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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史詩梅葛的記憶： 

楚雄彝族歌謠的傳統與再現

黃季平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摘要：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來自經驗，經驗又與生活的環境緊緊相

連。然而，生活改變了，經驗不同了，記憶便以「再現的解釋」來傳承。本

文的案例是中國西南楚雄彝族的「復原梅葛」工程。

　　「梅葛」是自稱「俚頗」與「羅羅頗」的彝族兩支系傳唱的歌謠，而以其

中的創世史詩部分受到重視。文革期間梅葛被禁唱幾近絕跡，文革後，唱梅

葛重新被重視，在搶救和保護的情境下，2008年，被中國國務院列入國家第

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復原前後的梅葛，有兩種不同的記憶。

　　在傳統上，「梅葛」是一種曲調，伴隨俚頗與羅羅頗的生活習慣，配合生

老病死、婚喪喜慶的民俗，在儀式中吟頌、在生活中對歌，在梅葛會慶祝與

歡唱，這是梅葛「傳統的記憶」。

　　隨着時代的變遷，俚頗和羅羅頗的民族語言與傳統社會逐漸消失，現在

能夠喚起俚頗與羅羅頗記憶的物件，是 1959年以漢語出版的《梅葛》整理

本。此書在彝族民間文學史上，雖然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因為創編本不是

逐字記錄的科學版本，又是以漢語出版。以此復原的梅葛，無法自由吟頌對

歌，但卻成為公部門創作舞臺展演的梅葛，以觀光的手段，形塑一種「梅葛

文化」的氛圍。這是梅葛「被復原後的新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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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語言環境改變的俚頗與羅羅頗而言，重現與建構的梅葛文化成為公部

門掌握記憶的目的，對於塑造集體的認同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透過楚雄彝族

「恢復梅葛」的過程來探討在不同時空與文化背景中，闡釋構成記憶不同面向

的影響。

關鍵詞：楚雄彝族，梅葛，馬游村，無形（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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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彝族分佈在中國西南，有眾多支系。「梅葛」是彝族自稱「俚

頗」與「羅羅頗」的兩支系傳唱的歌謠。

　　俚頗與羅羅頗和自稱「諾蘇頗」、「納蘇頗」、「聶蘇頗」1的彝

族有明顯的文化差異，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俚頗與羅羅頗的祖先被

認為是明代到清代不同時間遷徙而來的軍屯士兵與當地女子通婚後

留下的後代，長期和漢族混居，生活習慣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但仍

然有強烈的本民族意識。2

　　在地域上，俚頗與羅羅頗主要分佈在雲南楚雄州的 1市 7縣

（楚雄市，大姚、姚安、永仁、牟定、南華、祿豐、元謀 7縣），大

理州的祥雲縣，四川攀枝花市的仁和區（該區於 1960年代從永仁縣

分出）。這些地區主要是講彝語中部方言，有再細分不同土語的差

異，但在語法結構與基本詞彙的差異不大。從經濟與文化特徵來

看，兩支系以傳統的農業經濟為主，行嚴格的一夫一妻和姑舅表優

先婚，過農曆二月八日插花節與六月二十四日火把節，信仰自然與

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只祭祀三代，有朵覡無經典，重火塘有語言文

字，還有這兩個支系都有傳唱「梅葛」的傳統。

　　俚頗與羅羅頗有各自的圖騰，俚頗為馬纓花，羅羅頗為虎，但

是長期混居在一起，兩支系的自稱和他稱混亂，但又有明顯的民族

邊界。例如永仁直苴當地人的傳說，祖先是由大姚曇華遷來，自稱

羅羅，稱鄰近猛虎鄉及大姚曇華鄉、桂花鄉等地的人為「俚頗」，

後者大姚曇華鄉等地的人，反過來稱直苴的人為「俚頗」；永仁直

1. 以「諾蘇頗」、「納蘇頗」、「聶蘇頗」作為自稱的彝族超過 50%。《彝族簡史》
編寫組，《彝族簡史》，頁 2。

2. 郝瑞（Steven Harrell）著，巴莫阿伊、曲木鐵西譯，《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
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究》，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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苴、中和、猛虎等鄉鎮的山區彝族自稱為「羅羅」，稱壩區蓮池等

地彝族為「俚頗」，後者則認為前者是「羅羅」，但絕不自稱「羅

羅」，也不允許他人稱自己是「羅羅」。3這樣劃清界限又互認「俚

頗」與「羅羅頗」的說法不勝枚舉，有趣的是，兩支系都流傳「梅

葛」，都認為「梅葛」是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標誌。

　　在傳統上，「梅葛」其實只是一種曲調，伴隨俚頗與羅羅頗的

生活習慣，配合生老病死、婚喪喜慶的民俗，在儀式中吟頌、在生

活中對歌，僅在口頭流傳，沒有文字紀錄。到了 1950年代末期，

中國積極進行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蒐集與整理，「梅葛」在此文化

政策的指引下，進入到蒐集整理「梅葛」的黃金時期，傳唱千百年

的口頭詩歌，終於被記錄整理而完成《梅葛》一書。可惜在 1966

年進入「文化大革命」期間，「梅葛」的文化生態環境被破壞，保

存和傳播「梅葛」的朵覡和歌手，被視為是裝神弄鬼的迷信職業者

而受到迫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後，身心遭受摧殘的他們仍心有餘

悸，不敢再唱「梅葛」。

　　禁錮的年代，記憶被迫封鎖，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傳統文化

已經式微，俚頗與羅羅頗的生活走進現代化，宗教與民俗的環境不

在，電子媒體的娛樂出現，再加上朵覡與歌手的離世，使梅葛的傳

承出現危機。唱梅葛是俚頗與羅羅頗的傳統文化，演唱的環境消

失，他們要如何找回梅葛「傳統的記憶」？

　　隨着時代的變遷，俚頗和羅羅頗的民族語言與傳統社會逐漸消

失，現在能夠喚起俚頗與羅羅頗記憶的物件，是 1959年以漢語出

版的《梅葛》整理本。4此書在彝族民間文學史上，雖然佔有重要

3. 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6。
4. 1959年以漢語出版的這本《梅葛》是將不同地方的材料混合後，再行整理
翻譯出版，故稱之為「整理本」，本文之後均統一稱其為《梅葛》整理本。

參見胡立耘，〈史詩的文本分析—以彝族史詩《梅葛》為視點〉，《民族文

學研究》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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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但因為是創編本不是逐字記錄的科學版本，又是以漢語出

版。以此復原的梅葛，無法自由吟頌對歌，只能成為公部門創作舞

臺展演的梅葛，以觀光的手段，形塑一種「梅葛文化」的氛圍。這

是梅葛「被復原後的新記憶」。

　　《梅葛》文本的記憶對楚雄彝族正在進行的「恢復梅葛」的文

化工程到底產生什麼作用？2008年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5的「梅

葛」，如何在中斷十多年後，再度喚起記憶，凝聚眾人的認同與向

心力？對語言環境改變的俚頗與羅羅頗而言，重現與建構的「梅葛

文化」，是公部門塑造的記憶，還是族人自己的回憶？是否能塑造

集體的認同。

　　關於「梅葛」的相關研究傳統，並不算太深厚。從 1982–2013

年的中國期刊資料庫，一共找到 49篇的文章，包括研究論文 36

篇，屬於泛論性的文章 13篇。6上述 36篇的期刊論文，多發表於

《楚雄師範學院學報》，小部分散見在《民族文學研究》、《民族音

樂》、《宗教學研究》、《民俗研究》、《民族藝術》等期刊。從出版時

間來看，多集中在 2005–2012年。之前的論文，偏向泛論，比較有

份量的論文是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怎樣看〈梅葛〉：「以

傳統為取向」的楚雄彝族文學文本〉（2002）。作者是俄亥俄州立大

學教授，曾將彝族敘事長詩《賽玻嫫》（1982）譯成英文，是第一次

把彝文經籍長詩全文介紹到西方的學者。他近年來深入雲南彝區調

5.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臺灣翻譯「無形文化遺產」：中國翻譯「非物
質文化遺產」，本文討論對象是中國的「梅葛」，故論述此詞彙，均寫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

6. 以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來搜查，選擇文史哲、政治軍事與法律、教育與社
會科學綜合三種範圍，篇名設定為「梅葛」，查閱 1915到 2013年期刊文
章，共找出 66筆資料，篩選不是梅葛的資料後，共計 49篇文章。相較於
彝族其他史詩作品「勒俄特依」、「查姆」、「阿細的先基」、「支格阿魯」等，

「梅葛」的期刊論文數量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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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從翻譯理論（theory of translation）的角度開始着手楚雄彝族

史詩《查姆》和《梅葛》的文本類型研究。他對彝族傳統文學的理

解，以及對這些傳統文本的搜集、整理、翻譯與出版提出見解，其

觀點與分析方法，是在口頭傳統與書面傳統選擇折衷主義，但也提

供一些彝族史詩文本的理論視角。7馬克•本德爾的這篇論文讓大

家開始注意到俚頗與羅羅頗的史詩《梅葛》。

表一：有關「梅葛」研究的期刊論文篇數

年代 1982 1984 1992 1993 200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36篇 1 1 1 2 1 4 1 6 3 3 4 4 4 1

　　2005年之後，討論「梅葛」主題的文章增多，主要的研究學

者有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等人，他們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

究「梅葛」，透過豐富的田野材料，完整勾勒梅葛的面貌，三人合

著的《「梅葛」的文化學解讀》，8是很好的入門書。另外，胡立耘

從文本的角度下手，研究「梅葛」的類型及其展演的分析。陳永香

發表的論文數量最多，利用神話學、宗教學、民俗學來分析梅葛，

小有成就。

　　「梅葛」研究的興盛，我們認為有以下的原因：第一，研究學

者組織「梅葛」相關研究計畫（課題）進行研究，長期累積之後，無

形中增加梅葛的研究材料，研究文章也就增加許多。第二，與地方

上推動梅葛文化節有一定的影響，同樣是在楚雄州的創世史詩，

7. 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怎樣看〈梅葛〉：「以傳統為取向」的楚雄
彝族文學文本〉，《民俗研究》4:34–41。

8. 雲南大學李子賢在 2001年推動成立「『梅葛』課題組」，有多人參與，並在
2007年出版《「梅葛」的文化學解讀》一書。參見李雲峰、李子賢、楊甫
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2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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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細的先基」與「查姆」，顯然就沒有這麼多的討論題材。再仔細

推就，「梅葛」口傳的環境還未完全消失，演唱的型態也比其他兩

首史詩還要好，加上「梅葛」還保留豐富的材料，才有豐碩的研究

成果。

　　2011年 8月，筆者參加楚雄師範學院舉辦的中國彝族文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的主題是「中國彝族『梅葛』文化暨彝族

史詩研究」，會後到姚安縣馬游村參訪。筆者除了觀賞到「梅葛文

化」的展演，也藉此機會訪談當地的族人與觀察梅葛在馬游村的發

展。本篇論文的撰寫就是建立在上述的文獻材料運用與實地的田野

參訪基礎上進行。本文希望透過楚雄彝族「復原梅葛」的過程來探

討不同時空背景下「梅葛的記憶」。

一、梅葛的多重定義

　　2008年中國國務院公佈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

錄中，「梅葛」在民間文學項目下獲選 9，被認定是口頭傳唱的創

世史詩。

㈠狹義的梅葛與廣義的梅葛
　　中國南方民族的歌謠特別發達，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詩歌格律

與曲調，將開天闢地、人類起源、民族繁衍的的故事、配合本族的

曲調，演唱出來的長篇韻文詩體，就是創世史詩。這類文學體裁，

早期被稱為「古歌」，吟唱古歌的歌手們將神話結合當時的史事傳

9.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共有十個項目，分別是：一、民間文學；二、傳統音
樂（民間音樂）；三、傳統舞蹈（民間舞蹈）；四、傳統戲劇；五、曲藝；

六、傳統體育、遊藝與雜技（雜技與競技）；七、傳統美術（民間美術）；

八、傳統技藝（傳統手工技藝）；九、傳統醫藥；十、民俗。梅葛被列入民

間文學項目獲選。



122　黃季平

說和生活習俗，集體創作出敘述本族歷史生活的長篇韻文詩歌，流

傳在楚雄俚頗與羅羅頗的創世史詩就是「梅葛」。

　　「梅葛」一詞是俚頗語與羅羅頗語的漢字譯音，其意為「唱說

過去」、「唱說歷史」、「唱說古今」，逢年過節、婚喪嫁娶、起房蓋

屋等重大活動時，都要請朵覡或歌手唱上三天三夜。對俚頗與羅羅

頗而言，梅葛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演唱的曲調，是一種曲藝，唱腔頗

多，為一人說唱或二人對唱，伴以葫蘆笙、口弦、竹笛等樂器。這

類說唱的史詩或歌謠，必須要有專人採錄整理，才會留下文字的文

本，否則就只是在民間流傳的口頭文學。

　　1959年出版的《梅葛》整理本，是學者們整理各種口傳版本，

再行創編的彙整本。而這本以漢語呈現的創編結果，逐漸成為唱

「梅葛」的定本而廣泛被接受。這部《梅葛》整理本的內容，被視

為是定型化的文本，長期以來要瞭解「梅葛」都以這個文本內容為

主。1993年，流傳於大姚縣，由姜榮文蒐集整理翻譯，雲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蜻蛉梅葛》，是經過 34年後正式出版的第二個《梅

葛》的文本，可與 1959年出版的《梅葛》做為比較。我們透過兩

書的目錄，來瞭解梅葛史詩的內容。

表二：《梅葛》與《蜻蛉梅葛》書目比較

章 節 《梅葛》 《蜻蛉梅葛》 比 較

第一部

創世

第一部 創 世 
一 開天闢地 
二 人類起源

第一部 創世紀 
一 開天闢地篇

《蜻蛉梅葛》第一部的「一開

天闢地」內容已包括人類起

源。

第二部

造物

第二部 造 物 
一 蓋房子 
二 狩獵和畜牧 
三 農事

二 萬事萬物篇 
（一）找鹽篇 
（二）造房 
（三）耕作

《蜻蛉梅葛》的第二部「二萬

事萬物篇」是《梅葛》的第

二部造物，又分 8小節，內
容大多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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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造工具 
五 鹽  
六 蠶絲

（四）狩獵 
（五）曆書  
（六）住房 
（七）蘆笙 
（八）找酒藥

第三部

婚戀

第三部 婚事和
戀歌 
一 相配 
二 說親 
三 請客 
四 搶棚 
五 撒種 
六 蘆笙 
七 安家

第二部 戀歌 
一 生命篇 
二 戀歌篇 
（一）提親 
（二）接親 
（三）娶親 
（四）建房 
（五）苦歌  
（六）情歌

《蜻蛉梅葛》的第二部多出一

節生命篇，描述各種生物的

交配與孕育，第二節戀歌篇

與《梅葛》第三部婚事和戀

歌類似。

第四部

喪葬

第四部 喪 葬 
一 死亡 
二 懷親

第三部 祭歌 
一 靈魂神 
二 指路 
三 安魂 
四 祭雷神 
五 祭山神 
六 祭岔樹神 
七 祭天地 
八 祭岔鬼 
九 祭咒神白虎 
十 祭黑龍神 
十一 作齋

《蜻蛉梅葛》的第三部祭歌是

描述人死後的各種祭儀；《梅

葛》的第四部喪葬則比較抒

情地表達死亡過程與祭祀過

程。兩部內容類似。

　　唱梅葛的生活文化裡，從一年四季到生老病死，梅葛如影相

隨，歌手創編的主題就呈現先民對天地萬物起源的想像與日常生活

發展的歌詠。史詩採集所聞所見，按照人的生命週期的誕生到死亡

的概念，而成為我們所見梅葛的發展主題，由創世到死亡的順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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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訂定下來。

　　由上述兩書目錄，可知《梅葛》內容不外乎「創世過程」、「萬

物起源」、「愛情婚姻」、「死亡喪葬」四個主題，每一篇都可以獨立

成章，單獨詠唱，也可以將生命開始到死亡結束的過程連結成一部

完整的篇章。兩書目錄順序就是如此安排，結構不變，其餘的篇章

都可以隨意更動或增加，因此從兩書書目看到：「造物」彼此不

同，但是雷同度很高，「喪葬」一定存在，但是表現手法可以不

同。這四個主題中，「創世」與「喪葬」是屬於宗教性質的內容，

必須在神聖莊嚴的場域演唱，具有不可移動的重要性，所以是史詩

不易變動的部分，屬於史詩的核心；「造物」因為涉及到有無儀式

的進行，演唱環境介於神聖與半神聖的場域，內容也開始偏離核心

可以外延發展；「婚事和戀歌」在世俗的場域演唱，自由度高，經

常變化，算是史詩的外延部分。

　　我們就以「核心與神聖」、「外延與世俗」兩組概念來區隔狹義

梅葛與廣義梅葛。10史詩所有的變化，都是歌手隨着自己的認識

和瞭解來進行創編，「創世」與「喪葬」具莊嚴性，因此變化少，

演唱者的身份與祭祀者有關，具有神聖的性質，因此具有穩定性，

這個部分被認定是史詩的「核心」。而「造物」與「婚事和戀歌」，

部分內容會隨着社會文化的發展而有推陳出新的變化，是一種動態

的發展，它的內容會隨着人們世俗生活內容的變化而有所增刪，生

活中不再出現的事物，會被刪減，有的事物在日常生活變得重要，

也會被歌手增加到史詩中。因為變化大，不易掌握，所以就不能成

為史詩的「核心」，這些多變的內容就被認為具有世俗性，是史詩

的「外延」。從上述兩書的目錄，可以清楚看到梅葛從「核心」到

「外延」的變化。

10. 參見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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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所言，狹義的梅葛就是核心的神聖的梅葛，是史詩

《梅葛》中關於創世、起源、喪葬的部分，主要都是由具有祭司身

份的朵覡演唱；廣義的梅葛就是外延的世俗的梅葛，在史詩《梅葛》

中屬於造物、戀歌的生活事物，歌手或會唱歌的人都可以唱。梅葛

狹義與廣義的定義，形成截然不同的梅葛樣貌，如下表：

表三：梅葛的定義

項 目 狹義的梅葛 廣義的梅葛

定義 講述過去的事情的帶有敘事性

質的古老的歌謠，是史詩的核

心部分，不能隨意改變。

為一種曲藝曲調的總稱，內容

包羅萬象，是史詩的外延部

分，大多是即興的獨唱或對

唱。

演唱者 畢摩朵覡或具有祭祀身份的人。 歌手與民眾。

演唱曲調 「畢摩（朵覡）梅葛」。 「老年梅葛」、「青年梅葛」、

「娃娃梅葛」

演唱內容 從開天闢地一直唱到死者生病

而死，為死者指路、魂歸祖先

居住地。

內容寬泛龐雜，可以唱人們生

活世界裡的所有內容，包括人

生的悲歡離合，婚喪嫁娶，日

常生活，教育孩子等等。

演唱場合 重要的祭祀場合、葬禮。 沒有限制。

演唱形式 在葬禮上畢摩吟唱時，儀式參

與者或死者的親屬要根據唱的

內容而做相應的動作。

大多是對唱，一問一答。「娃

娃梅葛」作為兒歌，沒有什麼

限制，可一人唱，也可以合

唱。

演唱性質 具神聖性，內容相對較為穩

定。

具世俗性。形態鮮活，內容隨

着社會生活的變遷而不斷地被

充實、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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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義的梅葛離不開宗教儀式的祈神禳災，祭祖祈福，在《梅葛》

整理本中涉及到創世與喪葬的部分，演唱者多為朵覡，受到當地的

尊重，他們也成是當地最有學問的人。廣義的梅葛其實就是俚頗與

羅羅頗的民間曲調，歌手與一般民眾都能演唱，是民眾生活的一部

分，在馬游村，梅葛還有「鬥嘴」之意，也就是二人對唱中，看誰

的口才好，誰用的比喻多，是一種比試口才的才藝。因此，在歌手

演唱的「梅葛調」中，它有即興的成分，運用比喻的多少，是由演

唱者的能力決定的。

㈡生活的梅葛與表演的梅葛
　　不管是狹義的梅葛或廣義的梅葛，都是要用唱的。在俚頗與羅

羅頗的民俗生活中，從人生儀禮生老病死到一年四季的節慶祭祀，

唱梅葛已經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文化。11唱梅葛一般會用「梅葛

調」，又分「赤梅葛」和「輔梅葛」兩大類。

　　「赤梅葛」的曲調比較悲楚、憂傷、低沉，祭祀喪葬採用這種

曲調；「輔梅葛」的曲調較為婉轉抒情，適用很多不同的場合唱

誦。在馬游則依照梅葛曲調與演唱形式，分為朵覡梅葛、老人梅

葛、青年梅葛、娃娃梅葛四種類型：12

　　四種梅葛曲調的類型，劃分出清楚的演唱界線，什麼身份唱什

麼梅葛，是一種約定成俗的認知。在喪葬儀式和祭祀場上只能由朵

覡誦唱，沒有喪事時在家裡不能唱；喪葬場合除朵覡外，其他人不

能唱「梅葛」。老年、中年、青年「梅葛」一般是在紅事場合演唱。

11. 陳永香，〈彝族史詩《梅葛》的民俗文化場研究〉，《楚雄師範學院學報》
4:47–53。

12. 表四根據以下兩篇文章內容整理製表：胡立耘，〈彝族原始性史詩《梅葛》
的展演分析〉，《民族文學研究》1:5–6；歐陽園香，〈尋訪梅葛—彝族史

詩《梅葛》及音樂〉，《民族音樂》5: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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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梅葛類型表

梅葛形式 展演方式 演唱內容 演唱場合與曲調

朵覡梅葛 朵覡搖司鈴演唱，一

人敲鑼相配，沒有書

本來規範，但其內容

固定，不能唱錯。朵

覡演唱之時，眾人凝

神傾聽，並根據演唱

的內容行使相應的儀

式。

從開天闢地到萬物出

現，到人種繁衍，唱

到死者從生到成長、

結婚、生兒育女，再

到持家、服侍老人到

千年歸宗，萬年歸

魂。

喪禮，畢摩演唱

畢摩調、冷齋調、

古腔調。

曲調低沉，旋律變

化不大，由誦而

唱，由唱而誦，轉

換常不為人所察

覺。

老人梅葛

（麻蜜）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歌手有兩人甚至更

多，以問答的形式，

唱一段，答一段，每

次問答間眾人以短的

襯詞樂句相和。內容

固定性強，問答作用

在於提示、回憶。如

果答輸，可以由他人

接續或指導。

有關於開天闢地、萬

物起源、人種起源的

古老洪荒的回憶與勞

動生活創世立業的內

容。

喪禮，畢摩或歌手

演唱。有節奏的吟

誦，又有四平八穩

的唱腔。 

青年梅葛

（嘞蜜）

以問答的形式演唱，

沿用「老年梅葛」的

語法句式，主要作用

是用於傳情達意，自

編自創的成份較多。

反映純真熱烈的愛情

和嚮往美滿幸福生活

為主題。

婚禮，歌手與一般

男女青年演唱。

過山調、相遇調、

傳煙調、相夥調、

離別調。稱為「慢

腔」，曲調柔緩，

行腔多。

娃娃梅葛

（阿妮蜜）

隨時可唱，活潑、整

齊、旋律感強，易於

記誦。

妙趣橫生的兒歌，頗

有西歐搖籃曲的幽雅

情趣。

日常生活，媽媽、

小孩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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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姑娘房唱「梅葛」時只能輕聲，以免驚吵家人；「青年梅葛」不

能在家裡唱，特別是有長輩在場時兒孫輩不能唱，或兒媳在場時長

輩不能唱。輩分不同的人之間不能對唱「青年梅葛」。13如果唱歌

是一種生活習慣，唱歌是每天都要進行的活動，上述這些專家學者

對梅葛的繁複解釋，相對「羅羅頗」與「俚頗」人而言，那就是生

活的方式，每個人都會唱，唱得好的人成為歌手，唱不好的人都是

最佳的聽眾，這種對唱梅葛的傳統文化，筆者稱之為「生活的梅

葛」。

　　過去的傳統，唱梅葛是俚頗與羅羅頗生活中的娛樂活動，民間

的通俗稱法是「梅葛會」，用梅葛調吟唱的歌會，其實就是大家一

起對調子的賽歌會。過去除祭祀、過年過節、婚喪嫁娶要吟唱梅葛

外，在每年舊曆的二月八還會舉行一次梅葛會，由各村寨輪流主

持，當天來自各村寨的男女老少盛裝聚集一起，唱梅葛調，跳葫蘆

笙舞，也進行物資交易，就像是一個熱鬧的市集，大家歡樂相會，

唱歌跳舞，彼此交流。梅葛會期間，也會有自發組合的演唱比賽，

年老的，一般在火塘邊進行；中青年的，一般在山野林間進行。如

果是一男一女，雙方又有點意思，就用梅葛調打情罵俏，甚至傳情

達意進而私訂終身。

　　上述梅葛會的活動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要舉行祭神儀

式，由朵覡主持，開場白後，老人就用梅葛調唱誦「造天造地、虎

變萬物、洪水換人種、兩兄妹傳人種、兩兄妹造日月、四季莊稼收

成」等內容的梅葛。第二階段是唱梅葛比賽，由各村寨選派的歌手

對唱。這種演唱比賽都是即興編詞，隨口就來，一問一答，環環相

扣，以回答不了唱不下去為輸。例如，演唱的主題是造房子，就從

造房子的土地樣貌開始唱起，形容地脈的情況怎麼樣，蓋房子要用

13. 胡立耘，〈彝族原始性史詩《梅葛》的展演分析〉，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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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木料來做，木料要從哪裡來，找什麼人來幫忙，可以一直唱到

房子落成，如何搬新居等等。互相對唱到這裡，如果還沒有輸贏，

就繼續再唱下去，再描述搬新居以後的情況，新居有幾間房，什麼

房是什麼用途，誰來住，住得怎麼樣，就這樣可以不斷延伸問題演

繹牽扯下去，既比歌喉，又比心智，有時候要好幾天才唱得出輸

贏。14這樣的對歌形式，唱者需要很好的語言能力與充足的生活

知識，否則無法互相對唱；聽者也要有能力聽懂，才能瞭解對歌之

間的語言趣味。

　　《梅葛》整理本在各地採集整理後於 1959年出版，推斷當時仍

有許多朵覡與歌手，梅葛會的活動力應該還在。而後因一波接一波

的政治運動，梅葛會被禁止，停滯發展的影響對梅葛所造成的傷害

是相當明顯的，包括：朵覡死亡，沒有新的傳人；生活習俗改變，

不再進行相關儀式；外來文化入侵，造成生存環境破壞，這些因素

讓「梅葛」無法傳承而走向衰微。原來伴隨俚頗與羅羅頗的生活習

慣，配合生老病死、婚喪喜慶的吟頌的「生活的梅葛」，成為逐漸

消失的記憶。

　　目前在俚頗人與羅羅頗人的生活當中，唱梅葛已經不是生活的

一部分，現在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呈現在眾人面前的「梅葛」，已經

脫離對歌的文化傳統，發展出一種「表演的梅葛」。我們以楚雄姚

安的馬游為例說明。

　　馬游，史稱馬游坪，現簡稱為馬游。吟唱梅葛，是馬游坪代代

相傳的傳統。馬游在哪裡？在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縣官屯

鄉，位於姚安縣西部山區，是一個彝族聚居的村落，行政區域的用

法是馬游村，但是據說先輩是從涼山一帶遷徙而來，涼山地名多帶

14. 饒雲華，〈彝族梅葛文化節的來歷〉，《楚雄日報》2007年 6月 23日馬櫻
花文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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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坪」字，當地人為懷念祖先，加之馬游地勢較平，因此又叫

馬游坪。15馬游村，地處一個四面群山環繞的高山谷地，海拔 2250

米，全村總面積 58平方公里，轄 9個自然村、14個村民小組，16

是一個純粹的傳統農業山區村。2007年末，共有農戶 571戶、人

口 2223人，彝族人口占總人口數的 93.7%，自稱「羅羅頗」。17

　　在姚安縣馬游村，2001年後，梅葛活動進行的最大維繫力

量，來自於馬游梅葛文化站的成立與馬游梅葛表演隊的展演。他們

是依據《梅葛》整理本的內容來編排梅葛劇碼。《梅葛》整理本全

詩由四部組成，第四部的〈喪葬〉，屬於朵覡梅葛專唱，不能上臺

演出，其餘三部〈創世〉、〈造物〉、〈婚事和戀歌〉，各由許多篇章

組成，而每一篇又可以獨立，因此都成為舞臺表演的素材。由於第

二部〈造物〉與第三部〈婚事和戀歌〉的內容龐雜，不容易在舞臺

上表演，因此第一部〈創世〉反而成為舞臺呈現的重點。

　　〈創世〉的內容有二節，一是創世的開始：遠古宇宙混沌未

分，尚無天地，格茲天神要造天地，讓九個兒子來造天，讓七個姑

娘來造地，造天造地發生很有趣的過程，天地造好以後，沒有撐天

柱，格茲天神用虎的「四根大骨作撐天的柱子」。因世上還沒有萬

物就把老虎殺死，用老虎的屍體變成了天地間的萬物。二是人類的

起源，格茲天神「撒下三把雪，落地變成三代人」。第一代人是獨

腳人、第二代人是一丈三尺長的長人、第三代人是直眼人。前兩代

人都被太陽曬死了，由於第三代人心不好，好吃懶做，格茲天神決

15. 羅家裕，〈馬游坪對梅葛的守望〉，《中國民族報》2006年 4月 4日 16版。
16. 計有：田房、麻姑地、吊索箐、獨房、王家、小村駱家、小村自家、朱
家、義學、山后、莊家、大村羅家、大村自家、郭家等 14村。

17. 參見姚安縣官屯鄉政府網站，「姚安縣官屯鄉馬游坪村基本情況」，發文日
期 2009年 3月 31日，http://cxya.xxgk.yn.gov.cn/Z_M_004/Info_Detail.
aspx?DocumentKeyID=5F91737B30174AB6B91B9DF4C5A467F2（擷取日期
2013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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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發洪水換人。天神命武姆勒娃到人間尋找人種，直眼人學博若第

五個兒子心地善良，天神給了葫蘆籽，最後與妹妹坐着葫蘆避洪水

倖存下來。18

　　表演隊唱梅葛，從馬游唱到姚安、楚雄、昆明、北京，甚至出

國表演，將瀕危的梅葛重現在世人面前。原來衰微的「梅葛會」重

新以「梅葛文化」的形式再現，但是已經從生活的梅葛變成舞臺表

演的梅葛，將過去在生活中自由吟唱的梅葛轉換成固定劇碼的舞臺

演出，這是梅葛「被復原後的記憶」。舞臺上的梅葛光鮮亮麗的呈

現，吸引世人的目光，成為梅葛新的記憶，生活的梅葛若是逐漸消

失，表演的梅葛是否能成為俚頗和羅羅頗的新的認同？

二、梅葛的記憶與認同

　　透過上述的說明，本文討論的梅葛，涉及好幾個層次的「記

憶」，以下便以記憶理論來分析。

㈠從記憶理論來看梅葛
　　關於記憶的性質，從來的生物學或集體心理學傾向於是生物性

的或潛意識的，亦即不經過學習便自動拷貝而成。洛特曼（Jurij 

Lotman）拋開這些生物學或集體心理學的看法，認為記憶不屬於生

物性的遺傳基因性質，而將「文化」定義為「群體的不可遺傳的記

憶」。19「不可遺傳性」這個文化符號學的論斷，在社會學和生物

學兩個領域之間劃開了一道鴻溝。在動物界，能力的遺傳是一次性

的、可靠的，並且每一代的遺傳都會進行更新，動物的知識是本能

18. 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楚雄調查隊（搜集翻譯整理），《梅葛》，頁 1–46。
19. J. M. Lotman & B. A. Uspenskij 在 Tipologia della cultura一書中提到「在最
廣泛的意義上，文化可以被理解為集體的不可遺傳的記憶。」引自馮亞

琳、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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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等於說，它們的記憶是儲存在基因上的。不可遺傳的記憶則

以象徵的符碼在人與人之間被生產和被傳遞，扎根於社會性，這是

因為文化不能透過基因遺傳得到支持，因此傳統的繼承被視為文化

的記憶。20我們對於「新梅葛」不同於「舊梅葛」的了解，應該

這樣去解釋。梅葛，做為文化性質的東西，代代傳承都得靠人的努

力去維持，同時也無法避免其過程之中的變異。

　　我們今日討論的重點放在「梅葛新傳統」有異於「梅葛舊傳

統」，但是很難去證實「梅葛舊傳統」一樣有異於較早的「梅葛老

傳統」或更早的「梅葛古傳統」。何以會忽略「複數的梅葛傳統有

其變異歷程」這一點？或者反過來說，何以會注意到「新梅葛有異

於舊梅葛」這一點？關於這兩個一體兩面的「這一點」，這涉及「功

能記憶＆儲存記憶」的理論。

　　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功能記憶」和「儲存記憶」

的概念，21對於無文字的社會而言，只有不斷使用的東西才能在

記憶中鮮活地保留着，能使用文字記錄的社會，用符號記錄口傳與

各種事物，流傳下來的象徵形式增長成為龐大的檔案，其中只有一

部分的核心在既定的現實中被使用與經營，那些不需要的部分就在

其周圍沉澱下來，因為不被使用，它們就等於是完全消失和被遺

忘。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羅馬城的比喻提出「新與舊」，

「被摧毀的與被掩埋的」，「再次利用的與篩選出來的」三對不可分

開的交錯關係，正是對「功能記憶」和「儲存記憶」最好的補充，

進一步表示這兩種記憶之間的邊界是常常變換的。22梅葛社會在

20. 阿萊達•阿斯曼、楊•阿斯曼（Aleida Assmann & Jan Assmann），〈昨日
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陳玲玲譯，頁 22

21. 原文 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ii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
turellen Gedachtnisses, S. 130–45. 引自《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 16。

22. 楊•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記憶〉，甄飛譯，引自《文化記憶理論
讀本》，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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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處於由無文字向有文字過渡階段，梅葛仍在傳唱，而梅

葛本身又留下文字紀錄。傳唱的梅葛屬於功能記憶而這個紙本梅葛

屬於儲存記憶。2000年代傳唱的梅葛幾乎失傳，但是利用紙本梅

葛又重新復活，這是借用文字社會「儲存記憶」轉化成「功能記憶」

的方式進行。「傳統」這一概念，便是指「流傳」、「接受」這些活

動以及流傳下來的東西。

　　不過「儲存記憶」轉化成「功能記憶」，並不是完全轉化，其

中有因記憶性質的差異而造成轉化程度高低深淺的問題。屬於「文

化記憶」的部分容易轉化，而且轉化程度高。反之，屬於「交際記

憶」的部分，便不容易轉化，而且轉化程度低。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對記憶研究的中心論點是「不

具社會性的記憶是不存在的」，記憶產生於集體，人們無法單純活

着，是在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進行回憶，並產生重建的過程。每個

時代都會建構各自重要的框架，但是這些框架是虛構的，回憶能賦

予框架意義，遺忘則讓框架消失，這個過程因失去相關性而被遺

忘，也會因其他回憶進入框架而有新的記憶，因而進一步提出「交

際性」的社會記憶。23

　　「交際性」社會記憶的特點，在沒有文字條件下，社會記憶的

存在時間就會相對短一些。萬西納（Jan Vansina）在研究了非洲部

落的歷史後得到了三項重要發現：第一，口頭傳承基本上只有兩種

根據，一種是存在於生者回憶中的新近的關於過去的資訊；另一種

是來自起源時期的資訊，也就是眾神與英雄時代的神話傳說。第

二，這兩種根據，即新近的過去和絕對的過去，直接發生碰撞。第

三，新近的過去通常只能追溯到三代以內。同樣的，托馬斯（Keith 

23. 阿萊達•阿斯曼、楊•阿斯曼〈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文化記

憶理論讀本》，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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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指出在英格蘭的近代早期：「無數的家族史直接從傳說中

的始祖跳進現代，正如一位古玩商說的，『就像沒有軀幹的頭和

腳，像沒有中間部分的兩端』。」根據上述所言，沒有中間部分的

兩端，對應着兩種記憶框架，這兩者有明顯的區別，分別稱為「交

際記憶」和「文化記憶」。24

　　交際記憶是在日常生活中通過交際自然產生的，能儲存三至四

代的經驗記憶；文化記憶是發生在絕對過去的事件，如神話傳說，

因此被保留在節日慶典。大多數的情況是交際記憶會不引人注意地

消失，只有不斷地被確認，強調存在的經歷與關係，交際記憶才會

具有意義。馬游村四種類型的梅葛，屬於日常生活傳唱的交際記憶

是青年梅葛與娃娃梅葛；屬於神聖原始過去的文化記憶是朵覡梅葛

與老人梅葛。

　　無文字傳統的彝族羅羅頗和俚頗，傳唱梅葛是他們的傳統，在

新舊交叉的記憶中一代一代流傳，這是屬於功能的記憶。1950年

代，傳唱的梅葛被記錄下來，成為儲存的記憶，在梅葛幾乎不再傳

唱的社會裡，利用這個儲存記憶又再度地復活，成為新的梅葛。新

梅葛中屬於交際記憶的青年梅葛與娃娃梅葛，因為變動大，不易回

復；屬於文化記憶的朵覡梅葛與老人梅葛，因為變動小，反而容易

復原。

　　必須再提到的是，新梅葛在文化記憶轉化的過程，果然如上所

述，但是出現變體。用戲劇作比喻，按理來說，記憶轉換只是劇情

改動或戲文改動，戲臺還是原來的戲臺。但是梅葛個案不同，由於

社會環境的變遷，原先的戲臺已經拆了，只好另搭戲臺。也就是

說，屬於起源傳說部分的梅葛，無法找到它的原先的宗教環境，只

有依附在觀光展演上去復活。

24. 阿萊達•阿斯曼、楊•阿斯曼，〈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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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梅葛》整理本的記憶功能
　　受到文革的影響，梅葛演唱幾近停滯，文革後的搶救和保護如

火如荼地進行，在傳承環境式微中，能再形塑「梅葛文化」的大功

臣，竟是 1959年被記錄下來的《梅葛》整理本。透過該文本，成

功喚起再造「梅葛文化」的記憶。

　　我們回顧史詩《梅葛》的蒐集與整理，瞭解該文本的出版歷程。 

最早開始注意到梅葛，進而蒐集整理其口傳記錄的時間是 1952年， 

楚雄一中的教師夏揚和黃迪，聽學生說姚安的馬游有史詩流傳，便

進行蒐集，整理記錄留下一個稿件，徐嘉瑞見到此稿後，才進一步

決定要蒐集整理《梅葛》。這個說法盛傳於楚雄老一輩的學者，因

為未見到文字記錄，亦無稿件留存，只能當成傳聞。25

　　根據 1959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梅葛》後記所言，本書

是經過四份資料整理彙編而成。26這四份資料分別來自：第一，

1957年 3月徐嘉瑞曾在姚安官屯鄉馬游一帶記錄彝族老歌手郭天

元、自發生的唱述，不過這份整理稿除了郭思九見過列印校樣的整

理稿外，不知何故，該稿未見收編在《雲南民族民間文學資料》

中。第二，1958年 9—11月間在大姚縣曇華山子米地村，由老畢

摩李申呼唱述，約 5000餘行，由郭思九進行初步整理。第三，又

在曇華的直苴大寨（現屬永仁縣），由老歌手李福玉頗唱述，約

3000行，該份資料沒有進行過整理。第四，調查隊又回到曇華直

苴再作補充蒐集，其中有由老虎肢體變為天地萬物的記述。27

　　這四份原始材料由省委宣傳部領導小組負責閱讀整理，重新彙

25. 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60。
26. 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楚雄調查隊（搜集翻譯整理），《梅葛》頁 233–34。
27. 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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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為一個版本。彙整過程有一些選擇的過程，蒐集的材料中，姚安

馬游和大姚直苴的資料，有盤古分天地的記述；大姚曇華與直苴一

帶則流傳由格滋天神用老虎的肢體變成天地萬物的神話。領導小組

當時考慮盤古神話在漢文獻史籍中早有記載，反而由老虎肢體幻化

萬物的情節更具有彝族民族特點與地域文化特徵，因此決定以大姚

曇華村和直苴村的資料為基礎，吸收姚安馬游的資料進行整理。28

　　這些整理好的資料在 1959年 9月由雲南人民出版社，第二年

1960年 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中國民間敘事叢書」（中國

民間文藝研究會主編）再度出版。1978年 10月，雲南人民出版社

再版印刷，這三個版本除增加過簡短的「再版說明」外，包括「後

記」在內都保持初版原貌，均未做過增刪。2001年 12月，雲南人

民出版社第三版，這次再版時，由芮增瑞和周文義對原版中某些不

夠準確的字句作修訂，並新增加「再版前言」，主要內容仍然按照

初版付印。

　　《梅葛》經過創編後再以漢語出版，不是科學的版本。29弗里

（John Miles Foley）與杭柯（Lauri Honko）從「創作、演述、接受」

三個方面重新界定了口頭詩歌的三種文本模式：「口頭文本」（oral 

text）、「來源於口頭傳統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以傳統為

導向的口頭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30 準此，《梅葛》是

28. 當時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那就是 1958年 10月，省委決定姚安、永
仁、大姚三縣合並為大姚縣（1961年 3月才恢復姚安、永仁建置）。這一
特殊的歷史情況，決定了同屬一個縣一個民族（彝族）的《梅葛》只能夠整

理成一個版本。參見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

讀》，頁 58。
29. 科學版本是指文本使用兩種文字，會以三行或四行的形式呈現：第一、依
照原語發音的拼音文字或本族文字（若為本族文字，會再附上漢語拼音），

第二、逐字翻譯的漢語，第三、意譯的漢語。

30. Lauri Honko, 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No. 264,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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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以傳統為導向的口頭文本」，31也是巴莫曲布嫫提出的「文

本格式化」的文本。32 雖然從《梅葛》漢語本的語言和內容來看，

文字優美，主題明瞭，有獨特的文學性和藝術性，本書也同其他以

漢語出版的彝族史詩整理本被認為是彝族傳統文學的代表作，33

但是本書在整理的過程中，捨棄盤古分天地而挑選老虎肢體變成天

地萬物的情節就已經主觀地認定什麼是屬於彝族該有的史詩內容，

這樣的「選擇」記憶，不完全是俚頗與羅羅頗的記憶，更不是馬游

村傳統的記憶。

　　1959年出版的《梅葛》，讓口頭流傳的「梅葛」變成書面文學

保存下來，這段歷史的結果，對「梅葛」後續的發展，在不同的時

代也有不同的記憶詮釋。

　　首先，由於記錄出版的年代在文革前，時間夠早，文革後的再

刷 2版，對於當時求知若渴的整體大環境而言，《梅葛》的內容清

新，做為民間文藝學而言，可以讓更多人認識與欣賞彝族，有積極

正面的意義。而做為梅葛的傳統記憶，本書的出版過程是將不同流

傳地區的「梅葛」融於一體，經過文藝修飾後才出版，期間又要再

經歷一次翻譯過程，更易產生詞不達意或偏離原文的狀況。面對一

本既像馬游村「梅葛」，又像曇華村「梅葛」，也像直苴村「梅葛」

的《梅葛》，反而變成錯亂的記憶。

31. 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曾就《梅葛》的文本的建構過程提出同樣的
看法。參見馬克•本德爾，〈怎樣看〈梅葛〉：「以傳統為取向」的楚雄彝

族文學文本〉，《民俗研究》4:34–41。
32. 「格式化」是作者借用「硬碟格式化」的意義，主要是表述民間敘事傳統
文本化的過程是一種編輯，而不是完整的迻錄，這會造成文本是否真實的

弊端。參見巴莫曲布嫫，〈「民間敘事傳統格式化」之批評—以彝族史詩

《勒俄特依》的「文本迻錄」為例（下）〉，《民族藝術》2:40。
33. 這裡所說的是《勒俄特依》、《阿細的先基》、《查姆》、《梅葛》等四大創世
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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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梅葛》整理本一書回流故里產生的影響。彝族學者羅

文高於 1991年 12月初次返回家鄉姚安馬游村調查時，幾乎所有被

調查者都說同樣一句話：「XXX有一本《梅葛》書，我們唱得不對

的地方，可向他借書來看。」；有兩位老人在演唱中發生分歧，其

中一人便理直氣壯地說：「書上就是這樣寫的。」34這個說法證明

書面文本回到馬游村對當地人產生借用的影響，懂漢語識字的人，

在演唱中遇到疑難，便參照《梅葛》整理本，相互借鑒，《梅葛》

一書便成為影響口頭傳唱的範本，變成當時的記憶。

　　《梅葛》整理本在被奉為成為口傳「梅葛」範本多年後，過去

的記憶又重新復活來挑戰。2003 年 1至 2月，《「梅葛」的文化學

解讀》課題組在馬游村調查，當調查組將《梅葛》一書有關內容向

村裡演唱梅葛的老人介紹時，老人們立即強調書中的一些細節與其

所知道的「梅葛」不同，並指出「照着書唱不下去」。35最主要的

差異是在馬游村沒「格茲天神分天地」與「老虎肢體變成天地萬物」

的內容。馬游村人，抵抗《梅葛》整理本的定論，按照過去的記

憶，將情節改回「盤古分天地」與「牛的肢體變成天地萬物」。36

　　雖然如此，筆者 2011年 8月到馬游村觀賞「梅葛文化」的演

出時，司儀報幕時，仍然是依照《梅葛》整理本的內容，將格滋天

神當成是開天闢地的創世者。37馬游村人為何回復記憶後又放棄

記憶？筆者發現，當天表演「梅葛文化」的人有 20至 30人，但其

34. 羅文高，《三十多年來梅葛的流變》，內部資料，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引
用胡立耘，〈史詩的文本分析—以彝族史詩《梅葛》為視點〉，《民族文

學研究》4:79。
35. 胡立耘，〈史詩的文本分析—以彝族史詩《梅葛》為視點〉，《民族文學

研究》2:79。
36. 2011年 8月 20日，筆者訪問楊甫旺教授，他們的梅葛課題組於 2001年
在馬游村收集到的版本是盤古開天闢地與牛的肢體變成天地萬物。

37. 2011年 8月 17日，筆者田野錄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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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真正開口唱梅葛的人只有 5至 6人。是否因為本族語言的弱化，

所以全體欠缺自信，又回頭來依賴整理本。

　　《梅葛》整理本對「梅葛文化」的影響一直存在。第一，成為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梅葛》文本有加分的作用。第二，從「復

原梅葛」的過程來看，從禁錮無聲到逐步復原的年代，《梅葛》文

本提供的記憶代表過去的年代，即便本書有許多既定的缺點，但是

俚頗與羅羅頗可以選擇他們需要的記憶做為恢復傳統的依據。第

三，《梅葛》文本的流傳不僅在彝族地區，更擴及到全中國與世

界，本書的影響是成為彝族創世史詩的形象深刻烙印在世人心中，

但是很明顯的這只是一種「形象的記憶」，甚至可以說《梅葛》只

是抽離真實彝族社會的民族素材，用來滿足世人想像。

　　《梅葛》整理本被賦予「傳統記憶」的依據再造「梅葛文化」

而成為俚頗與羅羅頗「被復原的記憶」，然後發展成為一種「表演

的梅葛」，再形成楚雄彝族認同的「文化記憶」。在社會經濟文化變

遷的環境中，傳統文化的改變，本來就是可預期的發展，改變過程

不意味好與壞，新的改變若是能夠繼承舊的模式，找到發展的生命

力，得到族人的認同，就能繼續傳承文化。

㈢「梅葛」再現後的認同
　　從 1959年出版的《梅葛》整理本的情況來推斷，當時仍有許

多朵覡與歌手，梅葛會的活力應該還在。後來受到文化大革命政治

運動的影響，梅葛會的活動被取締，梅葛傳唱也作為封建迷信被嚴

格禁止。梅葛到底被禁止多少，又何時恢復？目前並沒有確切的時

間。一般的說法是將 1992年馬游梅葛文化站正式掛牌成立的時間

點當成是梅葛文化重新興起的起點。38事實上，從 1978到 1992

38. 饒雲華在〈彝族梅葛文化節的來歷〉提到：「1992年，沐浴着改革的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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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間，已經有一些梅葛文化演出的記錄，如 1978年的建州二十

周年慶典上，馬游《梅葛》文藝隊在楚雄西山公園演出；1979年，

馬游的梅葛歌手羅學明出席全國民族文藝匯演；39 1990年 6月，

馬游梅葛歌手就組成一個「雲南楚雄彝族民間藝術團」赴日本石垣

市參加「第三屆亞洲藝術節」。40而國外學者對梅葛的認識，則是

透過美國學者馬克•本德爾發表的《中國雲南楚雄之行》，他在

1985年 7月曾到過馬游村，該篇文章報導了馬游的梅葛文化。41

從上述的資料來看，梅葛被禁止十多年後，在 1978年已經開始慢

慢恢復一些活動。

　　梅葛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 1982年郭思九的〈史詩《梅葛》與

彝族民俗〉，郭思九曾經參與 1958年的楚雄調查隊的梅葛調查與搜

集的田野工作，該篇論文主要是敘述《梅葛》整理本內容與俚頗與

羅羅頗的生老病死、婚喪喜慶的生活民俗，從論文的敘述來看，應

是 1958年的採集見聞而不是 1982年的現況。1982到 1993年，梅

葛只有 5篇論文，都是透過討論《梅葛》整理本來論述其論文主

題，多引用過去的習俗，因此無法瞭解這段時間民間傳唱梅葛的樣

貌。但是從這些零星的文獻記載，可以看出被禁止之後復原的梅

葛，漸漸喪失生活吟唱的傳統而發展出舞臺展演的經營。

　　影響俚頗與羅羅頗不再吟唱生活梅葛有三個重要的因素。其

一，朵覡死亡，沒有新的傳人。在馬游村，二十世紀 60年代最後

 馬游梅葛文化站正式掛牌成立，梅葛傳唱才在民間重新興起。」之後對於

梅葛文化的相關報導，都會提到這個時間點。

39. 郭開雲，〈梅葛的傳人〉，《金沙江文藝》6:56。
40. 筆者 2011年 8月到馬游坪梅葛文化傳習所參觀，牆上掛着到馬游坪人到
日本表演梅葛的照片，照片說明是在 1990年 6月。

41. 該文 1987年 3月發表在美國《探險》雜誌第 65期，引起許多外國學者的
注意。參見「馬克•本德爾」詞條，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
view/2035341.htm（擷取日期 2014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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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朵覡死後，在喪事上吟誦的「赤梅葛」已沒有人會唱，辦喪事

要到周邊地區左門、三角、黃泥塘去請朵覡來唱，現在周邊地區能

唱「赤梅葛」的朵覡，也只剩黃泥潭一人，馬游村的喪事活動中，

許多人家已不再請朵覡了。42

　　其二，宗教信仰與生活習俗改變，不再進行相關儀式。過去不

管是節日、喪葬、婚禮，都有與梅葛相關的吟唱活動，因為沒有朵

覡，許多儀式不再舉行。馬游在婚嫁中演唱梅葛十分活躍，可隨意

高歌梅葛助興，而最具特色的兩個儀式是演唱「七噴梅葛（退邪神

梅葛）」和「該磨梅葛（犁喜田梅葛）」。馬游人認為十字路口不乾

淨，新娘沿路難免邪神纏身，「七噴」的目的是敬天地，退邪神，

當新娘進喜場時，朵覡要舉行這個儀式；由兩人扮牛的犁喜田梅

葛，一人由當地善唱「梅葛」的歌手充當，一人由女方善唱的歌手

擔任，兩人互相對歌，教導新娘嫁來婆家要注意的規矩，是一個教

親的過程。馬游最後一次退邪神活動是 1962年梅葛歌手郭天元在

世時為其侄子自友成出外上門及自友和娶親時舉行的，現在已經失

傳，也沒有人會唱。43

　　其三，外來文化入侵，造成生存環境破壞。過去對唱「梅葛」

是主要的娛樂方式，談情說愛與婚嫁年節都是梅葛歌手大顯身手的

好機會，善於演唱者，可以得到很多的讚譽。馬游村在家庭聯產承

包責任制 44的實行下，民眾減少聚集的機會，說唱梅葛無形中也

減少；又因為生產力提高，經濟得到發展，錄音機、電視機、電影

42. 參見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34–35。
43. 唐楚臣，〈彝族史詩《梅葛》與彝劇—儺文化對戲劇發生作用的一具實

例〉，《民族藝術研究》1:53。
44. 文化大革命後的農村經濟改革，農民與政府協商，將收成的農作物一部分
上繳政府、一部分自己留用，由共產走向私有資本，進而增加個人的經濟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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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現代娛樂品取代唱梅葛的娛樂，對「梅葛」的態度冷淡，僅在重

大年節中能聽到一點零散的對唱。45

　　在馬游，因為把梅葛搬上舞臺，讓梅葛找到另一種生存空間，

逐漸得到許多人的認同。2011年 8月 17日，為了歡迎彝學會議訪

問團的來訪，馬游梅葛表演隊為我們演出一場「舞臺的梅葛」表

演。熱鬧的迎賓、開幕，舞臺上展演着「梅葛文化」，村民與來賓

都關注着舞臺的表演，這就是今日梅葛文化的再現。

　　再現的梅葛文化內容為何？描述如下：

　　首先是祭神儀式，舞臺上共有四人演出，一名長者扮演朵覡，

另一名長者手抓一隻活雞，兩名年輕人，一人將一個插着松枝與香

的方形容器扛在肩上，一人敲鑼，由朵覡吟唱，四人圍繞舞臺中間

鋪滿松枝的桌子繞圈。繞圈結束後，就是祭拜的動作，先拜四個方

位，然後將容器放置在桌上，做出殺雞的動作，還從容器中拿出一

張黃色的紙，做出焚燒的動作，再放回容器。象徵儀式的動作做完

後，朵覡吟唱的歌聲中下舞臺。表演約 4分鐘。

　　接着由一位穿着彝族服飾的女子來到臺前報幕，她說：「遠古

的時候，那個來造天，那個來造地，是格茲天神來造天，是格茲天

神來造地。這是彝族《梅葛》的首語，《梅葛》是包羅萬象的彝族

史詩，它有〈創世〉、〈造物〉、〈婚事和戀歌〉、〈喪葬〉四部份組

成，下面請看『開天闢地』」46。女子退下後，一名朵覡上臺唱跳開

天闢地，朵覡下臺後，換成四名男子、四名女子，身上掛着樹葉，

打扮成原始人的模樣，這時曲調變換，由男女對唱，但不是由舞臺

上的八人男女，而是舞臺旁邊的一男三女。表演過程約 9分鐘。

　　第三個表演是娃娃梅葛歌舞，歌名「我們多歡樂」。有 28個身

45. 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66。
46. 這段話可以說明《梅葛》整理本對這個舞臺表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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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彝族服飾的國小孩童在舞臺上跳舞，但是他們只是配合音樂跳

舞，沒有唱歌。背景音樂是一群孩子配合音樂齊唱的兒歌。表演約

4分鐘。

　　第四個表演是青年梅葛對唱過山調。報幕女子在臺上說明，這

是青年男女互盼對方來的青年梅葛，先由男子獨唱，再由女子獨

唱，最後一起合唱。表演約 3分鐘。

　　第五個表演是青年男女互訴情衷的歌舞表演。舞臺上四對男女

一邊跳舞，一邊對歌，但是歌聲與音樂都是由舞臺旁的男女歌者表

演。整個表演約 6分鐘。

　　第六個表演是娃娃梅葛，演唱「小小蜜蜂真辛苦」，六個小女

生在臺上演唱娃娃梅葛，就像兒歌一樣，唱歌之餘也帶有動作。表

演約 3分鐘。

　　第七個節目是跳彝家歡樂的蘆笙舞，舞臺一樣是四對男女，男

子吹着蘆笙和女子一起跳「跳腳舞」，這是當地彝族的舞蹈。表演

約 6分鐘。

　　第八個節目是歌唱「思念」。由四對男女舞臺上跳舞表演，演

唱者是一名女歌者，在舞臺旁邊演唱。表演約 4分鐘。

　　第九個表演是蘆笙歌舞表演，名叫「Mǎ mǎ liè liè wū zī liè」。
由四對男女在舞臺上表演，男子吹蘆笙和女子一起跳舞，舞臺旁的

歌者則配合音樂節奏唸誦着「Mǎ mǎ liè liè wū zī liè」。整個約 4分

半鐘。

　　第十個表演是男子合唱歌曲「彝山，我的母親」。由三位青年

男歌者上臺歌唱，歌詞大意是彝山你永遠那麼年輕，你永遠那麼美

麗，你是我永遠的母親。表演約 3分半鐘。

　　第十一個表演是男女舞蹈，由六對男女在舞臺上表演，他們搭

配舞臺旁男子吹奏的笛聲來模仿公雞母雞的動作，表演得維妙維

肖。表演約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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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表演是演出者吹着笛子蘆笙邀請來賓觀眾到舞臺上圍

着圈圈一起跳舞。

　　上述的表演內容，涵蓋朵覡梅葛、老人梅葛、青年梅葛、娃娃

梅葛等四種梅葛的演唱類型。第一個祭神儀式就是唱朵覡梅葛，表

演者將儀式做濃縮版的演出。第二個節目是唱老人梅葛，報幕者告

訴我們這是史詩《梅葛》的「開天闢地」，也就是「創世」，這個節

目演出約 9分鐘，是整場梅葛最長也是最精彩的表演。之後的節目

就是娃娃梅葛、青年梅葛的演出，另外再加上馬游村人唱的歌曲與

跳的舞蹈。這場約 50分鐘的舞臺表演，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祭神儀

式與創世梅葛的演出，大約佔整個節目的四分之一，其餘的節目安

排可長可短，可以配合主辦單位或邀請對象的需求來更動舞臺節目

的編排。但不管如何更動，「祭神儀式」與「創世」，是這個表演最

重要不能抽換的核心表演。

　　目前馬游村已經沒有朵覡，所以很多儀式都不再舉行，但是仍

然可以透過採集老人們以前的記憶將之在舞臺上部分呈現。《梅葛》

整理本由四個部分組成，但只有〈創世〉的開天闢地適合演出，也

符合做為創世史詩的核心價值。其餘的歌舞表演，包括青年梅葛與

娃娃梅葛，可以被認為是「生活記憶」的選擇，可以自由彈性的運

用。整體而言，「梅葛文化」的表演，就是「過往生活記憶」的濃

縮呈現。

　　為了瞭解當地人對「梅葛」的認同，2011年 8月 17日，筆者

在馬游村中隨意詢問了幾個人，包括路上遇到的彝族婦女、在民宅

殺雞的兩兄弟、抱着孩子來看表演的年輕媽媽，與撞球間一群打撞

球的年輕人，他們年齡約在 15–50歲。這些人都具有梅葛的一般知

識，像是知道老人梅葛、青年梅葛、娃娃梅葛的分類與演唱的大略

內容，但幾乎都會很靦腆的說：「我知道梅葛啦，但我不會唱」。不

過我在表演會場內見到一些年齡較長的婦女，表演結束後，我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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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你們會唱梅葛嗎？」她們很大方地唱一小段給我聽，其中有

一位 67歲的老婦人羅東玉，她的聲音很美，唱了五首梅葛給筆者

聽，每一首曲調與舞臺上的表演不同，相當精采。

　　實地的觀察，發現馬游村民對梅葛文化重視的程度非常高，當

地人會熱心告訴你馬游村在進行的事，村民們說：「我們對梅葛文

化相當重視，因為我們有梅葛文化工作隊，也有梅葛文化傳習所，

我們的小學也會教孩子唱梅葛。」言談之中，能感受到他們對梅葛

文化的驕傲。筆者認為，舞臺上表演「梅葛」的內容雖然是不同記

憶的濃縮，但是因為將「梅葛文化」當作文化觀光的品牌，讓馬游

村民得到自信與榮耀，經過三次的「梅葛文化節」的舉辦，可預期

的旅遊經濟效益，反而更加深馬游人對梅葛文化的認同。

三、「梅葛文化」工程的推動

　　近年來，中國透過普查，將各地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列入國

家級名單受到保護。47被列入國家級名單的項目，莫不有麻雀變

鳳凰的喜悅，因為伴隨而來的是政府部門財力、物力、人力的支

持，若再配合當地文化旅遊的市場價值，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於是行

銷文化品牌，取得實質經濟效益的保證。2008年 6月，彝族梅葛

被國務院列入國家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48公部門與

熱心人士，提倡「梅葛文化」，從傳統的「梅葛」轉型為現代的「梅

葛文化」，俚頗與羅羅頗的記憶如何重現，「復原梅葛」的工程如何

建構與延續。

47. 2011年 5月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公佈後，中國目前共有
1219個項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屬於國家級保護。參看中國非物質遺產
文化網。http://www.ihchina.cn/main.jsp（擷取日期 2013年 3月 12日）

48. 參看中國非物質遺產文化網，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http://
www.ihchina.cn/inc/guohiamingluer.jsp（擷取日期 2013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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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從「梅葛」到「梅葛文化節」
　　講中部彝語的俚頗與羅羅頗都有傳唱梅葛的傳統，姚安縣馬

游、大姚縣曇華、永仁縣直苴等村都是主要流傳地，但是目前只要

討論到「梅葛」，各種報導全都指向馬游，馬游儼然成為「梅葛」

的代名詞，並擔任發揚「梅葛文化」的重任。為何馬游雀屏中選為

梅葛文化的代言人？筆者訪問長期推動梅葛文化的楊甫旺教授，據

他的說法：「當初推動『梅葛文化』時，問過傳唱梅葛的幾個縣，

這些縣政府的態度很冷淡，只有姚安縣最積極，於是州政府就在馬

游村打造「『梅葛文化』基地，挹注許多資源，現在其他縣政府都

後悔了。」49由此可知，當初推動梅葛文化時，只有姚安縣政府

積極主動，願意與州政府配合，才讓姚安馬游村獲得「梅葛故里」

的美名。

　　今日的「梅葛文化」，是建立在傳統社會民間傳唱「梅葛」的

基礎。1949年中國成立帶來社會文化的改變，讓梅葛的發展也產

生不同階段的變化，整理其發展脈絡，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本記錄期，從 50年代至文革開始。此時最大

的成就是 1959年出版《梅葛》一書。口傳的梅葛，藉由此書的記

錄出版，在彝族民間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文學地位。又因為是以

漢字書寫記錄，影響範圍不只是彝族，包括漢族甚至流傳至國外，

奠定日後「梅葛文化」再現的基礎。

　　第二階段—禁錮無聲期，文化大革命時期。在破除四舊和反

對封建迷信的口號下，梅葛成為犧牲品，經過十餘年的禁唱，無數

梅葛藝人受到衝擊，梅葛演唱幾乎中斷。

　　第三階段—逐漸復原期，從文革後到 2000年。直到文革

後，唱梅葛的傳統才又重新開始。這段時間，馬游坪的熱心人士就

49. 根據筆者 2011年 8月 20日訪談楊甫旺教授的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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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提倡「梅葛文化」，主要是練唱學習，以表演的性質呈現梅

葛，進行展演的活動。民間自組的「對歌會」形式，較為少見，除

了受到文革期間的壓制影響，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整體文化的改

變，尤其是逐漸消失的語言環境。

　　第四階段—文化再現期，從 2001年到現在。姚安縣對馬游

坪的梅葛文化相當重視，挹注相關人力與經費施行梅葛相關的文化

建設，其目的除了重現「梅葛文化」，更重要是透過「梅葛文化」的

特色，吸引更多的旅遊資源，以文化建設來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

　　為了延續梅葛，1992年，馬游梅葛文化站正式掛牌成立，恢復

組織 60年代活躍一時的村梅葛文藝宣傳隊，安排表演梅葛。2001

年，馬游村向州民委爭取資金 2萬元新建 68平方米的馬游坪梅葛

文化基地，組織馬游梅葛表演隊，按照梅葛的演唱形式分為老年梅

葛隊、中青年梅葛隊、娃娃梅葛隊，利用農閒進行梅葛的編演排

練，安排參加州縣鄉重大節日與活動的文藝活動演出，成為宣傳彝

族梅葛的主力軍，讓梅葛的生存空間得到拓展，也奠定了傳承的基

礎。50透過上述的努力，梅葛也陸續得到回饋，2006年 5月，「彝

族梅葛」與「馬游坪彝族傳統文化保護區」被雲南省人民政府列入

雲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008年 6月，「彝族梅葛」

被國務院列入國家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009年，梅葛

演唱藝人郭有珍被命名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又在2013

年 6月，得到「第二屆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薪傳獎」。51

50. 羅家裕，〈馬游坪對梅葛的守望〉，《中國民族報》2006年 4月 4日 16版。
51. 「薪傳獎」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工作機構設立的國家級獎項，旨在
表彰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作出傑出貢獻的各級非遺傳承人。該獎每年評

選一次，每次評選傳承人 60名，2013年是第二屆舉辦，梅葛藝人郭有珍
獲此殊榮。參看唐紅麗報導，〈第二屆「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薪傳

獎」在京頒佈〉，2013年 6月 9日，中國社會科學在線 http://www.cssto
day.net/xueshuzixun/jishizixun/80564.html（擷取日期 2014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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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俚頗與羅羅頗有許多自己的傳統節日，像是插花節、火把

節，52這些重要的節慶，他們也都會唱梅葛，但是從來沒有一個

節日叫做「梅葛文化節」，這個節日是為了保護梅葛文化而新創的

節日。53現任姚安縣官屯鄉馬游村黨支部書記，同時也是馬游梅

葛文藝宣傳隊的總負責人羅文輝，他大膽提出舉辦「梅葛文化節」

的設想，得到公部門與社會各界的支持，54打響梅葛文化節的名

號，吸引更多民眾的參與，也包括官員學者的交流討論，「梅葛」

之名更加響亮，進一步擴大梅葛的社會影響力。

　　根據資料整理，「梅葛文化節」到目前為止一共舉辦三屆。三

次的梅葛文化節分別是：2005年 3月 17日（農曆二月八日，插花

節），首屆馬游梅葛文化節，在姚安縣官屯鄉馬游村委會舉行；

2007年 11月 17日（農曆十月八日，彝族年），第二屆「2007中國•

姚安彝族梅葛文化節」，在姚安縣官屯鄉舉辦；2008年 11月 5日

（農曆十月八日，彝族年），第三屆「2008中國•姚安彝族梅葛文

化節」，在姚安縣官屯鄉馬游村舉辦。這三次大型的梅葛文化節，

行銷「梅葛文化」的活動，透過媒體的宣傳報導，我們也看到活動

吸引很多人潮，進而促進當地的觀光旅遊。

　　2009年 7月 9日，雲南姚安縣發生超過 6.0以上的大地震，震

央就在馬游村所在的官屯鄉，災情嚴重。55受到自然災害的影

響，舉辦「文化節」活動，也就暫停下來。2011年，筆者前往馬

52. 郭思九，〈史詩《梅葛》與彝族民俗〉，《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69。

53. 筆者訪問楊甫旺教授時，他認為「梅葛文化節」不是傳統的節日，而是為
了擴大梅葛的文化效應，得到政府的支持而舉辦的活動。

54. 高維棟、董家成，〈梅葛薪火傳承人—記姚安縣優秀農村鄉土人才羅文

輝〉，《雲南支部生活》11:47。
55. 「姚安地震」，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303.htm（擷取日
期 2013年 10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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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村參訪，瞭解當地雖然不再舉辦大型的梅葛文化節活動，但是遇

到重要的節日或舉辦重要的活動時，就會由馬游梅葛表演隊來表演

梅葛文化。

　　「梅葛文化節」共舉辦過三次，活動內容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是官方的活動，係指官員與外賓參與的開幕活動、研討會會活

動、展覽活動等等。例如，第三屆梅葛文化節，上午舉行梅葛文化

研討會，中午有迎賓的儀式，會場旁邊有梅葛主題書畫及梅葛風情

展，可供外賓與參與者進一步瞭解「梅葛文化」。56第二是梅葛的

表演活動，係指馬游梅葛表演隊的舞臺演出。例如，第二屆梅葛文

化節，表演隊以「朵覡祭祀」拉開序幕，表演者穿着彝族服飾，手

拿響鈴與青松枝表演；「彝家樂」的蘆笙舞展現喜獲豐收的歡樂；

「從梅葛中走來」再現先民刀耕火種的生活情景；青年梅葛婉轉悠

揚，展現戀人之間的情意；娃娃梅葛，表現孩子天真無邪的童年。

其他表演有「回來吧，獨姑娘」、「娃娃梅葛」、「金雞報曉」、「古老

的蘆笙舞」等節目，最後演出是觀眾與表演者一起互動的集體蘆笙

舞。57第三是民眾的歌舞晚會，例如，首屆梅葛文化節，主辦單

位當晚舉行「賽梅葛」活動，在村委會的大院裡，演唱者男女老

少，有歌手也有普通民眾，演唱形式有獨唱、二人對唱或多人對

唱，以彝語為主，也有以當地方言來唱。演唱氣氛熱烈，滑稽的表

情與誇張的動作，不時引得觀眾大笑。演唱結束後，興奮的人群在

56. 〈中共官屯鄉委員會 官屯鄉人民政府 關於舉辦「2008中國•姚安彝族梅
葛文化節」的公告〉，參見雲南楚雄姚安縣官屯鄉政府網站 http://www.
ynszxc.gov.cn/S1/S549/S594/S599/C11969/DV/20081028/2435692.shtml（擷
取日期 2013年 3月 15日）。

57. 劉學瓊，〈梅葛故地風情彝鄉—2007中國•姚安彝族梅葛文化節紀
實〉，2007年 11月 28日，參見中國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difang/yunnan/200711/20071105252204.html（擷取
日期 2013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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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圍起圓圈，開始跳舞，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58

　　三屆的文化節大同小異，我們勾勒出梅葛文化節呈現的模式：

首先是迎賓、開幕式；接着是梅葛文藝宣傳隊的梅葛文化表演；最

後是與群眾共舞的蘆笙篝火晚會。筆者認為梅葛文藝宣傳隊的梅葛

文化表演是文化節的重頭戲，因為舞臺的表演就是過去記憶的濃縮

呈現。梅葛文化節若是屬於俚頗與羅羅頗的盛宴，以過去梅葛歌會

的形式來看，舞臺上展演着「梅葛文化」就過於靜態，無法看到在

梅葛會中該有的動態的對歌吟唱；但若在歌舞歡樂的晚會上，僅能

是雜亂無章的簡單對唱與跳舞的娛樂效果，那麼認真的舞臺表演，

反而能喚起舊的記憶，變成新的「梅葛記憶」。生活的對歌是梅葛

舊的記憶，舞臺的表演是梅葛新的記憶，生活與表演是筆者想要表

達的兩種記憶的差異。在傳統文化與語言式微的環境下，維繫「生

活的梅葛」越來越困難；在文化觀光的經濟需求上，推動「表演的

梅葛」反而變成另外一股延續梅葛的生命力。

㈡梅葛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文化遺產共有的性質和特點，59但是非

物質文化的本質是依附於特定民族、群體、區域或個體存在，並流

傳至今，所以比物質文化遺產更脆弱，而且往往是瀕危存在。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歸納這些文化遺產的認定標準，60對保護非物質文

58. 王翼祥，〈論彝族史詩《梅葛》的社會功能〉，《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6:48。

59.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參看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http://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擷取日期 2013年 10月 3日）。

60. 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人類口頭及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傑作）」規則
的五項條件。包括：1表明其深深紮根於相關群體的文化傳統或有關社區
文化歷史之中；2能夠作為一種手段對民間的文化特性和有關的文化社區
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鑒和交流方面有重要價值，並促使各民族和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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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遺產提供了基本尺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質是一種「活的」文

化，最重要的是通過傳承、教育的方式在人、民族、區域、社會中

得以實現延續和發展，包括整理建檔與研究、保存展示、傳承發

展。其中「傳承」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最不

容易達到的目標。

　　雖然「梅葛文化節」讓我們看到梅葛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在

這樣的景象背後，其實一直存在着必須面對的傳承問題。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傳承形式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自然性地傳承，一種是社

會參與性地傳承。前者是指在沒有社會參與力量的前提下、完全依

賴個體行為的某種自然性的傳承延續，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上

是靠這種方式延續至今的，尤其是個體之間的「口傳身授」，如民

族民間的口傳文藝、手工技藝、民俗技能等等。但這種方式往往會

因為社會、經濟、文化以及個體的變遷而受到制約。後者則是指在

社會某些力量參與下傳承，包括公部門、立法機構、社會團體的各

種行為的參與和支援。梅葛在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前，是一種自

然性的傳承，透過少數人自發性的學習將其保留與延續下來。2008

年梅葛在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後，透過社會力量的參與，主要是

公部門的資源挹注，讓傳承的發展出現更多可能性。

　　馬游坪所屬的姚安縣，把建設「文化姚安」的一項重點工作放

在營造梅葛文化品牌。因此，縣府提出了為了有效傳承保護彝族梅

葛文化遺產，組織編制了《楚雄彝族自治州馬游坪梅葛文化生態保

護區發展規劃》，包括啟動馬游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

 集團更加接近，對有關的群體起到文化和社會的現實作用；3能夠提高開
發技能，提高技術品質；4對現代的傳統具有唯一見證的價值；5由於缺
乏搶救和保護手段，或因加速的演變過程、城市化趨勢、或適應新環境文

化的影響而面臨消失的危險。「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百度百科 http://
baike.baidu.com/view/5005188.htm（擷取日期 2013年 10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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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村容村貌整治、梅葛文化傳承保護、文化旅遊開發建設，藉此

促進文化旅遊產業的發展。

　　根據上述這些措施，我們從推展、保留、傳承三個面向，來觀

察「梅葛文化」施行的成效。

　　第一，在推展梅葛文化方面，首先有馬游坪梅葛基地組織的表

演隊，訓練梅葛歌手，可以在各種節慶中表演，也能代表參加各種

比賽，藉由表演隊展演梅葛，成功地推展梅葛文化。其次是舉辦梅

葛文化節，透過節慶的舉辦，對內可以動員全村的向心力，對外可

以號召各界人士的參與，這對推展梅葛文化相當有助益。最後是成

立「馬游坪彝族梅葛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計畫 61，姚安縣政

府希望有效推動彝族梅葛文化和葫蘆（福祿）文化的研究開發，藉此

帶動旅遊業的發展。

　　馬游坪現有梅葛傳承藝人代表共有 7人，扣除兩位省籍民間藝

人：製作蘆笙的郭自林與民族服飾刺繡的羅玉芳，62有五位推動

梅葛展演的靈魂人物，分別是郭有珍、自開旺、羅英、駱登榮、羅

文輝。

61. 這個計畫以以楚雄州姚安縣的馬游村為中心，包括其方圓 2公里內黃泥
塘、三角和左門鄉的所有彝族文化，都要融入這個梅葛文化生態保護區建

設之中。這是一個集合居住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和社會歷史文化的

大型文化生態圈，目前當地政府已經投入 2500萬元資金用於梅葛文化生
態保護區的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預計在 2020年左右全部完成該
文化生態區的建設規劃。參見中新社，〈楚雄為彝族「梅葛」文化發源地

設生態保護區〉，2010年 10月 9日刊登，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
com/gate/big5/www.chinayigou.com/news/Art ic le/szyl /wmys/
wxms/201010/91308.html（擷取日期 2013年 10月 5日）。

62. 依據馬游村梅葛文化傳習所展覽室牆壁上的大圖說明，共有 7人。其中郭
自林（1964–）主要從事蘆笙製作，作品被州歌舞團、州民委等單位收藏，
省級民間藝人。羅玉芳（1951–）主要從事彝族服飾的製作，刺繡、剪花
樣，作品被省、州、縣搜集展出，省級民間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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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有珍（1943–）是家喻戶曉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年輕時是馬游業餘文藝隊演員，曾參加彝劇《曼嫫與瑪若》的演

出。愛唱梅葛，擅長青年梅葛和娃娃梅葛。她唱梅葛時非常忘情，

可以一直唱一直唱，筆者 2011年訪問她時，只要請她唱梅葛，真

的停不下來，滿滿的熱情，讓人招架不住。郭有珍的家人都會唱梅

葛，哥哥郭有忠、郭有亮及姐姐郭有興是唱老年梅葛和青年梅葛的

歌手，現已故。兒子羅會元、女兒羅會平、羅麗平、羅麗香也會演

唱梅葛，孫兒羅文吉與羅文英兄妹，也是小學裡的梅葛歌星，經常

參加演出。63

　　自開旺（1947–）從縣民宗局局長退休後就回到馬游村從事梅葛

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經營 30多人的馬游梅葛演唱隊，常常在梅

葛文化站表演活動。64 1960年，16歲的自開旺就加入了村裡的梅

葛文藝表演隊，所以一直不能忘情梅葛的表演，當年 22人的團

隊，現在仍舊活着的僅有 5人。他能編能寫能唱，也會多種樂器，

目前的任務是專門研究宣傳梅葛。65

　　羅英（1969–）生長在梅葛世家，父親羅學明、哥哥羅斌都是重

量級的梅葛歌手。2011年被認定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擅長蘆笙舞和梅葛小調，目前擔任了馬游梅葛小學學前班的班主

任。筆者 2011年觀賞的梅葛舞臺表演，羅英是當天舞臺上唱跳最

佳的女歌手。

　　駱登榮（1967–）善於演奏蘆笙、短笛、月琴等，曾經多次參加

63. 饒雲華，〈梅葛歌手郭有珍〉，《荷城文藝》2013.4，龍源期刊網，http://
www.qikan.com.cn/Article/hcwy/hcwy201304/hcwy20130401.html（擷取日
期 2013年 10月 3日）。

64. 羅家裕，〈馬游坪對梅葛的守望〉，《中國民族報》2006年 4月 4日第 16版。
65. 郭萬盛，〈「古典雲南」之楚雄：彝人文化的傳承實驗〉，《人民日報（海外
版）》2009年 2月 14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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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文藝活動演出，是梅葛表演隊的重要演員，州級民間藝人。

　　羅文輝（1974–），現任姚安縣官屯鄉馬游村黨支部書記，同時

也是馬游梅葛表演隊的總負責人，年紀雖輕，但具有領導的能力，

組織成立梅葛文化站與一支二十人左右的表演隊，定期不定期組織

培訓和演出，奠定梅葛傳承的基礎。66

　　第二，在保留梅葛文化方面，在原有《梅葛》整理本一書的基

礎上，整理重印了《馬游坪彝族梅葛》一冊，收錄梅葛原唱音帶十

餘盒。2005年，編輯出版了《文化姚安》一書。楚雄州政府設立

梅葛文化保護基金，撥付 30萬元用於梅葛傳承保護，註冊「梅葛

文化」商標，將「梅葛文化」品牌保留。2008年 10月建成了馬游

民族文化展覽室，建立了四個展區，有刺繡展區、生活用品展區、

書畫展區、影像展區等。收集「梅葛」文化相關書籍和音像資料，

存放展覽室。

　　第三，在傳承梅葛文化方面，姚安縣政府在馬游村成立「梅葛

文化傳習所」，採取以師帶徒的方式組織老藝人給青少年傳授「梅

葛」唱法。在馬游坪，60歲以上擅長演唱「老人梅葛」，包括創世

內容的歌手已不足五人，且無人能夠完整演唱；30至 50歲的中青

年，多只會唱「青年梅葛」；20歲以下的青少年中，會唱「娃娃梅

葛」的歌手已十分稀少。67梅葛是用口頭傳唱無文本記載，若無

法傳承，會有失傳的危險，2009年 1月正式成立的梅葛文化傳習

所，就是要肩負傳承的責任。梅葛傳承藝人多利用業餘時間一起演

唱、整理梅葛，他們採用集中培訓和個人傳授的方式對村寨裡的年

輕人進行梅葛的傳承。傳習所的「馬游梅葛傳習所教員職責」明文

66. 高維棟、董家成，〈梅葛薪火傳承人—記姚安縣優秀農村鄉土人才羅文

輝〉，《雲南支部生活》11:47。
67. 同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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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身為傳習所的教員，招收徒弟的規定自由，不統一招收，

由教員自己招錄，主要是要對學習傳承的內容感興趣的學員，年齡

從 6歲到 50歲之間，一期不超過十人，最好是不同年齡的組合。

教員傳承教學一星期不少於 2次，時間不少於 8小時，教學後要督

促學員（徒弟）練習傳承內容，並給予指導和幫助。68」近年來政府

對梅葛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十分投入，傳承人享受到政府的津貼，他

們在村裡也努力地教授傳習梅葛文化，但有些精深獨特的梅葛，還

是只有幾個老藝人才會唱。目前外出求學或打工的年輕人，雖然知

道梅葛，有些可能還會唱一點，但是因為沒有環境的薰陶，傳承的

困難度加深，對梅葛的熱情也有斷層的危機。

　　鑑於教育必須由小扎根，馬游村「義學堂」舊校進行修復，成

為傳習梅葛文化的地方。2009年 1月馬游坪梅葛希望小學在此舉

行揭牌儀式，直接將「梅葛」歌舞納入了學校的課程，由梅葛傳承

人來授課。學校的校服就是彝族的民族服裝，課間操也改跳梅葛與

蘆笙舞。為了讓孩子學唱更多的梅葛，羅英在農忙之餘，又擔任馬

游梅葛小學學前班的班主任，她的主要職責就是教授梅葛，每天的

五節課中，三節課用來學習文化知識，二節課用來學唱梅葛，每個

下午，馬游梅葛小學的教室，常會傳出稚嫩童聲的娃娃梅葛。

　　推展馬游坪梅葛文化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村寨裡熱心份子的

積極力量也可以看到公部門挹注的關心和財力的支持，透過這兩股

力量的進行，這幾年馬游坪推動的「梅葛文化」，成功地達到宣傳

的效果。從新聞媒體與官方的報導，我們得到的印象都是正面與積

極的搶救、保護、傳承梅葛及其文化。但是，過於正面的報導也讓

我們產生疑惑，因為文化事業的推動絕非易事，文化發展是一個社

會過程，尤其在現代化的衝擊下，一定會有巨大的社會轉型，部分

68. 參見馬游梅葛傳習所的「馬游梅葛傳習所教員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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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能適時轉型而保留，但也有部分不能適應而消失，尤其是強勢

文化與弱勢文化的接觸，弱勢文化是不容易反擊的。由此觀點來看

梅葛，越來越式微的傳統文化與語言環境，在強大外力的搶救、保

護、傳承的政策刺激下，展演「梅葛文化」成為傳承梅葛重要的發

展。

㈢傳唱「梅葛」的語言使用
　　梅葛的傳承，一定要找到持續的生命力，持續的生命力是來自

梅葛生存的環境，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中，在一切趨向現代化與漢化

的生活，要保持唱梅葛的獨特，語言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梅葛透過當代各種努力，以再現的姿態興起，將一個瀕危的文

化重新復振，即使不能回到從前，是否能將精神留存，轉換符合時

代的發展；抑或只是型式的保留，最後依然是走向衰亡。文化保留

的最重要的關鍵就是環境與人，梅葛文化的真正精神是在語言是否

能保留，梅葛的語言狀況是值得關注的。

　　俚頗與羅羅頗，兩支系的話，都屬於講中部方言的彝語，這裡

自明清以來，大批漢族進入彝族地區定居，形成漢族占多數的分

佈，漢語對此地的也產生巨大的影響，住在交通沿線與壩區邊緣的

彝族、逐漸改用漢語或漢、彝語言並用。根據《「梅葛」的文化學

解讀》（2009）一書所提供的資料來看：

中部方言約 45萬人口中，只會說漢語不會說彝語的約 7

萬人，只會說彝語不會說漢語的約 15萬人；彝、漢兩種

語言都會說的約 33萬人。從羅羅頗、俚頗兩個彝族支系

的語言來看，羅羅頗中只會說漢語不會說彝語的不到

10%，只會說彝語不會說漢語的約占 30%，彝、漢兩種語

言都會說的占 60%；而俚頗中只會說漢語不會說彝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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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占 50%，只會說彝語不會說漢語的不到 5%，彝、漢兩

種語言都會說占 45%。69

　　這段文字說明瞭在彝族聚居地，使用彝語的人口逐漸下降，多

數是漢語彝語並用，完全不會中部彝語的彝族也有百分之十五。

「羅羅頗」和「俚頗」使用中部彝語的情況也不樂觀，「俚頗」人竟

然高達一半的人口是不會講彝語。語境改變，生活習俗也會改變，

依附在中部彝語的梅葛，生存的環境也會產生影響。

　　以姚安縣官屯鄉馬游村的語言狀況來看，60歲以上的人有

20%懂彝語略通漢語，80%漢語、彝語都會，不會漢語極少。40

到 60歲的人漢語、彝語精通，本地人語言交流用彝語少用漢語。

14到 40歲的人精通漢語，彝語生疏，語言交流多用漢語。7到 14

歲的人 70%精通彝語略懂漢語，漢語不流暢。7歲以下的人 80%

以上講彝語不會漢語。80年代中期後，馬游完全小學 1到 2年級

須開設雙語（彝、漢語）教學，讓上小學的兒童早點學習漢語以適應

現代科學文化教育。70

　　上述說明我們可以得到幾點結論：一、俚頗的彝語幾乎被漢語

取代，情況堪憂。二、羅羅頗的彝語是老人和小孩的使用比較好，

成年人的使用較弱。若老年人凋零，成年人不再使用彝語，小孩進

入漢語的教育環境學習，成年後，彝語也同樣變得弱化，據此，我

們可以推測，羅羅頗的彝語消失速度應該也會很快。三、馬游村的

彝語使用情況的資料較齊全，彝語的保留情況也比其他村寨要好，

或許如此，馬游才能稱之為梅葛的故地，因為這裡有孕育梅葛生命

69. 李雲峰、李子賢、楊甫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15。
70. 根據《「梅葛」的文化學解讀》的資料整理，參見李雲峰、李子賢、楊甫
旺主編，《「梅葛」的文化學解讀》，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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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土壤。

　　俚頗與羅羅頗兩支系的彝語能力在急劇地降低，若傳統文化的

式微與母語能力的退化是同步進行的，那麼梅葛的傳承方式就必須

去思考語言使用的問題。

　　2011年 8月 17日，筆者在馬游村的撞球遊戲間詢問當地的年

輕人，我問誰會唱「梅葛」，年輕人互相推諉，竊竊私笑，互指一

名染着黃色頭髮的少年：「他在談戀愛，他會唱啦！」黃髮少年嚇

着往外逃走，大喊：「才沒有呢。」有位年輕人告訴我，這是指「青

年梅葛」，男女談情說愛時的對歌，但是他們已經都不太會講羅羅

頗的話，所以也不太會唱。由此可見，目前的語言環境式微，梅葛

很難蓬勃發展。

　　另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是梅葛是否可以改用漢語演唱？成為舞

臺展演的梅葛，曲調還在，改為更多人使用的漢語，是否更適合推

展，與其他民族達到溝通接軌的效果？筆者在馬游村採錄郭有珍女

士演唱「開天闢地」的過程，郭女士告訴筆者：「現在唱梅葛，年

輕人都不愛唱了，他們不會講彝話，也不愛聽了，所以我自己編一

個用這裡的話唱的『開天闢地』，這樣你們外地來的人，也能聽懂

了。」她唱了一小段雲南話的開天闢地給我聽，這是當天筆者最大

的震撼。在筆者的觀念中，語言是民族的命脈，文化傳統的保留與

語言的關係密切，梅葛本身與語言的關係密切，語言消失就會意味

這個文化消失甚至是民族的消亡。因此，當聽到一個國家級的傳承

人用雲南話演唱梅葛時，驚訝之餘也產生另一種反思，梅葛其實就

是一種曲調，使用不同的語言，只要是當地人能夠接受，甚至成為

一股新的推動力量，或許更能擴大梅葛的影響力，成為楚雄彝族新

的文化、新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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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梅葛」是民間文學，在楚雄講中部彝語的俚頗與羅羅頗之間

口頭傳唱，保持變異性的特性，是「活史詩」，在 1950年代以前，

充滿生命力地發展。《梅葛》整理本的出現，讓不同的口傳內容的

版本變成一個「定本」，「梅葛」出現穩定性，似乎也預示，梅葛將

步上全世界各史詩發展的相同歷程，從「活史詩」走向「死史詩」。

　　影響俚頗與羅羅頗不再吟唱生活梅葛有三個重要的因素。其

一，朵覡死亡，沒有新的傳人。其二，宗教信仰與生活習俗改變，

不再進行相關儀式。其三，外來文化入侵，造成生存環境破壞。上

述原因，讓「梅葛」走向了衰亡。至於能否恢復「梅葛」？透過姚

安縣馬游村的熱心人士奔走，他們組織梅葛文藝宣傳隊，以《梅葛》

整理本做為依據，搬到舞臺上去展演梅葛，讓「梅葛」得以重新復

活。

　　《梅葛》整理本對於創世情節，採納的是大姚曇華的「格茲天

神開天闢地說」，所以馬游的「盤古開天說」便遭揚棄。隨着整理

本的影響力所及，大家都接納「格茲天神開天闢地」說，就是馬游

的舞臺展演也是如此，這種說法自然生根，成為年輕世代的記憶。

但是傳統「盤古開天說」仍然流傳在老輩人之中，只是反倒萎縮成

小眾記憶。由於彝語流失，使用漢語的年輕世代，相信漢語整理本

的權威，惶恐不敢輕易遵循祖說。從現象來看，是記憶的糾纏，從

趨勢來看，是記憶的取代。

　　馬游人一向以自己擁有「梅葛」而引以自豪，但是現在朶覡已

經不在，在喪葬儀式中吟誦梅葛極為罕見。其次，雖然祖先崇拜與

山神信仰依舊存在，但祭儀過程吟誦梅葛不再是必要的內容。對於

60歲以上的耆老來說，梅葛是親炙的真實，牢牢記住的記憶。中

年人則聽聞熟知，不過對於漢語整理目睹為憑，更據以發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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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目前以舞臺展演為主的「梅葛文化」。年輕人與小孩則是沐浴在

「梅葛文化節」的氛圍裡，對她深信不疑。

　　舞臺的表演是「被復原的記憶」，那麼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個「被

復原的記憶」就是「生活記憶」的濃縮版，包括朵覡梅葛、老人梅

葛、青年梅葛、娃娃梅葛等四種梅葛；同時也把「文本記憶」的核

心「創世」當作重點來呈現。我們以下圖來解釋。

文本的記憶

被復原的記憶

生活的記憶

老人梅葛

（創世）

青年梅葛

娃娃梅葛

朵覡梅葛

　　大的四方形代表「梅葛生活的記憶」，內容有朵覡梅葛、老人

梅葛、青年梅葛、娃娃梅葛等四種梅葛。灰底的三角形代表是《梅

葛》整理本，也就是文本的記憶，內容有朵覡梅葛、老人梅葛、青

年梅葛等三種梅葛，以創世內容最為重要。小的四方形代表「被復

原的記憶」，內容是四種梅葛的濃縮版，但以文本的記憶佔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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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中又以創世較為重要。

　　「梅葛」的活動靠梅葛會，梅葛會兼具宗教與娛樂的性質，生

長環境是 1950年代以前說彝語的傳統社會。現在的社會環境轉

為：宗教氛圍喪失、娛樂多元、彝語衰微。「梅葛」的活動亦起變

化，「朵覡梅葛」走向消失，「老人梅葛」搬上舞臺，「青年梅葛」

與「娃娃梅葛」改成使用漢語，整體來說是由神聖的走向世俗的。

如果彝族能活用漢語傳唱梅葛，亦不失為一種轉機，不過無關記憶

取代，這是一種語言形式的取代。馬游「梅葛文化」的發展，還在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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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is accumulated from experience. Experience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living environments. However, when envi-
ronmental changes caused experiences to alter accordingly, the cultural 
memory had to be held up with represented interpretation. The case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is the “Meige Revival” of Chuxiong Yi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 
  The “Meige” are ballads of Lipo and Lolopo, two branches of Yi. 
Their epic poem of Creation has won much atten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eige had been banned and nearly died ou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eige had again regained significant status. To 
save and preserve Meige,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listed Meige in its 
second batc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8.
  Meig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ival, carrie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memories. Traditionally, Meige was a type of melody that accompanies 
the customs of Lipo and Lolopo. On the occasions of life rituals, Meige 
was recited during the rituals, or sung as a duet in everyday life. There 
were also Meige gathering, where people sang in celebration joyously.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memory of Meige.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traditional soci-
ety of Lipo and Lolopo gradually disappeared. Currently,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summon Lipo’s and Lolopo’s memory is a Meige compilation 
published in mandarin in 1959. Although a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in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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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literature, this reconstructed version is not a rigorous verbatim doc-
ument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was a new creation, published in manda-
rin. Meige, reconstructed this way, can neither be recited nor sung in du-
ets. However, the reconstructed Meige has become a performance act on 
stage. To promote tourism, the public sector recreates a Meige culture at-
mosphere. This is the new memory of reconstructed Meige. 
  For Lipo and Lolopo, whose native language environments had 
changed, the re-presented and re-constructed Meige culture serves the 
public sector’s purpose to control their memory. Meige plays an impor-
tant role in building a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is article, I study the pro-
cess of Meige revival in Chuxiong Yi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memory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tim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Chuxiong Yi, Meige, Mayou vill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