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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纺织神话与传说的比较研究
刘安定 1，孙婉莹 1a，张玉琳 1a，程轶凡 2
(1.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b.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2.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武汉 430079)
摘 要：[研究方法]针对中日纺织神话与传说的比较问题，运用文献研究法，得到相同的纺织神话原型基础上，由于文化
意识上的差异会导致民间传说上出现较大区别。[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①中日两国“夫权”意识出现时间上的巨
大差异导致《牛郎织女》神话在中国从道德说教型向异类妻子型转变，而日本《星星的恋人》则保留着原型神话道德说教
的鲜明特性，而《仙人妻子》则带有明显的“羽衣仙女”的特征，并且很可能是从中国《牛郎织女》民间传说获得原型；②日
本的织女祭仪式是在中国乞巧仪式的基础融合日本本土“棚机津女”而形成；③异类婚姻中，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纺
织神话传说在中国更多地体现了民间情感的宣泄，追求幸福的渴望，日本则更多的是淡然理性地接受现实的思想，将女
性形象作为表现自我的方式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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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extile Myths and Leg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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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textile myths and legends, based on the use of literature re⁃
search methods to obtain the same prototype of textile myths,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ill lead to larger differ⁃
ences in folklor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① The huge difference in the time when the consciousness of“husband power”ap⁃
peare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the Cowherd and the Weaving Maid”mythology in China from
a moral preaching type to a heterogeneous wife type, while the Japanese“Lover of the Stars”retains the archetypal mythical mor⁃
al preach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hile“Fairy Wife”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Swan-Maiden”, and is likely to be
based on the Chinese folklore of“the Cowherd and the Weaving Maid”; ② The weaver maid sacrifice ceremony in Japan is
based on the Chinese begging for clever rituals and is integrated with Japan“Pengjijin women”are formed; ③In heterogeneous
marriages, 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led to textile myths and legends in China that more embodies the catharsis of folk emotions
and the desire to pursue happiness, while Japan is more indifferent and rational. Accept the thought of reality and regard the fe⁃
male imag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way of expressing oneself.
Key words: textile; myth; legend; comparative study

神话是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是

的缩影 [1]。而传说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历史人

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

物或平民百姓为主角的故事，它是平民生活与思想

释和美丽的向往。神话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区域

生动形象的体现。当然，一些神话原型在民间流传

性，不同的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所理解的神话。因

过程中也会增加平民人物从而转型为传说。中日

此，可以说神话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历史和文化

两国一衣带水，日本曾在隋唐时期(581—907 年)大
规模地学习中国政治制度与文化。因此，中国古代
纺织神话与民间传说曾随着遣唐使与宋代(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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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 年)经贸交流大量传播至日本。而日本在借鉴
吸收的基础上创造出既带有中国印记，同时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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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展开研究，如毕雪飞[2]、上田五月[3]、李均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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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岛久子 [5] 等。同时，学术界分别在中日两国的神

而，当织女悔悟过来，重新为诸神纺织衣料时，光明

话传说领域的研究却很多，其中也包含一些中日两

之神在每年的七月七日，让喜鹊在天庭的银河上搭

纺织神话与传说，然而，却缺乏一定系统性与比较

起一座桥，牛郎与织女鹊桥相会 [8]。而《仙人妻子》

性。特别是从神话原型到民间传说的演变这一领

的故事情节与中国《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话有一定

域。因此，通过对中日纺织神话与传说的系统比较

相似性，同样也增加了“羽衣仙女”
“天庭追妻”的情

研究，不仅可以厘清中日古代纺织神话原型在民间

节，但在人物身份构成上还是有些差异。人物构成

传说化过程的形成机制，同时也能从侧面反映不同

上没有老牛这一配角，出现了狗的角色，男主角的

的思想观念对纺织传说的深刻影响。

不是牛郎而是渔夫。天女回归天庭时带走了自己

1 中日《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比较

所生的三个孩子，男主角通过天女的提示，编一千

《牛郎织女》的神话源自中国，但在民间传说化

双草鞋，埋在土里，在那里种上竹子，形成天梯就能

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衍生出各不相同的故事模式，

到天上找她。当他在自己所养狗的帮助下，到达天

表达不同的思想。同时，随着《牛郎织女》神话输入

上时，他却遭遇天女父亲的考验。然而，男主角没

日本，七夕的祭祀活动也在日本流传开来。然而，

有听从天女的忠告而听信天女父亲的话而失败，最

日本在融合本土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不同与

终导致洪水暴发，男主角后来变成了犬饲星，而天

中国的“七夕祭”。

女变成了织女星[9]135。

1.1 相同的神话原型不同的民间传说的比较
《牛郎织女》的神话源自南朝梁殷芸《小说》

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基于神话《牛郎织女》所产
生的民间传说，故事情节出现以下的差异：①从人

（《月令广义·七月令》）云：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

物的数量来看，中国《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中，不

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

仅增加了老牛这一重要配角，而且还有牛郎与织女

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逐废织

所生的一双儿女；而日本《星星的恋人》却几乎原汁

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6]69。

原味地保留了神话原型的人物，
并未增加人物，
只是

由此可知，
《牛郎织女》的神话中并没有老牛这一重

将人物姓名进行本土化；
②从故事的结构来看，
中国

要配角，故事情节也非常简单，天帝一片善心，可怜

的《牛郎织女》民间传说，在神话原型的基础上添加

织女辛苦劳作，将其许嫁给牛郎。然而，织女却在

了“羽衣仙女”与“牛郎披牛皮挑担追织女”情节，反

婚后不再纺纱织布，天帝为此惩罚她，每年只有七

之《星星的恋人》并没有在原型的基础上增加任何情

夕一天与牛郎相会。毫无疑问，这则神话表达了劝

节，说明它属于《牛郎织女》神话直接在日本民间衍

农耕作，劝妇织纴的精神主旨，反映了农耕社会统

生出的民间传说。然而，
《仙人妻子》则应该是在《牛

治阶级通过神话教化百姓“男子力耕女子力织”的

郎织女》神话在中国已经民间化后再传入到日本所

思想。然而，当《牛郎织女》神话开始在中日两国向

衍生的民间传说；
③从牛郎在故事中的重要性上看，

民间传说转型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牛郎织女》

中国民间传说中牛郎与织女的地位是对等与双向互

神话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加入了牛郎在老牛的帮助

动的。相反，日本的民间传说中牛郎则处于配角的

下偷取了织女的衣裳，而与织女成婚的情节。此

地位，
主要冲突在天帝与织女之间展开。

外，老牛通过牺牲自己让牛郎带着儿女飞上天庭寻

1.2 民间传说故事情节差异的原因分析

找织女。最终感动天帝与王母，允许他们每年七月

《牛郎织女》相同的神话原型，在向民间传说化

七日晚上相见一次，相见的时候，由喜鹊来替他们

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笔者

搭桥。夫妻俩就在鹊桥上相会，诉说衷情 。

认为，
主要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7]

相反，日本有两则与《牛郎织女》有关联的民间

一方面，日本的夫权意识形成要远远晚于中

传说《星星的恋人》
《仙人妻子》。
《星星的恋人》基本

国，其文化层面上带有深深的母性意识。据《三国

保留了《牛郎织女》神话的故事情节。它讲述了光

志·魏书》记载，直到公元三世纪左右，日本列岛上

明之神的女儿，住在天庭银河的岸边，终日坐在纺

经济最发达的邪马台国仍以女子“野弥呼”为王，

车前，为诸神纺织华美的衣料，将此作为生活中的

“夫权”意识尚未形成 [10]。而中国“夫权”出现的具

唯一。光明之神怜恤并开导她，并将她许配给了在

体时间，从华夏部落联盟来说，大概在新石器时代

天庭银河两岸放牧的牛郎。随着新生活的开始，织

前期，因为在仰韶文化的齐家期的墓葬中，已经发

女不再愿意织布，光明之神非常生气，在警告织女

现了“陶祖”(男子的生殖器模型)[11]。两国“夫权”意

三次无效后，按照神祇的命令将牛郎永远放逐。然

识出现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神话在民间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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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改编方向。中国的《牛郎织女》民间传说必

音乐之技、书法等上进，据说祈祷其中一件，三年之

然会在神话原型的基础上增强牛郎的影响力，同时

内灵验，还将歌写在梶叶上顺水流走[14]。晚唐时期

将老牛隐喻慈父、天帝隐喻严父的形象，这些都是

（875-907 年），日本宫廷织女祭越来越严肃正统，据

夫权、
父权的具体体现。

《延喜式》中记载，织女祭祭官一人，祭郎一人，供事

另一方面，门当户对的观念是夫权社会的一个

祭所。祭郎先以供神物，次第列棚上。祭官称再

重要特征，
《牛郎织女》的神话原型根本不存在门当

拜，祝词訖，亦称再拜，次称礼毕 [15]。由此可知，至

户对的矛盾，因为神话原型中的牛郎是天河边上的

迟晚唐时期，日本织女祭在属于日本较为隆重的国

牛郎，并非人间的牛郎，他们之间的婚姻本来就是

家祭典，有着严格的程序与礼仪，并在贡品上进行

门当户对。当神话民间传说化后，天河的牛郎居然

了相应的地方化，如鰒、坚鱼、海藻等就具有日本地

降格为人间的牛郎，演绎出“异类妻子”型的故事。

理特色。

然而，日本的《星星的恋人》却没有完成向“异类妻

在日本民间古代传承里，七夕祭却是在六日晚

子”型民间传说转型，这种现象似乎也说明了，在日

举行，第二天早晨将挂满短册(上面写有祝愿的五

本民间文化层面上人与神的区分非常明确。另外

颜六色的长方形的小纸条)的“青竹”顺河漂流，也

《仙人妻子》则属于“羽衣仙女”传说，应该是《牛郎

叫“七夕送”
“七夕流”[2]97。日本民间的织女祭有两

织女》原型民间传说化后再传入日本，并融合了欧

大特色，一是七夕六夕过现象，二是其特有的“七夕

洲《杰克与魔豆》中魔豆生长到天上的情节而产生

送”仪式。笔者认为，日本民间七月六日举行织女

的。故事经过日本化，将牛郎的身份变换成渔夫，

祭原因，可能与中国后来衍生的乞巧节习俗有关。

老牛换成了狗。同时，天女与渔夫的分离并不是来

据清代（1636-1912 年）王士祯（1634-1711 年）
《香

自于天帝的直接干涉，完全是天女的意愿，并带走

祖笔记》记载，
“宋太平兴国中诏以七日为七夕，著

了孩子。而渔夫的失败源自于本身没有经受天帝

之甲令。而其后多以六日为七夕，名七夕而用六

的考验，暗含了人与神之间的本质区别，根本无法

夕，不知起于何时。右见《异闻录》按《东京梦华

正常地生活在一起。

录》，初六初七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

1.3 祭祀仪式的比较

则当时初六初七两日，皆可乞巧，遂相沿而不察耳，

中国全国性的七夕祭祀情形最早见于唐代

然今并无初六为七夕之说。
”[16]。可见宋代以诏书

（618-907 年）的《艺文类聚》记载，每年的七月七日

的形式确定七月七日为七夕，六夕遂不在民间流

要曝晒经书，同时还要备办酒脯时果，在筵席上撒

传。由此可推知，七夕六夕的习俗在宋代之前就被

上香粉，用来“祈请于河鼓、织女” 。可见，最初的

日本接受，这一诏书并没有影响到日本，从而使日

七夕祭祀活动可能主要以男性为主导，妇女参与其

本民间保留着七夕在六夕过的现象。然而，日本织

中的祭祀活动。然而，早在南朝时期（420-589 年），

女祭中“七夕送”或“七夕流”的活动则完全有日本

至少在荆楚之地七夕祭祀就已经是女性的祭祀活

所独有，可能在织女祭的过程融合了日本固有的

动。如宗懔（502-565 年）
《荆楚岁时记》所载：
“七月

“棚机津女”的传说。棚机津女是中国牛郎织女传

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

说还没有传播到日本之前的一种纺织祭祀仪式，即

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

在大河支流或池湖交织的地方，搭建一个棚子，棚

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13] 由此可

子里住着为神挑选的妻子，仪式中，为了迎接到来

知，每年的七月七日，荆楚人家搭建彩楼。女性们

的神而设置纺织机，神女在此织布。
“神御服”就是

会在彩楼里向织女“乞巧”，并组织月下穿七孔针的

神的化身，这是日本古代印象的残存 [17]。笔者认

赛神活动，如果有蜘蛛在瓜果上结网，则认为是“得

为，中国《牛郎织女》的神说在传播过程中，无论是

巧”的瑞兆。

国内荆楚地区还是国外的日本，民间对于牛郎织女

[12]

日本织女祭出现的时间比中国稍晚一些，开始
于持统天皇五年（691 年），分为宫中祭祀与民间祭
祀两种。平安朝（794-1192 年）之后，模仿唐风的七

的神话传说都自有各自的理解，进而形成各具特色
的祭祀仪式。
综上所述，根据中日两国《牛郎织女》的神话及

夕祭在宫中和公卿家里举行。圣武朝（724-749 年）

其民间传说的比较分析，日本的“织女祭”及其神话

时招文人歌咏七夕诗，还做和歌。草席上摆上四个

传说必定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牛郎织女》的神话

桌子，北面的两张、南面两张桌子分别摆放祭器、祭

原型在中日两国民间化过程（图 1）中，从神话传说

品，唱歌奏乐通宵达旦。祈祷二星之恋、诗歌之才、

的角度看，由于民间思想意识的差异会在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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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出现保留或偏离神话原旨的改编。由图 1 可

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惟有一女，牡马一匹。

知，牛郎织女的神话原型，原本是没有“门当户对”

女思念其父，戏马曰：
‘ 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

与“夫权”意识的道德说教故事。然而，在其民间化

汝。’马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悲鸣不已，父亟乘以

的过程，中国民间加入了“门当户对”与“夫权”的观

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

念，将牛郎从天河边的牛郎降格为人间的牛郎，内

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父怪同女，女具以告。

容上又加上了“羽衣仙女”与“牛郎追妻”的情节，使

父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

其民间传说转变为“异类妻子”型。而日本由于文

皮所戏，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后经数日，得于

化上具有母性占优势的特点，
《牛郎织女》的神话传

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因名其

到日本后，迅速本土化，产生了保留神话原型道德

树曰桑。桑者，丧也。
”[18]。不难看出，
《马头娘》的

说教型的《星星的恋人》，其形成的时间应该与《牛

故 事 脉 络 为“戏 马（女）—— 用 马（女）—— 杀 马

郎织女》神话传入日本的时间相当。而《仙人妻子》 （父）——辱马（女）——化蚕（女）
”，展现出女主角
则很可能是后来随着日本“门当户对”与“夫权”观

利用白马对自己的深厚感情，达到自己迎父回家的

念的加强，从而接受了中国《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

目的。当目的既成女主角非但不履行誓言，并在父

并使其本土化，明显带有“异类妻子”的特性。同

杀马以后还侮辱马皮，最终得到异化为蚕的惩罚。

时，它又渗杂着欧洲的童话因素，因此，它的最终定

然而，
《马头娘》神话经过中国民间口头流传，

型时间可能会是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8 年）；从

各地通过地方化的改编产生了众多版本，如湖州含

乞巧祭祀的角度看，日本的七夕祭应该是在中国乞

山的《蚕花公主》、嘉兴海盐的《白马化蚕》，等等。

巧仪式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的“棚机津女”的仪式产

《马头娘》衍生出的众多民间故事虽然在结局没有

生的，其形成时间应该唐代（618-907 年）至宋太平

进行改动，但故事脉路上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即

兴国（976-984 年）以前这段时间。

“恋马（女）——失马（女）——杀马（父）——化蚕
（女）
”。笔者认为，正是通过对《马头娘》神话故事
改编，
《蚕花公主》
《白马化蚕》才达到吸引听众广为
流传的效果。一方面，将自私自利、玩弄感情最终
受到报复与惩罚的女主角形象，转型为有情有义、
甘愿化蚕女的主角，非常符合民间传说追求圆满的
模式；另一方面，在《马头娘》民间故事化的过程中
进行了适当的本土化，即将时间地点、人物身份、故
事情节等进行了当地化与具体化。如《蚕花公主》
中的姑娘家就改成了含山脚下，父亲打仗的地方就
在 20 里外的新市。同样，
《白马化蚕》中姑娘父亲

的身份则转换成商人，打仗情节也转换成行商被人
图 1《牛郎织女》及其仪式在中日两国嬗变图
Fig.1 Comparison of Cowherd and Weaving Girls and its festival
ceremon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2 中日古代纺织神话传说中的异类婚姻比较

中日两国的纺织神话传说中存在着异类婚姻
的故事，较为著名为《马头娘》
《董永与七仙女》(中

国)与《鹤妻》
《仙人妻子》(日本)。
《白马化蚕》属于异

绑架。类似的改编会使故事发生背景、环境与听众
所处的环境相适宜，能达到“通感”的艺术效果，能
起到扩大其流传速度与范围的作用。
虽然日本的纺织神话传说中并没有类似中国
《马头娘》似的异类女婿型故事，但日本其他民间故
事却大量存在这种类型的民间传说。如《鬼女婿》

类女婿型，而《董永与七仙女》
《鹤妻》
《仙人妻子》 《猿女婿》
《蛇女婿》
《与螃蟹结婚的女人》等。日本
(上文已论述，下文不再赘述《仙从妻子》)则属于异
民间故事的情节是动物变成人类(或是动物的本来
类妻子类型。

面目)与人类女人结婚，并没有因此得到幸福的婚

2.1 异类女婿

姻，这一点与中国的《马头娘》及其衍生的《蚕花公

所谓异类女婿型神话传说是指在故事情节中

主》
《白马化蚕》相类似。但与西方的《美女与野兽》

有非人类生物或神仙与人类女子婚配或准备婚配

则不同，西方的故事情节一般是男子因魔法而变成

行为。
《马头娘》的神话是中国古代纺织神话中最典

动物，后来因为女子的爱而变回人类，最后以结婚

型异类女婿型故事。它源自《搜神记》卷十四：
“旧

的喜剧形式结尾。笔者发现，中日两国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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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纺织神话传说)中均没有出现神与人类女子婚

只是作为天帝对董永孝行表彰的棋子而存在。显

配的异类女婿型。而古希腊与古罗马神话传说中

然，
应该将其归为道德教化类的神话。众所周知，
民

的男神却经常成为人类的异类女婿，从神性的角度

间故事的创作是集体性的，反映的是广大劳动人民

看，中国神的神性过于强大，没有七情六欲，缺乏人

的意愿。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为了得到心灵上的

性，几乎是完美的存在。日本神虽然在神格上与人

宣泄和满足，只能把希望幻化成一段段美丽的爱情

无异，但血统在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深入骨髓，大概

故事，并将此升华为优美高尚的情感[19]。因此，
《董

男神也不会看得上人间女子；从婚姻制度的角度

永与七仙女》的民间传说嬗变为兼有道德教化的爱

看，中日两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婚姻制度遵循的

情故事，
对天帝的形象进行了翻转，
天帝演变为阻止

是一夫一妻一妾多姬制，上位者只会迎娶身份地位

董永与七仙女幸福生活的恶魔。同时，七仙女的形

相当的女子为妻，低等门户的女子只有成为妾或家

象变得异常鲜明，
通过“私下凡间”
“槐下缔婚”
“织锦

姬的可能，而从事纺织行业的男女大多会遵循一夫

偿债”等剧幕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她性格贤良、
爱情忠

一妻。因此，象征着上位者的神也不太可能成为纺

贞、
不畏强暴的性格。笔者认为，
《董永与七仙女》的

织行业的异类女婿。相反，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神虽

神话与民间传说之间差异，反映了古代统治阶层与

然人性十足，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却可以通过偷

平民阶层社会之间对待神话传说的目的不同。统治

情的方式公开地获得人类女性。因此，神仙式异类

阶层妄图通过神话对平民百姓进行道德教化，然而

女婿型神话传说在中日两国几乎不会出现，而在古

在神话下移过程中，平民百姓则通过对神话的改编

希腊与古罗马却会大行其道。

进行情感的宣泄，一般会在保留基本情节的基础上

2.2 异类妻子

进行爱情型故事的改编。正是在道德教化与情感宣

中日两国古代纺织神话传说中异类妻子的故事
在类型上存在着的其共通性，但在表达思想情感上

泄的目的矛盾之中，
《董永与七仙女》逐渐形成神话
与民间传说两种类型的版本。

却有着天壤之别。事实上，
《董永与七仙女》的神话

显然，
《董永与七仙女》的神话，必然会随着唐

传说中其神话与传说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董

宋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传播至日本，然而，日本的

永与七仙女》的神话源自西汉(前 202—8 年)刘向(前

民间传说中却没有《董永与七仙女》式异类妻子型

77—前 6 年)的《孝子传》：
“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

的民间故事。不过日本鹿儿岛县萨摩郡的民间传

乃肆力田亩，
鹿车载车自随。父终，
自卖于富公以供

说《鹤妻》却给我们讲述了另一种类型的异类妻子

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
‘ 愿为君妻。’遂俱至富

型民间传说。
《鹤妻》主要讲述鹤为报答对自己有恩

公。富公曰：
‘ 女为谁？’答曰：
‘ 永妻，欲助偿债。’公

的男子，化身为女子，与他结婚，并拔下自己的羽毛

曰：
‘ 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永曰：

来织布。她对男子说：我织布的时候你一定不要

‘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

看。男子却打破禁令去偷看了。女子因为被他看

所在。
”[6]310-311。由此可知，
《董永与七仙女》神话原型

到自己作为鹤的原形，撇下男子，振翅飞去。 [20]。

的故事脉络是为“孝感天帝(董永)——天女下凡(天

笔者认为，
《鹤妻》中至少有三点与中国古代纺织神

女)——助夫偿债(天女)——飞升离去(天女)”。然

话传说不同。首先，
《鹤妻》中提及“棉被”，似乎能

而，
当该神话在民间流传时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说 明 ，这 则 民 间 故 事 出 现 时 间 绝 不 会 早 于 元 代

黄梅戏及川剧的剧情均能呈现，
基本剧情如下：
董永
家贫，
卖身葬父。玉帝小女七仙女爱而怜之，
私下凡

(1271-1368 年)，适合长江流域气候的棉花品种直到

宋末元初才被中国人培育出来，而日本的气候相比

间，于槐树下与永结为夫妇，同至傅员外家织锦偿

长江流域更加寒冷，合适的棉种培育可能需要更长

债，
百日期满，
方拟还家共建未来美好生活。玉帝忽

时间。因此，
《鹤妻》的故事背景不会早于中国的元

遣天神往敕七仙女返回天廷。七仙女恐董永受害，

代，而《董永与七仙女》的神话传说早在汉代(前

只得与永别于缔婚之槐树下，洒泪归天而去。不难
看出，民间传说的故事脉络已经转化成“孝心感人

202-220 年)就已经有了原型。其次，
《鹤妻》的结局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没有结局的结局，男主角虽然

(董永)——私下凡间(七仙女)——槐下缔婚(七仙女、

找到鹤妻，既没有选择留下，也没有将其带回，而是

董 永) —— 织 锦 偿 债 ( 七 仙 女) —— 天 帝 震 怒 ( 天

相见之后，独自淡然离去。这样的结局在中国的民

帝)——槐下泪别(七仙女、董永)”。从故事类型上

间故事中是不可想像的，中国纺织神话传说中的男

看，
神话本身所体现的价值在于刻画出仁慈的天帝，

主角与异类妻子虽然以彻底分离为结局，民间故事

同时对孝道进行大肆宣扬。天女的行为如同木偶，

中却透露出一种无法结合的惋惜。然而，日本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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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传说却能淡然理性地接受现实。事实上，在日本

3 结语

的观念中，虽然人与鹤曾经有过密切的关系，但人

众所周知，当日本有文字记载时，中国早已达

毕竟是人，鹤也需要回到鹤的世界。这是一个“各

到古代社会的最高峰。中国的纺织神话与民间传

有天地”而共存的世界，这里完全没有支配与被支

说与其它文化一起通过官方的使节或民间的商贸

配的关系

。最后，
《董永与七仙女》与《鹤妻》中

交流传入到日本。在与当时日本人思维不相悖的

异类妻子离去原因也不相同。
《董永与七仙女》不管

前提下，很多纺织神话与传说被日本人接受，并进

是神话原型还是民间传说，异类妻子的离去无论是

行了适当的本土化改造，进而形成了今天的日本纺

自愿还是被迫均是在天帝(外界强大的因素)的意志

织神话与传说。通过对中日两国纺织神话与传说

下。然而，
《鹤妻》却完全不一样，没有外界因素影

的比较（修改的），得到如下的结论：一方面，在中日

响，
只因禁忌被打破，
并且没有明确表现出打破禁忌

《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方面，日本衍生出《星星的恋

者必受“处罚”而结束。正如河合隼雄所言，
一方面，

人》
《仙人妻子》等民间传说，日本的民间传说较完

在文化层面上，
母性原则占优势的日本，
将女性形象

整地保留了神话原型的本意，只是在人物与情节方

作为表现自我的方式

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日本

面作了适合本土化的一些修改。而中国《牛郎织

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极端强权的父权制度，这使得人

女》民间传说则完全背离了神话原型的本意，从劝

们在许多时候不得不放弃女性视角，但是对于民间

人耕作纺织的说理教化型演变成爱情故事型。同

故事而言，
因为它具有心理补偿的作用，
所以它便成

时，中国的“乞巧节”与日本的“织女祭”虽然同源，

为“巾帼”们自由活跃的载体，它并不代表女性的心

但在各自民间对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文化理解

理，
而是日本男性与女性共同的心理 。

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祭祀仪式；另一方

[9]140

[9]154

[9]31

毫无疑问，在中日两国纺织神话与民间传说中
的异类婚姻故事模式(图 2)中，只有中国纺织神话传

面，在中日纺织神话传说中的异类婚姻方面，可分
为异类女婿与异类妻子两大类，异类女婿与异类妻

说中才存在异类女婿，异类女婿最后多半被杀死。

子的神话与传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日

而异类妻子的纺织神话传说中日两国均有，异类妻

纺织神话与传说中异类女婿的结局总是以死亡结

子最终是以离去而结束。笔者认为，这种异类女婿

束，但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喻意却完全不同。神话

被杀死的结局，似乎反映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中

中强调了道德教化的观念，而民间传说则又转化为

女子上位、男子下位，在外界强大力量介入的情景

爱情故事。相反，中日纺织民间传说中异类妻子的

下男子的最终结局。透过神话传说的表象，揭示现

结局虽都以妻子离去而剧终，但中日两国民间传说

实的本真。异类女婿映射了身份地位远低于女子

所表达的意境却完全不一样，中国更多地体现了民

的下位者形象，反之亦然，异类妻子则映射了身份

间情感的宣泄，追求幸福的渴望，日本则更多的是

地位远高于男子的上位者形象，天女是神之女，身

淡然理性地接受现实的思想，它是日本文化中将女

份高贵显而易见。而鹤妻虽为鸟类，但为鹤王，况

性形象作为表现自我的方式的一种反映。

且鹤本身在中日传统文化中就是身份高贵、象征祥
瑞之物，其中就隐喻了身份高贵的女子。虽然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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