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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瑤族文化研究所 冈本浩一

瑶族文化展资料

一般社团法人 瑶族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Yao Culture)

前言
这次在中国举办的〈瑶族文化展〉可以说是增加瑶族文化认知的一个贵重的机会，在此对给予展
览以大力协助的复旦大学郑土有教授及相关老师致以深挚的感谢。
2015 年 4 月神奈川大学开发计划研究所瑶族研究所改编为一般社团法人瑶族文化研究所。本研
究所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在调查重点地区湖南，承于中国湖南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蓝山县政府、
蓝山县瑶族仪式文化传承人的法师、举办仪式活动的家庭等当地群众及相关人员的大力协助，研究成
果收获匪浅。借此机会深表谢意！
至今为止，瑶族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活动是在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经费基础研究（B）2008 年
度～ 2011 年度〈瑶族仪礼知识及仪礼文献的综合研究〉、2012 年度～ 2014 年度〈瑶族仪礼知识及仪
礼文献的保存・活用・继承〉
、丰田财团 2009 年度亚洲比邻研究课题——特定课题〈关于亚洲传统文
献的保存、活用、继承〉
、公益财团法人横滨学术教育振兴财团科研经费 2014 年度〈作为文化资源的
瑶族仪礼文献的活用——文献资料的数据化及公开的尝试〉等科研经费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并且获
得了作为神奈川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成员而进行的合作研究〈湖南省蓝山县过山瑶的语言学研究〉、
2016 年度～ 2018 年度神奈川大学合作研究奖励科研经费〈关于瑶族仪礼文献及歌唱诵读法的综合研
究〉
，研究得以进展。2012 年在湖南省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围绕瑶族度戒和道教・法教传度问题〉及
2015 年在神奈川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瑶族的歌谣和礼仪〉，则是得到了神奈川大学国际交流事业
的经费支援。以下就这几年的研究活动进行简要介绍。
2008 年 11 月，我们进行了对中国湖南省蓝山县瑶族度戒仪式的调查。之后 , 在展开对仪式内容
进行研究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对收集到的仪式过程中所使用的仪礼文书进项了收录校对、解读分析及
古文今译等工作，明确了仪礼实践与仪礼文献的对应关系，深化了对有关传统礼仪知识全方位的立体
研究。2011 年 11 月，我们又组织实施了对在蓝山县某地盘家（大盘）举行的还家愿仪式的调查。收集
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中等规模的仪式内容和使用文书的第一手资料，对确认不同规模的仪式间的异同
非常有益。2009 年 8 月以后，在 2012 年 8 月、2013 年 8 月、2015 年 1 月我们分别对仪式的法师及
受礼人进行了补充听取调查，
并且对仪式内容和使用的文书及受礼人的家庭亲属状况进行了确认工作，
对揭开仪礼全貌做了努力。对每年的例行活动及语言也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有 ：2012 年 3 月中国
湖南省蓝山县送船仪式的调查（作为国际常民文化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亚洲祭祀文艺的比较研究〉组
成员，研究所的所员参加了。
）
、2013 年 2 月湖南省蓝山县的春节调查、2014 年 3 月湖南省蓝山县语
言的初步调查、2014 年 8 月湖南省蓝山县的语言调查（由神奈川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湖南省蓝山县过
山瑶的语言学研究〉主办）
、2015 年 8 月湖南省蓝山县语言调查（前述神奈川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研
究班主办，邀请了赵金付。
）
。在 2015 年 12 月到 2016 年 1 月之间进行的对蓝山县某地盘家（小盘）举
行的还家愿仪式调查、
2017 年 1 月又实施了对赵家举行的还家愿的仪式调查。对于赵家的还家愿调查，
在 2017 年 8 月又邀请赵金付、冯荣军、盘荣富来日进行了补充听取调查。不仅如此，对中国之外的
瑶族也进行了调查。2014 年 1 月在泰国北部对勉瑶进行了调查，2015 年 3 月、同年 9 月、2016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同年 9 月、2018 年 1 月对越南瑶族（赵）的文献、度戒仪式、歌堂仪式、正月仪式、架
桥仪式、神画开光仪式进行了调查。
此外，在文献方面，为开展比较研究，以便形成国际性研究网络，我们访问了收藏大量有关瑶
族传统礼仪文书的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250 件、2010 年 3 月）、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100 件、
2010 年 8 月、2012 年 12 月）
、美国议会图书馆（45 件、2014 年 9 月）及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130 件、
2011 年 3 月、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2015 年 8 月），进行了文献收集调查。2009 年 8 月出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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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当地学者的研究交流和研究成果回报当地社会的目的，我们与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合作在长沙
举办了〈第一届湖南瑶族传统文化研讨会〉。2010 年 11 月我们邀请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学者、
湖南省的学者及仪礼文化传承人（法师）在神奈川大学召开了〈瑶族传统文献研究国际研讨会〉、促进
了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言语学等跨学科学者间的广泛交流。进而，2011 年 1 月我们还与 “〈老
挝北部蓝靛瑶民间传统文书的保存・集成・解题〉课题组 ” 合作在东京大学举办了共同研究会，加深
了与老挝瑶族研究学者的交流。2015 年 1 月我们又主办了〈了解生存于亚洲的少数民族〉讲座，实现
了研究成果的普及与公开。
至今为止，瑶族文化研究所除了每年召开 6 次研究会之外，还出版发行了《瑶族传统文献研究国
际研讨会论文集》及《瑶族文化研究所通讯》1 ～ 6 号、并且在神奈川大学历民（历史民俗）调查报告第
12 集和第 14 集刊行了《关于中国湖南省蓝山县瑶族仪礼文献的报告Ⅰ》（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历史民
俗资料学研究科发行）
、在其 14 集《关于中国湖南省蓝山县瑶族仪礼文献的报告Ⅱ》及 17 集《南山大
学人类学博物馆所藏上智大学西北泰国历史文化调查团收集文献目录》上也公开发表了研究成果。同
时，我们还进行了对影像资料添加字幕、对仪礼实践和仪礼过程中诵读的各类文本、祭文的确认整理
工作。并且，刊行了在瑶族复杂的礼仪知识系统中，特别需要解明的关于言语和歌谣的《瑶族的歌谣
与礼仪》
（大学教育出版）
。这些仪礼文献、文书及画像资料在瑶族文化研究所的网页上（http://www.
yaoken.org/）进行了公开。
研究所所属成员的研究活动也非常活跃，以下例举的研究发表是研究所成员的研究活动与成果。
国际学会〈地方道教仪礼实地调查比较研究〉（香港大学）、〈关于道教的归依与传度的国际会议〉（柏
林洪堡大学）
、
〈美国人文基金研讨会－道教的文献和历史〉（科罗拉多大学）、日本民俗学会第 64 届
年会（东京学艺大学）
、日本道教学会第 63 届大会（名古屋大学）、宗教生命关怀国际学术研讨会（正
修科技大学通职教育中心）
、NEH 学术研讨会〈道教的文献与历史入门〉（科罗拉多大学）、日本文化
人类学第 47 届研究大会（庆应义塾大学）
、日本泰国学会 2013 年度（第 15 届）研究大会（横滨市立大
学）
、国学院大学中国学会第 53 届大会、其 56 届大会、其 57 届大会、道教文化研究会例会（专修大
学）
、日本道教学会第 68 届大会（国学院大学）、华侨大学中日宗教文化论坛 2010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
会发展学院主办（华侨大学）
、平成 27 年度第１届仪礼文化研究会（仪礼文化学会）。其中也有接受〈比
较视野中的道教仪式〉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比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研究
发表。
由此显示，国际上众多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瑶族传统文化的关心与重视。热切希望通过我们的
研究活动能够进一步提高大家对瑶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同时，这些研究活动也表明了对瑶族传
统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研究的一个环节，我们对 2017 年横滨欧亚文化馆企划的〈日本・泰国亲善友好 130 周年纪
念——泰国・造访山地民 1969 ～ 1974〉
（2017 年 8 月）进行了协助、并且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主办了〈对
越境民族（瑶族）的互动展览——文献与神画展〉
（2017 年 11 月）。这项活动增加了人们对瑶族的认知。
瑶族不仅居住在中国，也分散居住在以泰国・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大陆和美国等世界各国，我们通
过把收集到的仪礼文献・文书进行公开，可以认为是促进瑶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再发现和再评价。
可喜的是与我们研究所的研究活动相呼应的是，近年，在中国新成立了一些瑶族文化研究机构，省级
的有湖南省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县级的有蓝山县瑶族文化研究学会。此外，由于我们的努力，实现了
同样也传承着相同仪礼文化的泰国瑶族与中国瑶族之间的交流。并且 2015 年 12 月在蓝山县实施的〈还
家愿仪礼〉
及 2016 年 2 月在越南老街省沙坝县春柴社举行的〈选择作为祭司培养对象的孩子的仪礼〉时，
中国和越南的法师相互赶赴本地参加仪式等活动，促进了越南与中国的瑶族之间的交流，可以预料瑶
族的礼仪传承将会有新的展开。在各国情况即使稍有不同，但都面临着仪礼知识的传承危机之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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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和仪礼文献・文书及使用方法的收集纪录保存及有效利用，不仅对瑶族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
世界人类文化的保存和继承的观点来看，也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热切期望能与中国、泰国、越南、日本、欧美的有关研究机构携手共筑国际性的瑶族文化研
究网络，使研究交流更加活跃，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2018 年 5 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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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瑶的仪礼文献解说
―以汉字经典《盘王大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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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为了全面了解瑶族（Mien）传承的用汉字书写的经典（文献），我们不仅理所当然地对持
有经典的泰国、中国、越南的现职祭司进行了调查，而且还对藏有文献的日本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波多利安图书馆进行了文献调查。
瑶族文献包括关于通过仪式的手抄本、记载仪式程序的手抄本、收录仪式文书类凡例的手抄本、
关于崇拜众神神歌的手抄本、关于神明咒语的手抄本、解说符、罡步、手诀的手抄本、关于选择吉日
及占卜的手抄本、作为祭司必须遵守的教训及记录祭司受礼状况的手抄本。之外，还有记录祖先名氏
的家先单及记录埋葬地点的手抄本。
至今为止通过对中国湖南省蓝山县、越南老街、泰国楠县等地传承的瑶族（Mien）礼仪所实施的
调查，从礼仪的实践及使用于礼仪的文献两方面全面地掌握了瑶族（Mien）的礼仪知识，并为揭开礼
仪的全貌而进行了努力。瑶族（Mien）的礼仪是根据诵读经典而进行，以文献为范本书写文书，即使
千里之隔，越南、泰国、中国用于礼仪的文献种类及内容，极其类同之处也得到了证明。
可以说文献中瑶族（Mien）的礼仪知识及思想虽然被系统化地用汉字记录下来，却不像总寺庙那
样有一个什么中心机构来控制，而是由平素从事农业的兼职祭司们的人际关系网而维持下来的。由此
可知，不仅是作为据点的中国，就是泰国、越南以及散居于美国的瑶族（Mien）也情况相同。拥有雄
厚阵容的祭司们的存在本身维持与发展了礼仪知识和汉字经典，且广阔散居的瑶族（Mien）之间传承
着相同的礼仪知识是更值得惊叹的。
礼仪的实践不可缺少的是汉字。在这里想以《盘王大歌》
（《大歌书》）为例谈谈。可以说《盘王大歌》
是越南、泰国、中国的祭司们持有的共同的代表瑶族（Mien）文化的汉字经典。关于迁徙即使囿于神
话水平也被认为是瑶族（Mien）共同的、由祖先开始连绵持续下来的行为。由此，飘洋过海的神话被
传承下来。神话中瑶族（Mien）在迁徙之中遭难，盘王相救，之后盘王被看作祭祀的对象。笔者认为
把与盘王有关的《盘王大歌》的多数手抄本相互对照，其原型的再构成以及对种类繁多的手抄本的确
认工作也是有必要的。在瑶族研究所展示着分别在中国、泰国、越南收集的瑶族（Mien）之间传承下
来的影像版的手抄本，各一册。展示的是《盘王起计》这部分内容。
汉字经典《盘王大歌》在中国蓝山县的还家愿礼仪 < 盘王愿 > 中、泰国、越南瑶族（Mien）的歌堂
礼仪中被诵唱，是盘王祭祀仪式不可缺少的。
如盘王愿大礼仪名所示，虽然冠以盘王之名，实际上被括称为三庙圣王。而且可分为连州唐王组、
行平十二游师组、
福（伏）灵五婆组、福王盘王组、厨司五旗兵马组、阳州宗祖家先组，隶属于瑶族（Mien）
祖先神神谱的众神被作为祭司的对象。众神被付以连州、行平、福（伏）灵、福江、厨司、阳州等地
名所称谓。可以理解这是把瑶族（Mien）经过反复迁徙而被记忆下来的地名与在那里大显身手的祖先
神结合起来的显示。在当地，
三庙圣王中的盘王（Bienfun）也是被特殊看待，救世主盘王与龙犬盘瓠（盘
护）被视相同。
正如蓝山县瑶族（Mien）口头传承的飘洋过海的神话一样，瑶族（Mien）渡海遇难，向三庙圣王求
救并许愿，安全上陆之后为了履行诺言进行还愿的祭祀活动。与神明的契约持续至今，被象征为救世
主盘王的祖先神一直被看作子孙祈愿的对象，大愿所成的还愿祭祀活动也被流传下来。
从广义上讲，
盘王愿礼仪就是对先祖的祭祀。咏唱集神话叙事与历史叙事于一体的《盘王大歌》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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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大歌书》
）也是对自民族起源及对有关身世传承的再确认，并举行祭祀来颂扬祖先，以此来履行世
代相传的祭祀契约和履行祭祀契约的实践。
在蓝山县咏唱《盘王大歌》时，设置了祭坛，连祭坛上的贡品也体现了飘洋过海的神话。猪头上
放着的肉片代表海上遇暴风雨时在船头祈求平安的手帕，猪尾代表船桨，猪肠代表抛锚的绳子，肝
脏代表船锚，脂肪代表船帆，猪肉上叠放的粽子其粽叶代表船帆。粽子上的小旗代表着盘王喜欢的
三十六种花。在吟唱神话与历史的礼仪活动中再现神话世界，使道场变成了用五官来理解民族意识的
场所。
《盘王大歌》的经文是由前后成对的、四句为一体的七言韵文构成，发音也不同于日常使用的
瑶语和汉语，经文不同和着不同旋律节拍唱的曲调也不同。在经文中使用对句、反复与多种比喻的手
法，但在礼仪的实际场面，不仅诵读经文的内容，口头传承的内容也夹杂其中，存在着口头传承与书
面传承的交织、互相问答等及其复杂的规则。
具有很强祭祀性的七言章句，在祭祀的场面以歌谣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推测是一种加强其法
术力量的手法。借以神明的声音以七言曲调的形式来传述瑶族（Mien）的重要民族知识，其意义匪浅。
大歌的很多咏唱场面采取了问答、设谜、解谜、与从传承的祖先移住地的来访者相遇的表演等多种形
式。特别是解谜设谜这种形式尤为重要，它巧妙地导引出民族知识，创造了学习民族知识的契机。而
且通过设谜来增加求知欲望，并通过反复的修辞手法加深记忆，对句与反复的手法在礼仪的咏唱中有
着重要的意义，这种手法在大歌的咏唱中也可以认为是祭祀歌谣的一个重要特征。
现在，礼仪知识的继承主要是在道场中，祭司以身示范，使弟子通过感官来记忆经文的诵读方法
及曲调。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变化中，像这样经过一点点修行想成为祭司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传承后世
成为紧要课题。
对于不同地区经典诵读咏唱中及其复杂的知识的解读，与今后瑶族（Mien）礼仪知识的后世传承
有着重要的关系，而且进一步加强解读不仅是对于瑶族（Mien），对于作为人类文化资源的评价也是
意义深远。

祭司诵唱盘王大歌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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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瑶的刀耕火种
东京学艺大学
神奈川大学

吉野晃
仓泽茜

著
译

勉（瑶）生活在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大陆广泛分布的山地里，一边进行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一边
迁徙，直至泰国。以下就勉（瑶）自古以来的刀耕火种进行简略地说明。

刀耕火种的做法
刀耕火种是用火烧的方式开垦去除森林等植被，在开垦的土地上耕种一段时间后放弃（称作休闲），
让植被重新生长，期间再开垦别处耕地的一种农耕法。可以说是一种频繁更换土地的农耕法。比如陆
稻的场合，每年都在不同的地方开垦新耕地。在种植过陆稻的耕地上种植 1 ～ 3 年玉米等作物后进行
休闲。休闲的土地最初生长的是草本植物，然后是阳生树种，阴生树种也逐渐繁茂进而变成森林。像
这样再生的森林，由于树木挡光抑制了地面草本植物的繁茂生长，而且落叶肥沃了土壤。因而，开拓
这样的土地利于耕作。砍倒的树木和除掉的杂草，通过烧却，杂草的根茎和害虫被除掉。燃烧中的热
量使土壤中的氮、磷酸、钾等肥料变成水溶性元素，便于作物吸收，并且燃烧后的灰质变成肥料。高
大的树木其根茎延伸到土壤深处，在土壤深处吸取营养。正是这些养分滋养了树干和树枝的生长。有
效利用采伐和烧却也是对土壤深处养分的利用。另外，这种更替种植也可以避免连作障碍（连续减收
地）
。正因如此，刀耕火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植被迁移现象的一种农耕方法。而且，休闲期间植被的
复生可以控制土壤流失，也适合坡地种植。
像这种情况，植被更换时休闲期间的长短决定这种刀耕火种农耕法收获量的多少。勉（瑶）的说
法是通常 10 年以上休闲为好，尤其是 30 年以上休闲的森林，采伐后开拓的土地作物生长更为理想。
休闲至少也要 5 年。
东南亚大陆实行的刀耕火种主要种植陆稻，其他的还种植玉米、薯类、豆类等农作物。
在泰国，1989 年政府实施了商业森林采伐的禁令，禁止采伐达到一定树龄的树木，所以 1990 年
之后采伐森林进行刀耕火种的耕作也无法实施了。现在变成了固定土地的耕作。中国的勉（瑶）定居
化早，在越南、老挝也实施了抑制刀耕火种和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的政策，从事刀耕火种的勉（瑶）
也减少了。

刀耕火种和移居
正因如此，刀耕火种定会伴之于耕地的更换。因此，人们一边耕作一边移动。但是，根据刀耕火
种的方法，也有定居式的移动。刀耕火种的弱点是人口支持力（能养活的人口）较弱。由于需要长时
间的休闲，有时需要休闲的土地是耕地面积的几倍或十几倍。因而，对陆稻刀耕火种进行调查的民族
学的研究资料表明，一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 3-35 人，平均 12 人。村落人口如果超过了周围以刀耕
火种为生计的适当规模的人口，供养这些人口只有两种途径，就是在远离村子的地方开拓田地和缩短
休闲期间。正如前述，休闲期间越长，植被迁移的效果越值得期待。相反，如果缩短休闲期间也无法
期待充分的收获量。休闲期间太短的话，也不能充分实现植被迁移的效果。在植被变成森林之前如果
以刀耕火种的方法开拓了草地，森林会永远消失。为了回避这种做法，第一种方法也就是在远处开垦
田地的方法虽然好，
但是单程也要花上两个小时的地方不适合当天去当天回来的耕作。如果耕作的话，
只有在耕作期间建起简易房舍边住边进行农耕。如果这种方法盛行的话，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简易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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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越来越多，
渐渐地就成为新的定居村落。另外，也有以家族为单位移居到既存村落的现象。勉（瑶）
像这样的移居形式有三种 ：①农作期简易房舍多了就变成了村落 ②以家族为单位向既存村落移居 ③
复数家族从常住村落迁移构成新的村落，勉（瑶）基于这些形式进行循环往复地迁移。还有一种是为
了躲避战争的移居，这种场合可称为②或③的移居形式。勉（瑶）以①～③中的任何一种形式进行循
环往复的移居，进而从中国的南部逐渐分布到越南、老挝、泰国。泰国的勉（瑶）正是位于这种长距
离移居的最前端。

刀耕火种的农耕历
勉（瑶）是依据中国的农历（太阳太阴历）进行农业耕作的。香港的永经堂和曼谷的南阳堂两个出
版社发行的历书和日历，对于勉（瑶）的农业耕作和决定仪礼的日期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勉（瑶）的家
庭基本都具备。
勉
（瑶）
用的是记载着天干
（十干）地支（十二支）的年历和记载着阴历（载有闰月）的月历。
十二支对于占卜日子的吉凶非常重要，刀耕火种时点火的日子是直接影响到收获成败的重要关节，所
以依据十二支的吉凶判断来决定烧火的日子。
下面介绍的是 1980 年勉（瑶）以刀耕火种农耕法栽培陆稻时的农耕历。月份是阴历的月份。
从十二月・正月左右到播种期间
正月初十开始
正月到二月初
二月下旬左右
点火之后
四月

从播种到收获期间
立秋（七月左右、阳历是八月七日）
九月到十月

十一月

家家举行预祝丰收的仪礼。
选定土地 选定刀耕火种的土地。
伐木 细的树和竹子用柴刀砍，粗的树用斧头砍伐。
点火 用松明点燃劈过的竹把。燃烧近一个小时。
第二次烧火 收集第一次没有完全燃烧的树干和树枝进行第
二次燃烧。
陆稻播种 在进入雨季的四月里进行播种是比较普遍的现
象。用长 2 米左右的棍子在地面上戳出坑儿，在坑儿里放上
3 ～ 10 颗稻种。这种播种方法叫点播。
除草 根据杂草的多少要进行 2-3 次。用短锄头或者柴刀。
把纸钱献给土地的精灵，举行祈祷丰收的礼仪
收获 雨季结束到了干季进行收割。收割前举行供养土地精
灵的礼仪。收割方法不是用镰刀进行切根收割，而是摘稻穗。
用摘稻穗的农具、从离稻穗 20 厘米的地方切下。把成把的
稻穗挂在高高的多层的稻穗架子上。
脱粒 进行击打稻穗脱粒和棒打脱粒。击打稻穗脱粒就是在
石头上摔打稻穗把脱粒。棒打脱粒就是把稻穗把放在竹帘子
上用木棒击打稻穗进行脱粒。以前也进行过脚踩脱粒。

以上是进行刀耕火种时栽培陆稻的农耕历，现在变成了固定田耕作，由于土壤也有了变化，所以
农耕历和技术也有了变化。

参考文献
Hanks，L.M. 1992（1972）Rice and Man: Agricultural Ecology in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柏崎浩 1990「生活集団と人口変動」鈴木継美ほか（編）
『人類生態学』東京大学出版会 .
佐々木高明 2014（1971）
『新版

稲作以前』NHK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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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点火

照片 2

播种（点播）

照片 3

收获（摘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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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山地民的服装样式
大阪成蹂大学教授 内海凉子 著
神奈川大学 仓泽茜 译
东南亚各民族的服装样式因民族而异，并且即使是一个民族群体，由于居住地不同也会有差异。
以前，从服装上就能推测出民族群体及居住地和村子。服装的差异，不仅是刺绣的模样和颜色、连围
头巾的方法等细微的部分也不同。上半身和下半身着衣的不同，可以作为从广泛角度考察民族服饰文
化的一个启示。
在自古以来东南亚的民族服装里，男女相同上半身不穿衣服的样子虽然少见但是存在，关于下半
身几乎所有地区的成人男女都在腰部，或者下腹部、胯骨之间着用服装。东南亚男性的下身衣服有兜
裆布、围裹裙、筒形裙、裤子。女性的下身衣服有围裹裙、筒形裙、百褶裙、裤子（筒形裙是把两块
长方形的布边儿缝合起来做成的竹筒形状的衣服，从腰部开始着用，但是也有从胸部和肩部开始着用
的地区）
。
泰国山地民的男性下身衣服几乎是裤子和兜裆布，但是女性的下身衣服样式比较多。在泰国，壮
泰语系及赫蒙・高棉语系的民族群体的女性着用筒形裙或者围裹裙。藏缅语系的克伦族和红克伦族的
女性着用筒形裙，同属藏缅语系的拉祜族和傈僳族的女性在二十世纪除了着用筒形裙之外，有报告说
着用裤子的事例也有。赫蒙族（苗族）和勉瑶（优勉／瑶族）虽然都是苗瑶语系的民族群体，但是泰国
的赫蒙族女性着用百褶裙，勉瑶的女子着用裤子。
关于女性下身的着衣，从东南亚的广泛地区来看，在东南亚岛屿部分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用
一块儿长方形的织布在腰间围裹或者从腰部或胸部围裹着用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围裹裙和筒形裙在东
南亚大陆也有很多民族着用，并且分布于从东南亚大陆的北部到中国的西南部及印度的东北部。这种
围裹裙和筒形裙几乎是没有经过剪裁的织好的一整块布。通过栽培含有纤维素材的木棉和麻等植物，
提取生丝在各家进行织造。对于进行织造的人们来说，这种着用方法是一种不损伤贵重织布的合理样
式。根据用途的宽窄织造的布不需要裁断织布的两端，而且耐久性强不容易绽线。在泰国围裹裙和筒
形裙也是作为女性的下身衣服被很多民族群体着用。
百褶裙在泰国只有赫蒙族的女性着用。百褶裙在东南亚
是分布于大陆北部的服装样式，是从东南亚的北部到中国
的南部居住的赫蒙族女性的非常普通的服装样式。在中国，
虽然部属于瑶族、但是在言语支系上异于勉瑶、比较接近
于赫蒙族的百裤瑶和红瑶的女性也着用百褶裙。而且居住
于中国南部藏缅语系的彝族和傈僳族、居住于中国南部及
越南北部的壮泰语系的的民族布依族（越南称 Bố Y）的一部
分、壮族（越南称 Nùng）的一部分也着用百褶裙。可见，在
中国百褶裙被很多民族群体所着用。
这些民族着用的百褶裙，近年来很多情况用的是在工厂
通过热处理制成的带有褶皱的合成纤维的布。印有赫蒙族
专用图案的合成纤维的百褶裙成品在村子里便宜地贩卖也
视以为常了。但是，一直使用手织的大麻、苧麻或者木棉
的女性们自己织做裙子。百褶裙比筒形裙和裤子需要的布 越南赫蒙族女性（老街省沙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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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固定褶皱也需要时间。虽然很重但是用刺绣和浸蜡染色装饰的裙子、随着女性的移动能够很华丽
地摆开的百褶裙，对于女人来说无疑是夸示自己技术的机会。
女性百褶裙的服装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汉代。直到清朝一直作为汉族女性的民族服装被着用。在
日本古代，高松冢壁画中女性的服装及奈良、平安时代的裙子和衣裳也是属百褶裙体系。大韩民族的
朝鲜裙也继承了古代百褶裙的样式。如果说在东南亚围裹裙和筒形裙是被广泛着用的服装样式，那么
百褶裙是在东亚被广泛着用的一种服装样式。
另外，裤子在泰国除了勉瑶之外，拉祜族和傈僳族的一部分女性也有着用。在东南亚中南部，女
性传统的下身衣服自古以来是裤子的只有苏门答腊北部等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群体。越南京族的女性在
越式旗袍的下面着用裤子也是十九世纪以后才普及，以前的下身衣服为筒形裙。在中国，裤子本是北
方骑马民族男性的服装，在唐朝作为胡服被汉族所接受，在满族支配的清朝作为女性的下身衣服裤子
被广泛地普及下来。在日本，古坟时代的陶俑可见裤子的样式，平安时代宫廷女性着用的是裤子。在
朝鲜半岛作为朝鲜服的内衣也着用裤子。
勉瑶女性的下身衣服，可以确认，从湖南省到云南、直到东南亚的北部裤子是普通的样式（但是
也有例外，越南勉瑶的支系群体赵靛瑶着用的是百褶裙）。还有，居住于中国的广西南部和从云南到
越南及老挝北部的苗瑶语系的蓝靛瑶女性的下身衣服也同样是裤子。勉瑶和蓝靛瑶女性的裤子可以推
测是受清朝汉民族服装的影响而广泛普及。可以认为这些群体在三百年之前开始向东南亚移动扩散，
所以女性的裤子的着用在这以前可能已经普及。然而，勉瑶的仪礼文书上记载的女性下身的衣服是裙
子，自古以来和赫蒙族一样着用百褶裙的可能性也有。

越南勉瑶女性（老街省沙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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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勉瑶的仪式神像画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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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的勉瑶
瑶族是中国的 56 个民族之一。其在中国被称为 “ 瑶族 ”，在泰国和老挝被称为 “Yao”，在越南被
称为 “Dao”。这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不仅广泛分布于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也分布
于东南亚的泰国、越南、老挝等国的北部山地，以及美、法等发达国家。
瑶族支系众多，不同支系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瑶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瑶语支，主要有 “ 勉 ”
语、“ 布努 ” 语、“ 拉珈 ” 语三种，本文将其中自称 “ 勉 ”、讲 “ 勉 ” 语的支系称为勉瑶。

中国勉瑶的宗教文化
仪式神像画是勉瑶宗教信仰的绘画形式的体现。关于瑶族的宗教信仰，张有隽先生曾指出 “ 瑶族
以信仰道教为主，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 ；…道教则与瑶族原始宗教完全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信仰 ”（张有隽，2011）。正如张先生所言，勉瑶除了信奉神像画中描绘的、
仪式经书中记述的诸如三清（元始天尊、道德天尊、灵宝天尊）、玉皇、圣主、张天师、四府、十殿
等诸多道教系列的神祗之外，还祭祀始祖盘王、家先（祖先）等。家先也有神画，但笔者目前只在泰
国和越南的勉瑶地区见过，在中国国内尚未发现。但在民间，始祖盘王却没有此种形式的神像画，据
湖南永州地区的祭司说，盘王就住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住的家宅也归盘王所有，盘王可以自由出入，
所以不需要常设祭坛，也不需要画像供奉。的确在民间的 “ 还盘王愿 ” 仪式中确实没有发现张挂盘王
神像画，仅见一片被称作 “ 红罗帐 ” 的瑶绣方帕悬挂在祭坛之上。此外，农历新年初一至初五勉瑶民
众也有在家中祭祀盘王、家先、灶王等神的风俗，此时才会给盘王在堂屋正面摆一方小桌，在墙壁上
设置一个临时坛位，比如用透明胶贴上一个香烟盒，用来供奉线香及从吉方采来的 “ 香花宝朵 ”。而
这样的祭坛并非常设，更没有盘王神像画可言，初五之后供桌及祭坛就被撤掉了。可见民间传统和祭
司所言两相符合。
日常生活中，勉瑶举行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如 ：以治病为目的的架桥仪式，保佑母子平安的安
产仪式，或每年作为例行活动以村为单位举行的送船仪式等小规模仪式，这些基本上是不使用神像画
的。此外，还有 “ 挂三灯 ”、“ 还愿 ”、“ 度戒 ” 等道教特性浓厚的仪式，这类仪式是必须悬挂神像画的。
勉瑶的男子，为获得祭祀祖先的资格，获得死后能被记载在家先单上的资格，就必须要通过 “ 挂三灯 ”
仪式，这是获得勉瑶社会认可的最基本的仪式。通过仪式，男子需得到三清的认可，方可获得法名。
获得法名的男子不仅获得了祭祀家先的资格，还会受到信仰神及阴兵的庇佑，可以保命防身还可以救
助他人。按照传统，勉瑶男子生要挂灯、度戒，要祭祀家先、盘王，至少还要做一次 “ 还家愿 ” 仪式，
这样才能得到祖先和盘王的认可，死后才能被记入家先单，甚至成为仙官名列仙籍。
诸如上述使用神像画的仪式中，神像画并非是祭祀场所的装饰品，它与神祗的身份等同，并且根
据仪式目的和内容的不同体现了不同的职能，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因此，说仪式神像画就是勉瑶宗
教信仰的绘画形式的体现并不为过。

勉瑶仪式神像画
勉瑶仪式神像画是少数民族民间美术形式的一种，是以道教特性浓厚的民族宗教为题材的人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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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勉瑶的师公或道公（祭司）所有、保存并应用于宗教仪式之中，是绘画形式的仪式法器。

勉瑶仪式神像画的种类与名称
勉瑶仪式神像画的种类，到目前为止尚不明确。笔者通过从国内外勉瑶居住地收集、整理出来的
资料来看 , 种类较多。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玉皇、圣主、四府、张天师、李天师、大
堂太尉、大堂海旛、雷部六帅、十殿、监斎大王、大道桥、四府功曹、南斗星君、北斗星君、王姥、
库官、海旙张赵二郎、总坛、唐葛周三将军、太尉等二十余种。但这只是综合了各个地区的所有的种
类，并不是一套。通过比较可知，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玉皇、圣主、四府、张天师、李
天师、大堂海旙、十殿、雷部六将这十余种在任何勉瑶地区的都存在，也就是说这些种类是共通的，
是必不可少的核心种类。在这些核心种类之上，各地区再根据各自的情况又添加了其它的种类。因此，
我们看到的等级较高的一套神像画中包含有 14 至 18 种（幅）左右。
神像画以套为单位被制作、所有及使用。以湖南永州及广西恭城勉瑶地区的仪式神像画为例，其
分为 “ 行司 ” 和 “ 大堂 ” 两套。“ 行司 ” 共四幅，包括太尉、海旛张赵二郎、唐葛周三将军、总坛。“ 大
堂 ” 比 “ 行司 ” 等级更高，指包含了前文所述核心种类在内的十余幅神像画。又按数量细分为小、中、
大堂，小堂 14 幅、中堂 16 幅、大堂 18 幅不等。

丹青 ：仪式神像画的绘制者
在中国，绘制勉瑶仪式神像画的画师被称为 “ 丹青 ”。丹青并非任何人都能做，想成为丹青的话，
至少要通过 “ 挂三灯 ” 仪式，这是成为丹青的最低要求。丹青不分性别，女性也有可能成为丹青。如
果某女性想成为丹青的话，只要她的丈夫通过 “ 挂三灯 ” 仪式，那么妻子就可以成为丹青了。现在在
中国，男性丹青也是极为罕见的，莫要说女性了。
2016 年夏天，笔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沙田镇偶遇了勉瑶仪式神像画丹青黄春金老先生。
黄老先生是勉瑶，现年 76 岁，他不仅是丹青还是当地的资深祭司。黄老先生在 1964 年正月通过了 “ 挂
三灯 ” 仪式，获得了法名；同年 12 月，又通过了 “ 挂七星灯 ” 仪式；1967 年 11 月，通过了丹青仪式；
1979 年 10 月，通过了 “ 度戒 ” 仪式 ；1980 年，通过了 “ 加职 ” 仪式，获得了郎号 ：“ 黄财一郎 ”。
据黄老先生说，他从小就很喜欢画画，13 岁开始自学画仪式神像画。在成为正式的丹青之前，黄老
先生已经完成了 “ 挂三灯 ” 和 “ 挂七星灯 ” 仪式。1967 年，黄老先生在熟人的介绍下，带着一只雄鸡，
拜当地钟姓丹青为师傅，缔结了师徒关系。通过拜师仪式，黄老先生得到了证明其丹青身份的 “ 点相
师父名单书 ”。据黄老先生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就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丹青。当然，画的神像
画也就不算数了。

仪式神像画的持有及使用资格
勉瑶仪式神像画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使用的。如果祭司尚没有神像画的持有和使用资格的话，
就不能拥有和使用神像画。
在中国，勉瑶祭司要通过 “ 挂三灯 ” 仪式，挂上 “ 三灯 ”，获得法名，被授予 “ 下坛兵马 ”，获得 “ 行
司 ” 神像画的使用资格。这样一来，祭司就可以拥有行司神像画，并且在仪式中也可以使用该套神像
画了。
更进一步，祭司通过 “ 度戒 ” 仪式，挂 “ 十二盏大罗明月灯 ”，被授予最高水平的咒法：“ 开天门 ”，
被授予 “ 上坛兵马 ”，获得最高级祭司的称谓，同时也获得了拥有、使用大堂神像画的资格。同样，
祭司就可以拥有，并在仪式中使用该套神像画了。
因此可以说，仪式神像画代表了祭司能力、等级的高低，是证明祭司能力的重要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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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瑶仪式神像画丹青黄春金老先生

仪式神像画中的诸神（GXH-A-1 〜 GXH-A-14）

此项介绍的 14 种神像画都是前文介绍的广西贺州沙田镇的勉瑶丹青黄春金老先生所绘。这些资

料是笔者 2016 年 8 月在黄老先生家中调查时拍摄的。黄老先生是拥有数套 “ 行司 ” 和 “ 大堂 ” 神画
的大祭司。这里介绍的 14 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结语
本文简单介绍了什么是勉瑶的仪式神像画，它的种类有哪些，名称是什么，绘制神像画的丹青是
怎样的，拥有和使用神像画需要通过什么样的仪式才能获取资格，以及神像画中描绘的诸神的姿容等。
在仪式中神像画如何被使用，在仪式文献中关于神像画中描绘的诸神的容貌和服饰等有怎样的描述，
在本文中并没有做介绍。如果想更全面的了解仪式神像画，单靠本文的这些小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结合神像画、仪式文献和仪式实践，从多角度进行考察分析才行。此外还要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勉瑶神像画做比较研究，这是长期的需要不懈努力的工作。
通过本粗浅小文的介绍，希望能让您对勉瑶仪式神像画的基础知识有一些了解，同时也期望让更
多的人关注其背后蕴含的勉瑶的宝贵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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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神像画上描绘的是道教中最
高神元始天尊。元始天尊是支配三清
境中玉清境的主神。
GXH-A-1 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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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神像画中描绘的是手持如意
的灵宝天尊。灵宝天尊住在三清境的
上清境。其位仅次于元始天尊，位居
第二。
GXH-A-2 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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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神像画中描绘的是手持团扇
的道德天尊。道德天尊住在太清境中，
与玉清境的元始天尊，上清境的灵宝
天尊共称 “ 道教三尊 ”
GXH-A-3 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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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是宋代以后中国民间神中的
最高神。也被称为玉皇大帝、玉皇神、
昊天玉皇、玉帝等。是天界的支配者，
犹如人间的皇帝，权利无边。
GXH-A-4 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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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主也被称为圣主，勉瑶仪式神
像画上描绘的星主的样貌与玉皇极其
相似，头戴帝王冕冠，身着龙袍。
GXH-A-5 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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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教的教主一般被称为张天
师。正一教推崇五斗米道的张陵为始
祖，因张陵被称为天师，所以把教主
称为天师，把教团称为天师道，教主
由张陵子孙世袭。勉瑶信仰的张天师
既是法力高强的人，同时也是法的传
授者。
GXH-A-6 張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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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师是授法之师。李天师神像
画和张天师神像画是成对的，通常李
天师面朝右侧，而张天师则面朝左侧，
两画左右相对。
GXH-A-7 李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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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瑶族仪式神像画中，四府（天
府、地府、水府、阳间）神像画是成
对出现的。一幅画中分别描绘了两位
神祗，两幅共画四神，谓之四府。
GXH-A-8 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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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H-A-9 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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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乃授法祖师，是能统兵斩杀
邪师的高阶位武将神。神像画中的太
尉手持宝剑，一派威风凛凛之态。
GXH-A-10 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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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殿神像画中描绘了奈何桥、孟
婆、牛头、马面、十王以及若干地狱
的风景。十王指冥界掌管亡者罪行的
十位阎王，即秦广王、初江王、宋帝
王、五官王、阎魔王、变成王、泰山王、
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转轮王。
GXH-A-11 十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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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瑶仪式神像画中描绘的康元
帅、马元帅、辛元帅、邓元帅、关元帅、
张元帅是属于雷部的六位元帅。是斩
灭邪鬼，保护祭坛的勇猛武将神。
GXH-A-12 鄧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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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H-A-13 辛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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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旛是授法之师。神画上描绘的
海旛，身着红色坎肩，口叼短剑，缠
着绑腿，赤脚踏在烧得火红的火砖之
上，呈现一派悠闲自得的爬刀梯之态。
GXH-A-14 海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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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藍山縣過山瑤的還家願儀禮
與盤王傳承及其歌唱*
廣田律子
神奈川大學經營學部教授
一般社團法人ヤオ族文化研究所代表理事

摘要：通過對居住在中國湖南省藍山縣的過山瑤中傳承的祭祀儀禮的調查，
可以深切地感覺到從儀禮的實踐和儀禮中所使用的文字資料兩個方面立體
地、全方位地把握瑤族的儀禮知識系統的必要性。透過還家願儀禮，瑤人得
以成為祭司，並獲得法名以列入家先單中，自此取得祖先的身分，享有被後
世子孫祭祀的資格。本文的目的，是經由觀察還家願儀禮，探討這個貫穿儀
禮全程的主題。文中將通過儀禮實踐中能看到的與瑤族始祖神盤王有關的所
有事例，就盤王傳說是如何影響和作用於有關儀禮這一內容進行探討。其中
關於儀式構成中盤王願這一部分，在詳細展示儀式執行過程的同時，以問答
形式的歌唱為焦點就其意義進行考察。
本研究表明，瑤族的渡海神話
（瑤族先人在渡海遭遇危險時，向盤王許
願求救，脫難後還願）在儀禮實踐中有明確的反映。其寓意為瑤族在喚起族
人對與始祖神的約定的同時，通過祭祀對不斷受到祖先的恩惠而表示謝意；
同時也喚起族人對本族輾轉相承的歷史的文化自覺和對與祖先關係的再確
* 本稿為 2012 年度～ 2014 年度日本科學研究助成事業 基盤研究（B）
《ヤオ族
の儀礼知識と儀礼文献の保存．活用．継承》
、神奈川大学亞洲研究中心共
同研究調查《湖南省藍山県過山系ヤオ族の言語学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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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在還家願儀式的前半部分，家家戶戶都要舉行對以前許過的願的還願儀
式，而後半部分則會再現在神話世界裡有過的許願還願儀式。在願望實現後
的還願儀式中，對盤王的祭祀是必不可少的。對此可以這麼認為，貫穿儀式
全程的重要主題就是瑤族人與盤王的祭祀約定和祭祀義務的履行。還家願儀
式的這一主題與瑤族的全部儀禮體系中所體現的儀禮性世界觀是密切相聯的。
關鍵詞：瑤族，還家願，儀禮，盤王傳承，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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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文擬就過山瑤傳承的還家願儀式做一考察，借以明確貫穿還
家願儀式全程的主題。
首先通過對實際儀式中與盤王相關事例的分析，探討盤王傳承
對有關儀式的影響和作用情況。其中關於儀式構成中盤王願這一部
分，在詳細展示儀式執行過程的同時，以問答形式的歌唱為焦點就
其意義進行考察。
然後聯繫還家願儀式的主題，探討並解釋瑤族所有禮儀體系共
通的儀式性世界觀。

一、調查地區與調查儀式
瑤族分佈於中國的湖南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貴州
省、雲南省以及越南、泰國、老撾等國的山區。中國的瑤族是一些
語言文化上並不完全相同的族群的統稱，人口約有 260 萬。本文以
居住在湖南省西南和廣東省毗鄰的過山瑤
（Mien）為調查對象。過
山瑤的特徵主要有：以刀耕火種的農業為生，口傳犬祖神話和渡海
神話，男性要舉行獲得祭司資格的通過儀式等。藍山縣的面積約
181 平方公里，人口 35 萬（2005 年）
。居民中，漢族占大半部分，
瑤族僅占 2%。藍山縣共有 15 個鄉，瑤族居住在其中的 6 個鄉中
（圖 1）。
在藍山匯源鄉湘藍村的祭司所舉行的儀式中，我們調查過的儀
式有神壇上懸掛神畫舉行的還家願
（為成為祭司或者還願而舉行的
儀式）、度戒（為獲得祭司最高地位而舉行的儀式）
、道場
（喪葬）
等。除此之外，還有治病儀式、受符儀式、為神畫注靈的儀式、春
節行事、為消災招福的送船儀式等。另外我們還見過選定施工吉日
等儀式的場面。有時，我們在祭司家進行採訪的時候，一天會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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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委託主持儀式的電話打過來
（瑤族文化研究所 2011: 80–91）
。
瑤族儀式的規模有大小之別。但通常均以文本
（經典）
誦讀和暗
誦、發行的文書、法術性步法
（罡步）
、用手表現的法術性動作
（手
訣）、畫符、跳舞等為重要構成因素。
儀式所用文本一般以漢字寫成，包括關於通過儀式的手抄本、
記載儀式次第的手抄本、收錄儀式文書類凡例的手抄本、關於崇拜
神的神歌手抄本、關於神明咒語的手抄本、解說符、罡步、手訣的
手抄本、擇吉日曆、記載祭司受禮情況的文書等。根據內容，可分
為符書、賞光書、傳度書、請聖書、意者書、歌堂書、超度書、曆
書等（神奈川大學大學院歷史民俗資料學研究科 2011: 47–56）
。

二、還家願儀式
為明確儀式的主題，本文將以 2011 年 11 月 16 日至 21 日
（陰
曆 10 月 21 日～26 日）藍山縣所城鄉幼江村盤家舉行的還家願儀式
為例進行論述。盤家的後裔盤榮富和妹夫盤古明、盤榮富的姑父盤
林古（已故）及其子也就是榮富的堂兄弟盤繼生、盤認仔、盤新富三
兄弟共 6 名作為受禮者，通過以掛三燈為中心的儀式獲得成為祭司
的法名，繼承家業祭祀祖先，其本人也被列入家先單上
（圖 2）
，獲
得享祭的資格。另外，盤家在 1930 年因流行病死去了 7 人，那時
許了願，之後，一直沒有舉行還願儀式，且於 2011 年再次許願並
約定舉行還願儀式。對所許之願的實現要先舉行還願儀式，然後再
進行許願儀式和祭祀盤王儀式。祭祀儀式由被稱為招兵師、還願
師、賞兵師、掛燈師的 3 名祭司及其弟子分擔完成。此外，儀式中
還有準備供品並主持儀式程序的主廚官、負責做成文書的書表師、
負責唱歌的歌娘、1 青年男女各三名來扮作三姓單郎和三姓青衣女、
1. 能唱歌的瑤族婦女當歌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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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伴奏的笛吹師、鑼鼓師等職司
（神奈川大學大學院歷史民俗資
料學研究科 2012: 23–116）
。
祭場設在盤榮富家的廳堂。從門口進去的正面右側設有祭祀盤
榮富先祖的常設祭壇
（家先壇）
，中央設有祭壇，牆上正中央安置元
始天尊，左右分別為道德天尊和靈寶天尊。三清兩邊供奉多位神
靈，左邊掛着畫有聖主、太歲、十殿、李天師、地府、大海番、海
番張趙二郎、把壇師神像的畫軸，右邊掛着畫有玉皇、總壇、張天
師、三將軍、天府、鑒齋大王神像的畫軸，共 17 種 22 軸。2 隨着
祭祀的進行，有時會在祭祀先祖的祭壇上懸掛紅紙，也會設置祭祀
七星姐妹的祭壇以及開天門的祭壇。儀式後半部分祭祀盤王的祭壇
與前半部分完全不同，要摘下神像掛軸，然後在正面貼上象徵盤王
的剪紙紅羅緞，擺上一頭整豬作為供品，上邊擺放粽子，粽子上插
上剪紙花旗。

三、還家願儀式程序
掛神畫舉行的度戒、還家願、道場儀式規模雖然有大有小，但
支撐儀式骨架的基本構成因素是一致的。基本構成是：祭司準備儀
式場、喝儀式起始酒、報告祭司的資格、請神、向祭司的師父求
助、把祭祀目的等轉告於神、娛神、舉行授任儀式、向神獻上紙錢
等、許願、還願、送神、感謝師父、喝酬勞酒。這些因素根據各種
儀式的目的，也對基本骨架作了較有特徵的加工
（廣田律子 2013a:
1–25）。

2. 2006 年馮家舉行的還家願儀式中，另外還有馬元帥的畫軸共有 18 種，貼
的順序也有所不同
（廣田律子 2011a: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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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家願儀式程序表 3
日期

大儀式名

內容

11/16 落兵落將

將祭司各自帶來的陰界兵將放入主家的家先
壇。

11/16 脫鞋酒

祭司和主家、廚官一起喝酒。

11/16 做紙馬

製作供獻給神的紙錢。

11/16 石鑿錢酒
（做紙酒） 幫忙人員也一起喝酒。
11/16 寫願薄

做家先單。

11/16 紙馬進堂

祭司將紙錢放置家先壇。

11/16 落腳酒

祭司以及受禮者、廚官、歌娘等喝酒，祭司說
明自身的資格和儀式的宗旨。

11/16 掛聖

掛神畫。

11/16 冷排盞

廚官拿出供品盆拜禮。

11/16 點香

廚官在家先壇上供上線香明燈。

11/16 鑼鼓開始

伴奏的鑼鼓開始。

11/16 恭賀主家

祭司為主家準備禮金。

11/16 升香

廚官整理祭壇，祭司在壇供上線香。

11/16 安祖先
（安家先）

給分家分香爐迎接祖先。

11/16 接外祖

迎接妻子方面的祖先。

11/16 寫家先對聯

書表師準備對聯。

11/16 請聖

請神聖降臨祭壇，說明儀式的目的、經過、儀
式程序。將祭場弄潔淨。

11/17 做紙馬

製作紙錢

11/17 添香

廚官供上線香和明燈。

3. 用黑體字標示的儀式是掛神像畫軸舉行的諸多儀式裡共通的、基本骨架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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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準備五幡

準備五穀幡。

11/17 入席

伴奏人員演奏。

11/17 請聖

請眾神降臨祭壇，說明儀式的經過、程序等。

11/17 封齋

開始齋戒。

11/17 掛家燈

為成為祭司的通過儀式（圖 3）。

11/17 入席

伴奏人員演奏。

11/17 做紙馬

製作紙錢。

11/17 開壇還願

請眾神降臨，再一次傳達許願的內容。修復損
壞的托盤，使其可以再次接納陰界兵將，舉行
還願儀式。

11/18 招兵願

召喚神兵，祈願五穀豐登。

11/18 入席

伴奏人員演奏。

11/18 招兵願

打開天之門召喚神兵，祈願五穀豐登。

11/18 還招兵願

為使兵將高興所舉行的儀式。舉行還願儀式。

11/18 大運錢

運送進獻的紙錢
（圖 4）。

11/18 送孤神

送孤神。

11/18 鑒生

以豬為犧牲。

11/18 謝師

向師父表達感謝之意。

11/18 鑒香

供線香。

11/18 收聖

收拾神畫。

11/19 盤王願

為感謝盤王而舉行。

11/20 盤王願

為感謝盤王而舉行。還願。

11/20 拜師

向師父表達感謝之意。

11/20 散袱酒

祭司、歌娘、廚官等入座，受禮者對其拜禮。

11/20 散袱拜師

受禮者向祭司拜禮。

11/20 唱賀歌

歌娘唱歌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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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分紅

廚官分配祭肉。

11/21 拆兵

祭司從家先壇收回自己的兵將，準備回去。

11/21 奉倉庫

建倉庫。

11/21 上馬酒

最後的酒會。

四、願書與還願
為了進一步了解盤王祭祀的詳情，我們再看一下主家一家對以
前所許願望以及願望實現以後的還願情況。將記錄以前許願狀況的
願書和代表每個願望的紙張卷起來一起放入竹筒
（圖 5）
，置於祭祀
祖先的祭壇，舉行還家願儀式時拿出來使用。並在重新做成的盤榮
富家先單的第一頁裡填寫願書的內容。
願書原文

說明

①辛未年七月十四日出心許上香火 ① 1991 年 7 月 14 日許香火良願並約定
馬 六十

供奉紙馬六十忿。4

良愿紙忿

②並一起祈求盤王保佑，約定祭祀。5

②共日盤王

③辛卯年三月廿九日出心伸上香火 ③ 2011 年 3 月 29 日再次許香火良願。
良愿
④許上招兵良愿

點信

④許招兵良願，準備邀請師父的鹽信
並通知。

⑤共日盤王

⑤同時祈求盤王保佑，約定祭祀。

4. 據祭司介紹①、③和④許願的對象神是上壇兵馬、下壇兵將、福江盤王、
五龍司命、灶君、宅住龍神眾位神主家先、神王神將、仙姐妹。
5. 同樣②和⑤的許願對象神是連州唐王聖帝、行平十二遊師、福江盤王、伏
靈五婆聖帝、五旗兵馬、眾位祖宗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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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願書①～⑤的內容，根據對趙金付、盤榮富進行的訪問記
錄予以以下說明。
①的情況為：盤榮富的父親陞財
（生於 1920 年 12 月 17 日、逝
於 2001 年 5 月 30 日）14 歲時有一個不幸，包括陞財的父親明富在
內 7 人因流行病而死，那時許了大願。就進行大願實現的還願儀式
這件事，盤榮富的父親陞財和祭司盤喜古商量了幾次。因為願書在
7 月 14 日，約
文化大革命時丟失，所以憑藉記憶在辛未
（1991 年）
定將為大願實現舉行香火良願的還願祭祀，並獻上紙馬六十忿
（份）。此約定由祭司盤喜古記下。那時只舉行了法事，告知眾神不
能馬上舉辦還願儀式之事。
②所記內容為：在舉行還願儀式時感謝盤王並祈求盤王的保
佑，約定祭祀。
③所記內容為：為實現陞財生前想舉行還願儀式的強烈願望，
榮富戰勝了各種困難，在經濟條件也具備了的情況下，於辛卯
（2011 年）3 月 29 日，把 1991 年 7 月 14 日之約定延期一事及舉行
還願儀式的堅定決心由祭司盤保古記下。
④所記內容為：再次許願並約定舉行招兵良願的還願儀式，準
備邀請祭司的鹽信6 並通知。
⑤所記內容為：舉行還願儀式時感謝盤王並祈求盤王的保佑，
約定祭祀。
代表願望的卷紙，在儀式裡被粉碎銷毀。於 1991 年記下的、
以前為了分祖先香爐分家而許的香火良願之內容的紙，在開壇還願
的還元盆願儀式裡被銷毀。2011 年許的香火良願和為召集陰兵許
的招兵良願的紙，在還招兵願儀式裡被銷毀。向盤王祈求保佑的紙
和寫在盤榮富家先單許願的一頁一起，在盤王願的送王儀式裡被銷
6. 施主向祭司委託儀式時送的包。裡面包有鹽，外面寫着盤王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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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圖 6）。
經過銷毀願書這一行為，認為履行了許願和許願時的約定並表
示全部已經清算完畢，由此完成還願。另外，我們也不能忽視許願
時必須舉行向盤王祭祀的儀式的部分。7
雖然家家戶戶所舉行的許願實質上是與盤王的祭祀約定，但儀
式中實踐的還願則是祭祀約定的履行。

五、儀式的實踐與盤王
筆者將以儀式進程為序，對儀式各步驟中所誦讀與盤王相關文
本記述和盤王名的咒文做以說明。以明確並解釋構成儀式的大儀式
名和構成大儀式的儀式分節等情況。

1. 請聖三清中所誦讀的《三座還願保書》
的內容
（意者書 B–88）
元盆良願寶書部分：9
許上上壇兵馬10 六十忿、下壇兵馬六十忿、福江盤王聖
帝六十忿、五龍司命灶君六十忿、宅堂土地六十忿、宗位
宗祖家先六十分、神王神將六十忿、仙姑姊妹六十忿、部
籙眾兵六十忿、扶童小將六十忿、許上寶書立、
（中略）
上
壇兵馬扶歸大羅墊上、下壇兵馬付歸梅元殿上、福江盤王
聖帝付歸福江大廟、五龍司命灶君扶歸黃泥江崑崙大廟、

7. 在馮家願書的事例中也確認到許願、獻上紙馬的數目。同時舉行盤王祭祀
（廣田律子 2011a: 553–54）
。
8. 神奈川大學研究項目研究所、瑤族文化研究所閱覽收集資料的分類號碼。
9. 使用了丸山宏於田野調查時所採集的資料，並經他校訂（此資料未公開）。
10.《請聖書》
（A–32a）中能看到上壇兵馬、下壇兵馬的內容（神奈川大学大学
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 2011: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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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堂土地扶歸堂宅殿上、祖宗家先扶歸揚州大廟、
（真王
真將扶歸飛龍大廟）
、仙姑姊妹扶歸仙道大廟、部籙眾兵
扶歸梅元殿上、扶童小漿扶歸神王神將身邊、左右扶歸出
世廟宮。
請聖是請眾神降臨的儀式。祭司在祭壇前用《三座還願寶書》
向眾神稟明祭祀的目的及程序等。元盆良願寶書部分記述了許願對
象的神名和約定供奉的紙馬數量。按照上壇兵馬、下壇兵馬、福江
盤王聖帝、灶神、土地神11 的順序許願，並約定供奉六十份紙
馬，還列舉了眾神的所屬，並寫到「福江盤王聖帝附歸福江大廟」
。

2. 請聖三清中所誦讀的《請聖書》（A–32a）
「請福江」的內容：
請上福江盤王聖帝、盤古郎老、聖人合花姐妹、五谷仙
娘、左邊金童、右邊玉女、旗良打筈。黃趙二位福仁、盤
王腳下、五旗聖眾、諸家請天師、李家立書安、劉一劉二
仙童、許願童子、把願判官、磨書磨墨把筆仙童、個人奏
到福江大廟、出世廟官。
（神奈川大學大學院歷史民俗資
料學研究科 2011: 62–63）
從請聖儀式中所誦讀的「請福江」可以看出，福江盤王聖帝、
盤古郎老、以下的盤王一組的眾神都屬於福江大廟。盤古和盤王經
常被混淆，在這裡他們屬於一組。

11. 松本浩一將文本中的神名分成道教系、梅山系、盤王、灶神、土地神進行
分析
（松本浩一 2011: 2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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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掛家燈昇凳中所暗誦的咒文
掛家燈是為了成為祭司而舉行的儀式。構成掛家燈的分節儀式
昇凳的內容是讓受禮者昇老君之凳。祭司拿着放置受禮者穿的法
服、法冠的凳子，搬到門口對着門外暗誦以下咒文。
本方地主、本部廟王、元宵神功、土地公、土地婆、金剛
大將、過往神童、求財八寶郎君、鑒齊大王、天斗星、七
星姐妹、把門將軍、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
君之凳、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然後回到室內祭壇再暗誦：
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玉皇聖主、張天師、李
天師、鑒齊使者、十殿閻王、天府地府陰間水府、王靈
官、馬元帥、上路天兵、下落地將、今日眾法補掛三燈。
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總壇太歲、太歲眾官、海番張趙二郎、唐葛將軍、今日眾
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大家為本作證、證
明、證明。
三廟聖王、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
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陰陽師父（祭司度戒時的師父名）
、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
天當地、昇老君之凳、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上壇兵馬、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
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下壇兵將、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
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福江盤王、今日眾法補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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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
明。
五龍司命灶君、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
凳、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宅住龍神、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
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眾祖家先、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
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神王神將、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
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仙姑姐妹、今日眾法補掛三燈。當天當地、昇老君之凳、
大家為本作證、證明、證明。
一共暗誦三遍，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依照咒文的順序暗誦，第三
次逆序暗誦，即從仙姑姐妹到元始天尊。12
祭壇上掛的畫軸上的眾神除了道教系的神、梅山系的神、福江
盤王、灶神、土地神外，還有各種各樣民間信仰的神。奉請各路神
聖的降臨是為受禮者點三燈、昇老君凳作證。正如咒文裡寫的老君
之凳，可以看出老君是法師。13

12. 度戒儀式中，為了未經過掛家燈的受禮者而舉行的補掛三燈中所唱的內容
與還家願儀式的掛家燈中所唱的內容是共同的。這裡引用了度戒儀式中補
掛三燈的資料
（神奈川大學大學院歷史民俗資料學研究科 2011: 37–38）。
13. 丸山宏指出，從度戒儀式中所用的文書記載中可以看出老君被認為是法師
（丸山宏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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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壇還願接三清中所誦讀的14《請聖書》
（A–32a）
「盤古出世」
的內容
在

盤古出世是何日、盤古出世是何時。盤古出世是何天、幾
個金童在河邊。盤古15 出世是辰日、盤古出世是辰時。
盤古出世在西天、兩個金童在兩邊。兩個金童玉女鬼、裙
腳一條水大花。身穿羅裙十八副、一雙裙帶九斤麻。盤古
得病是何日16、盤古得病是何時。盤古何年何月死、留得
何年何月埋。幾百貫錢請和尚、幾僧禮拜玉門開。何人挑
水歸洗面、何人裁剪做孝衣。盤古得病是何日、盤古得病
是何時。盤古辰年辰月死、留得辰年辰月埋。三百貫錢請
和尚、七僧禮拜玉門開。夫妻挑水歸洗面、匠人裁剪做孝
衣。聞說今朝有狀請、齊々整々下香壇。
（神奈川大學大
學院歷史民俗資料學研究科 2011: 83–84）
開壇還願時再次請眾神降臨傳達許願的內容，祭司演唱眾神的
出世。此時，祭司的弟子們面向着祭壇一直搖響銅鈴。從「盤古出
世」的記述可知，盤古生於辰日辰時，出生在西天，死並埋葬於辰
年辰月。

14. 文本由七言上下對句構成，唱誦中所用的並非漢語發音，而是日常生活中
並不使用的特殊瑤語發音。
15. 與 2006 年馮家還家願儀式裡使用《賞光書》
「盤王歌」的內容是一致的，
但盤古與盤王混淆在一起
（廣田律子 2011a: 362–63）。
16. 藍山縣其他複數文本《賞光書》
（A–30a．A–19．Z–23）收錄的「盤王歌」
載：
「盤 古
（王）得 病 是 辰 日、 盤 古
（王）得 病 是 辰 時」（廣 田 律 子 2011a:
362–65）
。可見這部分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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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壇還願接三清中所誦讀的《請聖書》
（A–32a）
「三廟大王」
的內容
出世唐王先出世、唐王出世在連州。唐王出世連州廟、香
煙裡內出行遊。出世遊師先出世、遊師出世在行平。遊師
出世行平廟、香煙裡內你有名。出世五婆先出世、五婆出
世在伏靈。五婆出世伏靈廟、香煙裡內廳歌聲。出世盤王
先出世々、盤王出世在福江。盤王出世福江廟、香煙裡內
下 上

好排行。出世五旗先出世、五旗出世廚在司。五旗出世廚
司廟、香煙裡內廳歌詞。聞說今朝有狀請、三廟聖王一齊
臨。（神奈川大學大學院歷史民俗資料學研究科 2011: 86）
「三廟大王」中的盤王與連州的唐王、行平的遊師、伏靈的五
婆、廚司的五旗一起排列，並寫到盤王生於福江，歸屬於福江廟。
三廟大王是與地名結在一起的、複數神的總稱，在這裡盤王作為眾
神之一被列舉出來。

6. 招兵願上光接兵中所誦讀的《請聖書》
（A–32a）
「盤古出世」
（前引）內容
召喚神兵，為祈求五穀豐登而舉行的招兵願中也唱前引的「盤
古出世」。

7. 還招兵願中所誦讀的《賞光書》（Z–23）
「盤王歌」的內容
盤古出世是何日、盤古出世是何時。盤古出世是辰日、盤
古出世是辰時。盤古出世在西天、兩個金童在兩邊。兩個
金童玉女鬼、裙腳一條水大花。身着羅裙十八副、一雙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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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九斤麻。盤古得病是何日、盤古得病是何時。盤古得病
是辰日、盤古得病是辰時。盤古何年何日死、留得何年何
日埋。盤古辰年辰日死、留得辰年辰日埋。幾百貫錢請和
尚、七僧禮拜嶽門開。三百貫錢請和尚、七僧禮拜嶽門
開。何人擔水歸洗面、何人差前做孝衣。夫妻擔水歸洗
面、何人差剪做孝衣。聞說今朝有相請、齊々正々降香
壇。
還招兵願是為了使兵將高興所舉行的儀式。「盤王歌」中所唱
的盤古生於辰日辰時、生在西天，辰日辰時得病、辰年辰日死並埋
葬的內容，這與前引的「盤古出世」的內容是一致的。

8. 還招兵願中所誦讀的《賞光書》
（Z–23）
「又接三廟王」
的內容
出世唐王先出世、唐王出世在連州。唐王出世連州廟、香
煙裡內廳歌堂。聞說今朝有相請、齊々正々降香壇。出世
遊師先出世、遊師出世在行平。遊師出世行平廟、香煙裡
內廳歌聲。聞說今朝有相請、齊々正々降香壇。出世五
〔浦 + 女〕先出世、五〔浦 + 女〕去世在伏靈。五〔浦 + 女〕
出世伏靈廟、香煙裡內廳歌聲。聞說今朝有相請、齊々正
々降香壇。出世盤王先出世、盤王出世在福江。盤王出世
福江廟、香煙裡內廳歌堂╱17 聲。聞說今朝有相請、齊
々正々降香壇。出世五旗先出世、五旗出世在廚司。五旗
出世廚司廟、香煙裡內廳歌其。聞說今朝有相請、齊々正
々降香壇。啟請高官本命鬼、又請高官本命神。南斗七星
17.「╱」表示前後文字分行標記。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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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少、北斗七星姊妹多。
「又接三廟王」的內容與前引的「三廟大王」內容是共同的。

9. 大運錢中所誦讀《請聖書》（A–32a）「領錢咒」的內容
犀牛角呌去袁々、百寶眾官下馬領錢財。領了錢財歸納
庫、保安家主萬錢財。犀牛角呌起容々、百寶眾官下馬領
錢銅。領了錢銅歸納庫、保安家主得團圓。犀牛角呌去連
々、百寶眾官下馬領銀錢。領了銀錢歸納庫、保安家主萬
千年。犀牛角呌去分々、百寶眾官下馬領銀錢。領了銀錢
歸納庫、保安家主萬無難。敬奉盤王還良願、人財兩盛德
滿堂。
（神奈川大學大學院歷史民俗資料學研究科 2011: 93）
大運錢是將進獻的紙錢運去的儀式。「領錢咒」中寫到將進獻
的錢歸納倉庫，祝賀主家，敬奉盤王還良願。盤王被作為許願和還
願中的祭祀對象。

10. 盤王願流樂中所誦讀的《歌堂書．意者書》
（Z–26）
的內容
（○指不明之處）
「點男點女過山根」
在落舡頭跪落船尾
平十二遊師
廚司五旗兵馬

速也速

立齊連州唐王聖帝

福靈五〔浦 + 女〕聖帝
陽州宗祖家先

寬寬坐落聖席頭上

下廟行

福江盤王聖帝

立齊大神父母

各人側言聽語

側言廳言

回頭轉面
且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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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廟靈師
處來遊

牒出猺人子孫

置地

來由出處

當初盤古開天立地

又置日頭第一寶

濶

良日洪水淹上

上淹三十三天

尺鐵棍

仙人手拿

全無○人接代
頭系相結

隔岸種竹

燒香

香煙相合

為計姐妹不得為婚
天下無人為婚

七夜花孕上身

生下血盆

失落紅火
三更夜靜

十二個大舡

地頭也敗

天風順意

口吃青煙
猺

遊到半夜

打落波浪裡頭
帖在舡頭

遊舡

跪落舡尾

全靠大壇眾聖

三廟聖王

順風也去

舡頭也去

吹上南海上岸交過了

丁卯歲中

還恩答謝

以前過後種竹有根

勾過歌堂良願保書
種竹有芛之人

住分上雷古山

伏子連州

慌

遊到湖南道州黃土塘

各自分執

因為寅

江邊吊魚

會着狂風

大神父母擔保人丁

八月十三良日

分下十二姓猺人

人眾漂遊過海

酬神酬意保書

有道有法

九州養女把刀分俵

安身不住無人遮過

不移大哥手拿妹手巾

許上流羅歌堂

父母

七朝

便有一個老姐

戌亥二時

不得順風

舡尾也行

楊梅樹下為婚以了

燒了百姓黃衫樹木

人子孫正來處備

路
烏龜

年深月久居住

天地流旱

隔岸

姐妹打破烏龜

安在九州六國

安在南京十保山頭
卯二年

竹尾相連

無名無姓

分下一百二十姓之人

耐何不得

正來行鄉出路

迴轉路頭

轉回烏龜團圓

下

一丈二

伏羲姐妹

隔岸梳頭

要妹為婚

天下無

扶手遮州三十三天

為婚

逢烏龜開口

又置州庭無萬

景定元年四月初八

天下真言全無凡人

行盡天下

平王

下淹十八地獄

陽手遮天下

遮十八閻羅大王

高王置天

因為前歲以來

重有伏羲姐妹

當初以來出

又置七星第二名

又置江何無萬灣

人

△音還願家主

住安身落處

念過大神

各自分機

居

年深月久地土又
住居月久

水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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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又慌又來流鄉出路
立宅居住

桂陽州

遊到寧遠西洞北路

年深日久

滴山水

地頭也敗

遊到藍山居宅

立宅居住

行到△地名

一座

挑坭居住

路香煙
保書

前歲以來

壇

許有三姓單郎

大廳意者
前女人站後
出席三拜

依古代禮
回席一雙

心○○有心還願
一雙

三姓單郎

唸大神父母

無疏無犯

出男人出唱歌詞

齊臨

三姓青衣女人

男人站

入席三拜

△有△音子孫法△

入席二拜

台頭接拜台頭領拜
拜神聖歌詞

請師到

搖鈴請聖

前者以來有疏有犯
世今以來

良願

世今以來

一名大廟靈師

以過請出

接代五

許上一座歌堂

三姓青衣女人

奉還歌堂良願保書

立起屋宅

敬奉三廟聖王

過△月△日△

地

世今以來△音

後山地脈

立起大壇眾聖

又來

地頭又敗

地面安身落處

打開前歲來虎

又來遊到

地土又慌

四十年踏下

土又慌正來遊到寧遠九疑
子孫

地土又慌

年深月久

三十年踏上

黃塘寶塞山

出席二拜

有

寬寬座聖席

回席
請

引歌出歌詞
（△為根據情

況所填入內容之處）
歌詞大意是：
坐在船頭跪在船尾船越行越快。
連州唐王聖帝、行平十二遊師、福
（伏）
靈五〔浦 + 女〕聖帝、
福江盤王聖帝、廚司五旗兵馬、陽州宗祖家先請聚集來吧，大神父
母們也聚集來吧。請返回，在寬寬的聖席上坐落，互相講講互相聽
聽。且廳我一言，一位大廟靈師上奏各位，瑤人的子孫某音的人舉
行還家願。講起由來是這樣：盤古開天闢地，高王造天，平王造
地。造了太陽和月亮，太陽是第一寶，又造七星為第二寶，還造了
廣闊無垠的田地、彎彎的河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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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景定元年 4 月 8 日一個很好的日子，發起了洪水。洪
水氾濫，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地下，天下人煙皆無，只剩伏羲
和妹妹二人。在天地間揮揮手，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八閻羅大王
地下無人可見。仙人手拿一丈二尺鐵棒，所到之處子孫皆無，伏羲
與妹妹成婚為夫妻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兩人對岸梳頭，長髮絲絲相
連；對岸種竹，竹根緊緊相連；對岸燒香，香煙相互纏繞。即使這
樣，妹妹也拒絕成婚。
（一天）
正行於鄉野路口，遇見一只烏龜。烏
龜開口勸說妹妹成婚，
（妹妹大怒）
回過頭來打破龜甲，但烏龜還是
讓他們成為夫妻。
天下人皆無他們只好成為了夫妻，在楊梅樹下結為夫妻。七天
七夜有身孕，生下一個大血塊。住在九州無名無姓的聖人養女用刀
劈開血塊，分出 120 個姓氏的人，讓他們住在九州六國。也分出了
12 姓氏的瑤人，讓他們在南京十二寶山落腳，常年累月居住於
此，但是土地漸漸荒蕪。
寅卯二年，天下大旱，一個老婆婆口裡叼着煙袋在江邊釣魚。
那時，煙火落下（釀成火災）
燒掉了百姓的黃衫樹。已經不能在此居
住，所以瑤人 12 姓氏的子孫各乘 12 艘大船開始渡海。
途中三更之時，夜深人靜。戌亥二時，突然刮起狂風，掀起波
浪，船被波浪打得旋旋打轉，前行不了。這時，哥哥拿着妹妹的繡
花手帕繫在船頭，然後跪在船尾許下「流羅歌堂酬神酬意寶書」的
大願。請求所有的大壇眾神、三廟聖王、有道有法的大神父母保佑
人們的性命，保佑船順風而行。於是，風平浪靜，船頭船尾也平穩
下來，船順利地在南海之岸着陸。丁卯年，在 8 月 13 日這樣一個
好日子舉行了還願儀式，進行了「歌堂良願寶書」的祭祀儀式並念
誦了大神父母以示謝恩。
而後，像竹根和竹芛那樣代代相傳，各自定居在雷古山和伏子
連州。日深月久，土地又荒蕪，於是移居到湖南道州和黃土塘。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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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深月久，水災氾濫，土地荒蕪，又遷往寧遠、西洞北路及黃塘
寶賽山居住。又是日深月久，土地荒蕪，又遷徙至桂陽州和滴山水
居住。又是日深月久，土地荒蕪，又遷徙至藍山定居。轉眼之間
三、四十年過去了，土地又荒蕪，於是移居到寧遠和九疑。現在某
音的某子孫到了某處，在前有虎後有山的地方居住下來。用泥土建
家並設起了祭祀眾神和祖先的祭壇，代代繼承了祭祀三廟聖王和掛
燈的祭典。以前在某月某日舉行了「歌堂良願寶書」的許願儀式，
現在舉行還願儀式。由三姓單郎和三姓女人請來了大師，設起祭壇
舉行「還歌堂良願寶書」儀式。一位大廟靈師搖起鈴，誦讀邀請眾
神的「大廳意者書」。三姓單郎和三姓女人，男人站在女人的前
面，按古代禮節，如有前錯，冒犯了神靈，入席拜三拜，出席拜三
拜，回席再拜二拜。現在某音的子孫舉行還家願，如果沒有前錯沒
有冒犯神靈，就入席拜二拜，出席拜二拜，回席再拜二拜。然後對
着大神父母念誦經書。請
（眾神）
在祭壇上接受祭拜，安安穩穩地坐
在聖席上接受男人唱的「拜神聖」和「引歌出歌」吧。
這個段落在盤王願的流樂中所誦讀，斷斷續續地記述了多個神
話。內容是：盤古開天，十二姓瑤人住在南京十寶山，因寅卯二年
的天災準備乘十二艘大船過海遷徙，但渡海中遇難，於是在船頭上
拿手巾祈求保佑。這時，靠三廟王的道法脫難，順利上岸，八月十
三日舉行還願儀式表達感謝之情。
我們通過對當地人採訪18 了解到，盤王願時祭壇上擺放的供
品整豬象徵瑤族渡海時使用的船。
豬頭上放的肉片表示船頭，並象徵着在船頭祈求保佑時用的手
巾。豬尾表示船槳，腸子表示靠岸時用的繩子，肝臟表示碇，脂肪
表示帆布。擺在豬上面的粽子是用表示帆布的葉子包的，粽子上插
18. 2013 年在長沙，對舉行還家願儀式的主家以及祭司們進行了採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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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表示盤王喜歡的三十六種花
（圖 7）
。
雖然在文本中沒有記載豬頭上放的肉片象徵着生死存亡之際許
願時用的手巾，但對於瑤族人來說它是流傳下來的理所當然的知
識。

11. 盤王願流樂中所誦讀的《意者書．歌堂書》
（Z–26）
「又唱
福江廟」的內容
一 花 謝、 二 花 開、 一 神 退 位 二 神 來。 拋 兵 踏 上 福19 江
廟、踏上福江廟上行。出世盤王先出世、盤王出世在福江
╱西天、帽帶肖肖朝上江╱天。出世盤王先出世、盤王出
世在福江╱西天。盤王出世福江廟、兩個金童在兩邊╱
行。相暏盤王愛相暏、20 釋迦相暗在江邊╱河。盤王坐
得三年半、盤王殿╱釋迦背上出紅蓮╱谷羅。高枱望見齊
眉見、龍兒畫粉在江村╱州。盤王年生一對女、一年四季
出行之╱遊。玉女梳頭不亂髮、聖女梳頭髮亂飛。玉女梳
頭是仏樣、連着唐王雙下為╱不了時。出世信王先出世、
信王出世不無人╱娘。信王出世無衣着、路逢金骨拗遮
身。一聲々在福江廟、二聲落馬在壇前。來到壇前同萬
福、得見伏靈五〔浦 + 女〕先在╱前。
盤王願是為了向盤王表示感謝而舉行的。「又唱福江廟」的內
容為，盤王生在福江西天，歸屬於福江廟，盤王座位三年半，一年
19. 原文是「伏」
。
20. 收錄在《善果書○乙本》
（賞光書．歌堂書 Z–16）的「接福江廟」中寫到
「相賭釋迦耍相賭」，資興市的文本《大堂歌書》中寫到，「相賭盤王愛相
賭」
。對此今後還需要詳細校訂，在這裡就不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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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了兩個女兒。

12. 盤王願流樂中所誦讀的《善果書○乙本》
（賞光書．歌堂書
Z–16）
「福江廟」的內容
番々覆々成兩邊、手拿牙笏再來求。起計盤王光起計、盤
王起計立春名。黃龍又定五雷孰、傳望五雷轉弌聲。起計
盤王先起計、盤王起計閗犁耙。鼠兒過海偷禾種、黃龍含
水濕禾花。起計盤王先起計、盤王起計種苧蔴。種得苧
蔴21 兒孫績、兒孫代々繡羅花。着苧蔴唐王先着、着羅
╱樵盤王先着羅╱蕉。唐王着蔴世也好、兒孫代々繡羅
花。弌聲々在福江廟、二聲落馬到壇前。來到壇前同萬
福、復曹下降監盤筵。
「福江廟」的內容為：盤王用犁耕田種植苧麻，他的子孫繼承
了織物。由此可見盤王有掌管生產的神的性格。
13. 盤王願流樂中所誦讀的《善果書○乙本》
（賞光書．歌堂書
Z–16）「解神意」的內容
解神意、歌堂林裡解神愁╱思。解得神愁╱思神歸去、歸
去莫傳還願頭╱時。解神意、歌堂林裡解連州╱行平。解
得連州唐王聖╱行平十二遊師神歸去、去一世不行出廟遊
╱門。解神意、歌堂林裡解伏靈╱福江。解得伏靈五〔浦
+ 女〕╱福江盤王聖帝歸去、弌世不行出廟廳╱堂。解神
21. 原文裡的「蔴」字小寫在右側，原文是「孫蔴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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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歌堂林裡解廚司╱楊州。解得廚司五旗兵馬╱楊州宗
祖家先神歸去、弌世不行廟出祠╱遊。桃源丹竹頭、隨根
生上尾頭浮╱系。瑤人將來做筶子、筶頭落地解神愁╱
思。筶來定、筶來定過正知安╱情。打筶紫嶺上過、筶頭
落地保人民╱丁。連州唐王聖帝╱行平十二遊師謹把筶、
筶頭落地望開陽。伏靈五〔浦 + 女〕╱福江盤王聖帝謹
把筶、筶頭落地望╱要開陽。廚司五旗兵馬╱公位宗祖家
先謹把筶、筶頭落地望開陽。
在儀式裡由祭司唱「解神意」，弟子在正面祭壇的供品上移動
筷子，用筷子將卜具從祭壇上推落，用卜具的陰陽面來確定總稱為
三廟王的諸神是否得到滿足。在「解神意」中伏靈五〔浦 + 女〕
（婆）與福江盤王聖帝相並列，用卜具來解釋他們的意思，並期望出
現陽卦。

14. 盤王願的唱盤王大歌中所誦讀的《大歌書上冊》
（歌堂書
Z–19）
的「盤王出世」以及「盤王起計」的內容
「盤王出世」
出世盤王先出世、出世盤王在福江╱西天。盤王頭帶平天
帽、帽帶肖肖朝上天。盤王出世先出世、盤王出世在福
江22 ╱西天。盤王出世在福江╱西天廟、兩個金童在兩
行╱邊。盤王出世愛相刻、釋迦相刻在江河╱江邊。盤王
生得三年半、23 釋迦背上出石螺╱紅蓮。高台望見齊眉
22. 原文是「曲江」
。
23.「生」在前邊所引的其他文本裡是「坐」
，資興市的文本是「賭」。《盤王大
歌》B–3 寫為「坐」
。該資料的全譯請參考
（廣田律子 2011b: 16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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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龍見花粉在江村。盤王生得一對女、一年四季出行
遊。玉女梳頭不亂髮、聖女梳頭髮亂飛╱系。玉女梳頭是
佛樣、隨着盤王雙下歸╱時。要娘買笠娘不買、要娘買傘
說無錢╱油。得娘十己成郎我、苧蔴庶頭也過年╱秋。
「盤王起計」
起計盤王先起計、盤王起計立春名。黃龍又定五雷熟、專
望五雷轉一 聲。 起 計 盤 望 先 起 計、 盤 王 起 計閗 犁 頭 ╱
鈀。24 鼠王過海偷禾種、黃龍含水吩禾蔸╱花。起計盤
王先起計、盤王起計閗犁梗╱鈀。25 閗得犁鈀也會使、
屋底大塘谷扱生╱芽。起計盤王先起計、盤王起計立春名
╱挨。立得春名╱挨都足了、屋背苗秧叚々青╱齊。起計
盤王先起計、盤王起計種苧蔴╱系。種得苧蔴╱系兒孫
績、兒孫世代繡羅花╱衣。起計盤王先起計、初發苧蔴╱
油葉大球╱花。苧蔴籽細不成苧、蕉麻籽細便成油╱羅。
起計盤王先起計、盤王起計閗高枷╱機。26 閗得高枷╱
機織細布、布面又凋李柳花╱系。着苧麻盤王先着苧、着
羅唐王先着蕉╱羅。盤王着苧世也好、唐王着蕉╱羅更請
條╱婁羅。盤王留得有七格、27 羅衣手中無本錢。
儀式中也有唱盤王大歌的分節，這是以盤王為主題的歌，由數

24.《盤王大歌》B–3 中寫到「盤王起已閗犁頭╱耙」。
25. 同樣《盤王大歌》B–3 是「犁耕╱耙」
。
26. 同樣《盤王大歌》B–3 是「高起枷╱機」
。
27. 同樣《盤王大歌》B–3 是「盤古流傳十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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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祭司唱頌。我們還確認到盤王發音為 Pien hung。28
「盤王出世」和「盤王起計」的內容是：盤王生於福江西天，
用犁耕田，種植苧麻，使用高機編織苧麻布。

15. 盤王送王中所誦讀《歌堂書》（Z–29）
「送王歌化紙用」的
內容
白米排上發出外、相送大王出外門╱斤。琶板甲上送神
去、白米排上發出門╱街。白米排上發出外、相送大王出
外門╱街。琶板甲上送神去、塘鈴杵上掛銅木奐╱隨。歌
堂也當今日敬、姐妹也當今日送神行╱歸。送神去、送神
歸去到連州╱行平。送神歸去連州╱行平廟、廟前車對轉
遊々╱平々。送神去、送神歸去到伏靈╱福江。送神歸去
伏靈╱福江廟、廟前車對轉興々╱雙々。送神去、送神歸
去到廚司╱陽洲。送神歸去廚司╱陽洲廟、廟前車對轉魁
々╱遊々。送神去、送神歸去到神州╱鄉。送神歸去神洲
╱鄉廟、神男神女笑愁々╱陰々。送神去、送神歸去到神
村╱家。送神歸去神村╱家廟、神男神女笑煙々╱愁々。
送神去、送神歸去到神斤╱堂。
「送王」是送眾神回去的儀式。歌娘所唱的「送王歌化紙用」
列舉了眾神歸屬的地名，福江的福江廟作為其一被列舉出來。
從以上實際儀式中所使用的文本記述可知，盤王出生於福江西
天，歸屬於福江廟，生死於辰年辰日辰時，用犁耕田種苧麻，使用
28. 盤王大歌用瑤語唱，唱法很有特徵，祭司兩人時而以問答的形式，時而將
七言上下句以上句七言→下句七言→上句的下三言→下句七言的形式唱，
十分複雜。

湖南省藍山縣過山瑤的還家願儀禮與盤王傳承及其歌唱 203

高機編織苧麻布。
我們在儀式裡可以看到，瑤族曾經在渡海遇難時許願，得到救
世主盤王的保佑脫難並舉行還願儀式的神話傳承在儀式實踐中被反
應出來的這一情況。
因此筆者認為，還家願儀式後半部分的盤王願儀式是再現瑤族
和盤王曾經締結的祭祀約定和履行祭祀約定的儀式
（廣 田 律 子
2013b: 1–23）。

六、盤王願儀式的過程
本文將就還家願儀式後半部舉行的大儀式名《盤王願》這一部
分，以實際的儀式及誦讀的文本內容加以解說。
現將從 11 月 19 日到 20 日舉行的大儀式名《盤王願》的實施
過程中幾個重要的部分展示如下。
1.（19 日 7 時 45 分左右～）廳堂正面設置祭壇。祭壇的樣子
是：正面貼着紅羅緞、紅色剪紙
（從上到下剪成的圖案是柱齒、石
榴花、大紅花、荷花、盤王印、天狗、香爐）
，紅色剪紙的下面是
黃色剪紙（圖案是金魚）
。並在兩側吊有紙錢。
供品有披着脂肪膜的豬頭，上面放有肉片．盤王的鹽信．燈
碗．筷子捆。頭部的兩側有內臟，內臟的兩側是軀幹、豬腳。豬腳
右邊 2 隻，左邊 1 隻。軀幹的上面擺滿粽子，粽子的上面插着各種
顏色的剪紙旗。並且祭壇的正面吊着脊骨和 1 隻豬腳，右邊放着一
桶豬血。
豬頭前方左右各三個碗，中央是香爐碗，香爐碗的左右還擺着
米碗、水杯、盛着鹽的杯子。
2.（8 時 20 分左右）
主廚官給祖先壇上香。
3.（8 時 20 分左右～）舉行「剪花酒」。在廳堂裡祭司及其弟
子、歌娘、主廚官們圍着桌子坐下，祭司開始暗誦「意者」
。
「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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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是對舉行盤王願儀式的施主盤家的許願經過、還願的實施等
進行的說明。然後誦唱將要請來的神名及祖先名，29 為眾神獻酒
後大家喝酒。
4.（10 時左右～）
祭司在祭壇前暗誦「意者」
。
5.（10 時 10 分左右～）祭司在祭壇前舉行「請盤王」儀式。這
時，暗誦將要請來的神名及關於神的記述。
6.（10 時 30 分左右～）祭司在祭壇前獻酒和紙錢，並用卜具對
是否足夠進行占卜確認。
7.（11 時 30 分左右～）祭司暗誦「意者」，並對神是否聽到用

29. 在盤王願儀式裡請來的諸神，能分成幾組
（松本浩一 2011），正如文本
（C–3）所記載。連州唐王一組有龍王、
〔亞 + 田〕教四王、起刀五王、托
天六王、置山七王、蓋天八王、南樓九王、樓上相公、地下羅任秀才、門
前進壇十丈、龍古聖人、龍依龍十七官、貴依唐十八官、長衫長聖九娘、
長衫長聖十娘、裡頭便請唐十五娘、花窮便請唐衫十娘、裡頭出門托帶小
王、小王出門托化前占夫人、後古夫母、連山蓋山童子、青衣女人。皆屬
連州大廟。
行平十二遊師一組有大堂高○六位師主、大堂高○六位師傅、藤家師、坭
家師、落家師滅家師、色家師、奉家師、泰家師、李師、俞家師、樓泥三
唱、樓坭四唱、十二步刀梯、十二面莿床含犁、潑沙漢病使者、退病使
者、師公、師男、師孫、師公、師色。皆屬行平大廟。（○不詳。以下同）
福
（伏）靈五〔浦 + 女〕一組有伏靈聖公母、左○母手、過雲右手過雲順
手、過雲太白聖人、置皷一郎、置皷二郎、橫吹竹黃三郎、拍板四郎、長
沙木皷五郎、○頭六郎、○尾七郎、王上樓桃花妹妹、下樓流鑼仙娘、前
門強琶、後門立椅、後生年少唱歌、有叚劉三妹娘、皆屬伏靈大廟。
福江盤王一組有盤古郎老聖人、金童、玉女、黃趙二位、○禾花姐妹、五
谷仙娘、李家李請書丁、劉一劉二仙童、把瓶獻瓶郎官、許愿童子、把愿
判官。皆屬福江大廟。
廚司五旗兵馬一組有東門五旗、南門五旗、西門五旗、北門五旗、中門五
旗、乘船過海踏馬、過街、寄書、寄話、寄文、寄語五旗、真硃小筆、磨
墨二郎、把瓶童子、獻郎官五旗。皆屬廚司大廟。
陽州眾位宗祖家先是記載在家先單上的直系祖先。
排列的不是道教的眾神，而是瑤族祖先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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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具占卜。
8.（14 時 10 分左右～）祭司暗誦神名，為邀請眾神降臨而獻上
紙錢三十扛。
9.（14 時 15 分左右～）
「流樂」開始進行。祭司用卜具占卜後，
開始誦讀經書中「點男點女過山根」
（文本 Z–15）
一處。
10.（14 時 25 分左右～）此處稱「陰聲保、陽聲氣」。祭司用卜
具來占卜神的聲音是否接到並唱出歌詞。這時，男女歌唱的題目也
分別表示出來（誦讀文本 Z–15）
。然後撒米以示神聲接到，歌唱進
而開始。歌娘誦唱文本 Z–29 的部分，同時，「三姓青衣」的年青
女性排成一行站在祭壇前
（圖 8）
。
11.（15 時 15 分左右～）祭司開始進行上光儀式
（誦讀文本 Z–
32a）。
12.（15 時 50 分左右～）
祭司誦讀文本 Z–26。
13.（16 時～）祭司們在房門口裡面和外面分別進行問答
（1）
。
門裡進獻紙錢，門外贈送表示禮物的樂器
（長鼓、笛、沙板、角
笛、鈴）。
14.（16 時 5 分左右～）弟子們在祭壇前進行表演。表演的內容
是模仿冶煉房製作造橋工具的樣子，並劈木製材表演造橋過程。
15.（16 時 15 分左右～）祭司先用手訣顯示派遣的陰兵到達三
廟的橋開始製作，再用卜具占卜橋是否搭好。
16.（16 時 20 分左右）弟子以玉簡示橋，表演鋪橋動作，並誦
讀文本 Z–26。
17.（17 時 10 分左右～）
祭司給眾神獻酒，誦讀文本 Z–26．
《善
果書○乙本》（文本 Z–16）
。
18.（17 時 55 分左右～）祭司們在大門內
（裡面的扮演女性）外
（外面的扮演男性）
以文本 Z–15 及文本 Z–26 的內容進行問答
（2）
。
19.（18 時 20 分左右～）
邀請外面的人進屋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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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時 30 分左右～）主廚官等表演「做鼓」、
「置鼓」、
「試
鼓」。祭司誦讀《善果書○乙本》
（文本 Z–16）
的內容。
做「試鼓」表演時祭司進行問答
（3）
。主廚官攜長鼓跳舞，用
舞蹈的動作來表現瑤族飄洋過海的神話故事、祭祀的內容、刀耕火
種的農業方式、禮儀、建房等。
之後，祭司誦讀《善果書○乙本》
（文本 Z–16）的內容來完成
「聽鼓」和「唱歌堂」兩部分。
21.（18 時 40 分左右～）祭司、歌女來到戶外各自誦讀《善果
書○乙本》（文本 Z–16）
、
（Z–29）的內容。三姓青衣女性 3 人和三
姓單郎男性 3 人對面而站，弟子在他們之間以 8 字形穿行意味着串
歌堂。
22.（18 時 50 分左右～）
祭司在祭壇正面誦讀《善果書○乙本》
（文本 Z–16）的內容。誦讀中一出現神名，弟子就用筷子把卜具從
祭壇上推落，來占卜並確認敬獻給神的供品數量是否足夠。
23.（19 時 25 分左右）祭司舉行脫童儀式，並誦讀文本 Z–16 的
內容。
24.（19 時 35 分左右）
祭司向師父表達感謝之意。
25.（19 時 45 分左右）祭司請眾神降臨，進獻約定的紙錢及其
供品（菜．酒等 7 套）
，並用卜具占卜神是否確認了數量，是否已吃
完。
26.（19 時 50 分左右）祭司用請盤王的聲音開始歌唱，借以引
出神的聲音（劉三妹娘的聲音）
和歌詞，並獻上紙錢。
27.（21 時 30 分左右）
「唱盤王大歌」開始。祭司在祭壇前暗誦
30
「意者」隨後誦讀《大歌書一本上冊》
（文本 Z–19）
，主要唱「三幡」

30.《盤王大歌》為記述瑤族傳承的總稱，其內容包括創世神話等神話故事、
民族歷史敘事、與祖先有關聯的種種傳承等。廣西．湖南的過山瑤在還盤
王願中所唱的《盤王大歌》主要以七言為主，由 36 段或 32 段，24 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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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段構成。而且加上了一種稱為七任曲的七種不同的曲調。
湖南省藍山縣匯源鄉湘藍村馮家舉行的還家願儀式中所使用的《盤王
大歌》
（文本 B–3）是由以下部分組成：起聲唱、齊入席、隔席唱、論娘
唱、日頭出、日正中、日落江、日落西、日落烏、日頭過江、夜深深、夜
黃昏、天上星、月亮亮及第一紅紗曲，接着是天大旱、見怪歌、天暗烏、
北邊暗、洪水發、雷落地、葫蘆、伏義、洪水盡、為婚了及第二山逢閑
曲，然後是造得地、置天地、唱王打水、深山竹木、唐王出世、信王出
世、玉女梳頭、白涼扇、坦傘、盤王出世、石崇、富貴、琵琶頭、紗板、
魯班及第三滿叚曲，最後是樓上伏門、大婆女、說婚早、劉山、秀才、師
人、十二遊師、烏雲生、五婆見、英台、山伯、生時、大州大、大州、老
鼠、大舡、石榴生及第四葉荷葉
（廣田律子 2011a: 369、2013d）。
在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收集的、由乾隆年間的手抄本整理出來的
《盤王大歌》被認為是內容比較充實的一個版本。由以下內容構成：起聲
唱、日出早、日正中、日斜斜、種竹木、唐王出世、盤王出世、盤王獻
計、流羅子、琵琶頭、石崇富貴、歌一斷、魯班造寺、梅花曲、雷落地、
郎老了、彭祖歌、夜深深、大小星、月亮亮、黃條沙、天大旱、天地動、
天地暗、北邊暗、見大怪、相逢賢曲、造天地、萬段曲、送神去、亞六
曲、荷葉杯曲、桃源洞歌、四字歌、放獵狗、夜黃昏、何物歌、盤州歌、
南花子曲、閭山歌、梁山伯、鄧古歌、飛江南曲（湖南少數民族古籍辦公
室主編 1987）
。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賀縣收集的由以下內容構成：起聲唱、輪娘唱、日
出早、日正中、日斜斜、日落江、黃昏歌、夜深深、大星上、月亮亮、黃
沙曲、天大旱、見大怪、北邊暗、雷落地、葫蘆曉、洪水盡、為婚了、三
逢延曲、造天地、種竹木、三更深曲、盤王出世、盤王起計、富貴龍、荷
葉杯曲、梁山伯歌、南花曲、桃源洞、閭山學堂歌、造寺歌、飛江南曲、
何 物 歌、 彭 祖 歌、 梅 花 曲、 亞 六 曲《盤 王 大 歌》（盤 承 乾 等 收 集 整 理
1993）
。
1960 年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大瑤山瑤族自治縣三角公社收集的
《盤王歌》
由以下內容構成：起聲唱、初入席、隔席唱、論娘唱、日出早、日正中、
日斜斜、日落紅、日落西、夜黃昏、夜深深、天上星、月亮亮、天大旱、
見大怪、天地動、天暗烏、北邊暗、雷落地、伏義姐妹、葫蘆、洪水發、
洪水天、造天地、烏雲生、大盤計、曉盤計、桃源、閭山學堂、魯班造
寺、何物、鄧古、彭祖、郎老了、放獵狗、歌船、第一黃條沙、第二三峰
寒、第三曉段曲、第四荷葉盃、第五南花子、第六飛江南、第七梅花（廣
西民族學院中文系民族民間文學教研室編 1980）。
據張勁松考察，此例與同縣的藍山縣桐村的《盤王大歌》第一章的內
容除了日出早、日正中、日斜斜、日落西、日落崗、夜黃昏、夜深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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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大星上、月亮亮之外，還加了第一曲黃條沙。第二章除了天大旱、
見大怪、天地動、天柱倒、天暗烏、北邊暗、雷落地、洪水發、洪水盡、
怕不合、為婚了之外，還加有第二曲三逢閑。第三章除了造天地、造得
地、造得火、置山源、置青山、相說報、唐王出世、盤王起計、邀娘賣、
白涼扇、富貴龍、琵琶龍、嘍羅真之外，還加有第三曲萬段曲。第四章除
了賜嫁早、劉嶺大、烏雲生、梁山伯、大州大之外，還加了第四曲荷葉
杯。第五章除了桃源洞、閭山鳥、閭山青、入連洞、會造寺天字大、鄧鼓
歌之外，還加了第五曲南花子。第六章除了何物變、得郎變、何物輪、何
物爛、何物死、彭祖生、彭祖死、郎老了之外，還加了第六曲飛江南。第
七章除了木倒地、船成了、船到水、送路去、歸去也、飲酒了、不唱了之
外，還加了第七曲梅花相送
（張勁松 2002: 63–65）。
資興市祭司擁有的印有乾隆四十二年
（1777）年號的手抄本《大堂歌書》
則是由以下內容排列而成：起掣唱、論娘唱、○入席、隔席唱、分○唱、
平平唱、日頭出、月正中、月斜斜、月落西、月落江、日頭過江、夜深
蘭、夜深深、夜黃昏、黃昏、月亮、第一紅系紗曲、一片鳥、二十八後、
第二圍歌曲、天太旱、見怪歌、見怪路、見大怪、天柱倒、天暗烏、北邊
暗、洪水發、雷落地、葫蘆歌、大州出、葫蘆熟、洪水發、洪水浸、為婚
了、第二 ( 原文 ) 圍三逢閑曲、造得地、造得天、置天地、仰歌曲、深山
竹木、唐王出世、信王出世、盤王出世、白涼扇、坦傘、盤王歌曲、盤王
起計、石崇富貴、琵琶、魯班、嘍羅、第三圍滿叚曲、出嫁早、秀才、師
人、十二遊師、烏雲上、大州、英台、梁山、大舡、第四叚荷葉歌曲、桃
源、閭山、起造歌曲、造寺魯班、鄧古歌、遭小何物歌、第五叚南花曲、
唱何物歌、唱古人歌、郎老了、唱彭祖歌、唱第六叚飛江南曲、唱送聖
歌、舡成了、舡到水、送神去、第七叚鴨六曲。
至於其他地區的《盤王大歌》則被收集如下：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
，長沙：岳麓書社，2000）、廣東省乳源
《瑤族經書》
的文本
（鄭德宏選編，
瑤族自治縣的文本
（盤才萬、房先清收集，李默編注，《乳源瑤族古籍匯
編》上、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廣西壯族的文本（農學冠、
李肇隆編著，
《桂北瑤歌的文化闡釋》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而且關於中國之外的機構所收藏的《盤王大歌》有德國巴伐利亞州立
圖書館的瑤族手抄本 2776 件，其中 867 件已經被整理記錄。（Höllmann,
T. O. hrsg. 2004 Handschriften der Yao Teil 1 Bestände der Bayerischer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Cod.Sin.147 bis Cod.Sin.1045,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我們就其中以盤王書．盤王歌為代表的有關盤王崇拜的內
容閱覽了大約 200 件。同時也閱覽了 145 件英國牛津大學波多利安圖書館
所藏的瑤族手抄本文本。其中也確認到了盤王歌的記述。另外，南山大學
人類學博物館所藏百鳥文書中，收藏在九個箱子的約 160 件在泰國北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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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大歌書一本上冊》的正文開頭就以問答形式
（4）
誦讀，
完後，祭司兩個人分別分擔左頁或右頁內容輪流進行誦讀。
如果有像「洪水沙曲」這樣的「曲」穿插進來時，誦讀的旋律
就會有所變化。進入「曲」之前主廚官獻上香，祭司打響沙板然後
進行問答（5）進而誦唱「拉里連郎里拉利….」開始誦讀「曲」
。
「曲」終再回到
《大歌書》的正文，開頭幾頁以問答形式誦讀
（圖
9）。
28.（20 日 3 時左右～）祭司把銅鈴遞給歌娘，歌娘誦讀《四廟
歌書》（文本 B–2）的「四斷完了又接鈴歌語」這一內容。接下來歌
娘把銅鈴交給祭司，祭司誦讀《大歌書一本上冊》
（文本 Z–19）的
「接鈴用」並評價歌娘的歌唱。
29.（4 時 40 分 左 右）祭 司 為 取 出《大 歌 書 一 本 下 冊》
（文 本
Z–20）而進行問答
（6）
的內容。
30.（5 時 15 分左右～）
《大歌書一本下冊》
（文本 Z–20）開始以
問答形式誦讀。「又何物段」這一部分內容全部由問答
（7）
構成。
31.（10 時 50 分左右）祭司把進獻給眾神的供品
（內臟、紙錢、
鈴、碗、筷子）裝上船。
32.（10 時 55 分左右）在屋外，三姓単郎 3 人和三姓青衣女人 3
人面對面站立，歌娘和男性歌手繼續誦讀「遊願」
。
33.（11 時 42 分左右）
「打令放船」即主廚官拿來放入豬心的
碗，並與酒和筷子一起擺上。祭司碰倒酒杯讓酒撒出，繼續誦讀
《大歌書一本下冊》
（文本 Z–20）
「解開船、放船去」的內容。
集的瑤族手抄本也閱覽過，並多次確認到有關盤王歌的記述（廣田律子
2011c、2013c、2013d）
。
對《盤王大歌》的構成及其內容進行了嘗試性詳細分析的書籍有黃
海、邢淑芳的《盤王大歌—瑤族圖騰信仰與祭祀經典研究》（貴陽：貴
州人民出版社，2006）
，鄭長天的《瑤族坐歌堂的結構與功能—湖南盤
瑤剛介活動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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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時 52 分左右）由祭司誦讀文本 Z–15 問答形式
（8）的內
容宣布退席，並告知眾神已經開始收拾。
35.（14 時 10 分左右～）
「送王」即祭司先請眾神降臨，然後
獻酒。
36.（14 時 35 分左右～）祭司獻上與眾神約定的紙錢，並用卜
具占卜是否足夠。給「做證」的所有神明及師父、有關的神靈進獻
紙錢。拆願就是為了完成所有的還願而把許願的證書銷毀。
37.（15 時 5 分左右）祭司為繁榮、五穀豐登、家畜增殖、金銀
財寶而祈求眾神，請眾神保佑避開瘟神、災殃、傷神、耗和七精八
怪等帶來災害的東西。
38.（15 時 8 分左右）
祭司進行獻酒。
39.（15 時 12 分左右）所有的紙錢燃盡並被眾神接到，祭司用
卜具占卜是否收納。
40.（15 時 24 分左右）
祭司撒米送神。
41.（15 時 25 分左右）祭司把香爐和水杯拿到屋外，扣着倒出
裡面的東西，用線香寫符完成「送王」儀式。

七、問答的實際
現將在儀式中看到的多數問答形式中截取的一部分及其歌唱的
內容展示如下。從
（1）
到
（8）
為具體內容。
問答（1）的內容：
從哪兒來的？

從產鐵的塘村來的。

來幹什麼？

來做工具
（刀、斧刀等）
。

要花多少錢？

七千八萬。

八萬七千吧！
來幹什麼？

祝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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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什麼了？

帶來牛，還有鴨、鵝。

問答（1）的背景情況是這樣的：聽說擺歌堂，為了給請來的眾
神架過路橋，從產鐵的塘村來了很多訪問者。他們不僅帶來了架橋
需要的鐵製工具，而且為了祝賀還帶來了很多供品。以上
（1）就是
來訪者與擺歌堂的主家進行的問答情況。這裡故意把八萬七千說錯
成七千八萬是為逗大家笑。問答的最後裡面的人拿錢，外面的人拿
禮物進行交換，並且，來訪者被邀請進來，正如文本 Z–26 中記述
的那樣開始開冶煉坊「行到州門開鐵舖

行過縣門得日燒
（走到州

門開冶煉坊、走過縣門得日晒）
」
。先在扣着的銅鑼上放上一個杯子
和一個碗，杯子表示鍛鐵時用的水，碗表示鍛鐵時用的爐。用長笛
表示風箱，然後表演在爐裡加熱鐵，用風箱給爐加溫，打鐵、淬
火、製作鐵製品等鍛鐵過程，而且頭頂銅鈸表示冶煉坊，表演製作
修路所需要的鐮、斧、鋸等工具。所修道路是祖先神降臨祭壇必經
的連州路、行平路等。此外，用牛角笛表示牛，用卜具表示刀，表
演殺牛祭土地神的情況
（圖 10）
。還用一種叫做沙板的類似響板一
樣的樂器表示鴨子，用銅鑼表示鵝，燒紙錢來祭祀土地神。最後以
長笛示天平秤，以牛角示牛，來稱量牛的重量。此時的問答是：
有多重？

三百斤骨頭、四百斤肉

不對不對、四百斤肉、三百斤骨頭吧、太多了
說完這幾句，周圍人都哈哈大笑。接着把拐杖看作樹，表演用做成
的刀、斧、鋸等工具砍樹的動作。先放倒拐杖確認倒後的距離，然
後故意朝着弟子在的方向砍倒被看作樹的拐杖，弟子裝作跌倒的樣
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最後表演用砍倒的樹加工成的木材來造橋的
樣子。期間的問答也是通過說錯了然後被糾正這樣的相互搭話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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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引人發笑。
問答（2）是文本 Z–15 中以「題目主家問答」為題目的部分和
文本 Z–26 中收錄的內容的並用。開始使用文本 Z–15 的內容，問
答形式是七言，上下句四句為一個內容，並多次進行反覆。
題目

主家問答

伏

問

仔

問仔那州那縣人╱郎

問郎行來做那事

門前打鼓唱敬堂╱行

不

問

正是蓮州蓮大親

蓮州半嶺日便夜

問沒可憐不可憐

伏

仔

問仔為那路頭挨

天光當當不早到

三更半夜正行來

傳

妹

郎來因為路遙遠

蓮州半嶺日便夜

○郎連也到門前

伏

仔

問仔那州那縣人

天光當當不早前

三更半夜到門前

傳

細句劉三說報娘

使
問
報
問
報

妹

聽聞王主人還聖願

郎來今夜○敬堂

借

仔

借問遠鄉有意郎

得知主人還聖願

那人說報唱敬行

早得三朝郎曉○

主人有意仔有心

小郎一心來○願

莫怨小郎行路深

難

仔

難為貴仔到娘鄉

難為風流行夜路

本當難怪路頭長

莫

不╱莫怨小郎行路深

問

為
怨

仔

蓮州半嶺日便夜

問妹可憐不可憐

不

仔

不怨風流路來遠

難為風流行夜路

十分辛苦又可憐

怨

湖南省藍山縣過山瑤的還家願儀禮與盤王傳承及其歌唱 213

傳

報

妹

說報大王姉妹齊

郎來因為路遙遠

大家有意接郎來

聽着路遠來接仔

難為今夜到娘鄉

蓮州嶺上見誰怪

報郎有怪莫包藏

蓮州半嶺見小怪

得見山豬隨路來

家主聲聲還良願

金銀財白掃入街

伏

仔

借問行平連大郎

行平嶺上見誰怪

報郎千萬莫包藏

行平嶺上見着怪

得見山豬作笑行

家主聲聲還良願

金銀財白掃入堂

伏

仔

問仔伏靈連大親

伏靈嶺上見誰怪

誰怪行來說報人

伏靈嶺上見小怪

得見烏龜攔路綿

家主聲聲還良願

金銀財白掃入廳

伏

仔

問仔伏江連大雙

伏江嶺上見誰怪

誰怪代來說報郎

伏江嶺上着見╱下上怪

得見野狸飛過天

家主聲聲還良願

五谷豐登千萬年

問

問

問

歌詞大意是：
一女問：請問，哪州哪縣的人啊？何事而來？說什麼在門前打鼓，
在歌堂唱歌。
一男答：請不要問了。是從連州來的，從連州走到半山腰天就黑
了。您不覺得我可憐嗎？
二女問：請問，是從哪條路來的？為什麼這麼晚才到啊？
二男答：回答您，從很遠的地方來，從連州走到半山腰日頭就落
了，慶幸的是在當天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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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問：請問，從何而來？為什麼天黑之前沒趕到？為什麼這麼
晚？
三男答：答覆您，小聲答覆劉三娘。聽說主人舉辦還家願，我為唱
歌來參加。
四女問：請問，是從遠方來的盛情的人吧？好像聽說了有還家願，
哪位說的有歌堂啊？
四男答：三天前知道的。主人盛情我真意，誠心誠意來參加。請您
不要生氣因道遠而來晚。
五女問：錯怪您了，無理責備讓您受委屈，難為您到此來。風流倜
儻的人啊走夜路，承知您遠道而來。
五男答：勿怨我。路太遠，從連州走到半山腰天就黑了。您不覺得
我可憐嗎？
六女問：不怨您。風流倜儻的人啊遠路而來當然不生氣，只是有點
兒疑問而已。真是辛苦了。
六男答：先到的三人是大王的姑娘，為了盤王到此來。遠道而來的
姑娘們在等着迎接我們。
七女問：遠道而來卻責怪您讓您受委屈。翻過連州的山時看到什麼
可疑的東西了嗎？如果遇到了，請不要隱藏。
七男答：在連州的山上看到了奇怪的東西，豬跟着來了。家中舉行
盛大還家願，金銀財帛也跟到家裡來。
八女問：請問，請問行平大郎。越過行平的山時，沒看見什麼可疑
的東西嗎？請不要隱藏。
八男答：翻過行平的山時看到了奇怪的東西，看到了豬在笑。家中
舉行盛大還家願，金銀財帛也跟到家裡來。
九女問：請問，請問伏靈大郎。在伏靈的山上沒看到奇怪的東西
嗎？若是遇到了，好好說給我吧。
九男答：在伏靈的山上看到了小怪，看見烏龜擋路睡大覺。家中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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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盛大還家願，金銀財帛也跟到家裡來。
一○女問：請問，請問福江的二位。在福江的山上沒看見奇怪的東
西嗎？看見了什麼樣奇怪的東西請好好說吧。
一○男問：在福江的山上看見了奇怪的東西，看見狐狸飛着橫穿過
天空。家中舉行盛大還家願，但願五穀豐登永遠持續。
以下使用的是文本 Z–26 的內容。
正是連州聰明仔

歌曲聲聲到仔邊

前般百樣都報盡

無人生能仔聰明

郎來門前站一夜

一得主人門搧開

難為主人來接仔

相賀家主百樣齊

難

仔

難為貴仔好心機

一心開了把郎入

接郎入屋讓神思

湖南大門雙搧開

得見大王百樣在高台

紅羅沙帕都掛盡

大王姐妹都來齊

左手執郎長沙鼓

右手接郎好貴鈴

連州貴郎行到外門外

少郎雙手接入廳

多謝郎情天樣大

多謝郎情糖樣甜

主人開門把郎入

正是有心有意人

左手接郎橫笛吹

右手接郎好貴鑼

為

伏靈╱江貴人行╱到外門外
難

為

小郎雙手接入堂

仔

難為貴仔好心機

家主聲聲還良願

大家有意讓神思

門前石壁能花開

主人有事請神來

主人有事請神到

郎來今夜唱歌堂╱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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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大意是：
一一女問：聰明的連州人啊，一邊唱一邊來，關於各種怪事也講給
我廳，真是一些聰明的人。
一一男答：在門前站了一晚，一直不給開門。給您添麻煩了，出來
接接我吧，對主人的祝賀都備齊了。
一二女問：給您添麻煩了，感謝您的用心良苦。誠心誠意想打開門
迎接您，迎接您進來一起感謝神靈。
一二男答：湖南大門被打開，祭祀大王的儀式場已備好，紅羅帳也
貼好，大王的姑娘們也都集聚而來。
一三女問：左手接過鼓，右手接過鈴。從連州來了貴人，執少年郎
雙手入大廳。
女

：感謝您像天一樣大的情意，感謝您像糖一樣甜的情意。
開門請進來，真是情意深厚的人。

女

：左手接過笛，右手接過鑼。從伏靈、福江來的貴人已到
門外，雙手接少年郎入房屋。

女

：感謝您，感謝好心的人。家中舉行還良願，大家誠心誠
意感謝神靈。

女

：門前石壁開花真高興。主人誠心請神來，主人真心請神
到，請郎今夜唱在歌堂。
以上的問答是聽說主家擺歌堂，從連州、行平、伏靈、福江趕

來唱歌的男性和主家女性之間進行的問答。此問答本是男女之間進
行的，但現在由祭司們取而代之。
開始主家女性無論如何也不願接受來訪者，並責怪說三位唱歌
的姑娘已經來到，為何來訪者遲到。而後接受了來訪者，但是詢問
其在途中是否遇到了可疑之物，來訪者回答說遇到了。實際上可疑
之物被看作是吉祥物。來訪者的男性攜福而至，為主家帶來福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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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主家。最後主家的女性收了由來訪者帶來的樂器
（長鼓、笛、
銅鑼、沙板）歡迎其到來
（圖 11）
。
來訪者被看作是從瑤族31 反覆遷徙移居的地區連州、行平、
伏靈、福江而來，這些地點是在歷史上被認為與祖先有着密切關係
的。正因從祖先神存在的地方來，所以來訪者被認為是帶來福氣的
存在而被接受，但是為了確認其真偽才有了以上反覆的問答。
問答之後，又用口語「看到什麼奇怪的東西了嗎？」
「看到了」
這樣互相搭話的形式引起周圍的發笑。
問答（3）主要以主廚官跳長鼓舞而展開。弟子先表演從背後仍
下玉簡「做鼓」的情景，然後主廚官表演「置鼓」。用細竹纏起玉
簡的上下表示鼓已備好，接着拿着玉簡蹲下來做「試鼓」之樣，意
思是看看鼓做得是否滿意，最後進行砍樹做長鼓的問答
（3）
。
去哪兒了？

山裡。

去幹什麼？

砍來了樹。

做什麼？

做長鼓。

接着祭司誦讀《善果書○乙本》
（文本 Z–16）中〈唱古木出世歌〉
的內容表演「聽鼓」。意思是在歌堂打響的是用梓木做出來的鼓，
其音色美妙動聽。之後，由主廚官作長鼓舞的表演。長鼓舞原本是
由兩個人表演，主要由瑤族飄洋過海的情景、還盤王願的儀式、搗
31. 吉野晃認為，對瑤族來說伴隨着農耕火種的移住，無論是從神話、禮儀文
書、還是從個人之經驗層次上講都是共通的，認為這種遷徙是由先祖代代
持續下來的「祖傳事業」。這「不僅是一種生計，也是區別於以水稻耕作
為生而定居的他民族的一種特徵」。瑤族的民族認同感也是以不斷持續的
遷移為核心，并以神話來反映出移住的經過。這種情況，不只泰國北部，
藍山縣的瑤族也同樣可見。由此可以認為是瑤族共通的部分（吉野晃
2001、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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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糕、磕頭、樂神、建房、農耕
（火田）
、度戒儀式的磨刀場面等
72 個動作構成，但實際上跳的是測量、挖地、種樹、砍樹、做木
架、掃地、鋸木板等內容。從製作長鼓開始的長鼓舞是由身體語言
表現的瑤族歷史、生活及祭祀的重要內容
（圖 12）
。
祭司誦讀《善果書○乙本》
（文本 Z–16）中「出門外園堂」的
內容，表演在歌堂唱大歌的「唱歌堂」情景。
問答（4）是《大歌書一本上冊》
（文本 Z–19）的內容。用盤王大
歌抑揚頓挫的曲調唱的 tuanga（當地語）
。共 36 段其目錄如下：
起聲唱、初入席歌詞、隔席唱、論娘唱、日出早、日出
晏、月正中、日正斜、月落江、月落西、月落流、夜黃
昏、夜深閽、夜深深、天上星、天上星、月亮亮、第一洪
水沙曲、天大旱、天柱倒、洪水發、洪水浸、北邊暗、天
暗烏、葫蘆叫、葫蘆熟、見大怪、伏羲相合、為婚了、第
二三峯閑曲、造天地、置天地、唐王出世、平王出世、信
王出世、第三滿叚曲、大盤州、小盤州、第四荷葉盃曲、
桃源洞、閭山學堂、造寺魯班、花巧、橙古何物、古何
物、第五南花子曲、彭祖、郎老、第六飛江南、不倒地、
船到水、神去也、第七梅花大盌有頭無尾歌詞
這部分目錄中大歌的每一段開始的部分都以問答的形式誦讀。
下面以《大歌書一本上冊》
（文本 Z–19）這一部分為例作介紹
（圖 13）：
唸（意思是什麼，讀 niyan）
話唸村唸堂到
唸上唸頭何後來
唸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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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上唸頭唸後行
唸小唸聲唸廳後
唸得唸來唸也來
唸廳後
唸得唸來唸也行
第一個人一誦唱完，第二個人就誦唱本文部分作以回答：
人話郎村歌堂到
踏上船頭听後來
歌堂到
踏上船頭听後行
郎小听聲又听後
听得娘來郎也來
又听後
听得娘來郎也行
歌詞大意是：
( 前半部無譯文 )
聽說男人村子有歌會
登上船頭、聽聽就來
有歌會
登上船頭、聽聽就來
他聽了又聽
聽了若是她來了他也來
若是聽了
聽了若是她來了他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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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人把唸
（niyan，什麼的意思）換到七言上下句四句
（第
一句的一、三、五字，第二句的一、三、五字，第三句的一、三、
五字，第四句的一、三、五字）中一誦唱完，第二個人就把唸的部
分換上回答內容來應唱。這時，於文面稍有不同的是，第一句七
言，第二句七言，接下來是第一句末尾三字的反覆。第二句七言，
第三句七言，第四句七言，接下來是第三句末尾三字的反覆，然後
誦唱第四句七言。詩文是由七言上下句一對兒共四句構成的，但在
實際歌唱中多有重複，而且是設謎和解謎的問答內容。詩文四句為
一組，最初的一句「人話郎村歌堂到」一定位於句首而被反覆誦唱。
《大歌書》的詩文不僅是由七言上下句構成，而且詩文與詩文
之間又夾雜着用 reittyu（當地語）
的抑揚頓挫歌唱的「曲」
（7 韻曲）
的部分。此後繼續唱的大歌的七言上下句的詩文也於開頭列舉的部
分一樣用問答的形式來進行。
進行問答（5）之前，主廚官先點上香，祭司打響沙板，以此相
互暗示之後開始。
問

青天白日

答

白日青天

問

各歌亂唱

答

亂唱亂排

問

亂排亂唱

答

唱歌唱曲

問

唱曲唱歌

答

唱到第一洪水沙

問

伸過第一洪水沙

答

唱的句句也是歌

問

唱的句句也是曲

答

唱得有頭有尾之歌

問

不得唱得無頭無尾之歌

………

歌詞大意是：
青天白日

白日青天

各唱各的

亂七八糟地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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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七八糟地唱吧
唱歌和曲

唱歌和曲
唱到第一洪水沙

唱到第一洪水沙

唱的每一句都是歌

唱的每一句都是曲

唱有始有終的歌

不唱沒始沒終的歌
承前者下句後者再重複一遍，一句接着一句唱下去。然後為了迎合
「曲」的調子唱「拉里連郎里拉利

連郎拉里利拉里

里呀連郎利

連郎拉里利拉里」
（
「洪水沙曲」用）進入「曲」的部分。為了糾
正調子的走調兒在「曲」之間也加入了「拉里……」。「拉里連郎
里拉利…」雖然不明其意，但可認為是一種具有法術性的詞句
（廣
田律子 2011d），迎合每個不同調子的「曲」而改變調子，實質上
的作用是為想出「曲」而唱。
問答（6）是進入《大歌書一本下冊》
（文本 Z–20）時，用問答的
形式表現歌書的下冊被從管理者劉三妹娘的書架上取出拿回到歌堂
的情景。
問

何樂嶺

何樂生子何樂源何樂山

人話石榴何生子何樂生子出何源出何山
答

石榴嶺

石榴生子石榴源石榴山

人話石榴要生子
要生子

石榴生子出深源

石榴生子出深山

把旗╱埂、排╱崩、河╱洞、儺╱壩、溝╱田、京╱州、鄉╱
村、街╱院、樓╱門、廳╱房、京╱棹、廂╱書按順序置換於源山
部分，並且從廂書再按逆順回到源╱山，以示把歌書引導到歌唱場
所的路線，由這種問答的形式引出下冊的內容。在問句中「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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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加入回答的內容進行回答，雖然難以解讀，但是「哪兒的山、
什麼樹的果、哪兒的水源╱哪兒的山、人說石榴結什麼果、生在哪
兒的水源╱長在哪兒的山上？」
「石榴山、石榴果、石榴源╱石榴
山、人說石榴結石榴果、石榴果在深水源╱在深山」之意能讀懂。
設謎與解謎的問答形式是可以明確的。當地人似認為，現實中或者
存在的歌書，不過沒有劉三妹娘的歌魂，是不能唱出真正的歌與歌
詞的，而且歌書被拿到祭壇的路線在設謎裡加以說明。
問答（7）是大歌「又何物段」的部分，由問答形式構成。以開
頭為例，經文的形式雖然是七言上下四句
（如下）
：
何物變

變成何樣得娘連

得郎變成銀梳子

上娘頭上作橫眠

歌詞大意是：
如果變成什麼

如果變成什麼才能跟她相連呢

他如果變成銀梳子才能在她的頭上橫臥而眠
但實際誦唱的卻是以下內容：
問

何物變

變成何樣得娘連

得郎變成何樣子

上娘頭上作橫眠

何樣子上娘頭上作橫眠
答

容易變

變成一樣得娘愛

變成二樣得娘連
容易變

變成二樣得娘連

得郎變成銀梳子
上娘頭上作橫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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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梳子

上娘頭上作橫眠

歌詞大意是：
如果變成什麼

如果變成什麼才能跟她相連呢

他如果變成什麼才能在她的頭上橫臥而眠呢
怎樣才能在她的頭上橫臥而眠呢
容易變

變了一次就能讓她着迷

再變一次就能和她相連
容易變

變了兩次就能和她相連

如果他變成銀梳子
才能在她的頭上橫臥而眠
若是銀梳子就能在她的頭上橫臥而眠
大概內容是男性變成了女性從頭到腳穿的、戴的東西。主文七言上
下句四句之中第三句和第四句以問變什麼、變了又能怎樣這樣設問
的形式，不斷反覆，引出答案。比如「變成什麼好啊？如果變成那
樣又會怎樣呢？」
「容易變容易變，變成什麼好啊？如果變成那樣
又會怎樣呢？」像這樣以設謎的形式反覆誦唱來展開下面的內容。
實際的歌唱是非常複雜的，如果只看經文的文面是不能理解這種歌
唱法的。
問答（8）的內容如下：
酒是何人酒
棹是大王棹

棹是何人棹

何人聲々還良願

家主聲々還良願

酒是大王酒

何人棹上得分明

大王

棹得分明
將準備收拾這件事通知盤王，然後造歸船、載上供品。在準備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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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特意以設問、設謎解謎的形式告知眾神，促使神的歸
去。
至於其他的問答，可以看出，雖然不是直接的大歌問答，卻在
大歌進行的前後以成對兒的內容進行誦讀。
進入大歌之前誦讀的是《大歌書一本上冊》
（文本 Z–19）最初
的「坐席三幡」的內容
（27、19 日 21 時 30 分左右～）
。其內容與
在即將進入下冊時誦讀的《大歌書一本上冊》
（文本 Z–19）最後加
入的（28、20 日 3 時左右～）
「接鈴用」相比，明顯看出是成對兒
的。在「坐席三幡」中誦唱的是「如果不承受大歌的作者劉三妹娘
的歌詞及歌聲，粗暴的言語將不能滿足連州、行平、伏靈、福江、
五旗、家先的心」，在「接鈴用」中誦唱的是「承受了劉三妹娘的
歌詞與歌聲，高貴的言語使眾神滿足」
，由此承前啟後。
盤王願儀式從廣義上講是對祖先的祭禮。通過誦唱集神話敘事
和歷史敘事為一體的《大歌書》即《盤王大歌》，不僅是對祖先的
讚頌、對自民族的起源及與出身有關傳承的再確認，也是對世代傳
承的祭祀約定及為履行其約定而進行的一種儀式。
在本文所舉事例中，歌被認為是由神的聲音傳遞而來並引出歌
書與歌詞才能開始歌唱。歌唱大歌本身也可以稱為一種非常神聖的
行為。據永池健二32 所見：
「以歌唱行為來影響看不見的存在，用
語言使隱藏的東西表露出來」。本文事例中也採取了歌唱這種有效
的方法，使祖先的移居記憶、祖先的歷史及被看作神的祖先表面
化。並且比嘉実33 在對南島歌謠的研究中也認為「依靠語言內在
的神靈、以法術來對抗並欲克服自然的祭祀歌謠並不只是一味依賴
巫術的精神，不能忘記的是對自然的歷史性及經驗性的認識是它的

32. 見永池健二
（2011: 342）
。
33. 見比嘉実（1982: 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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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瑤族的大歌也同樣，不僅是民族對抗自然的積累，也是各
種知識及精神文化的凝聚。歌唱中，在採取問答與反覆的形式的同
時而表現出來。

八、儀式的主題̶與盤王的約定與履行
關於還家願儀式的目的，多數研究者已對此展開了論述，34
本文在承襲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新論。總之，對瑤族來說，
盤王傳承不僅具有儀式知識、文本記述、口耳傳承等多樣性，而且
存在多種傳承內容。這些要素錯綜複雜且並不矛盾地融合為一個整
體，形成了世代傳承的儀式的根本。最後關於還家願儀式的主題，
加上通過對當地人的採訪調查了解到的知識，我們能夠得出以下結
論：
1. 於瑤族儀式有關的神可以分為道教系的神、梅山系的神、與盤王
有關的神、灶神、土地神。可以認為，瑤族的神靈世界是眾多混合
體的神構成龐大的神的系統。
2. 通過掛家燈儀式獲得繼承家業祭祀祖先、在家先單上列入法名的
資格，屆時與道教神結師徒之緣，35 法師被認為是太上老君。

34. 竹村卓二認為，盤皇願儀式的目的是為了履行太古瑤族的先祖與救世主盤
皇的約定
（竹村卓二 1981）
。吉野晃認為，盤皇祭祀是對救護 Iumien 瑤族
的盤皇舉行祭祀的謝恩儀式。掛燈是 Mien 成年男子必須通過的成人儀
式，採取道教道士授任儀式的形式，也是一種功德造成的修道儀式。掛燈
是家先與受禮者之間確立祖先—子孫關係的儀式（吉野晃 2010、2011）。
張勁松認為，還家願是繼承祖先祭祀，為了成為祭祀先祖和消災祈福的祭
司而舉行的。如果三代人不掛燈不還願，其子孫就不會被祖先盤王認可
（張勁松 2002）
。李祥紅認為，掛燈是作為即是始祖又是救世主的盤王的
子孫，為了成為繼承其祭祀的祭司而舉行。盤王祭祀的目的在於消災祈
福，後來演變成還願儀式
（李祥紅、鄭瓊豔 2010）。
35. 大運錢時，將寫著受禮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的紙靠近三清，然後貼上
（廣田律子 2011a: 33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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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盤古被認為是創始神的同時，文本上又分類於盤王系，屬於福江
廟，與盤王混淆在一起。並且據祭司講，盤古被認為是太上老君的
父親。
4. 據文本記述，盤王生於西天福江，其出生和死亡都是在辰日辰
時，用犁耕田使用高機編織苧麻布，並於福江之地結緣，與連州的
唐王、行平的遊師、伏靈的五婆、廚司的五旗並稱為三廟王或四廟
王。從與地名結在一起的眾神身上可以窺見常年不斷遷徙移居的瑤
族的歷史。當地人認為三廟王中盤王最為特別，並且救世主盤王
（Pien Hung）與龍犬盤瓠36（盤護）
是共同的。
5. 當地人認為盤王即是祖宗又是祖先神。37 把自家門口正中央作
為祭祀盤王（三廟）
的場所，自家直系的先祖祭壇避開正中央，設在
左方或右方。
6. 正如神話所說，渡海遇難時向盤王許願求救，順利上岸，為了履
行約定舉行祭祀。與盤王締結的約定關係傳至於今。盤王不僅是救
世主而且作為祖先神，作為子孫許願的對象被祭祀，並舉行還願儀
式流傳至今。
7. 還家願儀式的前半部分是對家家戶戶以前許願的還願儀式，而後
半部分則是再現神話世界裡的許願與還願儀式。家家戶戶舉行的願
望實現後的還願儀式中，對盤王的祭祀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認為，
貫穿全體儀式的重要主題就是與盤王的祭祀約定和對祭祀約定的履
行。
8. 敘述神話及歷史的大歌的詞章是由祭祀性較強的七言構成。可以
推測，由七言構成的具有很強祭祀性的詩文，在祭祀的場合以歌唱

36. 從丸山宏的採訪調查
（丸山宏 2010）以及這次儀式場外貼的評王券牒的複
印也能推測到。
37. 不是指血統，借用吉野晃的話來說就是意指比喻性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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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表現出來，加強了其法術的力量
（廣田律子 2009）
。借以神
的聲音來傳述的七言曲調及瑤族的主要民族知識也意義匪淺。大歌
的很多歌唱場面採取了問答、設謎、解謎、與從傳承的祖先移住地
來的訪問者相遇的表演等多種形式，特別是設謎解謎這一形式尤為
重要。它巧妙地把民族知識融入謎底，為人們提供了學習民族歷史
的機會，而且通過設謎來刺激求知的慾望，進而通過反覆的手法加
深記憶。對句與反覆的修辭手法原本被認為在儀式中是很重要的形
式，38 本論所舉事例中也經過對多次使用反覆修辭手法的確認，
可以認為記述民族神話及歷史的大歌的歌唱中的反覆是祭祀歌謠的
一種特徵。
筆者認為，將藍山縣還家願儀式的盤王傳承範圍擴大，有從瑤
族全體禮儀體系中把握的必要性。在藍山縣收集的其他文本以及同
省近鄰的江華縣、資興市、接鄰的廣東省乳源、廣西壯族自治區的
賀縣、大瑤山的文本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關於盤王記述的內容。
另外，白鳥調查團在泰國北部收集的、南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所藏
的文本及收集地不明的文本、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及牛津大
學波多利安圖書館所藏的文本中，也已確認到同樣的記述
（廣田律
子 2010a、2010b、2011a: 361–78、2011c、2012）
。 由 此 可 見， 使
用這些文本舉行過山瑤共同的祭祀，與盤王的祭祀約定和祭祀約定
的履行學說是藍山縣還家願儀式和同一類的瑤族全體的祭祀儀式的
共同主題也不為過。

38. 見山本直字 (200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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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瑤族研究文獻一覽
以下條列書目來自《瑤族文化研究所通訊》第 2 號上發表的文
獻目錄。由神奈川大學瑤族文化研究所吉野晃和丸山宏兩位老師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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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湖南省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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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家先單。

圖 3：掛家燈中的昇凳。讓受禮者坐上太上老君的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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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大運錢。右：居中祭司與受禮者結三清之緣。左：兩名祭司手持席子
跳舞，祈求五穀豐登。

圖 5：放入竹筒後放置在神龕上的願書。

湖南省藍山縣過山瑤的還家願儀禮與盤王傳承及其歌唱 241

圖 6：盤王願的送王中願書被銷毀。
槳

三十扛大進銀錢

紅羅緞

手巾

花旗
粽子

繩子

帆

碇

圖 7：盤王願的祭壇。供品豬象徵渡海神話裡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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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三姓青衣的女性站成一排，歌娘
（右側坐）
唱歌。

圖 9：唱《盤王大歌》的祭司們。

湖南省藍山縣過山瑤的還家願儀禮與盤王傳承及其歌唱 243

圖 10：弟子們扮成冶煉坊的工匠在做架橋的工具。

圖 11：來訪者的男性和主家的女性在門口進行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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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主廚官的長鼓舞。

圖 13：文本 Z-19 問答 4 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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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citation of songs about the Yao

瑤 mythic ancestor Pan Wang 盤王, which are performed during
“Huanjiayuan 還家願” Initiation Rites among the Guoshan Yao 過山瑤 of
Lanshan 藍山, Hunan Province. The data collected strongly suggests
that the practices and documents employed during these ceremonies are
integral for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Yao ritual knowledge. My research
aims at clarifying the overarching theme underlining the “Huanjiay
uan” initiation, through which a person’s ordination name would be
written down in the household genealogy (jiaxiandan 家先單), allowing
him/her to be worshipped as an ancestor after departing this world.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lays out the entire ritual program that involves the recitation of Pan Wang songs, with the discussion centering
on how the Pan Wang legend has shaped these rites. In particular, the
ritual singing which commences in Q & A form exemplifies why the ritual needs to be held. The paper’s second section confirms that the myth
of “Crossing the Ocean” (in which the Pan Wang saved the Yao after
they made vows to offer sacrifices to him) is indeed a recurring theme
in the ritual. Accordingly, the ritual not only honors the vow that the
Yao made to Pan Wang, but also re-affirms the relationship the Yao have
with their ancestors. The final portion of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Huanjiayuan” initiation may vary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vows different surname groups made with Pan
Wang, bu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cond half invariably represents the
myth of “Crossing the Ocea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overarching theme
of “honoring the vow to Pan Wang” as represented by the “Huanji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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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n” initiation is positively intertwined with other Yao ritual performances.

Key words: Yao, “Huanjiayuan,” initiation ritual, Pan Wang, so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