不受羈絆的形象，特別能在托物詠懷

之作中呈現詩人超然物外的適性追求。 

 

（四） 啼血染花：此情節主要在民間文學中發展而出，杜鵑啼血染花而成杜鵑

花，以動物、植物的變形化入時間的循環，達到永生。然而從人到鳥再到

杜鵑花，雖改變質性，其意志卻不曾改變。在文學典故的運用上，一以「花

鳥意象」表達二重哀怨的意義，此哀怨不惟烘托情緒之悲，更多是詩人執

著熱烈生命力的展現，故在托物詠懷、思友懷鄉、藉事諷諭的主題中成為

慣有的書寫策略。一則獨以「植物意象」取春天百花盛開，杜鵑花不受萬

眾矚目的不遇之慨，呼應故事中杜宇的含冤意象，作為托物詠懷的媒介與

思友懷人惺惺相惜的喻依。 

 

（五） 蜀地背景：杜宇神話源於蜀地，揚雄《蜀王本紀》首揭其面，其形成與

蜀地歷史、地理、人文背景有著深厚的關係。兩漢文人活動在江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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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文人多在江南一帶，與四川的接觸較少，故大多數文人都沒有注意到

這個故事。直到唐代出蜀文人與入蜀文人不斷增加，杜宇神話才逐漸受到

重視，進而引用為詩歌典故。是以文人作品中使用杜宇典故時，常常伴隨

著出蜀、入蜀的際遇，其意蘊飽含豐富的「文化意象」。此「文化意象」

即指以杜宇神話作為蜀地人文的表徵之一，在杜宇意象的使用中往往伴隨

著「四川」這一空間背景。文人用於托物詠懷、思友懷鄉、藉事諷諭的主

題書寫中，更能彰顯其文化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