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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诺苏彝族史诗研究中，学者们往往面对的是一种书面文本而非活形态

史诗传统的本身。这种固定文本往往灌输给人们以一种固定的阅读方式，将其引导

到某种明显的传统误读及其结论上来。但是，在本土口头传统的生活实践中，史诗

“勒俄”的源文本是极其丰富和多元的，同时也有着极其强固的文本性属观念与叙

事法则。因而需要我们在田野研究中回到文本事实的本身来还原史诗传统的本体，

进而从书写文化与史诗口头演述的内在关联，来辨考史诗传统中的源文本及其多相

性的文本形态，以期说明“勒俄”作为口头史诗的叙事传统在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

中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换言之，随着学术反思在史诗田野研究中的逐步深化，我们

意识到必须认真检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其内部机制是什么？那么，我们

需要回答的相关问题是：1）“勒俄”一词的初始语义到底是什么？2）史诗“勒俄”

的文本形态及其基本的流存方式怎么样？3）书面化的史诗文本及其异文的生产机制

与口头演述的史诗叙事有怎样的内在关联，其间的传统规定性是什么？在进入讨论

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必须立足于“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学术史

反思1，来具体探析史诗传统在被“格式化”之后的《勒俄特依》是如何影响了史诗

本体的学术阐释的？而游离史诗口头演述传统本身的“文本制作”及其“异文观”

                                                                 
※

 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
 参见拙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迻录为例(上、中、

下)”，《民族艺术》2003 年第 4 期，2005 年第 1、2 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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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重建了史诗传统还是消解了史诗传统？ 

 

 

现在，让我们从史诗汉译本《勒俄特依》说起，从其“书名”开始史诗本体与

文本类群的讨论。自从 1960 年的第一个译本问世以后，凉山彝族史诗就以《勒俄特

依》为题而进入了各方学者的视野。40 年过去了，围绕《勒俄特依》这部文本化的

作品而进行的学术研究，虽说始终没有间断，也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就译本

之题义“《勒俄特依》”而论，除了印象式解析，或直觉式的判断之外，似乎从未

有过专门的深入探讨。然而，当你步入大小凉山，走进乡土社会去探问当地的史诗

传统时，你会在民间的史诗话语中常常听到“勒俄”二字，而非“勒俄特依”。一

经品题，疑惑顿生：这种语汇或语词上的差异为什么会出现？是否真地存在着两种

不同的说法？如果存在又是否关系重大？带着这一连串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开始寻解史诗的初始题义。 

“勒俄特依”(hnewo tepyy)，顾名思义，“特依”( tepyy)在彝语中既指纸、纸

页，也指由纸为载体形式的经书、书籍、书本、文献等，由于历史上彝文典籍存在

着不同的版本形式，因此“特依”二字也可用于表示经本、抄本、写本等多项意指。

那么，在现代出版物中，将“特依”二字冠以为题，显然就指的是这是一部关于“勒

俄”的书籍。而史诗的搜集整理者在汉译本出版物的封面上明确指出这是一部“古

典长诗”，而译本最后的注释中则将“勒俄特依”也就这部“古典长诗”的题目注

解为：“勒俄特依，本意是‘历史的真实模样’，后来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被公认

为‘古代历史’的意思。” 1
 这里，并未解释“特依”二字的语义所指与能指。实

际上，此题解并不合乎彝语原义，这里先针对“勒俄特依”与“勒俄”这两种提法

来讨论我们应该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民间的话语范围内，也就是在本土的史诗

观念中，“勒俄特依”与“勒俄”究竟有着怎样的语义界限，又有着怎样的文本关

联？ 

尽管“勒俄特依”与“勒俄”仅有二字之差，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因其牵涉

                                                                 

1
 冯元蔚译：《勒俄特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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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史诗传统的本原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勒俄》是《勒俄特依》的简称：“《勒

俄特依》是一部用古彝文记录下的民族口头文学作品，是大小凉山地区最为重要的

彝文典籍之一。《勒俄特依》系史诗彝语名称的音译（又名《勒俄史博》、《布茨

特依》）。老百姓一般简称为《勒俄》。本文以下亦简称《勒俄》）。在彝语中，

“特依”意为“书”；“勒俄”的含意究竟是什么？彝族学者对此其说不一。多数

人认为是“古事”或“传说”之意，故其全名的直接含意当为“叙述历史的书。”1
 

然而，在美姑的田野调查中，几经反复打问，“简称”一说并不准确。每每提到史

诗，在老百姓嘴上、在毕摩的谈论中，在德古头人的议论中，在地方学者的探讨中，

无一例外地称之为“勒俄”。下面引述的是史诗演述人的看法，对此问题的澄清有

着更直截了当的回答： 

“勒俄”就是“勒俄”，我们克斯论辩的时候说“勒俄”，我们“佐”

（zo，转唱）的时候唱“勒俄”……从来不说我们是在说《勒俄特依》、或者

唱《勒俄特依》。如果这么讲，也讲不通。──曲莫伊诺 

 毕摩在主持仪式的时候看着经书诵读，可以说是“特依毕”（tepyybi，

诵经）；没有哪一个克斯俄布苏（论说高手）是照着特依来说、来论、来辩的。

──沙马曲比拉哈 

“勒俄”是有“特依”，但这种“特依”是用来看的，用来学的，不是

用来说的，也不是用来唱的。……我们在任何场合比赛“勒俄”都是用嘴巴，

你见过我们的手里有一本特依吗？──曲莫尔日 

我们知道，“特依”（tepyy）的彝语本义为纸、纸页，引申义经书、书籍、

典籍；作为一个“类”的概念，在现代彝语中专门用于表示“书”、“书籍”、“典

籍”“文献”；在传统彝语中则主要是指“经书”、“手抄本”，而且常常与“朵

玛哈玛”（ddoma hxama 口头话语、口头辞令）相提并论。我们常常听到“毕摩特

依”（bimo tepyy 毕摩经书）这种说法，显然这是用于泛指所有的毕摩经书，是一

个集合名词，限定的不是“一部”经书。那么，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凉山彝文典

                                                                 

1
 冯利：《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88 级硕士研究生论文，1988 年 5

月，第 6 页；该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发表于《贵州民族研究》198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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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文献的命题方式，同时对照现在依然流存在毕摩手中的经书或抄本，就会发现，

在毕摩的经书流通和传抄制度中，独立成书的经卷或是抄本，一般都不使用“特依”

二字来题写书名。在毕摩们看来，经书是他们的“司木阿嘎”（sypmu ngagga 传播

知识的五种神器）之一，具有神圣性和特殊的效力。因而，经书的抄写、装帧、分

类、流通和收藏都有一定的制度、禁忌，其严格的规范制约着彝族文字的传承及彝

文经籍的流播。翻开凉山毕摩的经书，大都能注意到大同小异的命题习惯，他们往

往使用标题方式都严格按照毕摩书写制度的轨范，常见的有四种： 

1) 直接根据书的内容来题名，比如《毕补毕茨》（bibbu bicyt 颂毕经）、

《曲乌孜古》（quvu zhypggup 祝酒经）、《普匹拉西》（pupyrt latxy 送灵献

茶经）；有的要在书名的最后加三个字“额伊玛”（ngeyipma 是一本），表

明这“是一本”什么什么书，如《伊茨额伊玛》（yyrcyt ngeyipma 这是一部赎

魂经）、《博峨斯普洛额伊玛》（bboo sypuhlo ngeyipma 这是一部献祭山神经）； 

2) 根据书的用途来题名，如《木色勒依达》（musi leyipda 择定神牛经）、

《卓图哈图》（zhotturhxatur 防雹经）、《克坡特果》（kepotege 调和夫妇运

气经）、《库色》（kutsi 占卜书）、《尼色》（nyipsi 历算）； 

3) 根据成书的方式来题名，如果是手抄本则在标题的最后加一“则”(rre)

字，表明该书系抄写他人经书，如《瓦萨拉且则》（vapsa latqierre 瓦萨家的咒

经）、《甲谷泽德则》（jjiegguciedderre 神鹿经）、《俄竺吉布则》（opzzup 

jjyburre 藏族遣咒经）； 

4) 根据“万物雌雄观”来题名，即将经书分为公本和母本，如《杂布》

（zhabu）与《杂莫》（zhamop），《勒俄阿补》（hnewo apbu 公勒俄）与《勒

俄阿嫫》（hnewo apmop 母勒俄）。 

以上是关于单独成书的经书命题习惯。与此同时，凉山彝族对同一类的经书典

籍也有分门别类的书籍命名法，这时大多要冠以“特依”二字，表明这是某某类的

经书或典籍，比如《略茨日特依》（nyocyssyp tepyy 咒鬼经），指的是用于咒鬼仪

式“略茨日”的经书，通常由不同的单卷经书构成此类咒经。有时毕摩在谈到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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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某一册经书时，也会说某某特依，但表述在书写文字上时，“特依”二字并不

出现。比如，曲比甘玛毕摩将其父亲曲比绍莫毕摩留给他的经书《努图》赠送给我

的时候，他说到这本经书时用的是“努图特依”(nutur tepyy)，但经书的布面封皮上

只有《努图》二字，正文中也同样没有用“特依”二字来命名该经。举类迩而见义

远，“特依”出现在经书命名时，往往带有“类书”的性质，而非特指“哪一部”

经书。在凉山彝人的观念中，还有“毕摩特依”（bimox tepyy 毕摩经书）与“卓

卓特依”（rrorro tepyy 民众书籍）之分，这是彝文文献在传播、流布过程中因使用

场合不同才出现的文献分野。这种划分也同样是用于限定书籍的类别，而非专指独

立成书的作品。 

在凉山确实也有“勒俄特依”这种说法。如果理解了上文对“特依”二字的界

定，也就不难理解“勒俄特依”是一个集合名词，相当于史诗文本命名体系中分类

群的名称，指的是同一品类的书面文本，而不是一部史诗作品，更不是“勒俄”史

诗的叙事传统。这种文本的分类群指的就是各种《勒俄》的文本集合体，因为以抄

本形式流传在民间的史诗“勒俄”历来就有传统规定的分类法，而其分类的基本框

架也就是我们已经反复提到的“公勒俄”／“母勒俄”。根据凉山彝文古籍整理工

作中搜集到的各种史诗文本，我们将“勒俄特依”应该含括的各种版本（不包括异

文）大致列入下表，以便我们从“文本间关系”（intertextuality）来正确理解什么

是“勒俄特依”的内涵与外延： 

《勒俄阿布》(hnewo apbu 公勒俄，又名公史传）
《勒俄阿莫》（hnewo apmop 母勒俄，又名母史传）
《布茨拉俄》（bbupcyt hnatwo 以谱谍为主的勒俄)
《勒俄史博》（hnewo shybop 以叙史纪事为主的勒俄）
《古侯》（gguho 古侯系各支的史事）
《古侯燎夫》（gguho nyuofut 古侯系各支的史事详篇）
《武哲》（vonre 雪族）

《勒俄特依》

（hnewo tepyy）

 

义诺彝区的名毕曲比索莫老先生曾一言以蔽之曰：“各种《勒俄》书面文本均

系《勒俄特依》之属。”当人们谈论到《勒俄特依》时，往往用以含括以上不同类

别的《勒俄》书面文本，而非一部《勒俄》文本。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译本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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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标题，也就不难见出用“《勒俄特依》”命名的这部“古典长诗”，实际上离

史诗传统中广泛流存的各种文本和文本事实相去甚远。因为那是按照搜集整理者观

念中的“一部作品”来组构和拼接的，读者从中已经不可能甄别史诗传统的源文本

形态，更不能解读史诗在口头传播过程中的演述涵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史诗

田野的个案研究出发，依据目前依然在民间传承的史诗演述活动来复原诺苏彝族史

诗传统的基本状貌及其文本范畴。显而易见，汉译本以《勒俄特依》为题步入了“以

一当十”、“以少总多”的概念误区，而后来的史诗研究几乎一直在沿用这一史诗

命题，研究对象却是“一部作品”。在本文的引论部分，我们已经明确地廓清了这

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个译本正是在史诗传统“格式化”的过程中，忽略了诺苏史诗

的文本事实，消解了存在于史诗传统背后的具有多相性形态的史诗文本集群，只能

视作各种史诗文本的汇编、改写和拼接版，既不能反映史诗传统的历史面貌，更不

能映射出史诗演述传统在其生命现实中的状态和过程。 

简而言之，不论以上的史诗文本以何种方式进入汉语世界，它们中间的任何一

种文本都不能直接与《勒俄特依》这一文本类群概念划等号。即使我们打算集成一

套符合史诗传统规定性的《勒俄特依》，也只能等待利机。除非我们有朝一日有能

力将各种散存于民间的史诗文本，按照传统的分类原则，并且在不改变初始文本的

情况下，“不移一字”地将这些文本汇集于一体时，才能说我们完成了一部《勒俄

特依》的文本汇总工作，而且这也只能纳入史诗既有文本的档案研究范围 
1。因为

民俗学文本的科学制作流程应该基于“以演述为中心”的文本来进行，也就是说，

在史诗传统研究中，我们需要面对的应该是一个以口头演述为记录对象的史诗文本，

而非一种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阐释，也非古籍整理工作中的文本注解。因此，用汉

语语词来准确表述诺苏彝族的史诗传统，应该是“勒俄”，而非《勒俄特依》；而

针对史诗传统的某一文本，我们应该使用《勒俄》，更确切地说，如果清楚文本性

                                                                 

1
 萧崇素先生曾经提出过这样建议：“将四种《勒俄特依》版本收齐，集中人力，精心翻译、校勘、整

理，印成彝汉文对照的《凉山彝族古史诗四种》或有关资料集，供有关民族院校和民族学、民俗学、民

族史志的研究者参考使用。若能实现，其价值可与丁文江博士所辑的《爨文丛刻》媲美。”虽然他尚未

在《勒俄》与《勒俄特依》之间作出严格区分，但其建议也正是基于“勒俄”史诗文本的多相性特点的

思考。详见萧崇素：《彝文古籍概说》，载于《萧崇素民族民间文学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8～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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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还应根据具体文本，沿用诺苏彝语的传统表述来命名我们所面对的文本，比如

《勒俄阿补》（公勒俄），或《勒俄阿嫫》（母勒俄）。因此，在诺苏彝族史诗文

本的研究中，须慎用《勒俄特依》一词；而对史诗传统本身而言，我们当提倡以“勒

俄”替代《勒俄》与《勒俄特依》，尽管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书名号，但无形之间

凝固了活形态的史诗传统，我们应当从学术表述上予以摈除，以避免一叶障目。 

 

 

“勒俄” (hnewo)二字的语义学探讨确乎关系到史诗传统本身。过去我们对史

诗传统的认知图式往往也受制于对史诗题旨的解诂。由于这里存在着翻译这一客观

环节，对不懂彝语的学者而言，其文本阐释自然要倚靠译者或懂彝语的学者所提供

的种种题解方能进入下一步的研究。而“勒俄”一词，因视野与立场的定位有所不

同，历来聚讼纷纭，难有定论。因此也有学者绕道而行，避而不谈。本文则认为，

争议本身正是一种探索或接近史诗传统的认知与阐释过程；杂说并陈也并非是史诗

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后滞的一种消极因素，反倒各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反映了探究

“勒俄”这一史诗语汇的重要意义。因此，前人的讨论也正是本文“旧事重提”的

一个前提。 

㈠ “勒俄”：题解诸说 

这里，我们不妨从汉译本的注解开始，在检阅以往各家的解说的基础上，从语

义分析的角度重新探讨“勒俄”二字的初始义项，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史诗传统的

认知与阐释。作为汉译本的搜集整理者，冯元蔚先生在其译本的附注中将“勒俄特

依”解释为“历史的真实模样”。就此，笔者在 2003 年 1 月 19 日的访谈中向冯元

蔚先生提出了寻问： 

曲布嫫：还有就是说到“勒俄”这两个字啊，我下去也听到很多种说法。

阿普，您当时解释为“历史的真实模样”。这个您主要从哪方面来说的呢？ 

冯：我主要还是有点“说文解字”。“勒”（hne） 就是“勒博”（hn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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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俄”就是“骨头”（wo），所以这个“骨头”呢就是比“金子”都

真，所以它是反映“真”。 

曲布嫫：哦，你解释的“俄”是出自此义。 

冯：哦，所以是“真实的面目”。那么“勒俄”呢，“勒俄史博”（hnewo 

shybo），都是一种历史的观念，所以我把它说成是“历史的真实。” 

曲布嫫：哦，这样子解释的。 

冯：彝语的现代语与过去有一些变迁。“骨头”说“俄都”，但好多地

方变成“吾都”了1。 

也就是说，冯元蔚先生认为应该将“勒俄”理解为“骨头的样子”，而“‘骨

头’比金子都真”，因此“勒俄”即“历史的真实”。实际上，将“骨头的样子”

直接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则与当时的搜集整理工作始终是围绕着为《凉山彝族

奴隶社会》写作组提供反映凉山奴隶社会的“历史”资料服务的，因此这一题解不

仅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也多少受制于当时的“学术目的”。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史

诗的题解应充分考虑本土观念与民间话语中对“勒俄”一词的解释，方能切近史诗

传统本身。 

已故的彝族老学者岭光电先生在其《史传》的注释中认为，“勒俄” (hne)有

“耳闻得到”之意，可用“传”字来译，所记又尽为历史，故可译作“史传”2。其

子岭富祥先生对此有进一步解释：《勒俄》流传于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它是一部著

名古典史诗，又名《勒俄史博》、《布此勒俄》，简称《勒俄》，有不同的抄本，

称为《勒俄阿嫫》〈hnewo apmop 母勒俄〉、《勒俄阿补》〈hnewo apbu 公勒俄〉。

其书名是音译，彝意“勒”为“耳”、“闻”；“俄”为“得”、“获得”，“特

依”（tepyy）意为“书本”。全意即“耳得书”、“传闻之书”3。 

                                                                 

1
 此据笔者 2003 年 2 月 19 日在成都对冯元蔚先生所作的学术访谈。 

2
 详见岭光电翻译整理：《史传》，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印室编印，内

部资料本，1983 年 11 月，第 323 页。 

3
 岭富祥：《〈勒俄特依〉节选──史传》， 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编译室：《彝文文献选读》，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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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问题，我先后与美姑县的地方学者、西昌几家教学和研究单位的学者，

以及成都西南民院的学者进行过访谈式的交流和讨论，前后参与访谈的学者近 20

人，均为彝族。他们也提出了多种看法： 

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马尔子（时年 43 岁）副研究员认为，在“勒俄”一词中，

“勒”（hne）义为“耳闻”，“俄” (wo）义为“述说”、“传述”；“勒俄”也

就是说“耳朵听到的，嘴巴讲出来的。因此，“勒俄”（hnewo）一词的基本含义

就是“将听到的耳闻传述出来”1。 

 

凉山州博物馆收藏的《勒俄特依》史诗文本 

凉山州语委编译局的摩瑟磁火（时年 38 岁）先生认为，“勒俄”一词有两种

释义可以考虑：一则是口耳相传下来的辞章；二则指诗词之主干。他本人倾向于后

者，据此看法是源于将“勒”解释为“脸面”；“俄”解释为“骨“，合译为“脸

面之骨”，即“主干”。这里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勒”（hne）为何可以理解为“脸

面”呢？他提出了以下理据，“勒”作名词用时通“耳朵”、“耳”（hnap hnapbbo），

相似的构词还有 hnapbbit 鼻子，hnagat 额头，hnatsi 太阳穴，都是人体面部语词，

                                                                 

1
 此据笔者于 2003 年 2 月 12 日下午在西昌巴莫姊妹彝学研究基地与凉山州彝族学者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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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将“勒”理解为“脸面”。而“俄”（wo）本身是一个多义字，在不同的

上下文中有不同语义，其基本意义有骨头、移动、点数，他采用了“骨头”一义。 

凉山州彝学会的老学者阿鲁斯基先生则认为，“勒俄”一则可能与春秋战国时

的楚国史书《梼杌》有关1；一则按彝语的解释，“勒”为数量词“一匹”（瓦拉，

即羊毛纺织的披风） “一幅”（布），如彝语中的 cyhne（一幅，一匹）；“俄”

则是事物本质的“质”。两个词合成为“勒俄”的意思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质”，

也就是“故事的本质”2。 

那么，在讨论“勒俄”一词的初始语义时，有必要思考“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

关于地方语汇的采用与阐释。实际上，我们在田野研究中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一个语词的翻译尤其是与汉语的对应，经常会超出自己的知识构成而变得难以驾驭。

因此，在民间话语中寻解问题的答案，也不失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因此，这里

我们来看美姑一些地方人士的观点，以说明民间观念中的“勒俄”一词究竟指的是

什么。 

 

盐源县马长明毕摩赠予笔者的家传史诗抄本 

                                                                 

1
 大概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是语言学家陈士林先生，他认为彝语与彝族文化与楚文化有历史关联。

此外，贵州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中确实发现了大量关于《梼杌》的记载。此说待进一步考证，本文不作涉

及。 

2
 此据笔者于 2003 年 2 月 17 日在西昌巴莫姊妹彝学研究基地与阿鲁斯基、马拉嘎两位彝族老学者的访

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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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我在美姑先后与吴奇家支的德古头人吴奇果果（时年 75 岁）、木坡家

支的德古头人木坡伟几（时年 68 岁）、恩扎家支的德古头人恩扎伟几（时年 73 岁）、

金曲家支的长老金曲阿加（时年 77 岁）进行了专题访谈 
1。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吴奇果果老人的意见是，“‘勒俄’是古语，不好理解，要从整体上来考虑，‘勒’

是指‘耳朵里面听到的’，‘俄’是口里讲述出来的；因为内容讲的古老的历史，

‘勒俄’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对历史的整理、记载和总结。”2
 金曲阿加老人的看法

是“‘勒’义为‘耳闻’，‘俄’义为‘数’（动词），一条、两条、三条地数出

来，‘勒俄’就是把听到过的古代历史述说出来。”3这里我们引述恩扎伟几老人的

意见为述例： 

曲布嫫：……阿普（爷爷）你对美姑的这些传统了解得比较多，我现在

就“勒俄”这两个字问问您，（它们）到底是啥子意思，大家都解释不一样，

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看法嘎？不过都没关系。阿普你咋个理解，

咋个理解“勒俄”这两个字的？ 

恩扎：“勒俄”……一种叫措茨（cocyt 谱牒），措茨又叫布茨（bbucyt 

谱系），从有了人类以后就有“布茨”，就一代一代数起下来，每个人都有

代数。“勒俄”吗，意思就是好像是以前听到的，是耳朵听到的，没有看到

的，听到的。 

曲布嫫：嗯。 

恩扎：那些啊，集中起来说这种、这种的样子，就是“勒俄”；比如一

开始就说“夷奢史阿洛”（yipsishyaxhle 远古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啊…… 

曲布嫫：遥远的古代…… 

恩扎：天地（怎么形成的）…… 

曲布嫫：对，从天地的起源开始。 

                                                                 

1
 这几位老人过去都是美姑黑彝家支中的头人，民主改革时期被推选为地方上层人士，现在分别在美姑

县政协和县人大任职。除木坡伟几老人外，其他三位长老年轻时都是“克智沃布苏”（论辩高手）。 

2
 此据笔者于 2003 年 1 月 29 日上午在美姑县政协办公室与吴奇果果和木坡伟几两位老人的访谈记录。 

3
 此据笔者于 2003 年 2 月 14 日中午在美姑县巴普镇金曲瓦拖村与金曲阿加老人的访谈记录，此行专为

老人多年收藏的两种史诗《勒俄》的手抄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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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夫：（曲布嫫是想问）“勒俄”的“勒”、“俄”意思是啥子？ 

恩扎：“勒”的意思是“听”，是听了以后说出来的；“俄”就是说，

数数，数着数着就说出来的。 

曲布嫫：哦，（“勒”是）听到的，那“俄”呢？ 

恩扎：“俄”和“算”的意思一样。一双两双、一个两个都是“俄”，

是数（wo 动词），比如算和数数是一样的，一双两双也是“俄”，一个两个

也是“俄”，算好多都是“俄”，意思是“记载”的，“记载”的意思。 

曲布嫫：他们有一种说法是：“勒”是听到的，“俄”是说出来的，“俄”

也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 

达夫：说出来，记载。 

恩扎：“俄”，说出来的，是这个意思。 

曲布嫫：就像汉嘎（hxiegat 汉族）有一句话叫“口耳相传”。 

恩扎：啊？ 

曲布嫫：口是嘴吧，耳是耳朵。口和耳朵相传，口和耳朵传来传去，你

传给我，我传给他，口耳相传。 

恩扎：看起来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个，“口耳相传”。另外，这个

名词的具体解释我还没有听到过。现在看起来，我们三个谈论这个问题也很

有意思……1 

 

综观以上各家之说，我们不难得到这么一种印象：众说纷纭、意见各异。但多

数人还是赞同“勒”义为“耳闻”，“俄”义为“叙述”、“述说”；“勒俄”一

词可以直译为“叙述耳闻”。彝文本身是一种表音文字，字词的意义往往由上下文

来决定，而古彝文的语义解析，有许多时候都因“古今语殊，四方谈异”而变得难

解。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在特定的上下文──文化语境中去搜求更多的线索，积累

更多的信息，方能在处理汉译与阐释原义的主动认知过程中切近对象。 

                                                                 

1
 此据笔者于 2003 年 1 月 30 日上午在美姑县人大办公室与恩扎伟几和恩扎颛也两位老人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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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勒俄”：语义学解诂 

对“勒俄”一词的阐释须以语义为依据，进而方能从语义关联中更切近史诗传

统这一研究对象1。虽然词义阐释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翻译的多种可能性，但大多数

的阐释抑或翻译者都基于对单个的、低层次的语言单位──单音节的词汇“勒”和

“俄”进行解码，忽略了词与词之间的构词关系与语义关联。我们在田野考察过程

中，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语义信息之后，再对词的原义以及相关义项的含义进行了

并置2，最后逐一排除，选择出“勒俄”一词的初始语义，并借此校正译者对原词含

义及构词关系的理解，同时修正、充实笔者已有的相关知识。在这个动态的认知过

程中，词义的阐释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发生：一、词汇含义；二、构词法或语法含义；

第三、文化价值含义。当代语义学也为我们的语词训释提供了更细微的考察视角，

我们不妨尝试着从彝语的初始语义、彝文的象形、形声、指事等特点，结合语言文

化学对“勒俄”一词进行以下语义分析的系统考辨： 

第一，我们对“勒俄”（hnewo）一词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分析可分为篇章语

义分析、句级语义分析和词级语义分析。词级语义分析有三种方法，语素分析方法、

义素分析方法和义位分析方法。这里我们采取义位分析方法，对该词进行较为全面

的义位分析。“勒俄”实际上是由 hne 和 wo 两个单音节词构成的，下表是这两个

                                                                 

1
 语义学（Semantics）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研究语词的意义和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变化，特别着重从社

会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语词意义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例如：语词意义的扩大、缩小、升格与降格，词义

的转移，词与词之间的语义体系，语义与句法结构的关系等等。本文的语义学分析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

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彝族学者曲木铁西（操义诺彝语）的鼎力相助，专此说明。 

2
 语义学的并置理论（Collocational Theory）是研究“相关的（或然的）”词汇，即所谓的“语义关系”

（Probabilistic-Lexical Relations）。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是：某些词与另一些词之间是有联系的；这是

一种“相关的（或然的）”语义联系。并置理论给我们的启发：1）语言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在客观世

界中有联系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在语言中得到验证；词与词之间的并置关系正好可以反映出这些词所

代表的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2）语言的运用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的习惯用法就是搭配用法（collocations）。

与此同时，并置理论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词与词之间的并置关系，除了一

些常用词外，有时是很难预知的；2）有些词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并置关系，但在特殊上下文中却可能有

并置关系；3）有些在语义上有联系的词在语言实际运用上并不一定同时出现（并置关系）。总之，并

置理论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词汇意义”，而是词与词之间的并置（搭配）关系；并置理论是一种“相

关的（或然的）语义关系。以上概述的参考来源为林美丽编撰：“语义学资源利用专题”，《台湾国立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讯》第 38 期，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图书分馆发行，

http://bk.lib.nthu.edu.tw/library/hslib/subject/la/ling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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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全部义位： 

 

义位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hne 勒 耳朵 一幅           

词性 名词 量词           

wo 俄 熊 述说 姻亲关系 骨头 葱 切 移动 肿 胀 复数1 一片 一群 

词性 名词 动词 名词 名词 名词 动词 动词 形容词 形容词  量词 量词 

 

从上表两个词的义位分布来看，hne“勒”的义位比较简单；而 wo“俄”的义

位却多而复杂。下面我们分别给予分析： 

其一，hne“勒”，一作人体器官名词“耳”、“耳朵”，二作量词“幅”；

一般认为量词的起源较晚，而且彝语中的量词在词的构成中一般只与数词或名词结

合，且其位置在其它词素或词之后，比如说 cuo cyma“人一位”，即“一个人”；

那么 hmysyr cyhne“布一幅”即“一幅布”。因此，hnewo“勒俄”一词中的 hne

“勒”与“耳”义位有关。虽然在现代彝语中，hne“勒”只作为一个单独的词素与

别的词素共同构成“耳”的义位，如 hnepop 或 hnapbo“耳朵”，但我们不难看出

hne“勒”仍然是该词的词根。而且词汇的发展往往是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在现代

彝语词汇中由 hne“勒”（耳）义位构成的词汇较多，如 onyit hnebo（头＋脸＋耳

＋身材）即“五官”，hnege（耳＋〈给〉说）即“公开”等等。 

其二，wo“俄”的 12 个义位中，从构词法的角度看，多数都与 hne“勒”结

合而产生新的义位。但 wo“俄”的义位分布除了“述说”和“骨头”之外，其它

10 个义位与 hne“勒”结合后构成的新的义位，在彝族社会语言语义规则中，没有

这样的语义原则，因此其所构成的语义不符合语言交际原则，而“述说”和“骨头”

两个义位中，“骨头”义位与 hne“勒”结合后，形成新的义位是 hnewo（耳＋骨），

这样的结合可构成新的义位，但与彝语其他方言相比较，这个结合方式又被证明是

错误的。如“骨头”义位在诺苏彝语圣乍话中有两种语言形式，woddup 与 vuddup；

                                                                 

1
 指的是人称代词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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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义诺话中的 hnewo 勒俄“勒俄”中的 wo 的元音 o 却是撮唇音1，而表示骨头义

位的语音却不是撮唇音。如 hnewo“勒俄”在义诺土语中读为“n%M33 ½wM33”（hne 

wo），“骨头”一词则读为“½M33du21”2，因此可以断定 hnewo“勒俄”当中的

wo“俄”是 wo“俄”的义位“述说”、“叙述”，如 nyiwo 陈述，nyiwo ddophxip 

述说言谈，而非“骨头”。 

其三，有人也提出 wo“俄”有“数”（动词）的意义，但据此观点则混淆了

声调的不同：“勒俄”是 hne33wo33，即中平调；而“数”义位的语音形式却读作

wo21，即低降调，声调不同，语义自然不同。虽然有时也有变调的情况，但变调一

般只出现 55调（高平调）、35调（次高调）与 21调（低降调）之间，因而显然是不

同的两个词。 

综上分析，hnewo“勒俄”的义位合成形式为“耳＋述说、叙述”，排除了 hne

的第二种义位“（一）幅”，也排除了 wo 的其它 11 种义位，尤其是名词“骨头”

与动词“数”这两个并不贴切的义位。怎样定义 hnewo“勒俄”两词构成的联合语

义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作构词法的分析。 

从构词法来看“勒俄”一词，应该考虑的是词语构造内部的形式，即语素之间

是靠什么关系组合起来的。将“勒”与“俄”两个单音节合成为一个双音节词时，

怎样从其词根语素的结合方式来解析其“语义场”3呢？鉴于史诗本身是一种源远流

长的古老传统，各种抄本中大量使用了古彝语，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古今语的不同，

                                                                 

1
 也作舒唇音，在义诺彝语中十分丰富。 

2
 义诺的元音比圣乍标准音更为丰富，为更清楚地了解实际读音，此处使用国际音标进行注音描写。 

3
 “语义场理论”（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s）是德国学者特雷尔（J. Trier）最先提出来的，以下述

观点为依据：1）语言词汇中的词在语义上是互相联系的，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系统，一方面，

词汇消亡，新词出现；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消逝，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2）

既然语言词汇中的词在语义上互相联系，我们就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单个词的语义变化，而必须把语言词

汇当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加以研究。 3）既然词与词之间在语义上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只能透过分析、

比较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才能确定一个词的真正涵义。也就是说，词只有在“语义场”中才有意义。

实际上，当代的语义学理论都强调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语言里的某一个“共同概念”支配下所

构成的语义场可能不同。以上概述的参考来源为林美丽编撰：“语义学资源利用专题”，《台湾国立清

华大学图书馆馆讯》第 38 期，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图书分馆发行，

http://bk.lib.nthu.edu.tw/library/hslib/subject/la/lingm.htm。“语义场”这一概念的借鉴关系到笔者提出的史

诗“演述场域”的确定问题，详见拙文“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刊于《文学评论》200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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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 hne“勒”（耳）的义位上。在古彝语中，“耳朵”常常使用 hne 或 hnepo，

如 hneqidu 耳背，hnenu 耳朵软；hnenjip 耳根；在现代彝语中则大多使用 hnap 或

hnappo，也就是说 hne 与 hnap 之间存在着古今语的音变。以“hnap”构成名词的

词汇很多，如 hnapbo shuoda hmat 耳提面命，hxipsu yot tat shep hnapsu zzipngop bbop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动词时，hnap 由低降调变调为 hna 中平调，义位为 “听、

听取”，如 ap hna ap gop 听而不闻，kahxep hnamoshyt 耳目一新。尽管在现代彝语

中 hne33 只用作名词，实际上在古彝语中它是一个名（词）动（词）同形词，作为

“耳”的 hne 通作为“听”的 hne。也就是说，今天的 hne33的动词“听”常常读着

hna33，但现代彝语与 hne33组合的词多数都可以用 hna33“听”来代替或互换，如：

hne33po21 与 hna21po21都是指“耳朵”；hne33mge33do21 与 hna33 mge33do21都是指“听

来的”。故而，hne33wo33“勒俄”一词应当是联动结构，其义位“听（动词）＋述

说（动词）”，构成的语义联合是“听与说”，可意译为“口耳相传”，其引申义

为“承（听到）＋传（述说）”，即承传。 

从另一方面看，“hne”通“hna”，作动词时为“听、倾听”，作名词时的本

义为“耳朵”，其构词方式可以是名词＋名词，如 hne njip（耳＋根）；也可以是名

词＋动词构成宾动结构，如 hne gge（耳＋得到） 耳闻 hnevy ap shuo（耳边+没有

＋经过）耳旁风 hnephop jji yipsy （耳＋响＋像＋一样说）言犹在耳。因此，“hne”

的引申义为“听力”、“耳闻”。这样 hne＋wo（耳闻＋述说、叙述）合成为一个

宾动结构的复式词语，字面的意义是“耳闻述说”（彝语的宾语前置所致），也就

是“将耳闻述说出来”的意思，直译为汉语应当“述说耳闻”，意译为“口耳相传”，

其引申义与联动关系中的 hnewo 有细微差别，应该“传（述说）＋承（耳闻）”，

即传承。 

上述分析可以见出，hnewo“勒俄”一词的构词可以分解为两种形式，一是动

词＋动词的联动结构，一是名词＋动词的宾动结构。结合我们对初始义位的排除法

分析，便能得出 hnewo“勒俄”一词不能解释为名词（样子）hne（bbo）＋名词（骨

头）vup（ddu），“骨头的样子”既不符合彝语本身的语义原则，也会带来认知方

面的语义模糊。美姑毕摩文化研究中心的特聘毕摩狄惹呵曲先生就认为将“俄”字

解释为“骨头”是“bburho hxepzhy”（望文生义），尤其是不符合义诺彝语的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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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33

 ½wM
33”。 

第二，如果说上述分析，对“勒俄”一词训诂学解析

已经包含了义训与音训两个层面，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彝文

造字法对该词进行形训分析。古彝文字有其自身的表现─

─概括性的象形、符号式的指事、象征性的会意以及隐喻

性的联想等特征，反映出彝文字的构造方式是由凭借观象

取比、立象尽意的手段创造和发展起来的1，这其间，彝文

字在形成过程中，取象于天象地貌、山势水形、鱼纹鸟羽、

鸟兽之迹，以及花草树木、人身诸态等等，都可以从彝文

字本身得到说明 
2。 

古彝文研究专家马学良曾经指出：“郭沫若同志认为：

‘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

系统应当发生在象形系统以前。’彝文中也有指事象形的

文字，彝文的象形文字也同汉文一样，越往后期，象形意

                                                                 

1
 《易传·系辞》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

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彝文的创制也同样走的观象取比的道路。杨

成志先生在其云南民族调查报告里，记录的民间传说也说是古代一不会说话的牧童，跟林中的牡猴牝雉

学会了彝文。在云南新平一带也流传着呗博伯耿据鸟兽足迹、万物形象创造了彝族文字的传说。凉山彝

族民间流传着许多毕摩大师阿苏拉则“创造”彝文的传说。有的说是少年阿苏拉则根据栖息在龙头山森

林中神马阿凤布依在沙滩上舞后所留下的足迹而创造了彝文；有的说是阿苏拉则有一天走进深山，看见

一棵古藤盘绕的大树上栖息着一只洁白的大鸟，这只大鸟见到阿史拉则就引颈喋血，阿苏拉则遇此异兆，

认为是神灵托意叫他创造文字，于是聪明的阿苏拉则折下一枝树枝，蘸着大鸟的血，将自己的白绸缎披

风作为纸，写出许多字，写下很多经文；有的还说阿苏拉则的儿子拉则格楚，他不会说话，见到名叫洛

龙歌布曲的小鸟吐血丝在树叶上，变成了美丽的文字，就知道小鸟是父亲变的，这样阿苏拉则便把彝文

传给了儿子。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阿苏拉则是凉山彝区历史上影响甚为广远的著名毕摩，大约生活在

元朝时期，被后世凉山毕摩尊为大师。但他并非是彝族文字的创始人，而是对彝文进行过规范，并整理、

编篡过大量的典籍文献。以上民间口传资料与《说文》中“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啼远之迹，知分理之，

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是一致的。可见彝族关于人类创造文字之传说，与国内外都有相似之处，即模

仿各种事物，创造了图画文字，而后发展成象形文字，既而过渡到象义文字，再到表音表意文字。 

2
 据有关学者研究，彝字总数有 10,000 至 30,000 字。不过见于彝文经典者，多为 8,000 字左右。新近由

贵州省彝学研究会、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所撰辑的《彝汉字典》（油印本）所集彝字亦约 8,000

字，正式出版的《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共集常用正体字 2194 个，异体字 3923 个，其中仍然可见

彝文是由象形象意发展而来的历史轨迹。详见贵州省彝学研究会等单位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李方清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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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越少，如彝文的‘头’是‘ ’，现存的彝文经中有写成‘ ’形的，还有的写

成‘ ’，连头上的毛发还保留着，更接近于象形了。又如 ‘饭’， ‘肩胛骨’，

还有以较突出的部分象全角的，如 ‘脸’（以鼻形代脸，因鼻在脸面中是较为

提出的部分）……”1
 据文字学家研究，彝文的创造之初，也有与汉字相似的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但彝文在初始阶段，也与世界各国文字发展规律相

同，同样走的是象形（图画）文字的道路，就是利用各种实物形象来表示字义2，因

此，古彝文的象形象意特征是其造字法的基本特征，这一点也体现在“勒”与“俄”

二字的造字特征中。这里我们根据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的象形字义图示来作分析3，以

便从彝文造字结构中的象形特征来看字义与词义： 

 

这是 hne“勒”象形字的演变图示。原字在构形上是牛或羊的头型，两边有两

只耳朵，表示“耳朵”；其古音读着 hne，通 hna；作名词时指“耳朵”、“耳”；

作动词时指“听”。现代规范彝文写作“ ”；而古彝文应写作“ ”4。 

 

由图可见，wo“俄”字以熊的形象为字形，熊的叫声为字音，义指“熊”。

马熊、白熊、狗熊的“熊”都用这个 wo 字来表示；有的古籍中此字也写作“ ”，

也就是加上了两只熊的眼睛。该字的原始义项为“熊”，由熊的“声音”为字音，

                                                                 

1
 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载于其《民族语言教学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60 页。 

2
 古彝文在造字法上，不论象形、象意，都离不开事物的实体，所以文字的字体方面无大变化，由于历

史原因，彝文字大多没有象汉字那样发展到音加类符以区别同音字的形声阶段，因此除少数引申义外，

为了表达语言，同音假借字成了用字主要的手段。可以说，从文字的体用方面分析彝文，即从造字之本

的体来说，彝文属象形文字之列（含象意文字），而在用字方面，因同音假借字增多，实质上接近表音

文字也有学者认为古彝文属于象形文字，而规范彝文属于表音文字。参见丁椿寿：《彝文论》，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0 页。 

3
 字图引自阿余铁日：《彝文字形探源》一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6、 69 页。 

4
 凉山诺苏彝语属中国彝语的北部方言，其文字数一万有余，常用者 2000 余字；书写和阅读习惯独具

一格，书写时从上到下竖行书写，阅读时将经书向左调转 90°角横看，这在汉文文献记载中被称之为

“左翻倒念”；而其他彝区则一般自上而下直书（看），或自左向右横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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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为“述说”，“叙述”1。现代彝文写作 ；而古彝文写作 。该字笔法简化

后，已有了“指事”的意义， 即指出声处。 

可见，这两个彝文字在表达观念时是与文字取象的原型物象联系在一起，都是

直接用线条描摹客观事物形象而创造的，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让人们“从形见义”。

两个字都非常直观，是其原型形象的简约符号，因而也就成为原型形象本来意义的

代码或喻体象征2。在这种意义上，象形文字便是其字义的感性形象，而文字的意义

则是这一感性形象的附着意义或内在信息。一般彝文的几种造字法都与取比、类比

的形象思维有关，象形自不待说，指事也是以形象符号摹拟自然，会意则以类比见

意，显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形声则是在象形表意字的基础上表音3，声旁本身尚保留

着原有的意义。“勒”与“俄”原本都属于独体式表形的彝文字，又称作直观图象

文字。其造型都是以物图物，以事图事，依实图象。识文者对类文字是目触其文，

心念其物因物得意，遂寻其声4。所以两个彝文字，虽各具形态，各象其物，但都有

其共同特征，即以特定实物外部形态为字形；每字都有一个特指的专用义；其字形

与字义密切不可分；而字音则是通过字义的联想之后产生的，比如以熊的声音为字

的读音，不是先音后义，而是先形后义再生音，在会出新义“述说”、“叙述”的

同时，就有了表音的指事作用，因而可视作由象形→形声→指事的发展。 

（勒俄）这两个彝文字当属最古老的彝文字，也是彝文悠久历史的表征。

尽管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风雨及人世沧桑，这些古字仍然保持着基本的形态和表意

功能，且使用范围也十分广泛，在川、滇、黔的彝文古籍中我们都能找到字形基本

相似的例证。当规范彝文趋向于音节化以后，彝文仍能保持其表意性质不变，这就

                                                                 

1
 根据史诗“勒俄”的叙事，熊与人同源，都是“雪子十二支”的后裔。 

2
 古彝文的象形字很多。与汉文同样，在彝文的发展进程中，“画成其物，随体诘拙”的象形字是基础

和根本，如“ ”（杉）、“ ”（鸡）、“ ”（头）、“ ”（眼）等字，由于都没有脱离它

们所要描绘的客观实物的形象，可以说是某象某物，具有“从形见义”的表意作用；至于“ ”（水）、

“ ”（燕）、“ ”（结）等一类象形字，虽然字形不是所要描绘的某些实物的真正形象，已经失

去某象某物的作用，但这些象形字还具有代表某些实物形象特征的作用。 

3
 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载于其《民族语言教学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61 页。 

4
 这类彝文字也很多，从外观上看，都具有明显的实物图象特征，诸如“ ”（目）、“ ”（蛇）、 

“ ”（蛙）等，完全是实物形象的模拟相，观察其每字之外部形态，都有一个特定的具体实物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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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说明了彝文字始终的表象化、表意化对其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起了不容忽视的

推移潜化的作用。所以，“勒”与“俄”这两个彝文字的创造、发展与应用，在方

法上有决定性意义的仍然是观象取比。人们对“勒俄”一词的理解，始终没有离开

对事象的感性直观，并借助于这种直观形象进行形象思维，因此从形训进行考释，

“勒俄”一词的基本语义与上文的义训与音训也是基本相符的。 

第三，除了“通义词语”的语言学分析之外，我们还应当吸纳“文化语词”训

释的学术理念1。也就是说，除了对“勒俄”一词的语言学阐释之外，我们必须思考

训释本身是否符合史诗的文化传统。笔者认为，民间关于“勒俄”之题的各种术语

与概念，可以作为辨考“勒俄”的文化理据之一。“勒俄阿嫫”（hnewo apmop 母

勒俄）、“勒俄阿补”（hnewo apbu 公勒俄）、“勒俄阿曲”（hnewo axqu 白勒俄）、

“勒俄阿诺”（hnewo apnuo 黑勒俄）都是按彝语传统构词法中的义群关系来组构

的，即名词＋形容词。显然，这里的“勒俄”被作为一种口头文类的名词来使用时，

表明人们是将之作为口耳相传的史诗本事（即口头叙述的主题所依据的故事情节）

来看待的。另外，“布茨拉俄”bbupcy hnawo，则发生了异化音变，“勒”音变为

“拉”，即 hna 是由 hne 变来的。原来 hne wo 都是松元音，但两音节结合时，前一

音由松元音 e 变为紧元音 a，这就是元音异化现象。这也受制于前面的 bbucy 中出

现的一个松元音 y，后面的松元音 e 与之相连后后，发生异化音变为 a。其实，从声

训上看，彝语中的“勒”与“拉”发生音变，正是随着名词变为动词而出现的。因

而“勒俄”一词在彝语中专用于史诗，也就有了特定的语义。 

到此，我们根据上述对“勒俄”一词的系统辨考，对史诗“勒俄”的题解作一

小结：简而言之，对“勒俄”一词的语义学解释，一为“听与说”，一为“耳闻述

                                                                 

1
 如果我们借用汉语传统的训诂学来进行思考，首先要考虑的是训释对象问题。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即

有不同文化涵义的文化词语和无特定文化意义的通义词语；前者是语言反映文化的集中体现，其数量远

远超过了后者。传统训诂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为了通经致用而对两类词语兼训并诂，总体上达到了语言

与文化的朴素结合。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传统训诂对文化词语训释的成绩，远不及通义词语，其中失诂、

浑诂、偏诂、误诂者尤多；即便是正诂，也往往语焉不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此外，由于“纯语

言”研究的影响，较多的训释，往往排除了文化词语，只训通义词语，即所谓的“语辞”；一涉文化，

辄视为旁鹜。结果出现诸如文化义失训、文化义于通用义互讹、脱离语言的历时性变化训文化义、避难

就易、强生新解等等弊端，也造成了方法上的简单化，往往将训诂变成仅是搜集、比较词语文例而仅仅

求其“公约数”的模式。此据黄金贵著：《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的《自序》部分。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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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两种分析都可意译为“口耳相传”；引申为承传←→传承，也与史诗本身世

代相承相续的口头传统密切相关。由于“勒俄”的叙述内容广泛涉及到凉山诺苏彝

族心目中的“纪事史”，尤其是以古侯与曲涅两个彝族远古部族的起源、迁徙、发

展为叙事程序，因此“勒俄”可引申为“口耳相传的古事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口头史诗（oral epic）。上文我们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对史诗“勒俄”之题进行了阐释，

而要真正了解“勒俄”的文本事实与文本形态，认识“勒俄”的叙事传统，还必须

将之纳入到本土的史诗话语与叙事观念的探解中来加以辨析。 

 

 

在金沙江南北两岸居住着两百多万人口的诺苏彝族，分别操持着义诺、圣乍、

所底三个次方言的彝语，史诗“勒俄”也广泛流布在各个地区，包括云南的永善、

宁蒗、攀枝花等地区，以及四川境内乐山地区的峨边和马边两个县。史诗在流传过

程中出现各种异文及异文变体是极为正常的民俗文化现象，这一点勿庸置疑。但是，

从异文研究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也需要对史诗“勒俄”的异文情况、怎样界定异文，

以及研究异文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一番再检讨。 

单是从笔者已经搜集到的各地抄本和古籍整理本而言，从史诗文本不同的性属

与叙事内容而言，我们既能看到许多典型的异文现象，也能追索出其间出现的异文

变体。 

第一，这些书面文本所提供的异文类型基本上可以按“公本”与“母本”两个

系列划分为两种：1）地区性异文，即在凉山各县搜集到的文本，如《勒俄阿补》（公

勒俄）有盐源本与德昌本；而《勒俄阿嫫》（母勒俄）有盐源本和美姑本。2）次方

言性异文，即流传在义诺、圣乍、所底三大次方言区的异文，因抄本产生的时间已

经相当久远，且在不同的地区经由不同的传抄人之手，文本的流布过程不甚清晰，

但从语言风格与用字特色上还能看出文本定型于哪一个次方言区。以上各种异文构

成了史诗文本的集群。 

第二，在“公本”与“母本”的异文集群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两种异文变体：

1）叙事主线上的差异，最为典型的异文变体就是围绕凉山两大远古部族之一“古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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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叙事的文本，目前见到的有两种古籍本，一是云南永善本《古侯》；一是凉

山金阳本《古侯燎夫》（古侯详史）1；据老人们讲，还有一种民间称之为《勒俄史

博》，以叙事诺苏彝族的历史发展为主，“史博”一词既指古代典籍，又有“史纲”

的意味。2）以叙谱为主的异文变体，最为常见的就是《布茨拉俄》2，以及《雪族》

和《勒俄惹》（子史或子史传）。这类异文变体都以谱谍为叙事线索，但《布茨拉

                                                                 

1
 岭先生在《史传》前言中说：“此书记合、侯赛变化时，是说合胜利，而《公史传》、《子史传》所

记是说侯胜利，两书又名《公古侯》、《子古侯》，出于古侯地区无疑，此书则可能出于曲涅地区。”

因此看来，《勒俄》的内容也会因地而异。参见岭光电翻译整理：《史传》，《前言》部分，第 1 页。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印室编印，1983 年 11 月。但岭先生所言的《公史传》即

其后来注意译注的《古侯》，《子史传》即《雪族》；而所谓的“古侯地区”与“曲涅地区”则难以从

今天彝人的分布格局上予以清晰的地理划定，因凉山彝族都是这两个远古部族的后裔，大多交错而居，

但从家谱和姓氏上可以推衍出各个家支所属的部族系统，因此这里应理解为“古侯部”与“曲涅部”。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古侯》主要出自金阳县，版本属沙马土司系统。 

2
 伍文珍先生曾经注译过一本云南昭通的《布此拉俄》，她认为“《布此拉俄》是一部用古彝文记录的

彝族史诗，《布此拉俄》一语是彝语译音，其中‘布’义为‘昆虫’，书中泛指‘有生命的物种’；‘此’

义为‘代’；‘拉’作为名词义为‘耳’，作动词义为‘听’；‘俄’义为‘讲述’。作为书名可理解

为‘生命起源的传说’。这部史诗主要记述了‘天地的产生’、‘万物之起源’，以及‘猴子变人的人

类起源说’和‘兹敏（君主）迁徙寻住地’等，涉及面极广。史诗以生动简炼的语言，形象地比喻记事

论理，使人百读不厌。可称彝族长篇史诗《勒俄特依》的姊妹篇。但其具体内容和形式特点与《勒俄特

依》相比有所不同，各有千秋。《布此拉俄》侧重论述人类的产生及其进化和发展，而其它史事方面的

叙述比《勒俄特依》简略得多。参见伍文珍：《彝族史诗〈布此拉俄〉述要》，载于中央民族学院彝文

文献编译室编：《彝文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7 页。这里存在着几

个需要进一步甄别的问题：1）关于“布茨”(谱谍)的初始语义，曲木铁西认为，在彝文文献语言中，

“布”的语义原指一切“动物”，后来语义范围缩小，专指绵羊和虫类，再到后来则仅指虫类。这主要

是由于“布”义位内义素的增加而造成的，即义素的逐步增加，就意味着把“动物”名词分得更细。详

见其新著《彝语义诺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11~112 页。彝人最早是畜牧民族，

至今也以农牧并重为文化特征，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留下了许多例证，比如认为“羊”是一种古老、吉祥

的动物，一向好以“羊”为自喻，以“羊群的昌盛”喻族群的发展和人丁的兴旺，这在祭祖仪式的经颂

中常常可以听到。而“布”为“昆虫”一解，也有其一定的道理。笔者在毕摩吉木阿龙的世传经书中见

到一段关于“人类起源于水（雪）”的象形字经文，经书用了 25 个象形字符来说明人类从水中的“虫”

演化而来的 25 个阶段，生动而形象。参见曲木铁西、吉木阿龙、杰觉伊泓、黄建民著：《吉木家支世

传彝文文献文字初步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8-389 页。因此，“布茨”作何解，

仍值得进一步考证。2）将《布茨拉俄》视为“《勒俄特依》的姊妹篇”显然也是前文所述的一种传统

误读，《勒俄特依》是一个史诗文本的集合群，其中包括《布茨拉俄》这样的从属文本。3）“猴子变

人的人类起源”则是当代学者的附会，所谓的“猴子变人”是从史诗“公勒俄”中的神人“阿略举日”

的名字推演出来的，“阿略”在彝语中有“猴子”的义位，但在史诗“勒俄”中，阿略举日与射日射月

英雄支格阿鲁是同时代的一位神人，其神职是呼唤日月与祭祀日月。史诗叙事没有提到任何“猴子变人”

的所谓人类进化过程，而这种注解与阐释也与“猴子变人”的进化论思想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渗透有关，

民间的散体讲述中确有这样敷衍而出的“新神话”。但这种后出的观念与史诗演述传统大相径庭。阿略

举日仅仅只是神人的姓名而已，至今彝人姓“阿略”的仍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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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含括了《勒俄阿补》（公勒俄）的叙事主题，而《雪族》和《勒俄惹》基本相

似，均从“雪子十二支”开始叙述。这些异文变体同样具有地方性与次方言性。 

第三，关于史诗抄本的版本系统和来源，民间确实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

“勒俄”（史诗）出自沙马土司家；“玛牧”（训喻诗）出自阿都土司家。笔者认

为，这种看法诚然有其道理，但只能说明，凉山彝族的两大文学传承与历史上的土

司们极力推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举措有关，其中同样离不开毕摩这一本土社会知

识群体的参与。彝族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相当长时期的“兹莫毕”（nzymopbi 君臣师）

三位一体的政权体制，作为书写文化的执掌者，祭司毕摩阶层本身就属于统治集团

内部的重要力量；元明以后，中央政权授封的彝族土司、土目中也有身为毕摩者世

袭，或在土司署任职；而历代凉山土司、土目普遍常年聘请有名的毕摩担任其经师，

一则担纲本宗支的宗教祭祀活动；二则教授彝文、教育子弟；三则从事书籍传抄、

著述等文化推广活动。沙马曲比尔日毕摩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俄尔毕普为我

的五世祖，他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毕摩之一，曾经是雷波地区阿着土司（实为阿卓土目

──笔者注）合火色祖家的‘毕主’（是指由主人家固定性地‘聘用’的毕摩，彝语

称 bisi‘毕色’），是我们家族中唯一做过土司之‘毕主’的人。他每年为阿着土

司家做一次仪式活动，阿着土司家则每年固定地从租子中抽出七锭银子做为他的毕

酬。据说有一次，俄尔毕普应邀到阿着土司家去作毕时，土司有意安排了一次由八

组毕摩参加的大规模的比赛活动。在那次比赛中，因俄尔毕普技高一筹，压倒群英，

所以自此后他的名声就更为响亮了。后来俄尔毕普游毕四方，闻名遐迎。”1
 相似

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云南和贵州彝区，此不复赘述2。以下是来自田野中的史诗版本信

息及“勒俄”的传播路线： 

1）笔者跟访的史诗演述人曲莫伊诺在谈到其家传数代的抄本（现已散佚）时

说，原书记有明确的传播路线：据书后《特依苏帕》（tepyy supat，跋）的记载，

原书为居住于甘洛县一带的宜地土司所有，后传到昭觉县境内的阿普吉收家（即巴

                                                                 

1
 此据曲比尔日毕摩彝文撰稿，勒格杨日初译、摩瑟磁火整理：《记俄尔毕普宗族中的几个毕摩》，载

于美姑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编：《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第 100 页。西昌：攀西地质印刷

厂 1996 年承印。 

2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经有过长篇论述。详见拙作《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1～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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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黑彝），再传到居住于美姑县洪溪区一带的纠都乃乌地方的阿沈尔特黑彝家支中，

又传与美姑县侯播乃托区的阿侯苏嘎黑彝家支，再传到美姑县峨曲古区觉干乃拖地

方的依甲克火手中，又传至峨曲古区洛莫村一带的约火涅日氏，最后传到拖木乡尔

口村的白彝吉什吉尼曲莫毕摩家支。 

2）从笔者搜集到的史诗抄本来看，有的在抄本的《特依苏帕》中确实明确记

载了抄本的来源和传播路线，这是彝族书籍流通的惯制。比如，美姑巴普镇金曲瓦

拖村的金曲阿加莫苏（老人）提供给笔者的两本《勒俄》中，有一本是残本，另一

本最早为阿都长官司所藏，后传到沙马土司慕克史阿尼手中，再由慕克史阿尼之子

木基者手中传到现布拖县一带的支惹斯易氏手中，又传到一个名叫洛木比署的黑彝

手中，再传与黑彝瓦渣拉铁氏，最后从瓦渣拉铁手中传到美姑县巴普镇金曲瓦拖村

的黑彝金曲阿加手中。 

 

金曲莫苏为笔者提供了两种《勒俄》抄本 

3）凉山州编译局的彝族学者摩瑟磁火在谈到其父亲的抄本时说：原书由昭觉

县竹核区一带的莫色土目家一个名叫岭甘惹的人，传与一个名叫马乌牛的黑彝，从

他那里传到德昌县德州镇阿荣村六组的摩瑟家支，由摩瑟的父亲阿甘嘎嘎抄写下来。 

4）美姑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嘎哈石者先生也有一收藏本，原为雷波华浪一

带的华浪土司所有，后传与本县境内的阿卓土目，再传到雷波县上田坝乡一个叫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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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氐氐的人手中，最后传到嘎哈石者本人手中。 

5）与此同时，笔者搜集的史诗抄本大多为毕摩们的家传经书，并没有归到土

司版本系统中去，当属散存在民间的史诗抄本，如狄惹呵曲毕摩、于其阿合毕摩、

曲比甘玛毕摩、曲比洛洛毕摩，以及盐源县马长明毕摩等提供给笔者的抄本，皆属

于这种情况。此外，凉山州编译局提供的《勒俄》抄本复印件也同样为家传经书，

原书由德昌县三合乡凉峰村彭子清（时年 73 岁）收藏，阿卡巫合（德昌县大陆乡红

光村人）、彭德发（德昌县龙窝区大山乡烟坪村人）整理，凉山州编译局于 1985

年 11 月 28 日收藏。可以说，今天流传在凉山的史诗抄本，大多为毕摩与一些热爱

史诗传统的人士所收藏与传抄。 

这里将以上初步归纳的基本异文现象与异文变体现象，用图表例示如下： 

“勒俄”异文与异文变体

《勒俄阿布》（盐源本）
《勒俄阿布》（德昌本）

《勒俄阿莫》（盐源本）

《勒俄阿莫》（美姑本）

《勒俄阿莫》（盐源本）

地区性异文

《史传》（圣乍本）
《勒俄阿布》（义诺本）

次方言性异文

《古侯〉（永善本）

《古侯燎夫》（金阳本）

《勒俄史博》（美姑本）

异文变体：叙事主线

《布此勒俄》（甘洛本）

《布茨拉俄》（昭通本）

《布茨拉俄》（美姑本）
《布茨勒俄》（雷波本）

《雪族》（子史篇）
《勒俄惹》（子本）

异文变体：叙事侧重

阿都土司本（美姑）

宜地土司本（美姑）

沙马土司本（美姑）

版本系统：抄本来源

 

 

由上表可见，史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多种书面化的异文与异文变体，

从这些文本及其负载的文本信息来判断，它们大体上都属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

史诗抄本，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本（史诗演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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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还需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已经通过彝文书写而定型的文本来

考察史诗异文问题时，还应当牢记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史诗异文的界定必须以史诗演述的叙事界域来区分史诗文本的属性。1换

言之，不能混淆“公勒俄”与“母勒俄”之间的传统规定性，不能将《勒俄阿补》

与《勒俄阿嫫》视作两种异文，也不能将《古侯》、《布茨勒俄》等次生形态的文

本变体视为前二者的异文。如果在这些抄本中来界定史诗异文，应当将不同的抄本

纳入不同的文本系列，这些文本系列主要有⑴《勒俄阿补》即“公本”系列；⑵《勒

俄阿嫫》即“母本”系列；⑶《古侯》即述史系列，也同样分公／母；⑷《布茨拉

俄》即叙谱系列；⑸ 不同版本系统中的类同抄本，即将以上四类文本系列的内部比

较，纳入到沙马土司系统、宜地土司系统和阿都土司系统之间来进行同异性比较。

离开这些前提，异文关系就不复存在了。 

其二，以上书面异文皆与本文强调的史诗演述本有重大差异，因为这些文本都

是世代传抄活动的产物，不能等同于史诗演述的口头文本或口头记录本。根据彝族

书籍传抄制度与这些文本传达出来的相关信息而言，史诗抄本大都是依据当时业已

写定的书面文本而进行的重复传抄活动，从中虽然能够看到一些基于口头记忆与口

头传播的语体风格（这也是一般彝文古籍的特点），但我们不能由此肯定它们是基

于实际演述语境而逐行记录下来口头演述文本，至少我们很难从这些既定文本来描

摹和重构当时口头演述的实际状况了2。 

                                                                 

1
 关于“勒俄”的民间话语中为什么会出现“勒俄十九枝”、“公勒俄”／“母勒俄”和“黑勒俄”／

“白勒俄”两套语汇，以及其间的民俗学涵义，请参见拙文“叙事型构·文本界限·叙事界域：传统指

涉性的发现”，刊于《民俗研究》2004 年第 3 期。 

2
 史诗异文的产生与史诗的演述场域有着密切的关联。简言之，由于“演述场域”的不同和变化，“每

一次”的演述事件也会相应地出现不同的史诗文本。每一个史诗文本都是“这一个”，每一位演述人的

任何一次演述都是“这一次”；而且在一次仪式化的史诗演述活动中，我们往往得到的不止是一个文本，

更不用说，两位或两组演述者的演述也会同时形成两个独立的演述文本，甚或是四个（两个论说本与两

个演述本）；同时，也极有可能得到的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演述因种种原因中断，比如论辩双方

悬殊太大，不能形成竞争机制，也就不能激活史诗叙事的延续与扩展），因而也会深化并丰富我们对史

诗异文的研究。因此，“演述场域”的确定，有助于在口头叙事的文本化过程（textualizing process）中

正确理解史诗异文，也有助于从民俗过程（folklore process）来认识异文的多样性，进而从理论分析层

面作出符合民间叙事运动规律的异文阐释，否则我们没法理解异文及其变体。详见拙文“叙事语境与演

述场域”，刊于《文学评论》2004 年第 1 期。另见劳里·杭柯著，户晓辉译：“民俗过程中的文化身

份和研究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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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勒俄》尽管有许多异文及异文变体，但最基本的文本类型是按照彝族

传统的“万物雌雄观”来加以界定的，有着不同的仪式演述功能和叙事界域，而无

视史诗传承的文化规定性，将主要用于丧葬和送灵仪式的“公本”与只能在婚礼上

演述的“母本”整合到一体，则是现行汉译本最大的结症所在。实际上，在以往甚

或当前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汇编”同样也是一种甚为普遍的现象1。这也

是笔者曾以《勒俄特依》的文本制作为例，对民间叙事传统的文本搜集、整理、翻

译和出版提出学术史批评的出发点。 

其四，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史诗抄本及其所属的版本系统与凉山历史上的几大土

司有关，就将史诗抄本，尤其是史诗的产生及其最早的书面化成果简单地归为“卓

卓特依”（rroprrop tepyy 民众书籍），而排除了祭司毕摩在史诗传承与传播中的积

极作用。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就史诗抄本的传播与土司制度的关系这一问题，特地

委托父亲巴莫尔哈在凉山州政协进行了专题访谈，沙马土司的后代安学发（沙马嘎

多阿格）老先生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巴莫尔哈（以下简称“尔哈”）：我受女儿曲布嫫的委托，找学发主席

作一访谈。众所周知，阿都土司和沙马土司在凉山历史上是两家掌印的大土

司。沙马和阿都两家土司的职位又有相互承袭的史实记载。你作为沙马家的

后代，请你就两家土司的历史沿革作一简要介绍。 

安学发（以下简称“安”）：阿都土司、沙马土司属凉山历史上的“四

                                                                 
1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日本文学科教员工藤隆(Takashi Kudo)“主编”的《四

川省大凉山彝族创世神话调查记录》(株式会社大修馆书店 2003 年 7 月 15 日)一书所刊的《勒俄特依》，

也堪称是一种“汇编”的“格式化”产物：全书 762 页，自 266 页至 731 页为《勒俄特依》，包括国际

音标、汉译和日译三列对照和“校订者”的现代规范彝文“复原”。其汇编手段与文本生产的学术伦理

与民俗学的学科诉求严重错位。其所谓的“原始版本”至少有 5 种：1）曲莫以诺(即曲莫伊诺，笔者的

田野跟踪对象)的“手抄本”：实为传承人为在县里的毕摩文化研究中心谋得一份“工作”而手书的“写

本”，至少这里便出现了两个学术伦理问题：一则是将传承人出生和成长的村落名称“尔口村”弄错为

“苦伙莫村”；二则传承人本人并不知晓自己的写本“被汇编”和“被出版”的全部过程和结果，他本

人至今也没有见到出版物。2）金曲阿甲（即金曲阿加）的“文本”：文本来源和取得渠道存疑，因为

金曲阿加老人在我 2003 年年初去访问他本人之前从未让家中珍藏多年的史诗抄本从自己手上“流出”

过，他本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的抄本“被汇编”和“被出版”。3）摩瑟阿甘呷呷(即该书《勒俄特依》

校订者摩瑟磁火之父)的“手抄本”；4）嘎哈石者的“收藏本”(该书《勒俄特依》译注部分的合作人之

一)；5）迪惹打突的“文本”：对文本来源只字未提。此外，该书提到的其他参考文献还有 11 种之多(详

见该书第 274~275 页)。针对这类“文本汇编”及其间出现的田野伦理和知识产权问题，包括“元文本”

提供者的事先知情、认可和同意，以及署名权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审视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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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司”，其中阿都排列第三，沙马排列第二。阿都土司家下管八支黑彝，

很有地位。阿都土司1，从第一到第八任都是阿都家的人。第八任阿都土司喇

玛拉果病故无嗣，次年阿都家管辖的八支黑彝派代表去沙马土司阿支穆姆家，

请求穆姆土司派一名本家的人来承袭阿都土司的职位。于是穆姆次子阿足率

数百名随从到布拖、普格一带，承袭阿都土司之职。故从康熙六年（1667 年）

到 1950 年，安学成主动放弃土司之职而参加革命止，近 300 年时间，阿都土

司之职是由沙马土司家担任的2。 

尔哈：阿都家是从云南还是从贵州迁来凉山的呢？ 

安：阿都家是从何地迁来凉山的，我不清楚，估计是从贵州迁来的。我

们沙马家是贵州的阿哲家。阿哲涅阿伊到凉山至我这一代已经 20 代了。沙马

家最后一位土司叫沙马日博拉惹（原叫沙马部），拉日绝嗣后，我们阿哲涅

阿伊来承袭沙马家绝业的。从明末清初到现在已有 500 年左右。历史上我们

阿哲家世居贵州大方、毕节一带，势力大，管辖宽。那时历史上有名的瓦萨

兹莫是四川最大的土司，势力范围也大，时辖四川泸州一带。 

尔哈：请你介绍一下你所知道的阿都土司、沙马土司重视彝族文化方面

的情况。 

安：我听老一代的讲，历代掌权的土司们还是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

我知道的有两点：首先，历史上的土司都有三个排列层次：一是 nipvip（涅炜，

掌印的土司）；二是 nzymi（兹敏，包括土司和土目）；三是 bimox（毕摩，

从事经籍著述、文化研究和祭祀活动）……其次，毕摩历来都是很有影响的，

他们是彝族文化的传承者，很受统治者的重视。如有一句成语：“兹拉毕阿

                                                                 

1
 阿都家唐朝咸通四年（683 年）属南诏国地方政权所属布拖地区阿都部。其先祖原封为“大凉山阿都

宣抚司”（官位正三品）。阿都长官司是明朝景泰三年（1452 年）阿都酋长海喇阿都被朝廷册封为阿

都长官司。清顺治六年（1649 年）归顺清王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改授宣慰司，雍正六年初一

度被裁汰，但是年底又因“军功，复阿都长官司”职予阿甲子古（第十一任阿都土司）；其妻也因“剿

抚凉山彝众有功，授予阿都副长官司”职，传至嘉庆年间，阿都副长官司（尔嘎阿炜日）绝嗣，由正长

官司都显贵（尔嘎拉俄日）兼袭。阿都土司所辖范围广袤，其中，“阿都长官司辖区 4 至 520 里，管下

歪溪四土目，彝、苗民 40000 户”；“阿都副长官司辖区 4 至 1950 里，管下派来、那科等十一土目，

彝、苗民 15000 户”。──访谈人注 

2
 由此看来，《勒俄》抄本出于沙马土司，而《玛木》抄本出于阿都土司的这种说法也并不一定准确，

因为两家土司在历史上有相互承袭的紧密关系，很难说他们之间在书籍的传抄和流通方面就没有相互交

流和承继的关系。其实，这种“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对这两大“经典”性文本的普遍重视，

因此也有从版本来源上“神化”这些抄本的可能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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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nzyla biapdep），意思是土司到来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要起立、作礼，唯

毕摩不起立、不作礼。可见土司也很敬重毕摩的人格。有的土司就专门请毕

摩作经师。彝族的经文、彝文古籍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对彝族文化的传播、

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彝族的“勒俄”，我小时候，老人们给我学过。我们沙

马家过去就有“古侯阿补” (gguhxo apbu)、“古侯阿嫫” (gguhxo apmop)，

也就是“勒俄阿补”、“勒俄阿嫫”。 

尔哈：为什么叫：“古侯阿补”、“古侯阿嫫”呢？ 

安：我不太清楚。 

尔哈：是不是因为你们先祖属古侯（诺苏古代两大部族之一）系统，所

以这两卷书前面又加了“古侯”两字，即“古侯阿补”、“古侯阿嫫”？ 

安：可能是这样。……我想“阿补”和“阿嫫”可能是篇幅的大小和经

书的厚薄来的。“勒俄”过去都是手抄的，书后记专门注有：“hnewo cyzzitli 

mukeshanyie ddugga lasu ngeyipmap，”就是说，“这本‘勒俄’是从沙马土

司家的书中抄来的”，zzit 是手抄本的意思。加这句话，算是正宗的，表明书

是有来头、有来源的，不是假的。 

尔哈：……那么土司家的家藏经书，如“勒俄”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安：“勒俄”肯定不是土司自己创造的，而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作品。

后来，得到了土司们的重视和支持而得以推广和发展。 

尔哈：历史上阿都土司家有《玛牧》吗？ 

安：没有听说过。 

尔哈：沙马家呢？ 

安：沙马家历史上，直至解放时《玛牧》、《勒俄》都有，不仅土司家

有，下属的头人们也都有《玛牧》和《勒俄》。1 

 

实际上，在口承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来讨论史诗《勒俄》的版本系统，意义并

不在于回答彝学界此起彼伏的争讼──《勒俄》属于毕摩经书还是民众书籍，换言

之，这宗公案似乎将史诗传统推上了二元对立的颉颃之中：“勒俄”是口头文化的

产物还是书写文化的产物？而答案已经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1
 此据巴莫尔哈于 2003 年 4 月 9 日在西昌市凉山州政协与安学发先生的专题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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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史诗演述人这一群体的考察和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

所重点描述的一位史诗演述人──曲莫伊诺，具备书面文化的读写能力，也掌握了

娴熟的口头表达技巧，书写知识与口承知识的吸收、训练与融会，始终贯穿在他的

演艺实践──克智论辩活动中。不论毕摩的书写文化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他依然是

一位口头的史诗演述人。在对曲莫伊诺的跟访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史诗演述人这

一特定的传承人群体，而对他们各自的观察和初步的访谈，也逐步深化了我们对史

诗传承人群体及其内部的互动、史诗演述者个人的演述能力、创造性潜能等方面的

认识和理解。 

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曲莫伊诺──我们的田野跟访对象。在一系列的对

赛活动中，我们对这位优秀的史诗演述人所作出的基本评价一次次得到了印证之外，

他的每一枝的史诗叙事都呈现出一种个人化的口头演述风格，而他的即场发挥、应

变能力、胸有成竹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的演述中，

我们发现他非常善于用简明易晓的言词来替换一些常人一下听不明白的古词古语，

而他常常采取的方法就是拆句或者拆词，以重新组构诗行，同时使用叠声、叠韵的

辞采和一些富于节奏的衬词、虚字将自己的叙事装饰一番。因此，他的史诗演述，

在叙事的色彩──风格、语调、选词、润饰等方面，在义诺彝语特有的地方格调中

不断深化笔者对演述个性与临场发挥的体会和认识；后来，我们将其演述本与其写

本进行对照，也同样验证了观察中对其演述的直觉感受并没有错；进而在叙事过程

的变化上也找到了某种规律性的“痕迹”：在支格阿鲁、阿略举日、石尔俄特、居

姆吾吾、合侯赛变、阿都尔普和阿苏拉则这种以人物为主线的情节基干和故事母题

上，他的口头演述往往比写本更为丰满；然而在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古事纪

与相应的场景描写上，写本却比演述本更详细。而他在一次访谈中无意地总结了自

己在竞争中的演述经验：史诗叙谱发展至“阿苏拉则之谱系”（apsu latzzi cyt）时，

有一故事母题要涉及到这位毕摩大师的种种神绩。一般论辩过程中，对手往往只叙

及他的一些基本事迹，至多数十行；而伊诺说，如果比赛那天他情绪比较高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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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对手多周旋几个回合，他的演述就可能要延伸为几百行。说到这里的时候，他

确实洋洋洒洒地说起阿苏拉则的“故事”来了。事后笔者根据录音作了统计，这次

演述的诗行一共为 296 行，确属一独立完整的叙事性演述；而其现场演述的 59 行中

仅有 9 行为故事情节，其余均为谱谍的连续叠出。而类似的现象则出现在其“黑勒

俄”的在场演述中，“天地的谱系”（开天辟地）的口头演述在两次演述事件中分

别为 190 行与 150 行，相差了 40 行，而这 40 行之差则是因为“丢”了西方的开辟

所致。 

问题纷至沓来：史诗传承人对史诗本事的掌握、在演述能力上存在的个体差异，

以及他们在实际演述情境中的即场发挥、个人情绪、心理状态，尤其是在对话关系

中形成的竞争机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从演述──这个文本发生的基础环节

上就决定了史诗异文的产生和变体的出现──而这正是我们解释异文现象和重新开

掘异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异文” 1本身既是民间文学的一个核心现象，也是口头传承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们已经达成一种基本共识，认为变异性或流变性是口头传承的生命力所在，异文

也被视作区别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主要特征：口承“作品”是流动的，而书面著

作却有着一种长期稳定的载体形式。尽管异文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一个基本概

念，但实际上人们对异文或变体的普遍接受程度可谓“不假思索”，因而在民俗学

理论研究中“异文”成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概念，没有得到更深细的界定与考察。

正如劳里·杭柯(Lauri Honko)教授指出的那样2，正是基于异文比较的文本批评模式，

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曾经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其方法论的再三检

                                                                 

1
 “异文”是民间文学专用术语。我国学界的相关定义和理论探讨，大都基于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或

“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文本解析观来对待“异文”问题的研究，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缺

乏系统的学理性探讨。我们当高度关注某一个传承人（个体）在“这一次”演述与其“每一次”演述之

间出现的“异文”现象，以及传承人之间的不同演述导致的“异文”现象及其变体。因此，“异文”的

当代研究，需要在田野研究中考虑演述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并纳入文本化的建档流程中来加以辨考和阐

释。在相关问题上，以杭柯为代表的北欧学者已颇有创获。参见 Ülo Valk,“Multiformity of Variation in 

Folklore Theory,”Book Review of Thick Corpus, Organic Variation and Textuality in Oral Tradition. FF 

Network No. 22, Pp 21-25, 2001. 

2
 Lauri Honko, Thick Corpus and Organic Variation, FFSS99 Preprints, No. 1. Finland: Turku University 1999, 

P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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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已经表明民俗学者或许尚未完全理解什么是口头民俗传承中异文的基本特质。

他进而指出：在口头传统中，一个叙事主题的单独存在，不可能取得一种“杰作形

式”的位置而取代这种叙事主题或母题的其它所有的变体形式，因此口头文本不具

备“权威本”或“标准本”这样的属性，当然这也是来自口头理论的启发。由于演

述本身不具备同一性，每一次演述都会产生不同的异文，在口头创编本身的过程中

变异不断地呈现，既分又合。即使这种变异现象对外部观察的分析者而言依然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而对史诗演述人而言，变异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只是

在发现变异之前他自己并没有在意。 

 

婚礼转唱：曲莫伊诺（右）与曲比拉哈（左） 

在笔者与史诗演述人曲莫伊诺的访谈中，我们会看到，在其演述的生涯中，在

他自己将自己的史诗演述录制成盒带之前，他一直确信自己没有改变什么，因为“一

切都在我自己的脑袋里”；当我们在一起记录他的口头演述时，开始他非常坚定地

认为自己的记录，肯定不会写错，顶多丢掉一两个字，没一会儿我们重新放录音来

一行一行地进行对照时，他只好吐舌头了；而当我们将他的演述本与其写本进行比

较时，他更是吃惊地认为自己犯了比想象中还要多的“错误”1。此前他对“变异”

也还谈不上什么理解，变异却一直潜伏在演述本身持续的链环上；或许他当时就认

                                                                 

1
 此据笔者的田野访谈：史诗演述人曲莫伊诺谈其学毕习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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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每一次的演述就是史诗本事的“全部事实”的最佳实现，尽管他已经或多或

少、或大或小地将改变许多了地方。杭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演述者不会去频频回

顾自己过往的演述，而让自己径直走向下一次的演述。演述者是否去设想自己每一

次演述中的变异，大多数时候这完全是一个值得探寻的问题1。按笔者对其看法的理

解，民俗学意义上的异文应当来自于当代的史诗口头演述活动，既可来自于同一位

演述人的不同演述，也可来自于不同演述人的演述。只有当我们积累了大量口头文

本的“忠实记录”之后，史诗异文的比较研究才能在“这一次”演述与“每一次”

演述之间，同时在“这一位”演述人与“每一位”演述人之间，在上一代与下一代

演述人之间逐渐走向深入。 

与此同时，除了必须从演述者个体及其演述环节来进行深细的考查、辨析之外，

对于今天的史诗传承研究而言，我们还需要从哪一方面来高度关注史诗的异文现象

及其学术阐释的伸展方向呢？笔者认为，异文研究还应该针对不同的口头文类来设

定不同的研究对象。对于神圣性叙事的史诗传统及其阐释而言，异文研究的目的不

仅要告诉人们口头演述的差异性特征，更要彰明口头叙事的稳固性特征，因为史诗

演述毕竟不同于故事、传说，在诺苏的口承传统中，其轨范性要大大地高于“阿普

布德”（appu bbudde 散体讲述）2。建立在既有写定文本基础上的史诗解读与批评

模式值得我们深思，这与民间口头传承同时具有的流变性与稳定性是脱节的：一方

面，写定文本中出现的变异并不等于口头史诗在演述实际中的变异；另一方面，不

论是书面文本还是口头文本，民间记忆与民间技艺的变异性与强固性应当同时得到

关注，尤其是像史诗这样重大的传统口头文类，其文本乃至口头演述的神圣性、轨

范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制导了史诗传统的“变”与“不变”，都需要我们去做更深

细、更审慎的考察与辨析。与此同时，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勒俄》文本，连同民间

流布的“勒俄”抄本，作为业已定型的异文对我们今天的史诗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

参照价值。在史诗传统历时性的维度上，通过这些文本与史诗演述本的比较，我们

                                                                 

1
 Lauri Honko, Thick Corpus and Organic Variation, FFSS99 Preprints, No. 1. Finland: Turku University 1999, 

Pp 1~4. 

2
 “阿普布德”，散体讲述形式的总称，包括神话、传说和故事。在诺苏社会，神话讲述也并不具备神

圣性，在火塘边、在大树下、在山野里都可以进行“阿普布德”的讲述活动。“阿普”意为老人，指的

就是老人讲的故事性较强的叙事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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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看到“勒俄”作为诺苏彝族的口头传承，其叙事的“变”与“不变”有着极其

清晰的轨迹，因而史诗叙事的“流变性”与“稳定性”也当能够通过具体的比较而

得到呈现。 

在我国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中，过往的异文比较，使人们将流变性而非稳定性当

作口头传承得以持续的一个关键。实际上，研究任何异文都应该充分考虑具体文本

的口头文类性质，比如说，史诗这种重大文类在口头传承中就有强固的“不可变性”，

史诗传统内部的法则，史诗叙事的原典性原则等，阻止着史诗演述离开演述的传统

规范，或出现叙事的无序与混乱的可能。因此，史诗传统的研究，应当将源文本、

异文和各种口头演述本一同纳入史诗的实际演述语境中来进行思考，不能从文本到

文本，就异文研究异文。离开演述者与听众、离开演述人之间的即场互动，也就脱

离了叙事语境、演述事件和叙事意义等口头交流与传播的基本环节，如此去研究异

文将会离传统事实更加遥远。而一旦将民众表达形式及其文化蕴涵与其演述传统割

裂之后，就会出现似是而非的文本混淆，并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能阐释异文出现的原

因。我们必须尝试在其文本衍出的演述情境中，在文本得以呈现的演述场域中去捕

获口头叙事的“变”与“不变”等本质性的规律，应当成为研究史诗异文的基本路

径。 

我们的田野追踪和田野访谈、毕摩在仪式经颂中的史诗引唱、史诗演述人曲莫

伊诺及其世代相承的文学传统，以及其他几位史诗演述人的毕摩文化背景1，都告诉

我们口承文学的书面化，与书面文本的口传化，反映了彝族文学传统在历史发展中，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既平行并进又交叉互动的两条基本线索；在彝族口头传统中也

同样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传承线路：一是民间的歌诗传统，一是毕摩的仪式经颂传

                                                                 

1
 笔者在田野中通过访谈与调查，发现与曲莫伊诺遭遇的“克智”论辩对手中，能够胜任史诗演述的都

是毕摩（沙马曲比拉哈、马长明），或小时候接受过毕摩职业教育（海来惹机），或过去学习过彝文（如

老一代的德古头人恩扎伟几、吴奇果果等）。也就是说，书写文化的习得，对他们掌握充满古语、古词、

文化典故的史诗本事有极大的帮助作用。当然，这仅仅只是笔者目前掌握的演述人的一般情况，至于是

不是有不通文字的史诗演述人，目前下结论尚为时过早。相关讨论可参见笔者的两篇论文：1）“口头

论辩与史诗演述：从吉尼曲莫家支的传承系谱看史诗传统的文化生态”，《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

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 10 月版，第 435-469 页。2）“在

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史诗演述人：基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写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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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二者之间的胶合与互动，一直伴随着诺苏彝族史诗传统的发展和沿传。通观史

诗传承人的成长历程和史诗进入口头演述的种种仪式情境，我们应该打通长期以来

横亘在口承与书写之间的壁垒，既要重视民间世代传承的口头表述传统，也要思考

口头传承中深蕴的书写文化信息，进而在史诗传统抄本与史诗演述本的两相对照之

中，去探究彝族的史诗传统及其口头叙事的生命之根。这样才能超越主观认识的偏

狭，超越传统文本分析及史诗研究模式的樊篱，发现史诗传统在口承文化体系中潜

在的演进轨迹，进而重构其文本的多相性传承形态。总之，只有厘清口承传统与书

写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联系，才能加深我们对史诗演述传统及其口头本质的认识和理

解。 

 

附：史诗“勒俄”的文本出版情况 

序号 出版、印刷情况 文本类别 

1.  岭光电翻译整理：《母史传》，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

历史文献编印室编印，1983 年 11 月。 

 

古 

 

籍 

 

注 

 

译 

2.  岭光电翻译整理：《古侯》，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

史文献编印室编印，1982 年 6 月。 

3.  岭光电初译、马海木呷、罗家修整理、校订：《古侯·公史篇》，

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 1980 年 6 月内部印刷。 

4.  岭光电翻译、伍精忠校订：《雪族》（子史篇），《凉山彝文资料

选译》第四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1983 年 12 月内部印刷本。 

5.  伍文珍译注：《布茨拉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

史文献编印室编印，1985 年 10 月。 

6.  巴胡母木（冯元蔚）、俄施觉哈、方赫、邹志诚整理、翻译：《勒

俄特依》，收入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大凉山彝族民间长

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汇 

 

编 

 

本 

7.  曲比石美、卢学良、冯元蔚、沈文光搜集、翻译，冯元蔚、曲比石

美整理、校订：《勒俄特依》，辑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

编《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集，内部参考资料，西南民族学院印

刷厂 1978 年 7 月承印。 

8.  冯元蔚翻译整理：《勒俄特依》（彝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

年第一版；1999 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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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冯元蔚翻译整理：《勒俄特依》（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年 6 月。 

 

 

 

 

 

 

 

 

汇 

 

 

 

编 

 

 

 

本 

 

10.  马明搜集、整理：《勒俄特依》（彝文版），凉山日报社印刷，1981

年 1 月。 

11.  甘洛县三套集成办、甘洛县语委搜集、整理：《勒俄特依》（布此

勒俄），彝汉对照、内部印刷本，时间不详。藏书人：甘洛玉田乡

罗马村地俄组居；口述人：甘洛县团结乡约石村三组木基罗卡；翻

译整理人：沙阁切、沙世哈。 

12.  阿苦史格、俄木质突搜集整理：《古侯燎夫》（彝文版），凉山州

金阳县语委 1988 年 5 月内部印刷。 

13.  盐源县语委搜集、整理：《勒俄阿布》（彝文版）1986 年 5 月内部

印刷。 

14.  盐源县语委搜集、整理：《勒俄阿莫》（彝文版）1986 年 5 月内部

印刷。 

15.  吉比伟哈、阿火古机、吉祖体日等搜集、整理：《克智·布茨·勒

俄》（彝文版），雷波县语委 1987 年 10 月内部印刷。 

16.  美姑县语委搜集、整理：《略嗬·波帕·勒俄》（彝文版），1985

年 10 月内部印刷。 

17.  嘎哈石者、吉尔体日、海来拉莫等搜集、整理：《彝族历史谱谍·勒

俄篇》（彝文版），美姑县语委 1991 年内部印刷。 

18.  摩瑟磁火、嘎哈石者搜集、翻译：《勒俄特依》（国际音标、汉文、

日文），载于[日]宫藤隆主编：《四川省大凉山彝族创世神话调查记

录》，株式会社大修馆书店 2003 年，第 266~731 页。 

19.  李尼波、沙马吉哈：《勒俄·玛牧特依释读》（彝文版），四川民

族出版社 1999 年 5 月。 

20.  景志明主编：《古代彝文文选教程：勒俄特依》（彝文版），四川

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 1～124 页。 

教材 

编写本 

小结 5 种古籍注解翻译本；14 种汇编本（9 种彝文、2 种汉文、2 种彝汉对照，1 种国

际音标、汉文、日文对照），1 种教材编写本(彝文)，共计 20 种。这些文本一直以

来都是学界研究彝族史诗传统“勒俄”的资料来源，但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任何

一种是以演述为中心的口头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