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裕固族神话 莫拉 的灾害人类学阐释

巴战龙(裕固族)

内容提要:人类研究以应对灾害为主题的神话 ,不仅可以了解祖先是如何认

识和应对灾害的,而且可以获得对神话本身的新知 裕固族神话 莫拉 是以应对

雪灾为主题的口头传统作品 ,前辈学者囿于 斗争哲学 ,认为它反映了先民与自

然作斗争 ,渴望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 然而 ,从灾害人类学视角出发解读该神话 ,

发现其真正的历史目的或文化意义在于向人们昭示, 在灾害治理中要明确斗争

对象 重视社会资本和铭记代价意识

关 键 词:裕固族 神话 自然灾害 社会资本 灾害人类学

近年来 ,随着信息传播速度和传媒技术的极大提高和发展 ,使世界各地的人们 围

观 灾害过程成为可能 ,也使灾害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急剧增大 没有多少抗灾和减灾意识

和能力的人们突然间感觉到 ,灾害发生的频率 造成的损失 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有逐渐

递增的趋势 这种 感觉 迫使人们思考 ,究竟该如何认识 理解和应对灾害 ,以及灾害对人

类生活产生的影响

毫无疑问 ,灾害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那么 ,人类的祖先

是怎样认识 理解和应对灾害的呢?他们究竟是如何给我们这些自诩 科学  进步 和 文

明 的子孙留下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的呢? 在把 传统 创造性地转化为 现代 的过程中 ,

学术研究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本文从灾害人类学的视角出发 ,以裕固族神话 莫拉 为例 ,

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和阐释

神话 莫拉 及其研究回顾

裕固族是中国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现在有 1.4 万余人 ,主要聚居在甘肃省张掖市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 , 其祖先系公元 8世纪在漠北草原建立汗国的

回绝(后改称回鹊) 裕固族聚居区地势南高北低 ,可分为河西走廊川区和祁连山北麓山区

两种形态 神话 莫拉 流传在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境内的山区裕固人中

本文所述的神话 莫拉 的文本 ,采用由乔维森和野枫整理 载于 裕固族民间文学作

品选 一书中的版本尹工据笔者所知 ,以往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 ,所依据的都是这个版本

神话 莫拉 的梗概是:裕固人来到祁连山下过着美好生活 ,可是山下有个雪妖常常兴

妖作怪 ,给草原人民带来灾害;莫拉请教了爷爷 ,知道只有太阳神能降服雪妖 ,于是自告奋

勇 ,不怕艰难困苦 ,去拜太阳神学法讨宝;莫拉在民众和百灵鸟的帮助下 ,克服种种艰险 ,

安建均等编 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选 ,第 1一6 页, 民族出版社 19 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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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海拜见了太阳神 ,讨到神火宝葫芦 ,并向其守门女学习使用宝物的方法 ,但只苦学到

放宝方法 ,而收宝方法只学了大概就匆匆赶回家乡;莫拉在乡亲们的助威下 ,用神火宝葫

芦在雪妖住的冰洞里燃起烈火 ,烧死了雪妖;莫拉由于心急回乡除妖 ,忘记了收宝方法 ,怕

大火烧了森林草原给家乡人民带来更大的损失 ,奋不顾身去拿回神火宝葫芦 ,他用肉体压

住了喷火口 ,熄灭了大火 , 自己却被炼成了一座红石山 ,从此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

据笔者所知,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产生对神话 莫拉 的专题研究 ,只是在论及裕固

族民间文学和神话作品时 ,顺便提及 莫拉 ,并做一些内容情节与文化涵义的简单分析

在十多位研究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兄弟民族的学者魏泉鸣 高启安 武文和裕固族本族

学者钟进文

较早论及 莫拉 的学者是魏泉鸣,他在 裕固族民间文学初探 一文中认为 莫拉 是

一篇民族风味浓郁的民间故事 ,并与民间故事 神箭手射雁 并列 ,在概述内容情节后作
了简略评述 , 这两篇故事 ,情节完整生动 ,人物个性鲜明 ,语言明快流畅 ,极富民族风格和

草原气息 ,他们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裕固族的共同心理素质 地域特点 ,也对研究裕固族的

历史及其变革 , 有极可贵的参考价值 特别是对甘州回鹊王朝的建立 , 提供了可信的根

据  

高启安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亲赴裕固族地区 , 通过田野调查展开民俗与历史研究的

学者 他在 裕固族民间文学述论 中认为 , 神话是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原始性幻想故事 ,是

最早反映人类生活的文学形式 每一个历史悠久 文化古老的民族 ,都有自己的神话 在裕

固族民间文学中,神话所占份量不多 ,且表现得断续和零碎 他将 莫拉 归为神话 ,在概

述内容情节后分析道: 故事产生的特定现实基础即是祁连山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裕固族境

内的红石山等 裕固族来到祁连山后 ,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暴风雪 ,给他们的生命财产造

成了严重损失 ,神话即是裕固族人为适应环境与暴风雪斗争的真实写照 ,

武文是截至目前对裕固族民间文学最为系统的研究者 ,撰有专著 裕固族文学研究  

在 裕固族神话中的原始宗教 基因 于民俗中的遗传 一文中,他首先认为, 莫拉 是裕

固族英雄神话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它不仅是裕固族民族精神的象征 ,而且是裕固族 日神

崇拜的宗教概括 接下来 ,他在概述内容情节的基础上 ,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析指

出: 莫拉 反映的原始宗教意识是日神崇拜 , 处于童年时期的裕固族先民 ,赤手空拳与

自然搏斗 ,惟恐力量之不足 ,于是悠然神往 ,便具有了日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 他还进

一步论述道: 裕固族的日神崇拜进一步证明了神话中的原始宗教 基因 遗传具有很强的
生命力 ,它标志着历史发展的序列 , 成为历史的代表者 在这些 基因 遗传中 ,寄托着人

民的美好愿望和追求,它对于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存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 ,

钟进文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裕固族学者中的领军人物 , 对裕固族研究业

赞丹卓杂编 裕固族研究论文续集 (下),第 109 一120 页,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 2 年版

同上 ,第 121 一14 0 页

武文: 裕固族文学研究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 98 年版

钟进文: 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 ,第 328 一332 页 ,民族出版社 200 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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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做出了贡献 他在((萨满教信仰与裕固族民间文学 一文中依据神话 莫拉 指出:旧 月

星辰崇拜在萨满教世界里往往连在一起 ,相互辅助 ,彼此映衬 一 太阳和火最初在人们

的认识中是同一神灵 ,不分彼此 ,随着社会发展才逐渐有了区分界限 太阳是万物共享的

神灵 ,而火神只有人间才拥有 莫拉 的内容正好描述了先民意识里火和太阳逐渐分离的

轨迹 但是作品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人们对从太阳神灵系统中派生出来的神火葫芦无

法驾驭的恐慌心理 因此 ,太阳神崇拜与裕固族先民对世界的认识 ,渴望征服自然的心理

需要有密切关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李德辉在((裕固族口碑古籍概述 一文对裕固族口头传统作品作

了相当详细的分类和描述 他虽未论及 莫拉 ,但对裕固族神话作了概括性评述: 裕固族

神话产生于裕固族原始社会初期 ,历史悠久 ,它和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内容联系在一起 ,尤

其和自然崇拜关系极为密切 内容主要有人类起源神话 日月神话 自然崇拜神话 飞禽崇

拜神话 鬼怪神话 英雄神话等 这些优美而富有神奇幻想色彩的神话 ,反映了裕固族的先

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向大自然作斗争的勇敢精神 ,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专家学者对神话 莫拉 的研究有三个基本特点或主要结论 :均

在 古典进化论 的理论框架中进行阐释 ,认为神话 莫拉 是原始或早期社会的产物;均认

为神话 莫拉 反映了与自然作斗争 ,渴望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神话 莫拉 与英雄崇拜和

日神崇拜等原始信仰有关 上述研究都有一定的可贵之处 ,特别是极大地丰富了对裕固族

神话及民间文学和宗教信仰的研究 , 但是从当代人类学的视角看来也相应地存在一定问

题: 古典进化论 的理论框架中的 人类的社会文化是变迁的 这一观点已经被社会各界普

遍接受 ,但是关于 原始社会 的理论构建并不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 ,因而备受垢病

和攻击 ,目前在国际人类学界几乎已无人提及; 斗争哲学 在中国近现代以来影响巨大 ,但

是就神话 莫拉 而言 ,显然有宏大叙事和过度阐释之虞 ,也不符合裕固族传统文化中对 自

然 的 本土观点 ;萨满教 ,至少在观念上仍然在裕固族民间存在 ,未必是 原始信仰  

神话 莫拉 :对灾害的文化阐释

不同于自然科学将灾害视作一种自然现象进行研究 ,人类学作为一门横跨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 ,主要把灾害视作一种文化或社会现象 实际上 ,只有

那些对人类的文化系统和社会生活产生破坏性影响的自然现象 ,才会被人类视作灾害

从历史人类学角度看来 ,神话是历史信息的载体 ,是对 过去 的选择性记忆和叙事 ,

即使它是 被编造的过去 ,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文化语法和现实关怀 借用对游牧族

群历史文化有着精深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家王明坷的研究路径 ,对于神话((莫拉 ,本文不遵

文化解释 (explan atio fe记ture )的路径 ,而取 文化阐释 (inte甲re tation of eulture s)的

钟进文: 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 ,第 332~336 页

赞丹卓杂编 裕固族研究论文续集 (下),第 巧 一170 页

巴战龙: 学校教育 地方知识 现代性 :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 ,第 116一12 2 页 ,民族出版社 20 10

年版

1 15



民族文学研究 20 12 年 6 期

路径 文化解释 聚焦于文化事项的重建及其因果关系的探究上 ,而 文化阐释 则意在将

文化事项看做是一种表征 ,分析产生此表征的社会本相和历史目的严故此 ,从灾害人类学

的视角出发 ,笔者力图对神话 莫拉 作出新的阐释

(一)明确斗争对象:是灾害 ,而不是自然

神话 莫拉 非常明确地指出,人们斗争的对象是雪妖 在裕固语中, 莫拉 是 男孩

的意思 ,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对男性儿童的统称;另一种是长辈对男性晚辈的称呼 ,也就是

说 ,即使儿子已经成年 ,长辈仍可以用 莫拉 来称呼他 因此 , 莫拉 实际上既是一种特

指 ,又是一种泛指 ,所以可以得出: 莫拉十乡亲=民众  雪妖 则是裕固族口头传统中的

蟒古斯 系列中的其中一种 在裕固语中 , 蟒古斯 (加a习q韶 )是妖魔鬼怪的统称 ,尽管

它的形象并不固定且变化多端 ,但 万变不离其宗 的是它为害人世的本质 叹莫拉 中栩

栩如生地讲到了 雪妖 给人们带来的灾害: 每当人们看见山下冰洞里冒出茫茫白雾的时

候 ,那就是雪妖发脾气了 你瞧吧 ,不出一时三刻 ,狂暴的风雪就来了 ,一来就是十天半月

厚雪压盖了草原 ,人没有柴烧 ,牲畜吃不上草 ,小羊羔 小牛犊因为经不起严寒 ,也都被活

活冻死了!

总体来说 ,对裕固人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自然灾害主要有雪灾 洪灾 旱灾 火灾 冰雹

沙尘暴 泥石流和地震等 ,但是不同的灾害种类对不同地区裕固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据笔者田野调查所获的有限知识 ,在操西部裕固语的裕固人中 , 雪 被称作氏ar] ,但值得

注意的是 ,只有山区的裕固人中有 雪灾 这个词 ,而川区的裕固人中则没有 雪灾 这个

词 由此可见 ,雪灾更多地发生在山区裕固人中

裕固人的原生信仰是萨满教 ,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勾勒裕固人信仰世界的底色,大多数

裕固人都相信其核心信条 万物有灵 在传统社会中 ,裕固人用 蟒古斯 这一深入人

心的鲜活形象来表征 恶灵 ,而 恶灵 的实质是为害美好人世 ,破坏社会秩序 ,有时甚至

阻碍社会变迁 换言之 ,包括人本身在内的自然万物都有 灵 ,但只有那些破坏美好生活 ,

扰乱社会秩序的 灵 ,才是 恶灵 ,才有可能和资格成为人们斗争的对象 因此 ,在神话 莫

拉 中,人们并没有把 自然 当做斗争对象 ,而是把表征 雪灾 的 雪妖 当做斗争对象

在神话((莫拉 等口头传统作品所反映的裕固族传统文化中 , 自然从来不是人们征服

或者保护的对象 , 自然也从未独立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存在 ,相反 , 自然就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 ,人们对自然的态度更像是某种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 象征主义和本质主义的 自

然而然 的 杂揉 文化是人类和自然间的桥梁和纽带 ,具体言之 ,正如在对神话研究作出

杰出贡献的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看来 , 看似千差万别的神话 ,都可以归结为 同一个

神话 ,即人类从自然向文化迈进的神话 ;广而言之 ,正如赵旭东所言 , 作为人 ,我们确实

不是直接面对着自然 , 而总是会将活生生的自然转化成为人理想中的有着观念秩序的文

王明坷 :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第23 1一24 6 页 ,中华书局 20(刃年版

钟进文: 萨满教信仰与裕固族民间文学 ,载钟进文编 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 ,第 332一336 页,民

族出版社 20 02 年版

黄建波: 千差万别的神话可以归结为 同一个神话 , 中国民族报 201 1年 11 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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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根据十多年来持续性的田野观察 ,笔者发现在当代裕固族地区 ,对于自然的 征服论

和 保护论 , ,无论是作为话语还是实践 ,都是极为典型的 现代性 的产物 ,它的后果就是

按住葫芦浮起瓢 可以说 ,那种认为 神话 莫拉 反映了与自然作斗争 ,渴望征服自然的

强烈愿望 的观点 ,是基于作为 现代性 意识形态的 斗争哲学 作出的过度概括化的判断 ,

而非基于神话 莫拉 所表征的社会本相 ,以及孕育和传承该神话的族群文化脉络的阐释

(二 )强调社会资本:战胜灾害 ,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 , 实体论 支配着人们对于资本的认识和理解 ,更由于深受作为现代西方社会

理论三大鼻祖之一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这一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经济企业体系的研

究的影响 ,一提到资本 ,人们会马上想到能够获利的货币 机器和产业等等的资产 但是 ,随

着 关系论 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崛起 ,人们对于资本的认识和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社

会资本 就是在这一社会理论转型的背景中发展出来的新概念 ,由社会人类学家皮埃尔 布

迪厄于 1980 年发表的 社会资本随笔 一文中正式提出

目前 , 社会资本 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热门词和关键词 尽管社会资本的定义是随着

研究的深人被不断争议拆解和拓展深化的 ,不同的学者囿于不同的学科背景 理论传统和

学术范式常常在不同的视角 范畴和层次上理解和使用它 人类学 ,至少社会人类学对社

会资本的理解 ,与社会学的理解较为一致 ,即 社会资本是指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 ,共享如

何采取行动和相互间的信任 ,这些有助于我们达到共同的目标 气

在神话 莫拉 中 ,我们可以看到 ,和许多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一样 ,面对雪灾 ,集体行

动的困境也存在于裕固人中 神话中讲道:起初 ,裕固人过着美好生活( 祁连山下好牧场 ,

牲畜肥壮牧人喜洋洋 ) ,可是有个雪妖脾气大 ,常常兴妖作怪 ,在较短时间内( 不出一时

三刻 )带来致灾因子( 狂暴的风雪 ),在较长时间内( 一来就是十天半月 )给草原上的

人们带了生活秩序紊乱( 厚雪压盖了草原 ,人没有柴烧 ,牲畜吃不上草 )和直接财产损失

( 小羊羔 小牛犊因为经不起严寒 ,也被活活冻死了 ),面对雪妖 ,人们给它烧香磕头 ,但

这个住在山下冰洞里的雪妖不为所动 通过向爷爷请教 ,莫拉得知不能除掉雪妖的原因有

二 ,一是 雪妖神通广大 ,谁也不敢动它 ;二是人们知道 只有太阳神能降服它 , 可是 ,太

阳神住在东海里 ,山高路远 ,没有人 能去向他学法讨宝

纵观人类的口头传统 ,能破解 集体行动困境 的 ,常常不是始祖神灵就是英雄人物 ,

在神话 莫拉 中 ,莫拉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在神话的叙事中 ,莫拉是一个具有英雄人物

典型特质的草原儿子:他有嫉恶如仇的正义感( 平日里看着雪妖老是那么作恶行凶 ,心里

气得不得了 ),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能克服战胜重重艰难险阻(越过 刀刃崖 ,射死 黑虎

精 ,跨过东海的 大海汪洋 ),到了太阳神的宫殿并在那里学法讨宝 ,在回乡途中宝马衰

赵旭东: 人类学作为一种 文化的表达 , 贵州社会科学 200 8 年第9 期

这是两种针锋相时的 一根筋 式的论调 ,其中 征服论 更多地由政治精英所持有 , 保护论 则

更多地由文化精英持有 ,但其本质都是将自然 客体化 ,从而制造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李小云: 普通发展学 ,第 35 3一35 5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05 年版

美)乔恩 威特: 社会学的邀请 ,林聚任等译 ,第338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 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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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累死只好徒步走回 ,费时数年;回乡的第二天他就作法降妖 ,用 神火宝葫芦 除掉了 为

害千百年的凶恶雪妖 ;但是由于急于降妖而学艺不精 ,无法收回 神火宝葫芦 ,大火燃烧

不息 ,为了不造成更大的灾难 ,情急之下 ,果敢地以肉体压住喷火口,火熄人亡 ,他被炼成

了一座红石山

英雄人物的出现 ,固然打破了 集体行动的困境 ,只是单凭英雄人物能力和意志 ,不

可能战胜灾害 神话 莫拉 中,在突出英雄人物莫拉的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的同时 ,还昭

示出这样的道理:战胜灾害 ,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至关重要 莫拉从爷爷那里得知不能除掉

雪妖的原因后 ,作出了大胆的决定 要拜太阳神学法讨宝 ,降服雪妖 这个以维护公共

利益为目的的惊人举动成功地激活了社会资本 ,为莫拉赢得了社会声誉 ,获得了东西南北

的人们赠送的四件宝物 ,为后来战胜重重艰难险阻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在万人欢呼的送行

之后 ,当年复一年不见莫拉回来 ,人们哀叹莫拉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可是 ,莫拉却以难以置

信的毅力战胜艰难险阻 ,学法讨宝 ,满身风尘回到家乡 ,从远走到归来共耗时八年 当他作

法降妖时 ,再次动用了社会资本 乡亲们擂鼓鸣锣 ,远远跟着 ,替他助威 没有乡亲

们 ,没有百灵鸟 ,没有太阳神及其守门女 ,莫拉是断不可能战胜除掉雪妖的 莫拉之所以能

激活 拥有和动用战胜雪妖的社会资本 ,归根结底来自于他无私的目的 果敢的行为 惊人

的毅力和英勇的牺牲

时至今 日,无论是灾害的紧急应对 ,还是灾后的恢复重建 ,现代的人们都已发现并重

视社会资本这种能实现共同目标的资源 ,注重培育和拓展 集聚和发挥个人或组织 社区

或族群的社会资本在灾害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神话 莫拉 告诉我们 ,这很可能不是现代学

术的独特贡献 ,而是人类先民的古老智慧

(三)传递代价意识:英雄牺牲作为付出代价的隐喻

何谓灾害 ,这是所有致力于灾害研究的学者都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然而灾害研究中对

于这个核心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严尽管如此 ,通过分析大量的灾害

定义 ,人们仍然发现了一些共有要素: (l) 对人们造成影响;(2) 通常由一种致灾因子引

起;(3) 与脆弱性直接相关;(4) 超出家庭 社区或群体的应对能力;(5) 社会进程发挥重要

作用;(6) 更多是与社会 ,而非自然现象有关 ,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 M SD R )在 关于减

轻灾害风险的术语 (Te rm inology on D isas ter R isk R eduetion)中对灾害的定义为: 一个社

区或社会功能被严重破坏 , 伴随着超出受到影响的社区或社会能够动用自身资源去应对

的广泛的人员 物资 经济或环境的损失和影响 ,

由上述讨论可知 ,致灾因子出现并不一定造成灾害 ,只有致灾因子与人类脆弱性相互

李永祥: 什么是灾害? 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核心概念辫析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

科学版)20 11年第 11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减轻灾害风险教育教师支持材料))( 高等师范院校教师用), 第8 页, 北京

20 10 年 4 月

联合 国 : 联合 国国际减灾战略术语 (英文 ), 百度 文库 ,htt P: l/w en ku. ba idu.co 叻 le wl

8e28f5 6b56 1252d380eb6ee7.htnil ,2012 年 l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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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神话5莫拉 6的灾害人类学阐释

作用 ,并造成人们难以应对的损失和影响时灾害才会发生 "裕固族地区山区雪灾的发生 ,

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生计方式 !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都有一定的关系 "1959 年 ,甘

肃和青海两省区划调整不当导致/大搬迁 0的社会政治悲剧发生以前 ,裕固族地区并不像

现在是不连片的/三块 0( /东南块0是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 /中部块 0是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康乐乡 !红湾寺镇和大河乡;/西北块0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和酒泉市肃

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而是口碑记忆中的 /南山北滩 0( /南山 0大致是 /中部块 0外加与之

相连但已划归青海省祁连县的八字墩 !友爱等地 , /北滩 0大致是 /西北块 0) " 已如上文所

述 ,雪灾常常发生在生活于/南山0的裕固人中" /南山0系祁连山中段 ,青藏高原的北部边

缘 "这里的裕固人主要以放牧马 !牛 !羊为主 ,常年游牧在海拔 20( 旧一4000 多米的高山地

区 ,即使是冬春草场海拔也在 2000~3 00 0 米之间 ,属于中国境内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的四个

亚类型之一) 高山草原畜牧型,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都决定了容易发生雪灾 " 传统上 ,

裕固族内部实行部落联盟制 ,社会组织结构简单 ,即 /家 0或 /帐 0(协J) 是社会基本单位 ,

/家 0之上是 /户族 0([d 曲小n] ),有时不同的/户族 0的/家 0或 /帐 0小规模地相对聚居在一起

形成 /聚落 0([ai l] ), /户族 0之上是 /部落 0( =uh day ]) ,加上地广人稀 ,交通不便 ,社会网络单

薄 ,灾害应对能力薄弱 "早在公元 840 年回鹊汗国崩溃之前 ,裕固人的祖先回鹊人就与佛

教有所接触 ,汗国崩溃后大部部众迁人河西和西域 ,改宗佛教 ,虽几经更迭 ,但无论是西域

佛教还是藏传佛教 ,其基本教义都是宣扬整个人生就是痛苦的历程 ,痛苦根源于情欲 ,一

切都是自作自受,人生的理想境界就是超出轮回,达到涅架 "见 方面 ,佛教指示的达到涅

梁的途径和方法激励了人们英勇奋斗 !自我牺牲的热情 ,众生平等 !慈悲为怀的精神也激

励了人们在灾难来临时能相互扶持 !共渡难关;另一方面 ,人生和俗世本是苦海的悲观论

调则造成逆来顺受 ,将灾难带来的损失看做是 /恶有恶报 0,寄消灾之望于烧香磕头 ,确实

也有麻痹人们斗志的负面作用 ,不利于灾害应对工作的展开 "

灾害常常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威胁 !损失和影响 ,但是要战胜自然灾害 ,人们也

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神话中莫拉的牺牲 ,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一种惩罚 ,由于没有学会收宝

方法而付出的必然代价;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面对灾难 ,为维护公共利益 !破除集体行动

困境而挺身而出 !大有作为之后的或然代价 " 正是莫拉的英勇牺牲唤醒了人们的代价意

识 ,可以说 ,代价意识是痛定思痛之后的/文化自觉 0,神话 5莫拉6正是先民向后辈传递代

价意识的 /活教材 0"

值得注意的是 ,神话 5莫拉6把莫拉在乡亲们 !百灵鸟和太阳神及其守门女的帮助下除

掉雪妖的过程明确地叙述为一个从 /做中学 0(le ar n by do ing )的社会过程 "实际上 ,人类的历

史就是一个不断付出痛苦代价 ,并在其中反思和成长进而取得进步的过程 ,所谓 /吃一堑 ,

长一智0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代价意识的觉醒对于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 ,发展意识的核心就

是成熟的代价意识 ,所谓 /痛苦的代价是引领人类发展的最好向导 0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 º

¹ 杨富学:5回鹤之佛教6,第 7一9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 98 年版"

º 王晶雄 !王善平:5社会发展:反思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6,第 21 2一213 页, 学

林出版社 20 0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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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当代学术研究要生产反思性知识

与其他生物不同,只有人类会不停地追问意义" 已如上文所述 ,神话5莫拉 6真正意义

是它在向人们昭示 ,面对灾害 ,首先 ,要明确斗争对象是灾害而不是自然或其他;其次 ,要

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 ,因为民众的参与和支持至关重要 ,再次 ,战胜灾害的过程也是一个

付出代价的过程 " 总而言之 ,人们战胜灾害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中学习的过程 ,人类的历

史是一部从代价中学习的历史 "

神话既不是 /被编造的过去 0,也不是与 /当下 0隔膜或无关的/遥远的过去 0的产物 ,更

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者用于自我把玩的/历史垃圾箱0中的宝贝 ,恰恰相反 ,神话与

人类现代社会和当下生活息息相关 ,亦如加拿大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弗莱(N orthro p Fry e ,

19 12 一19 9 1) 曾指出的 , /神话描述的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事实 ,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0¹"

对神话 5莫拉 6的研究长期囿于/古典进化论 0框架内的/斗争哲学 0而未获实质性的进

展 "笔者发掘神话5莫拉6那些未被前辈学者察觉的思想和意义,进而确认包括神话研究在

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更重要的是去生产反思性知识而不是寻求客观规律 ,

是追求多重意义的阐释而不是因果关系的解释 " 广而言之 , 学术研究的直接目的生产知

识 ,但是终极目的却是形塑美好生活 " 所以 ,只有那些祛除 /斗争哲学 0等等诸种意识形态

之濡染和遮蔽的 !真正关怀现实砚 世的学术研究 ,才是最有价值且极有可能传世的知识

生产活动"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裕固族国族认同建构的社会过程) 一

项历史与政治民族志研究 0(项 目编号:1IY JC 85 000 2) 阶段性研究成果 "

(巴战龙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责任编辑:高荷红]

¹ 转引自(美 2克利福德 #格尔茨:5追寻事实:两个国家 !四个十年 !一位人类学家 6,林经纬译 ,第 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11 年版 "

1 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