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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記憶與歷史

1995-1998年間，我曾利用數個寒暑期到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進行有關歷史記憶的
研究。我探索的主要問題是：如果「族群認同」依賴其成員們對一些「重要過去」（歷史）的
集體記憶來維繫，那麼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羌族以什麼樣的社會歷史記憶來凝聚認同。1 以
及，我們知道當代「羌族認同」是在民族分類、識別之後才出現的，那麼在「羌族認同」被建
立之前，這兒各地區村寨居民的認同體系及相關社會歷史記憶又是如何？關於前一問題，我曾
在「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一文中說明：漢族歷史學者如何從中國歷史記憶中建構
「羌族史」，並透過土著知識分子將此歷史記憶播入羌族之中；羌族知識分子又如何選擇、詮
釋漢族與本土的社會歷史記憶，建構各種版本的本民族歷史以凝聚民族認同（王明珂
1997a）。在這一篇文章中，我所要探討的便是「羌族認同」被建立前這兒村寨居民的認同體系
及相關的歷史記憶。問題也就是：在中國歷史記憶之外，我們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潛藏的本土歷
史記憶，藉以了解「民族化」之前當地的族群認同體系？這種歷史記憶以什麼樣的內涵組織起
來，它們如何在人群中傳遞？如何在認同變遷中被重新詮釋？如此反映的歷史心性及其變遷又
是如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由這些「另類歷史」來了解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與歷史書寫的本
質，及其可能的演變過程。
羌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也是一個新的民族。它之所以古老，是因為三千多年來一直有些
「異族」被商人或歷代華夏（中國人）稱為「羌」；無疑他們的血液與文化或多或少散入當今
許多中國人及其邊緣人群（包括羌族）之中。但從另一角度來說，它卻是一個新的民族。因為
凝聚當今「羌族」的集體歷史記憶，包括對「羌族」這個稱號的記憶，都在近數十年來才在土
著中被建立起來。大部分的當今羌族說，在1949之前或甚至十幾年前，他們沒聽過「羌族」這
名詞。只有羌族知識分子知道「羌族歷史」（指從漢族歷史記憶中建構的典範歷史），2 而這
些有關羌族歷史的知識幾乎全來自漢族的歷史記憶，或是在當代漢族歷史記憶框架下對本身神
話傳說的新銓釋。但是這並不表示在現代羌族認同形成之前，在這些區域人群間從未存在某種
「族群認同」，或是說他們沒有「歷史」。事實上在我做調查研究的期間，雖然統一的羌語、
典範的羌族歷史與羌族文化都在形成與推廣之中，然而一些尚未完全消失的社會歷史記憶，以
及一些仍然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社會結構因素，使我仍然可以探索在「羌族認同」根植前的當

1

在相關研究中，有的學者偏好用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一詞，有些用社會記憶

（social memory），或有學者予以上兩者不同的定義；事實上所討論的都是人類記憶與社會認
同間的關係。無論是社會或集體記憶，它們的範疇都很廣；不只包括廣義的「過去」，也包括
對現在與未來的想像與期望。本文中我以「社會歷史記憶」一方面強調此種集體記憶與某種社
會認同的關聯，另一方面強調在所有社會記憶中「歷史」對於建構此種社會認同的重要性。
2

在本文中羌族知識分子是指曾受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教育，因此獲得漢文知識體系與此體系

中的民族、國家與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並因此任職於各級政、黨公職與文化教育事業的羌
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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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認同體系，以及相關的社會歷史記憶——後者主要孕含在一種「弟兄故事」之中。
近十年來，在許多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中，「歷史」與人群認同間的關係都受到相當矚
目。在族群本質研究中，「歷史」、社會記憶或人群間一種共同起源想像，常被認為是凝聚族
群認同的根本情感源頭（Tonkin, McDonald, & Chapman 1989; Isaacs 1989: 115-143）。在「國族
主義」（nationalism）研究中，學者也注意到「歷史」建構與「國族」（nation）意識產生之間
的關係（Hobsbawm 1983: 12-13; Smith 1986: 174-200; Duara 1995: 17-50）。過去我也曾在一篇
論文中，以社會歷史記憶的形成與變遷來說明族群認同的根基性與工具性本質；以族群認同的
根基性而言，我認為族群成員間的根基感情模擬源自同一母親的同胞手足之情（王明珂1994:
125-26）。這說明為何在許多凝聚族群或民族認同的社會回憶活動中，追溯、尋索或創造共同
起源永不失其吸引力。
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各種認同與區分體系（如階級、族群與國族）之中；我們因此熟悉
相關的正確歷史，也常常經驗到「歷史事實」如何被爭論與一再被重新書寫。無論如何這都是
我們所熟悉的歷史。然而，在透過與人類各種社會認同相關的「歷史」研究中，或透過「歷
史」對人類社會認同的探討中，「歷史」都被理解為一種被選擇、想像或甚至虛構的社會記
憶。如此對待「歷史」的態度，近年來常見於文化或社會史中的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社會記憶研究取向的口述歷史研究，以及歷史人類學之中。學者們的研究不僅是人
們如何在「現在」中建構「過去」（how the past is created in the present），也探索「過去」如
何造成「現在」（how the past led to the present）。後一研究中的「過去」不只是一些歷史事件
與人物，更重要的是造成這些歷史事件與人物的，以及因這些事件與人物的社會記憶而重塑
的，各個時代、各社會階層人群的歷史心性或歷史文化結構。
這種研究趨勢，自然使學者對於「歷史」一詞有相當寬廣的定義，也產生許多關於歷史本
質的爭論：譬如，歷史與神話的界線究竟何在？是否在不同的文化與社會結構下人們有不同的
「歷史心性」，因此產生不同的「歷史」記憶與述事方式？在某一文化中被認為是「神話」的
述事，在另一文化中是否就相當於「歷史」？因此，文化史學者探究千百年前古代社會人群的
歷史心性，社會人類學者探究千百里外各種異文化人群的歷史心性，部分口述歷史學者在主流
歷史所創造的社會邊緣人群間採集口述記憶以分析其特有的歷史心性，其目的都在探求歷史本
質以及社會歷史記憶與人類社會間的關係。主要的理由是：在這些邊緣時間（古代）、邊緣文
化空間（土著）與邊緣社會（弱勢者）的人群中，我們比較容易發現一些違反我們既有歷史心
性與典範歷史的「異例」，因此可以讓我們藉由對自身歷史心性與典範歷史的反思，來體察歷
史的本質及其社會意義。以此而言，羌族的例子有特殊的意義：在歷史上他們被漢人認為是一
個古老的民族，在空間上他們生活在青藏高原邊緣的高山深谷之間，在社會上他們是中國少數
民族中的少數民族；更重要的是他們處在漢、藏兩大文化體系間，也就是說他們同時屬於漢、
藏的邊緣。因此在本文中我希望透過羌族的部分社會歷史記憶，不但探索一種「另類歷史」，
也希望藉此對「漢族」的歷史心性與認同本質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在許多研究中，線性歷史（linear history）與循環歷史（cyclical history）經常被用來分別
兩種不同歷史心性下的歷史時間觀念。這兩種歷史心性之別，或被解釋為西方的與非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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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de 1954: 51-92），或被視為文字書寫文化的與無文字書寫文化的（Jack Goody 1977），
或是近代民族主義下的與傳統的歷史心性區分（Duara 1995: 27-8）。在本文中，我將以羌族的
弟兄故事為例來說明一種歷史心性；它既非線性亦非循環歷史，而是重覆著一個社會結構關
係——弟兄關係——以強化人群間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的歷史。另一方面，它
所表達的強調人群間根基情感的歷史心性，似乎曾流行於遙遠的古代部分人類社會中，而至今
仍殘存於許多當代人群的歷史書寫裡。因此我稱之為根基歷史（primordial history）。
本文的田野資料主要採集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茂縣、理縣、松潘，以及
綿陽地區的北川等地――目前所有羌族村寨都分布在這五個縣之中。部分也得於鄰近羌族的黑
水藏族與四土藏族（嘉絨藏族）中（見圖一）。3 我選擇如此廣泛的田野調查範圍，主要是因
為我不認為有任何典範的羌族或羌族文化；了解羌族只有從各羌族人群的多元文化表徵與歷史
記憶中探索。我也不認為對羌族的研究應受族群邊界約制而限定在羌族之中；相反的，在此邊
界內外探索我們才能了解此邊界的性質。雖然我無法走遍總數上千的羌族與鄰近藏族村寨，然
而本文的田野資料應已包括了深溝高山中的羌族與城鎮羌族知識分子，岷江東路較漢化的羌族
與西路北路較受藏族影響的羌族，羌族中的男性與女性以及不同世代的人，以及，在理縣與羌
族村寨相錯的嘉絨藏族，以及被許多羌族認為應是羌族的「黑水藏族」。
在田野中我所問的主要問題便是：「這一群人是怎麼來的？」所謂一群人，由近及遠，包
括家庭、家族、寨子、溝中幾個寨子的集結、幾條溝中所有村寨的集結、一行政區域人群、爾
瑪、羌族、民族（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等等。受訪者包括村寨或城鎮中的民眾、男人與女
人；受訪者的年齡由十幾歲至八十餘歲不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整回答我的問題；然而在社
會歷史記憶研究中，「不記得或不知道」也有其意義。譬如，解釋村寨或溝中人群共同來源的
弟兄故事主要蒐集於高山深溝的村寨群眾之中。城鎮中羌族知識雖出身村寨，然而他們常說自
己從小就讀書，長大後又外出工作，所以村寨中這些故事聽得很少。相反的，羌族知識分子所
熟知的「羌族歷史」與解釋所有羌族來源的弟兄故事，對村寨民眾而言則相當陌生。又譬如，
以下「弟兄故事」在某些地區是男女老少大家耳熟能詳的事；在另一些地區也許只有少數老年
人知曉。訪問大都在幾位當地人面前進行；他們有時會補充、爭論，但通常會由一位被認為比
較懂得過去的人代表大家述說。訪問以當地的川西方言進行――這是當地使用最普遍的語言。
內容都以錄音機記錄下來，然後逐字譯為文字；因此以下「弟兄故事」也是村寨民眾的口述歷
史記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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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進行採訪的地區有：理縣的縣城、蒲溪溝、薛城，汶川的縣城、龍溪溝、棉篪，茂縣的

縣城、永和溝、水磨溝、黑虎溝、三龍溝、赤不蘇與太平牛尾巴，松潘的縣城、小姓溝，北川
的曲山鎮、治城、小壩鄉、片口鄉、青片鄉，黑水的蘆花鎮、麻窩與知木林（小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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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羌族約有二十萬人左右。他們是高山深溝中的住民；除了在城鎮中從事公職與商業者
外，絕大多數羌族都住在山中的村寨聚落裡。他們居住的地方位於青藏高原邊緣的高山縱谷地
區。村寨一般都在高山深谷之中。家庭之外最基本的社會單位便是「寨」，現在一般多稱
「隊」或「組」，也就是羌族知識分子所稱的「自然村」。在茂縣、汶川與理縣附近，一片石
砌的房子修在山坡上，緊緊聚集在一起，便是寨子的一般形式。幾個「隊」、「組」或寨子構
成一個「村」，即所謂的「行政村」。一個村經常包括三、五個到近十個不等的鄰近寨子。同
村的幾個寨子間，在婚喪、經濟與宗教活動上有相當密切的往來。幾個寨或幾個村，又共同座
落在一條「溝」中。溝，指的是從山中流出的小溪及其兩岸地區；因兩岸都是高山所以稱之為
「溝」。溪有枝狀分支與上游下游，因此溝有大小內外之分。譬如，一個小溝的上游稱內溝，
可能有幾個村（或寨）；其下游稱外溝，也有幾個村（或寨）。這條小溪溝與其它幾條小溪溝
共同匯入一條岷江上游的支流之中，因此所有這些「小溝」又屬於那個「大溝」的一部分。就
在這些村寨中，普遍流傳一些有關幾個兄弟的故事。
!

Δ̌ګͯܦăϨਨ߹ګા
當今北川地區，也就是明代著名的青片番、白草番活動的地區。明代後期大量漢人移民進
入此地區，造成嚴重的資源競爭；這便是青片番、白草番「作亂」的社會背景。關於祖先的來
源，在北川的青片河、白草河流域最流行的說法便是幾個兄弟從外地來，後來便分成當地幾個
有漢姓的家族。有些家族說他們是松潘白羊，或茂縣楊柳溝來的，以強調他們的羌族身份。另
一些則說祖先是湖廣，或湖廣麻城孝感來的，強調他們與漢族間的聯繫。
1. ԧࣇҁछߏଂϨѿዏֽ۞Ăϒ͌؟ᇴϔгડֽ۞ćڗም۞ϨѿѣۮăᖟăаĄͯ˾ฏ
۞ؖкĄԧࣇ۞ˠߏЧгֽ۞...ĂώгˠΪҫˬ̶̝˘Ą̣ˣѐ࿅ᖏࢴᙯĂ̂ณ۞
ˠଂγгዏֽĄࡃ˘г፵˞ĂಶਕڌҘĂֽޢјՅĄ۞ؖă࣎˘ߏౌ۞ͳؖয়؟
˭ֽ۞...Ą̰۞ˠˬ̶̝˘ߏଂϨѿֽ۞Ą˯ֽࣧ՟ˠ...Ăۮಈᝌࡃг፵˞ฟ
ਣĂ࠻݂˞ז̄ĂᏐଜౌֽ˞Ąˠк˞Ă˵ُ̙ኩă൚ֽ̄ЫᖏࢴĄߏౌ۞ਣ
Ϥγгֽ۞Ąԧ࿅ࣧѣ̣࣎Έԙଂڗምͨᄏ֤࿅ֽẶ࣎ˠЧҫ˘࣎гሹćԧ̙
ᖂ˞Ą
2. ̈ឥฏдԧࣇ۞ጸ྆ࢬĂপҾԧࣇᆒछд̈ឥฏĂѝćԧয়য়ᄲĂಶߏസᇃα̌
۞ॡ࣏...Ą༊ॡߏૺăᆒăͳˬؖˠ̈זឥֽĄ࿅ֽॡߏˬԙΈĄ༊ॡ಄၅ྜ۞ಶ
ᄲĂҰӱд֤ӐĄ༊ॡˬԙΈಶ̙Ξਕ఼ĂٙͽಶԼ˞ؖĄᆒăͳăᐷĂԼјᐷĂಶ
ߏˬ୧Ą˘࣎ಶߏࢊፘڒĂ֤ߏᆒछĄΩ˘࣎ߏ̰γĂ༊ॡߏᐷछĄѨ˘࣎ಶۋ
ᛉͧྵ̂ĂனдᄲߏͳछĄˬ࣎Ăٙͽனдᄲᆒăͳăᐷ఼̙ᏐĄˬΈԙ࿅ֽ۞...Ą
Νѐԧԙᔘ˘ͯࢊፘĂಶߏҁ̂д֤ӱזĂܜഇاҝ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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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ԧࣇߏസᇃԂຏ࿅ֽ۞ẶΈԙ࿅ֽẶ࣎ౌͳؖĄࢋдႎăܛᆂăϨڪă̈ឥĄ
̣࣎ΈԙĂ̈ז࣎ឥĂ˘࣎дဥඕ˯၂Ă˘࣎д྆Ąԧࣇয়ߏҖᗁ۞Ăԧࣇछᔘܲ
࣎ᘽͳඳᖠĄ࿅ֽ̣ዅ˞Ăߏ̣ዅͽ݈۞ְ˞Ąࣇౌ̙ߏസᇃ࿅ֽ۞ĂЯࠎΪѣԧ
ࣇ˘छд˛͡Ȉα࿅˛͡ΗĄࣇ˵ᄲߏസᇃ࿅ֽ۞Ăҭࣇྫྷԧࣇ࿅˛͡Η̙˘ᇹĄ
由以上小壩鄉民眾的家族記憶中看來，這些記憶相當混淆，且常互相矛盾。例1小壩報告
人的記憶中，「從白羊遷出來...姓董、姓王的是同一個祖先」，說明內溝中該組兩個大家族的
血緣關係。然而當談到上溝時，他便憶起在更大範圍內，「五個兄弟從松潘毛兒蓋那過來，五
個人各佔一個地盤」這樣的記憶。現在內溝該村正好包括五個組；這五個兄弟是否是這五個組
的祖先，報告人無法確定。
小壩鄉的衫樹林位在內、外溝的溝口，因此比起上游內、外溝的村民，這兒的村民對外的
聯繫更多，更具漢族特質，以及有更多的漢族祖源記憶。例2口述中的三弟兄故事包含更大的人
群範圍，廣泛分布在內、外溝，衫樹林，以及一些不確定的人群。此種不確定性使得由此三兄
弟記憶所凝聚的人群具有相當的擴延性。譬如，這個不確定的弟兄「現在說是王家」的祖先，
而「王家」在當地又是大姓，因此這個記憶可能將三兄弟的後代由內、外溝擴延到整個小壩或
更廣大的地區。
小壩例3的口述記憶，便代表這樣一個聯繫更廣的兄弟故事。例3與例1兩位報告人同寨。
這兒所稱的「王家」，就是例1報告人口中的王、董一個祖先的「王家」，也是例2報告人所稱
「三兄弟」之一後代的「王家」。但在他的記憶中，祖先不是來自松潘白羊或毛兒蓋，也不是
來自湖廣的劉、龍、王三兄弟，而是來自湖廣孝感的王姓「五兄弟」；來此後分散到包含小壩
的更廣大地區。這個記憶不但凝聚小壩的王姓家族，也讓他們得以與更大範圍的北川各鄉王姓
家族聯繫起來。
在此我們必需說明，「湖廣填四川」是一個普遍存在於四川人中的歷史記憶。故事是說，
當年流寇張獻忠把四川人殺得只剩一條街的人，所以現在的四川人都是從湖廣綁著遷來的移
民，而且所來自的地方都是「湖北麻城孝感」。不只是許多較漢化地區的羌族宣稱祖先來自湖
廣，在四川的漢族中這種祖源記憶更普遍。從前或真的有一些移民從湖北麻城孝感來到四川
（孫曉芬 1997），但以目前此祖源記憶在四川人中普遍的程度來說，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其中
大多都是虛構的家族起源記憶。
明代「白草羌」的大本營，北川的片口鄉也有許多類似的兄弟故事。
4. ࣇᄲ۞ۮౌߏଂߨă̈ؖăӵѻъວֽ۞Ąѝວֽ۞छĂວုֽזĂ
֤྆۞ܜፘĂࢊፘĂԯ֤ฟጩֽĄֽࣧᔘ̶˯၂̄Ă̚၂̄Ă˭၂̄......Ą֤ᔘѣˬഐ
̂ߦፘĂˬഐܜд˘ĄᄲߏछֽॡߏˬԙΈĂࠎ˞ࡔֽࣇهĂಶ˞ˬഐߦፘĄ!
5. ԧᄲĂ̂ໄѣˬѺкѐ˞ĂځഈϐഇĂഈܐഇĂଂࡷզᎩ۞ߨĄ༊ॡҤࢍౌߏχ
ᕷࠎϠĄԧࣇᔘ̙ߏѝ۞ĂᄲѝߏϣछĄ࿅ޢĂԧࣇχᕷ֕֕֕ಶ࿅ֽ˞Ąԧࣇ࿅
ֽАᑒϣछઇְĄ็ᄲߏĂԧય࿅ޝкˠౌ՟ѣቁ۞ᄲڱĄᄲߏĂ࿅ֽрညߏ˘छ
ˠĂ̄՟࿅ֽԆĂ֤ᙝ˵ѣĄଂڠѡ˯̣Յ֤ᖙ࿅ֽĂд֤ᙝ˵ѣć࿅ֽΪѣ˘࣎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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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ݾĂಶдاؠ......Ąᄲѝֽ۞ߏˬԙΈĂˬഐፘ̄Ăౌߏᄲ۞Ą
例4報告人說楊家三兄弟最早來這兒。但在例5中，一位楊家的人，雖然他也承認聽過三位
楊家兄弟的故事，卻說只來了一位楊家人。他認為其他的楊家兄弟祖先在青片、茂汶，如此楊
家與當地典型的羌族（青片羌族）或核心的羌族（茂汶羌族）有更密切的關係。4 但他的口述
中更真實的應是：「很多人都沒有準確的說法」。
這樣不確定的「兄弟故事」也存在於青片河上游的上五寨。
6. ԧࣇಕछ۞छᙉᄲԙΈχᕷֽזĂ࠻זঈ࣏рĂኩֽ۞˿࠻ֽ˵ޝрĂಶԯಽ
̄ă˘۞˯̄سᕇܦ༸ᇩ˭Ăᄲځѐܦ༸ሢॡֽ࠻֤ᙝАเĄඕڍᙝሢᔘࢋѝֱĂٺ
ߏວֽ྆ĄΈԙࣧд˘Ą̶ֽޢј࣎г͞Ăனдᔘѣ̶ߏҁ̂۞ᔘߏҁ˟۞ޢ
Ąԧࣇߏҁ̂۞ޢĄҁˠᔘᄲֽࣧѣαԙΈĂְ၁˯ֽ۞ߏҁˬăҁαĂΈԙд
ࡷᎩĄᄲڱனд࠻ֽߏЪநĂ֤ᙝ۞ˠዅ̶Ą݈ೀѐࡷᎩྵಞѣˠֽĄ!
報告人認為茂縣「那邊的人輩分較高」，是因為北川各羌族鄉成立較晚（最晚的在198586才成為羌族鄉），且北川羌族中幾乎已無土著文化遺痕。這種認為北川羌族輩分較低的看
法，也表現在一個擴大的「兄弟故事」之中。
7. ԧனдᄲۮ࿅Νߏ࣎̂۞Οҁ۞ϔĂдเ˿ࣧజχୀ˞ĂҘዏĂ͚̈˘ֽޢᖼז
ةѯ߹ાֽĄ༊ॡ֤ҝ۞ߏ͖ૄˠĄχୀ˞͖ૄˠ̖ޢҝдֽ྆ĄԧᄲĂ༊ॡѣ˝࣎
̄ĂΔ̌ߏҁ˝ĂΨ҃ෳĂ̶זΔֽ̌Ąዶౌд֤ᙝĂΪѣҁ˝дĄдΉЍ
ၷ۞ĮۮΫį̚ѣĄԧࣇ૱ᄲԧࣇߏҁ˝۞ޢĄ!
8. یܠϨᬃѣ˝࣎̄Ă߇ְࢋдࡷᎩ֤ĄϤܦঔዏةזѯ˯ྼĂ࿃ૄ͖זˠĂҭ͖
ૄˠְ၁˯ߏۮ۞˘͚ĄیܠϨᬃதᅳ˘̂ొརֽזĂྫྷ͖ૄˠጼۋĂؕχ̙ᛏ
͖ૄˠĄֽޢಶѣ͇ৠֽ༊ҿĂҭᑒۮĂಶϡϨϮᐝගۮĂග͖ૄˠ൴۞ౌߏహ
۞ڌҘĄیܠޢϨᬃಶԯ͖ૄˠχୀ˞Ąѣ˝࣎̄ಶ̶ڗזምăโͪăࡷᎩăզ
̌ăΔ̌ăநᎩăᎩć̚ௐ˝࣎ז̶̄Δ̌Ăௐˣ࣎ז̶̄Ꭹ...Ą߇ְԧߏ
ଂྤफ़˯࠻ֽ۞Ąۮྤफ़ࢋϤბֽ̳็ٚĂѣ˯ጪă̚ጪă˭ጪགྷĂ̚Ă˯ጪགྷౌ
ߏˠߏިᆃֽ۞Ă˘ᙷ۞Ą
這兩位報告人雖然分別出身於小壩與青片，但都是長期在北川縣治曲山鎮居住、工作的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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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青片上五寨位於最邊遠的支流上游，只有他們保留了一些土著原來的服飾、習俗及語

言。由於這些「羌族」殘痕，以及由上游而下游各村寨的連瑣關係，許多北川羌族鄉得以被識
別出來。這便是為何北川人講起本身的羌文化時常以青片上五寨為例；也因此在他們心目中青
片上五寨是典型的羌族。至於茂縣、汶川則是羌族最集中的地區，建構羌族歷史文化的羌族知
識分子也多出於此兩地，所以已完全漢化的北川羌族認為茂縣、汶川的人是核心的羌族。但北
川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族群中心主義，表現在與汶川羌族間對於「羌族祖先大禹究竟出生在何
處」的爭執之中（王明珂 1997: 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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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知識分子。在這個「阿爸白茍的九個兒子」故事中，他們都說北川羌族是九弟兄中老么的後
代。這個兄弟故事的流傳有多重的社會意義。首先，這故事我在茂縣、汶川、理縣各溝各村寨
的田野採訪中都很少聽過；目前這故事似乎主要流傳在城鎮羌族知識分子之中。阿爸白茍與戈
基人的故事的確保留在羌族祭師端公的經文之中，但端公目前幾乎已消失殆盡。即使有少數朔
果僅存的端公，村民們也聽不懂他們的唱詞（一種據說是較古老的「羌語」）。事實上「阿爸
白茍的九個兒子」故事，是羌族文化工作者與漢人民族研究者由端公唱詞中譯成漢文，然後以
「羌族民間故事集」等形式發表。因此能讀漢文的羌族，關心羌族文化的羌族知識分子，才能
夠將這個故事說得完整。村寨中的羌族農民反而不知道這故事。
其次，以上報告人有關「阿爸白茍九個兒子」之說，來自羅世澤採錄的「羌戈大戰」故
事。在此故事中，阿爸白茍九個兒子所佔居之處為：格溜、熱茲、夸渣、波洗、慈巴、喀書、
尾尼、羅和、巨達。這些「鄉談話」中的地名，在羅的譯註中分別對等於茂汶、松潘、汶川、
薛城（理縣舊縣城所在）、黑水、棉箎（汶川舊縣城所在）、娘子嶺（映秀舊名）、灌縣與北
川（羅世澤 1984）。這些地區包括羌族知識分子的「民族知識」中五個主要羌族分布縣（茂
汶、松潘、汶川、理縣、北川），以及他們的「歷史知識」中過去羌族曾分布的地方（娘子
關、灌縣），以及他們的「語言知識」中其居民應為羌族的地方（黑水）。而在其它版本的
「羌族民間故事」中，羌戈大戰之後並非阿爸白茍的九個兒子分到茂縣、汶川、理縣、北川等
地，而是木比塔（天神）命有功戰士到北由松潘、黑水南到理縣一帶（不包括北川）的著名溝
寨中定居；這些溝寨如，松坪溝、黑虎、壩底、三溪十八寨、大小二姓、九枯六里等等（阿壩
州文化局 n.d.: 26-27）。這些溝名、寨名與聯合地名，代表本世紀上半葉分佈在茂縣、汶川、
理縣岷江西路部分溝寨民眾最廣泛的「我族」概念。如今在羅世澤的版本中，這故事如其它的
羌族弟兄故事一樣，被重新詮釋以符合當前國家民族區劃與行政區劃下的羌族概念。這故事不
同版本間的變化，也顯示詮釋、傳布這故事的人由端公變成羌族知識份子；故事的傳遞由口述
而成為口述、文字記憶並行；故事由說明各溝各寨人群的共同起源，而成為當前幾個行政區
（縣）中羌族的共同來源。這都是「羌族」認同形成中的一些變化現象。
最後，阿爸白茍的九個兒子分別到茂縣、汶川、理縣、北川等地的說法，在茂縣、汶川等
地羌族知識分子中較少被傳述，而北川羌族知識分子對此說比較有興趣。這應是由於北川與其
它羌族地區以大山相隔，分屬不同水系；北川的土著語言、文化早已消失殆盡。這些因素使得
北川羌族處於羌族認同的邊緣而有深切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使得他們特別需要強調本地羌族
與茂、汶地區羌族的同源性。
!

ࡷᎩϖՅ
由北川青片鄉西向越過土地嶺樑子，便是岷江流域的茂縣永和鄉。永和村各寨的人深處岷
江東岸支流之中，在清代時已成為受中國官府管轄的「羌民里」。這兒的人從前被岷江邊渭門
一帶的人視為「蠻子」，而永和各村寨的人則視下游渭門的人為「爛漢人」；現在則兩地的人
大都自稱羌族。永和村各寨中也流傳著兄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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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ԧࣇߏວֽ۞ĄҁछߏഭૄĄ֤ᙝгർޝĂ˘ਠ۞̙ݾᄲྖĂ͐Ą˘࣎็ᄲĂࡦ
࣎זሇ̄ĂזҁገΨĂጯҁገΨಶົᄲྖ˞Ą࿅ֽॡಶΪѣԧࣇ֤˘ˠĄ֕ז
֤ҁገΨ˞Ăݾಶᄲྖ˞Ąᙝೀ࣎ೀͼౌߏֽ֤۞Ąֽࣧ՟ѣˠĂॲॲߏ
ᇹ͙۞Ąഭૄߏ̋ĂԙΈĂ࣯̂дഭૄĂΈԙֽזĄனд˫ວ˘ֱˠаΝ˞Ąࣧ
ֽ֤̏՟ѣˠҝ˞Ąݲ౾Ğ˘ğྫྷ྆۞ˠĞ˟˭၂ğߏଂֽ֤۞Ą!

10. ԧࣇ˘˵ᄲߏഭૄ֤ዏ࿅ֽ۞Ąԧࣇ˵ᄲ֤֕࣎ૄ࣎ܛזሇሇĂ̈ޅזҁገΨಶጯ
ҁገΨĂۓזΨಶጯۓΨ...Ąࣇᄲ˯၂ߏ࣯̂ĂಶߏͱཝഥĄ˘ฤ۞ự̄ĉˬ
ߏͱԍ͐ĂՄ۞ߏͱϩ̄ĄࣇனдቩˬಶߏቩҰࣇߏͱԍ͐ćՄజ
ቩआ͐Ăआ͐ಶߏͱϩ̄Ą˯ă˭၂ౌߏ˟ĂԧࣇͱཝഥĄ!
這個村目前包括四個組，其中二組又分上、下寨。永和例9報告人的版本中，一組、二組
同出一源，他們與渡基的人是「兩兄弟」的後代。現在一、二組大多數的人都同意永和例10報
告人的版本。這說法是「三兄弟」來到這兒；得牛頭的分到二組上寨，得牛尾巴的分到三組
去，得牛皮的到四組去。一組與二組下寨則由二組上寨分出來。另一個版本得自於一位87歲的
一組老人，他說「三兄弟」是分別到一組與二組的上、下寨；一組得牛尾巴，二組上寨得牛
頭。他的說法與例9報告人（六十餘歲）的說法，事實上都在強調一組與二組之間的密切血源關
係。
在以上的口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弟兄故事」在各世代人群間的爭議性與可塑性。老
一輩村民的認同中，只強調一組與二組的「同源」；當新世代村寨居民的認同圈擴大時，當今
中年輩村民將「三兄弟」擴張為四個組的共同祖先，四個組的人都是那些兄弟的後代。一組與
二組被認為是其中一個兄弟的後代，如此認同圈雖擴大了，但一組與二組的人仍宣稱彼此有特
別緊密的同源關係。目前在祭塔子（祭山神菩薩）的習俗上，一組、二組共同敬一個塔子；三
組、四組各有各的塔子。而四個組共同祭的只有「東嶽廟」。當地祭塔子、廟子的習俗與「兄
弟故事」兩者呈現的認同體系與世代變遷是一致的。

ࡷᎩˬᐷгડ
三龍鄉位於岷江西路支流黑水河的一條小支流中。該鄉各村寨在清代中晚期已改土歸流。
而且，這是清代受中國政府能夠直接管轄的最西方「羌民」村寨；再往西或往北去，從前都是
地方土司豪強的勢力。我所探訪的村寨中，只聽得一個兄弟故事。
11. ԧࣇฤѝߏొརॡĂᙝᛳͱొĂ֤ᙝߏѿొĄͱߏ࣯࣯ĂΈԙĂԧࣇᕩ̂ഈ
（按: 指清朝中國政府）ѝֱĄԧࣇͱొĂ̂۞ቑಛᆵޝĄԧࣇભ੧ႇଂڗምભ˭
ֽćАભڗምĂГભโͪĄፂҁѐˠᓾߏԙΈĂԧࣇ֤ͧᙝێಞᆵֱĂ֤ᙝ৫ౕᕇĂ
࣎ˠಶҝд˘ĄΈԙĂԙԙ࿅โͪ࠻ߤګгሹĄֽޢಶщ˘ొ̶ˠ֤ـዏĄ࿅
ޢΈԙщଵр˞Ăಶֽᔛ࣯࿅ΝĄ࿅Ν࠻۞гሹĄಶࢋྫྷ̶࣯छĂ࣯࣯̙ć
ԙԙຐᜦ˘͞Ă࣯࣯̙Ąԙԙྫྷ۞ˠಶԯ࣯࣯χ˞˘Ą࣯аֽĂ̙ڇĂ˫ԯ
ΈԙԘ࿅ֽĂᄲԧྫྷҰ̶Ăඕ˫ڍԯԙԙ˞˘ĄனдԧࣇҁˠᔘᄲАᐝᛏ۞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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ĶᾁЪķᛏĄᗍχ˞Ă֤ԧࣇಶ̶ฟć֤ᙝಶߏѿొĂᙝಶߏͱొĄϨ֤ͽ˭ԧࣇ
ౌ಄ĶᾁЪొķĂԧࣇಶߏĶϞЪొķĂͽโͪࠧࠎګĄԧࣇᄲโ֤ͪګᙝ۞ˠࠜ
ޝĄ!
在這故事中，報告人認為隔黑水河對望的兩岸各村寨是有敵對關係的兄弟。一個勒依寨的
老人也說掐合部、瓦合部常打來打去，他不知道這是兩個兄弟；但他的同寨後輩（中年輩）則
說掐合部、瓦合部是兄弟。位置更高的諾窩寨中，報告人則說沒聽過掐合部、瓦合部。

ڗም̈ؖ!
松潘地區是阿壩州羌族分布的北界，而松潘鎮江關附近的小姓溝正在羌族、藏族錯居的地
方。從前鎮江關一帶的人稱小姓溝人是「猼玀子」——會偷會搶人的蠻子；小姓溝的人則稱鎮
江關人是「爛漢人」。目前小姓溝有羌族也有藏族村寨。鎮江關則是藏、羌、漢、回混居。這
兒的羌族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遠較其它地區的羌族為低。他們在宗教信仰、生活習俗與居
住、穿著上與附近的熱務藏族相似。我所採訪的村寨，埃期村，是這條溝中最深入大山中的一
個村寨；當地居民的漢化程度又比同溝中其它村寨的人為輕。這兒的村民們，除了少數出外讀
書的年青人外，大多沒有漢姓。這個村目前由三個組（白基、白花、潔沙）構成；二組又分成
白花與梁嘎兩個小寨。在這兒，「兄弟故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然而與其它地區不同的是，
在這裡即使是十來歲的小孩都知道這三弟兄的故事（例13的版本）。
12. ऄഇ็ᄲ˘ฟؕѣˬԙΈ̶छĂ̶࣎ˬזг͞Ąдԧࣇٗ̄˯͞Ăֽࣧಶд֤Ąனд
ѣ̱͗ˠĂεͫޢಶ՟ˠҝ˞Ą࿅Ν็ᄲˬԙΈ̚д֤࣎˘˞Ąګឥᐝ֤ᙝ˘࣎̋
ᐝҝ˘࣎ΈԙĄΩ˘࣎ಶд˘۞г͞Ăಶᇹ൴णֽĄᔘ˘ᄲߏख़ഇ̣၂ĂΒ߁
˘ăϨ܅Ğ˟ğĂ˘࿅ΝĂᆜᆜ˯ѣ˘࣎၂̄ĄˬೀѐࡓفܜॡĂ˘ѨႸ
়Ă൬়ĂˠౌѪЍ˞Ą!
13. ѝ՟ѣˠ۞ॡ࣏ĂˬԙΈĂ࣯̂ߏ˘࣎ก̄ĂΈԙ˞ֽזĂᔘ˘࣎˴Έԙ˘זฤΝ
˞Ą࣯̂ᄲĈĶԧҝĂΞͽខ͉วķćٙͽˬฤ͉วខѝĄ˴ԙѣֱُĂ˟
࣯ಶᄲĈĶ֤ҰѪ˞ಶःזԧ˟ฤֽĄķٙͽ˘ฤ۞ˠѪ˞ౌֽזٶःĄ!
14. ˘۞ˠĂͽ݈ߏˬԙΈֽ۞Ąͽ݈՟ˠĂˬԙΈߏଂ۞ֽ˯˭غĄ˯ֽӱд͡࠺
֤̄࣎˯Ą˫࿅˞˘࣎͡Ą֤࣎ಶߏĂ̙ߏˬԙΈಊĂ֤ߏ˝ԙΈĂ˝ԙΈҫ˞
֤г͞ĄˬԙΈχϾд୧ĄᔘѣԙΈχϾд֤୧Ă̂ႬᙝĄᔘѣԙΈχϾд
̂ګϒĂሤચડĄ˝ԙΈߏเ૰Ă২ഈᔘߏเ૰ĉ২ഈ୭ˠˣѺ༱ĉเ૰୭ˠˣѺ
༱Ąಶྴ̙௲˞Ăಶ֕זĄ˘छ˝ԙΈಶ˞ֽזĄಶߏд২ؕ࠱۞ॡ࣏Ą!
15. ˛ԙΈĂโͪѣ˘࣎Ăڗ˘࣎Ăࡓ˿˘࣎Ă̈ؖѣ˘࣎Ăᵈͱѣ˘࣎Ăڗምѣ˘
࣎Ăᗉѯᙯѣ˘࣎Ą̣࣎дܕܢĂዏΝ࣎ć˘࣎дโͪĂ˘࣎дࡷᎩĄऄഇߏˬԙ
Έ̶छĂҁ̂д˟Ăҁ˟дˬĂҁˬд˘ĄˬԙΈ̶̙ࣧۺछĂҁ̂ຍĂͽ
ޢԧࣇΝ͵˞ԧࣇˬ࣎ˠᔘߏ˘࣎ᆨુĂಶߏ˟۞֤࣎ᆨુ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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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四例的口述中，「三兄弟故事」說明目前這條溝中三個寨的祖先來源；這是當前這
兒最普遍的社會記憶。例12中報告人提到另一種說法，原來當地有五個寨子，其中之一在三十
年代因疫疾而滅絕。據說人已滅絕的寨子殘跡還在那兒。這個說法應有幾分真實。民國十三年
修的《松潘縣志》中記載，略位於小姓溝埃期附近的寨子有：柴溪寨、納溪寨、白茫寨、白柱
寨、料槓寨、背古樓寨等六個寨子（傅崇矩 1924: 4.36）。經與數位報告人查証後得知：白柱
即目前的一組白基；白茫應為白花之誤，即二組；料槓即梁嘎，是二組的上寨；柴溪是三組；
其它兩個寨子不清礎。雖然無法證實在三十年代紅軍過境時這兒真有五個寨子，但在過去此處
的確不止三個寨子（二組是將兩個寨子合在一起形成的）。因此「三兄弟分別為三個寨子祖
先」的故事，應是在近五十年來被創造或修正出來的記憶，以符合目前只有三個「組」的事
實。
例13報告人說了同樣的三兄弟故事，但說得更詳細。這也是目前所有三個組民眾間最典型
與最普遍的說法。在這故事中，老二與老三關係格外親密；不只住在同一邊，死了也葬在一
起。目前三組在陽山面（早晨曬得到太陽），一組與二組兩寨座落在陰山面。這個兄弟故事所
顯示的人群認同與區分體系，也表現於三個組敬菩薩的習俗上。三個組都各自有自己的山神菩
薩；二組上、下寨也有自己的菩薩。二組下寨（白花）又與一組共敬一個菩薩，「忽布姑
嚕」。三個組共同敬的大菩薩就是「格日囊措」。因此，據村民說，因為一、二組同一個菩
薩，所以常聯合和三組的人打架。
例14中報告人也說「三兄弟故事」，不同的是，他說埃期這三兄弟是九兄弟的一部分。九
兄弟中，事實上他只提到七兄弟的去處；三個到埃期，兩個到大爾邊，兩個到熱務。「兩個到
大爾邊」可能指的是，在大爾邊那條溝中實際有兩個大村：大爾邊與朱爾邊。5 熱務與大爾邊
是埃期的左右緊鄰。在目前的民族分類中，熱務居住的是說熱務藏語的藏族；大爾邊、朱爾邊
居民則是羌族，語言與埃期的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因此這個「九兄弟故事」擴大了以「三兄弟
故事」來凝聚的埃期三寨認同。而且其所孕含的人群認同範圍，打破了目前藏、羌間的邊界，
這一點相當值得注意。6
例15報告人首先提到的是「七兄弟的故事」，這七兄弟故事涉及更廣大的人群範圍。這些
地區人群，以目前的民族與語言分類知識來說，包括有紅土人（熱務藏族），小姓溝人（藏
族、羌族），松坪溝人（羌族）、鎮江關人（漢化的羌族、藏族與漢人）、松潘人（以漢族、
藏族為主）、旄牛溝人（藏族）與黑水人（說「羌語」的藏族）。在這樣的兄弟故事記憶中，
由於小姓溝所有村寨的人是其中一個兄弟的後代，因此「小姓溝人」認同得到強化。另外，更

5

在茂縣太平牛尾巴村中，有部分老人則說大爾邊、朱爾邊與小爾邊――所謂「爾邊三寨」―

―是由牛尾巴遷出的三弟兄所建立的。
6

許多報告人說，以前這兒雖然有語言上的不同，但並沒有所謂羌、藏區分。社會區分主要在

於牛部落與羊部落之分；這是兩種不同派別的藏傳佛教。埃期的確有許多老年人是由熱務嫁過
來或入贅的。村民說，在民族分類、識別之後，羌、藏區分就愈來愈清礎，通婚的也就少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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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這「七兄弟故事」強調一個以小姓溝為核心，跨越茂縣、黑水、松潘三縣，包含許
多村寨與城鎮藏、羌族群的人群認同。這個人群範圍，也就是小姓溝人經常能接觸到的、與他
們共同祭「雪寶頂」山神菩薩的人群。這位報告人早已遷出村寨，住在小姓溝羌、藏村寨居民
出入門戶的「森工局」。這是一條總共只有十來家商店、住宿處的小街市。運木材的卡車司機
在此休息過夜，溝內各村寨羌、藏年青人也喜歡在此逛街吃喝。這或許是報告人強調「七弟兄
的故事」的主要社會環境因素。另一方面，他說「ҁ̂д˟Ăҁ˟дˬ」，與當前村寨民
眾的說法（見例13）也有出入；這也是一種社會失憶。
!

நᎩᗔཝ߹ګા
雜谷腦河流域的理縣，縣城中羌、藏雜居。羌族村寨則分布在縣城東邊甘堡以下；往上游
去便都是四土人（嘉絨藏族）的聚落。這一帶羌族村寨常與四土人村寨相錯，因此他們與四土
人有相當密切的往來關係。這兒的羌族常自稱五屯的人，因為他們多在清代當地五支屯兵中九
子屯的調兵範圍內。沿雜谷腦河的大道是入藏或進入川北草地的一條孔道，自古以來便有中國
官府駐防，以及有漢人來此經商，因此這兒的羌族與藏族都有漢姓。但除了接近河壩寨子的人
外，一般很少有人稱本家族是「湖廣填四川」來的。這兒的村寨中，也經常有「同姓兄弟故
事」，而且愈偏遠的寨子裡愈普遍。
16. ԧछ۞࿊ߏˬΈԙזᆧᐝĂࡗȈ˟Ă̶јˬछ࿊Ąѣ˘࣎ঢ়ૅĂѣ˘࣎ᓁ͚ᘨĂˠ
ֽ֤֤྆྆ΝĂֽޢೀ࣎̈̄ޅౄͅࠁԯι˞Ąͽ݈۞ဪ༫р࠻ĂѣϮ̄Ăᔘ˞ג
фĂˠֽ֤֤྆྆Νౌѣ...Ąؖ࿊۞ˬԙΈĂ̙ۢߏ֤˘̶࣎זᜠϥĂ֤˘࣎ߏᜠĄ
ᅙˠ࣎ॲॲ՟ѣˠ˞Ăϥ͚ˠкĄ!
17. ԧࣇछߏܐଂγࢬ˯ֽ۞Ăԧࣇ۞ߏ̂ćѣ̈ă̂Ăѣ֎֎ѿĄͽ݈ѣ
ೀԙΈĂѣ˭ૅ۞ߏ̈Ă՟ѣ˭ૅ۞ߏ̂Ą˭ૅߏזҾˠछ˯۞ܝĄ˭ૅ۞ޢᐝ
ӱĂ՟ѣ˭ૅ۞Аᐝӱ......ĄԙΈֽĂ˘࣎˭ૅĂ̶ј̈ă̂ćֽ֤۞̙ፍĄ!
18. ͢྿ؖ۞кĂ˘࣎छѣȈкछ......ĄፂᄲΟԧࣇ՟ѣؖĂѼֲᘲ˘˘ᇹĄҁ
ˠछᄲߏϤٗ̄۞Щфଯֽ۞Ăᛊтٗ̄д˭ࢬಶؖआĄଂϔֽ࠻Ѻ̶̝Ѻౌߏᖟ
ĂٙͽΟ՟ѣؖ......ĄԧछֽॡѣˬԙΈĂαặѺѐ݈ଂֽ֤̙ć࣎д͢
κĂᔘѣ˘࣎дĂᗔཝܕܢĄፂᄲͽ݈ѣ˘࣎ؖ۞ࣶγĂೀ࣎ԙΈ̚Ăԧࣇछ
ߏ࣯̂Ăԙԙ̶ΝĂٙͽԧࣇߏѝ۞Ą!
以上例16與例17中的報告人是羌族，例18報告人是嘉絨藏族。他們的「兄弟故事」將一些
同姓人群聯繫在一起；這些同姓的家族不一定在同一村寨之中。雖然宣稱祖先有弟兄關係，但
在以上三例中，報告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這些同姓家族支系間的區分與優劣階序。
除了村寨中各姓家族的弟兄故事外，本地還流傳另一種「兄弟故事」，這種「兄弟故事」
將更大範圍的人聯繫在一起。
19. ϨݣݣăϨҘҘăϨࢡࢡĂࣇߏˬԙΈĂϠдเ˯ګഫګҘ֕ುĂΟۮෳĄ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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ᄲಛѣޝкЫฺ̙۞ˠĂࣇಶԯछੑ˞Ă˞ੑಱᗓछĂڻାᑻĂޢಶд
Ϩ۩ъҝ˭ֽĄϨ۩ъಶߏ͇ೆ̋ĄˬΈԙĂ˘дϨ۩ъĂ˘дᜠڒъĂҁ˴Ϩࢡࢡ
д͇̮ъĄࣇ՟ѣޢĂࣇ༊ඳᖠΝ˞Ă՟ѣޢĄ!
20. ᓦݱѣֱҁˠᄲĂᓦ˚̋χдѩχ˞౼ĂͽѩЩĄԧߤ˞ι۞ྤफ़Ăಶ̙ߏည
ᓦ۞ݱˠᄲ۞ĄیܠϨࢂѣ˝࣎̄Ă۞̚ҁαಶ˞זᓦݱĄیܠϨࢂāāۮᄬ̙р
ᖙāā˫ֽޢѣ˝࣎̄Ă˝̄Ąрည˵ߏܦঔֽ۞ĂгЩொֽזĄ!
過去白空寺中的白空老祖是當地「四土人」（嘉絨藏族）、「爾瑪」（蒲溪溝的人除
外）、漢人共同信奉的菩薩。目前，在有些當地羌族知識分子的口中，白哈哈、白西西、白郎
郎與「羌戈大戰」以及羌族的「白石神」等文化符號聯繫在一起，並攙雜中國古代黃河上游羌
人的歷史記憶，而成了來自黃河上游代表理縣羌族的神。雖然例19報告人不認為現在那些人群
是這三位菩薩兄弟的後代，但由於三位菩薩分別供奉在三個地方的寺廟中，因此他們的兄弟關
係也將他們的各地村寨信徒們聯繫起來。對於村寨裡的人來說，他們大多只知道「白空老
祖」，而不知這三兄弟的故事。
例20中報告人所說的「阿爸白茍九個兒子的故事」，是將理縣羌族與茂、汶、北川等地羌
族聯繫起來的同源記憶；同樣受到漢人西羌歷史記憶的影響，這個祖源被認為是「青海來
的」。過去當地老年人以漢人歷史記憶中之薛丁山來解釋「薛城」地名來源；此報告人不以為
然，他以「阿爸白ࢂ۞九個兒子」解釋「九子屯」地名之來源。這也表現了在「漢化」與「羌
族化」不同的歷史意識下，人們對於當前地名有不同的銓釋。
理縣蒲溪溝各村寨人群，從前在雜谷腦河地區是最被歧視的。河對面各村寨中自稱「爾
瑪」的羌族人，稱這兒的人為「爾瑪尼」（rmani）；以現在的漢語來說就是「黑羌族」。陽山
面的羌族以他們的地較好，過去又屬於可被土司徵調作戰的「五屯」，因此對於「作戰時只能
背被子的爾瑪尼」相當輕視。過去他們寧願與同屬「五屯」的四土人結親，而不願與這兒的人
結親。他們認為，蒲溪溝的人許多都是外來的漢人，而蒲溪溝的人也常自稱他們是「湖廣填四
川」來的，或是崇慶州來的；而來此的又經常是「幾個兄弟」。
21. ԧࣇͳछߏസᇃα̌ॡ۞ֽזĄдᎩ֤˘࣎ϮಠಞĂАዏזα̌ᎩϮಠಞĄസ
ᇃ֤྆ಶ̙ۢ˞Ą̣ԙΈֽ྆זĂϠ˞̣ԙΈĂ̶ј̣̂ٗĂԧࣇᔘѣछᙉĄസᇃ
֤྆ԧ̙Ăछᙉ˯ѣ......Ąೀ࣎၂̄۞ԛјĄᄲߏࣧ՟ѣႀĂߏϡĄχז
֤྆ಶд֤྆ҝĄೀ࣎Έԙ̶छॡĂχ֤זಶд֤ҝĄˬ࣎ԙΈ̙ۢଂֽ֤۞ć˘
࣎ߏᄍ̂ರ၂Ăګឥ۞ҁገ၂ĂᔘѣҒႬĂˬ࣎ߏѝ۞Ą็ᄲߏᇹĄ!
22. ԧͳؖĂয়АҝЃĂѣ̣ˠĂᖼֽ˫˝ĄЃͳछѣ̣̂ٗĂߏ̣ԙΈ̶छֽ
۞Ą̣ԙΈĂͽ݈ԧࣇ۞ଵҖߏĶ༱͵͛लҊᆂ઼ځķĄ̣ԙΈдѩ̝݈Ă็ᄲߏ
ૺᚥم๏α̌ĂଂസΔֽ۞Ą̙ۺ࿅ֽĂࡦ͘జ٪࿅ֽ۞Ąٙͽα̌ˠຑࡦ͘Ąວ
ֽГזϮಠಞĄѣˬԙΈĂ˘ֽ࣎྆ĂଂസΔ౫ݱԂຏֽα̌Ąߏҁˠдᕚ۞Ą!
23. ؖдѣˣछĂ۞ͳؖкĂГѣߏؖष۞Ą۞ؖѣ˛ăˣ˞ĂԧࣇषछȈ
к˞ĂૣᇉᎩֽ۞Ą֤ѣ˘࣎षछ၂Ăˠ͉к˞ಶ̶ֽ˞...Ąͳछߏγᐝ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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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षăăҴˬؖщछॡߏˬԙΈĂֽࣧߏ˘࣎ؖĂனдˬ̙ࣞౌؖχᏐछĄֽࣧߏ
ˬԙΈ̶छ˭ֽ۞Ăয়ᆨౌ࠹Т۞Ă̶ֽזछ۞Ąछ˵ߏγᐝĂૣᇉᎩ࿅ֽ۞Ą
ͳछ̙ߏĂࣇֽѝĄฟᖗॡಶભ!ĶܠಶķăĶͳķćĶܠಶķߏ۞ͳؖĂĶͳ
ķߏˬؖĄ!
24. ĶႬႳķֽ֤྆۞Ăԧࣇ̙ፍĄԧࣇۮрጼĂрጼಶࢋҫҜ̄ĄҁѐˠᄲĂҁ
ገăᄍăҒႬߏѝ۞Ą֤ॡрጼĂଂโͪೀԙΈֽĂˬԙΈֽĄрጼĂϡ౫
χጼĂᔘߏĂԧ̙Ą˯̋זĂاҝ̋˯ĂˬҫĂҒႬăᄍăҁገĂ
рٸϮᐝ֨чĄโͪΨ zum ګĄౌᛇҋ̎Ա۞г͞࠹༊рĄᄍಶߏĶΔӕķĂᛧ
ુ۞ыыćҁገߏҁገࢳ۞г͞ćҒႬԧಶ̙ۢ˞Ą!
例21中報告人說了兩個故事：一是「五兄弟」，這是休溪王家五大房的由來；一是「三兄
弟」，這是蒲溪溝最早三個寨子居民的來源。例22報告人是前述報告人的父親。他的說法則
是：由湖北麻城孝感來的是三弟兄，其中之一遷到灌縣石堰場，然後他的後代有五兄弟來到蒲
溪的休溪寨。我抄錄了這一王家的家譜；這是一個號稱由湖北麻城孝感遷來，世居於四川省中
部資陽與簡東的王姓家族族譜——裡面找不到這五弟兄或三弟兄的痕跡，也找不到與休溪王家
的任何關聯。
例23的報告人稱，休溪徐、余、孟三姓人的共同祖源是由崇慶縣遷來的「徐姓三弟兄」。
但他也說，開罈時要唱「阿就」（王姓）、「王塔」（徐、余、孟三姓）。羌族人在開酒罈唸
祭詞時，所唸的是大小菩薩及寨中的各家族祖先神。因此，這有可能是外來漢人因入贅而祭當
地之地盤神，但更可能是當地家族使用漢姓及虛構漢人祖先來源。由於他們所持有的漢姓族譜
與口述中的漢族家族記憶幾乎毫無關聯，因此我認為當地人假借漢人祖源的可能性較大；由湖
廣遷來之說應是虛構的。關於「弟兄故事」中涉及的是神話或是史實此一問題，我們將在後面
討論。
例24中所說的「三兄弟」與例21中的相同；這是在蒲溪溝中最普遍的兄弟故事。由於當地
人認為，現在蒲溪五寨是由最早的蒲溪、老鴉、色爾三寨分出，因此這個「三弟兄故事」也說
明了蒲溪各寨的共同來源。但說到各家族的來源，則許多家族都說自己是外地來的漢人。當地
許多人一方面宣稱本家族的「漢族諸弟兄」來源，一方面強調本寨的「黑水三兄弟」來源；對
他們來說這中間似乎並沒有矛盾。無論如何，家族與家族之間，或寨與寨之間，都以祖先的弟
兄關係來凝聚。「黑水來的三弟兄」此一共同記憶無論是否虛構，其另一意義便是以「蠻悍的
黑水人後代」，來抗辯陽山面的人認為他們在打戰時「只夠資格揹被子」的說法。

โͪ
蘆花鎮以東的黑水地區，主要人群是所謂「說羌語的藏族」。他們說的是與赤不蘇區羌族
類似的語言，在語言學家的語言分類中屬於「羌語」。他們以本土語言自稱「爾勒瑪」；與赤
不蘇、松坪溝、埃期溝的羌族自稱類似。在宗教上他們一方面是藏傳佛教信徒，另一方面其屋
頂上置白石的習俗，以及山神信仰都與東鄰赤不蘇一帶的羌族類似。五十年代前後，本地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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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人與西方馬爾康一帶的嘉絨藏族土司，以及北方草地各遊牧部落頭人們來往較密切；嘉絨藏
語是土司頭人們的「官方語言」，而黑水人在節日中穿著的盛裝服飾也接近嘉絨服飾。相反
的，東方（黑水河下游與岷江主流）各村寨人群則對他們既憎恨又畏懼。在從前，當地漢語中
的「猼玀子」主要便是指野蠻的、會偷會搶的黑水人或特別是小黑水人。黑水河中下游一帶
「鄉談話」（所謂羌語）中的「赤部」指上游的野蠻人，而黑水人又被認為是典型的「赤
部」。連前述小姓溝的人也稱這兒的人為「猼玀子」。這些，或許部分說明了為何黑水人在民
族識別中被劃分為藏族。
事實上在過去，與「羌族」的情況相同，這些「說羌語的藏族」內各次群體彼此也不相互
認同。雖然所有這些地方的人都自稱「爾勒瑪」（口音有別），但西方紅崖的人稱下游維古的
人為「日梳部」，更西方的蘆花人則稱紅崖的人為「日疏部」。維古的人則稱紅崖人為「日基
部」，紅崖人則稱上游蘆花人為「日基部」。介於紅崖與維古間的麻窩人，則認為由紅崖到麻
窩都是「爾勒瑪」；蘆花人是「日基部」，而「日疏部」則是維古與石雕樓的人。再者，所有
蘆花、紅崖、麻窩、維谷的人稱小黑水人「俄落部」；小黑水人則稱黑水河的人為「赤部」。
而所有小黑水人與黑水人，都認為下游茂縣各溝（赤不蘇、洼底、三龍、黑虎等）村寨人群―
―也就是後來的羌族――是「而」（漢人）或「啷」（漢人不像漢人、民族不像民族的人）。
堅決認為「爾勒瑪」與下游的「啷」不同，也使得今日絕大多數黑水與小黑水人都認為「爾勒
瑪」就是藏族――包括由蘆花到色爾古、石雕樓以及小黑水的人――，而與下游的羌族毫無關
聯。然而在接受語言學家的「語言分類」知識，以及認為語言與民族間有密切關係的「民族分
類」知識後，目前羌族知識分子普遍認為黑水人應是羌族。相反的，自認為是藏族的黑水知識
分子則努力推廣藏語文教育。
與羌族地區比較而言，在這兒很難採集到有關一群人的「共同起源故事」，包括「弟兄故
事」。但由以下的口述中可以知道，這種聯繫幾個家族或幾個寨子的「弟兄故事」是存在的。
25. ԧࣇ֤ѣؖă۞ͳؖĂѣֱछ˘็˭ΝĂѣֱᐌܮ಄Ąԧ̙ۢؖ۞ֽ֤۞Ą
ΪۢᏐଜޝкĄΪͱזཝഥăͱԍ͐ĂೀԙΈ̶֤࣎ͱזཝഥĂ̶֤࣎ͱזԍ͐Ă
ಶ֤זΝĄ!
26. Ķܠ၅ҹķިֽ۞̙ۢćౌߏ˘࣎ඳᖠĂಶߏৠ㒓۞ЩфĄ˘࣎၂̖̄ѣ̄Ăछ
՟ѣ̄ĄԧࣇѣՀ̂۞āāಶညߏ̚රϔ̶јధкϔāāĂԧࣇѣՀ̂۞छĂ
̶јೀ࣎̈Ąछ̙˘ᇹĂҭຣಉְ̂छࢋ˘ຣĄ˘࣎छĂ૱ೀԙΈ̶ฟ˞Ăಶ
̶јೀ࣎छĄ!
小黑水是黑水河的支流，這兒的人在語言、文化習俗上都與黑水人有些差別。從前，下游
赤不蘇人認為黑水人落後、野蠻，是「猼玀子」。然而在黑水人眼中，真正落後野蠻的「猼玀
子」則是小黑水人。在清代與民國初年的地方志中，這兒的族群的確被記錄為「猼玀子」。到
了民國時期，「猼玀子」還被認為是一個特別的民族（Torrance 1920；陳志良 1943: 39）。在
小黑水近河壩的村寨中，有一些人宣稱他們的祖先原是漢人，而且這些有漢姓的家庭，也經由
「幾個兄弟從外地來...」這樣的記憶來說明彼此的血緣聯繫。在山上的村寨中，則有祖先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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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來的幾弟兄的說法。
27. ྋ݈ٸĂګ҃ڶឥᄃۢ͢ګڒឥֽࣧͧྵѝซֽ۞ౌߏγֽ۞ĄညԧࣇֽࣧؖĂֽޢ
ಶ̙ϡ႔˞ؖĂౌϡᖟЩĄԧࣇ۞য়য়ߏщدˠĂઇ̍͢۞Ąಶдګ҃ڶឥĂᔘѣೀ
छĄګ҃ڶឥࣧѣˬछˠĂˬछˠౌߏଂγࢬซֽ۞Ăౌߏ႔Ą!
28. ԧࣇͳछߏщ۞ֽدĂয়ߏώгˠĂয়য়ߏγгˠĄщد̍͢Ăֽ˞˘̂ԲˠĄ
ೀ࣎ԙΈ˯̋࣎˘˞זĄ೧˞౫κၮၮĂ̫͇೧Ă࠻͇ځҋ̎۞ၮၮࣆ֤ـಶ֤זΝĂ
Яѩಶ˞Ă˘࣎Ν˘࣎ΈԙĄԧࣇ۞য়য়ז६Ăྫྷֽޢԧֽז˫ییĄԧ
ࣇͳؖĂࣇؖĂౌߏ˘࣎ॲॲĂೀ࣎Έԙ˘ֽ۞ĄĞּ31ಡӘˠğΞਕߏඕԙ
ΈĂ̂छֽ̙͞ܮĂඕԙΈΞͽ̢࠹ᑕĄซֽ˘ϾˠĂˠං͌Ăಶ͇Ϥ
Ă೧ࡏࡏĄ˘࣎ͳछă˘࣎छĂᔘѣಶ̙˞Ą˘̙ౌؖᇹĂߏؠۺඕԙΈĄ!
上例27報告人是在縣城工作的當地知識分子；例28報告人則是小黑水老人。在這位知識分
子的家族回憶中，並沒有提及「幾弟兄」的故事；即使聽老人說這些住在河壩的家族是幾個漢
人弟兄的後代，他將之銓釋為「幾個結拜弟兄」。這個例子也說明，新「知識」與「理性」如
何使得當地的「弟兄故事」逐漸消失。
從前松潘、熱務、黑水、紅原一帶有「察合基」與「博合基」之分；他們用漢話說，就是
羊部落與牛部落。在松潘小姓溝，這是漸漸消失的記憶；很少人知道牛部落與羊部落究竟是什
麼。在三龍鄉，前面我們曾提及，這兩種人（掐合部與瓦合部）被說成是兩個敵對兄弟的後
代，分別居住在黑水河的兩岸。同樣的，知道這種區分的人不多，而且能說這故事的人也認為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在小黑水地區，「察合基」與「博合基」仍是鮮活的記憶。而且，
到現在屬於不同集團的寨子還認為對方壞、狡滑。據他們對「察合基」與「博合基」的描述，
可以看出這原是藏傳佛教兩大支派所造成的村寨間區隔。
29. ԧࣇߏĶ၅ЪૄķĂѿొརĂಶߏĶ౪̄ķĄĶ౾ЪૄķಶߏͱొརćͱཝഥߏĶ౪
κķĄন͢ፘăሤϮкăΙăΙษᗉĂౌߏĶ၅ЪૄķĄ୭˞ѿ̝ޢಶԯѿཝഥдٗ
̄˯ᑣזĄĶ౾ЪૄķĂͱొརĈ६ăۢ͢ڒฏă͙Ăࣇͧԧࣇк˘࣎၂
̄Ąԧࣇᙝ˵χĄ˘࣎˿ءგ۞ౌ˘ᇹćวπ（按: 四五十年代當地著名土官）გ
۞͙ฏߏĶ౾ЪૄķĄࢲܸ௫ၚăભႇౌ̙˘ᇹĂಅ੧ăѪ˞ˠౌ̙˘ᇹĂળ۞ඳᖠ
̙˘ᇹĄڗምߏĶ౪̄ķĂ՟ѣͱཝഥĂΪѣ࣎ҾгડѣͱཝഥĄͱొརᄃѿొར۞ॲ
ॲ̙˘ᇹĄԧ૱ቩֱ֤ˠͱཝഥ̙ညͱཝഥĂѿཝഥ̙ညѿཝഥĄԧࣇॲॲಶߏন͢
ፘĂĶႬઙႳķ۞ॲॲߏন͢ፘĂᄲ႔ྖ۞ॲॲಶߏΔִĂᄲϔྖ۞ಶߏ౫Ăᄲᖟ
ྖ۞ಶߏĶၔШķĂѣ࣎Ψ౪ݾĄ!
30.!α࣎̈Ąᔵ̙ߏؖĂҭౌѣৠ㒓˯۞ЩфĂТ˘࣎ॲॲ۞ˠ///ĄҌ͌˘࣎၂̄ѣˬ
͗ĂТ˘࣎ԙΈ็˭ֽ۞ĄϤ൚̄តˠޢĂϮ۞ˠಶѣ˞Ą۞ֽޢˠкĂ႔۞ăᖟ
۞ĄԧࣇϮߏ̚ม۞ˠć˘࣎˯Ăᙝ՟ѣˠĂ֤ᙝ˵՟ѣˠ///Ąԧࣇۢ͢ڒ
ฏΙăন͢ፘăҜౌăሤ֧ĂֱߏĶ၅ЪૄķĄԧࣇĶ౾ЪૄķߏĂ̂โֽͪᄲĂ
ࡓ૧Ăࡓ૧Ꭹă౫ăĶ߉࿅ķĶ͢͟ķĂԧࣇߏԙΈ˘ᇹĄᔘѣૄႬăϮ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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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ڒă͢ౌăॾૄĂߏĶ౾ЪૄķćౌߏΈԙ˘ᇹĄߏ̶д۞ćࣇፋԧ
ࣇĂԧࣇፋࣇ۞Ąֽࣧ˿ءĂᔘѣҁѺؖĂߏ̶ฟд۞ĄԧࣇԙΈ̝ม̶छ˘ᇹ
۞///ĄĶ၅Ъૄķߏ͕̙р۞ˠĂˠ֤זΝϡͫ፵ăথćĶ౾Ъૄķ̙ߏᇹ۞ˠĄ
౫ԧࣇ˘ဥˠĂԧࣇߏ˘छˠĄĶ߉࿅ķĶ͢͟ķĂෳ፨ྫྷϮĂᔘѣ˘࣎
౪ϑĂ˘࣎ෳ፨Ăԧࣇߏ˘छˠĂԙΈ˘ᇹĄԧࣇαԙΈĂֽࣧߏαԙΈĂࡷզֽ۞Ă
˘࣎ˠ౫Ν˞Ă˘࣎ˠෳ፨Ν˞Ă˘࣎ˠߏϮΝ˞Ăѣ˘࣎ˠछ྆ӱ˞///Ąˠߏ
ᇹֽ۞Ą
例29報告人認為同是「察合基」的寨子是「同一個根根」，也就是有共同的祖先。而且，
他把同一根根的「察合基」等同於「爾勒瑪」，根根是烏木樹。這一方面由於他自己是烏木樹
人，另一方面，當年烏木樹土官是這一帶「察合基」中最強大的土官。尤其，他說北京是說漢
話人的根根，麻窩是說民族話人的根根，更顯出他認為被同一權威管轄的、說同一種話的人，
是同一個根根。同時，這也顯示在這位老人的概念中「爾勒瑪」只是指小黑水地區「察合基」
各寨的人；此與目前中年與青年一輩的人認為「爾勒瑪」是指藏族或黑水人有些不同。
例30報告人的口述中，事實上提到幾種不同的「弟兄關係」。首先報告人說：「雖然不是
姓，但都有神龕上的名字，同一個根根的人」。這是指黑水、小黑水村寨中所謂的「家族」；
以家族祖先神為代表，同一祖先神的是同一個根根。一個村寨中各戶常分屬於幾個這樣的「家
族」，而這些「家族」又經常由弟兄關係聯繫起來。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溯這種「至少一個寨
子有三戶」相當親近的家族血緣時，他說這是「同一個弟兄傳下來的」（而不是說傳自同一父
親）。其次，他提到所有的「博合基」都是兄弟一樣時，似乎只是以弟兄感情來強調彼此的親
密關係。但另外他以一個「四兄弟故事」把麻窩、弼石、麥扎一帶部分的（或全部的）「博合
基」聯繫起來；這又是指具體的弟兄關係。最後，他以「我們之間弟兄分家一樣的」，來形容
「博合基」與「察合基」間的敵對關係；這是弟兄關係的另一種隱喻。
雖然這報告人認為大黑水麻窩人是「博合基」，但現在知道「博合基」與「察合基」之分
的麻窩人不多。甚至有些麻窩人認為當地人都是「察合基」，小黑水的人都是「博合基」，兩
者的根根不同。這個例子也顯示，經常人們不注意別人自稱什麼（是不是自稱爾勒瑪），或信
什麼樣的佛教（是察合基或博合基）；對小黑水人的敵意可以使麻窩人忽略小黑水人也自稱
「爾勒瑪」，並認為那的人都是敵對的「博合基」。

以上這些「弟兄故事」廣泛分布在岷江上游與北川的羌族與鄰近藏族村寨之中。從以上舉
例看來，這些「弟兄故事」有不同的結構與內涵；包含了不同的時間、空間與人群，也包含了
許多的「過去事實」與「對過去的虛構」。而且，它們與一些其它形式的社會記憶——如「歷
史」、「傳說」等——共同構成一個社會對「過去」的記憶。更重要的是，「弟兄故事」相對
於「歷史」而言，在各個社會中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有些地區它仍是人人耳熟能詳的社會記
憶，「歷史」毫不重要；在另一些地區，「歷史」成為最真實的過去，這些弟兄故事只是少數
中老年人記憶中過去的傳說而已。以下我將分析這些兄弟故事中的時間、空間與相關的人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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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及「兄弟故事」在漢、藏文化影響下的變形與發展，藉此我們或可以了解這些地區人群
認同的本質與變遷，以及「漢化」、「藏化」與「民族化」所帶來的族群認同本質變化。我也
將嘗試由「弟兄故事」來探討「歷史」與「神話」，「史實」與「歷史建構」間的關係等問
題。

ԙΈ߇ְயϠ۞ۤົࡦഀ!

在從前一篇文章中，我曾說明凝聚族群認同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產
生於族群間共同血緣想像，表現在「同胞」或「brothers or sisters」這些模擬手足之情的族群內
稱呼及相關歷史記憶之中（王明珂 1994：125-26）。因此，「弟兄故事」以最原始的形式表現
此種歷史記憶或想像。然而，為何是「幾弟兄的後代」而非「一個英雄祖先的後代」——如亞
伯拉罕、成吉思汗或炎黃後裔？這必需由岷江上游地區的自然環境與社會背景來理解。

ᒖဩᄃགྷᑻϠၗ
岷江、湔江及其支流在此切過青藏高原邊緣，造成高山深谷地形。這種高山間的深谷，當
地羌族以漢話稱之為「溝」；羌族村寨便分布在一個個的「溝」之中。河有主流、支流，上
游、下游之分，因此村寨所在的溝又常有大溝、小溝、內溝、外溝與溝口之別。
森林主要由松木林構成，林子裡盛產各種菌菇類植物。森林上方近山稜的緩坡，高度約在
海拔 3500-4000 公尺之間，是羌族放養旄牛與馬的地方；在這兒樹林呈零散分布，然而由於日
曬充足成為良好的草場。森林下方的半山腰，被人們闢成梯狀農地，種植各種作物。村寨便在
田邊或中間。整個山區除林木、菌菇之外，還盛產各種藥材。在過去，這裡也是野生動物的樂
園。近年來，特別是八十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濫伐、濫獵，森林覆蓋急速減縮，
動物也少了很多。
總之，本地自然環境上的特色是，一方面溝中垂直分布的豐富資源，提供人們多元的生活
所需，使得「溝」成為一個個相當自足的生態區。在另一方面，溝與溝之間因高山隔阻，交通
困難，使得溝中村寨居民相當孤立。羌族村寨居民便在此有相當程度封閉性的環境中，在半山
上種植多種作物，在住家附近養豬，在更高的森林中採藥材、菌菇與打獵，在林間隙地牧羊，
並在森林上方高山草場上放養馬與旄牛。每個家庭都從事多元的經濟活動，因此每個家庭都是
獨立且有相當程度自足性的經濟體。
農業是羌族最主要的經濟活動。老一輩的村寨農民，或高山深溝中的村寨農民，他們的農
業生產是以家庭生計安全與最小風險為主要考量。因此，種植多種作物最能符合此目的。每個
季節都有不同的風險，使得當季的作物可能蕩然無存。然而只要有幾種作物收成好，配合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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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一家的生計便能得到保障。相反的，「最大利益」沒有多大的意義。7 因為交通困
難，多餘的產物很難運出去供應市場。再者，在村寨的經濟社會結構中，所謂「富有」只不過
是柴火、糧食與豬膘儲積多一些。然而像這樣的家庭，村民們也期望他們慷慨。對別人慷慨也
是一種「避免風險」的農村道德；對親友慷慨，在有急需時也能得到親友的支助。在此採傳統
農業及多元化經濟策略的村寨中，貧富常常只是家庭發展階段與成員多寡的反映。主要原因
是，除了穫利不多的農業外，這兒有多元的資源；關鍵在於一個家庭有沒有足夠的人力去獲得
它們。一個年輕的家庭――如男女主人帶著一兩個尚年幼的孩子――由於人手不足常是最窮困
的家庭。相對的，如果子女都成年了，而家長又有能力將已婚的兒子、媳婦與女婿繫在家庭
內，掌握這些人力的分工與運用，則便是較富有的家庭。然而，這樣的延伸家庭通常無法維持
長久，在一段時間後便分成一個個的小家庭。而且弟兄愈多，家庭財富愈分散，因此家庭財產
不易累積。就這樣，一個寨子裡的各個家庭在經濟上得維持某種程度的平等。一般來說，在
1949之前，除經營鴉片生意的土官家族較為富有之外，村寨中的貧富之分只是家庭的發展階段
與個人的能力不同而已。
在這樣一個個受地理環境切割的小區域之中，每一區域在生計上都成為一個基本上可自給
自足的單位。因此，除了家庭有自己的田地外，每一家族、寨、村、溝中人群都分享、保護共
同的草場與林場範圍。通常各村寨彼此尊重各自的地盤，但在交界之處或大山頂上，經常發生
因放牧、採藥或打獵引起的村寨間衝突。當地一句俗諺，「山分樑子水分親」，說明了地理環
境區分與人群區分之間的關係。

छलᄃۤົ!
在這個岷江上游的山區，最普遍的家庭結構便是父系核心家庭。幾乎毫無例外，結婚後的
兒子立即，或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自己的家屋與獨立的家庭。一個兒子（通常是最小的）繼
承老家與父親最後遺留的產業。本家族或本寨土地不足以建立一個新家庭時，男子便經常到鄰
近村寨或溝中缺乏男性勞力的家庭去「上門」（入贅婚）。在一個村寨中，同一父輩或祖輩弟
兄分出的幾個家庭，彼此記得共同的血源關係，並成為在經濟上、勞力上彼此支援的群體。同
時，由於土地匱乏，分產常造成弟兄間、叔姪堂弟兄間的緊張與對立。可追溯的家族記憶通常
只有兩代，大多數人不記得祖父的名字；只知道那幾個家庭是「祖祖或父親的弟兄分出去

7

八十年代以後，由於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私有制的恢復，部分村民也有了追求「最大利

益」的經濟動機。近年來，花椒、蘋果、梨、李、桃、大蒜、洋蔥等經濟作物的生產，為羌族
地區帶來不少財富。因此一些靠近岷江大道交通較便利的村寨，都將日曬好的田紛紛改種經濟
作物，特別是已成為當地特產的花椒與蘋果。然而，幾乎所有種花椒、蘋果的村寨居民仍然種
植許多糧食與蔬菜作物；沒有人成為專門生產經濟作物的農民。雖然許多年青一輩的人已不滿
這種農業傳統。我聽過許多年青人抱怨他們的母親在這方面的「頑固」；怎麼說她們也不肯多
撥一些田出來種市場價格好的作物。高山深溝村寨中的婦女尤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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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記憶與歷史

的」。
在較大的範圍裡，村寨中有同祭一個家神的「土著家族」（如例30），與同姓並宣稱同一
祖源的「漢姓家族」。由例23中可看出，有些漢姓家族可能是土著家族由於冠漢姓與「假借祖
源記憶」而形成。無論如何，這些「家族」都常由「弟兄故事」來凝聚；他們都彼此互稱「家
門」，也就是所謂「同一根根的人」。同一「家族」的人不能通婚；死後葬在同一火墳。喪禮
是強化這種人群聚合的經常性場合。一個寨子經常包括幾個「家族」，此種「家族」藉著各成
員家庭對神龕上家神的崇拜來凝聚與沿續。然而我們不能由單純的親屬關係與祖先崇拜來理解
它。兄弟分家時，以分香火的方式沿續家神崇拜固然普遍，但由於家神也是家的地盤神，因此
在某地盤上建屋，或遷入某地，而開始祭某家神的情形也很普遍。更重要的是，同一「家族」
的人可共用或劃分屬於本家族的草場、林場，也共同保護此共同資源。因此，一個「家族」的
人不宜多（分享共同資源的人）也不宜少（保護共同資源的人）。在此生態因素下，失憶與重
構家族記憶的情形自然非常普遍。另外，一個「家族」經常包括幾個不同漢姓的家族，他們間
也由弟兄故事凝聚，經常這也是內部成員不許通婚的群體。在有些例子中，由於結家門的事發
生在一兩代前，所以報告人清楚的知道兩姓或三姓是為了強大勢力而結為家門；為了強化凝
聚，他們也想像彼此有共同血緣而不內婚。
在更大的範圍內，一個寨子，或幾個寨子聚成的村子，或幾個村或寨所構成的一條溝的
人，也都是一層層分享、保護共同資源的人群。寨子有本寨的草山、林場，村子有幾個寨子共
同的草山、林場；都界線分明。各寨各村的山神菩薩，與較漢化村寨中的各種廟子，也就是這
些界線的維護者。一位小姓溝的年長報告人對「山神菩薩」作了以下的銓釋：
31. ̋ࠧĂԧ۞˿гߏଂ֤֤྆྆זĄ̋ࠧࠧܜĂι՟ѣ̦ᆃৠ৪۞ڌҘĄয়য়ዅዅĂೀ
˼ѐăೀ༱ѐ˭ֽĂ̙࣎ਕԞć࣎̋ިߏᆃ็˭ֽ۞Ąࠎ̦ᆃࢋະ᪥ĉະ۞ϫ
۞ߏࠎ˞᜕ܲҋ̎۞гሹĄԧࣇ˘۞ߏĶጯౌķĄ̂ඳᖠĂ֤ಶߏ˘ᖼᝄć֤ܮಶߏ
࣎۞ඳᖠĂĶጯચķಋᇩĄ᜕ܲࠧቢ྆۞ˠĄѣࠧ۞ܕቢĂѣᅈ۞ࠧቢćѣ۞ܕඳ
ᖠĂѣᅈ۞ඳᖠĄ
在較漢化的村寨中，只是「山神菩薩」被「廟子」取代，其在「區分」上的意義則沒有差
別。如黑虎溝「二給米」寨一位老人所言：
32. ˟ගѼĂˬ࣎ܟܟĞĈˬཏˠ̝ຍğĄԧࣇᇁ̄Ă̂ᇁ̄̚มѣˬৠĄ̚มߏᐷ
ͳćߏโćߏ˿ĄЇăҴ˟˯ؖ၂ߏ˿ć̚၂ಶߏᚑăͳ˟ؖĂ̶۞ߏ
ᐷͳć˭၂ߏโĄ̶˞۞Ąࠎ̦ᆃ̶ĉᅁົ۞ဗĄ˛͡˛˿ົĂ̱͡Ȉˬᐷ
ͳົĂα͡α͟ົĄгࠧ˵ᇹ̶Ąඳᖠࡦޢഈ͞Шߏ̚၂۞ćඳᖠࡦߏޢ
ԧࣇ۞ćඳᖠࡦ۞ࣇߏޢĄٸѿࡃਨౌ̙ਕܬϚ۞ĄЧ̂ฤЧ̂ฤ̝มĂಶՀ̙ਕ
࿅ΝĄ
在祭廟子或山神（喇薩）時，每一家庭都是對等的單位，都需派代表參加。在許多地方傳
統習俗是，「點名」時每一家若有人參與，就在木頭上作一刻記。在寨子間的共同儀式中，雖
然寨子大小有別，每一寨子也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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ႬႳᄮТ!
如前所言，由於在經濟上溝的獨立性，以及在自然環境上溝的封閉性，使得「溝」成為值
得共同保護的重要資源，「溝中的人」因此成為相當孤立的人群認同單位。其次，各溝各寨人
群的生計方式類似，使得他們彼此競爭中間地區的草場、林場等資源。再者，清末民國時期本
地流行種植鴉片，因而造成武裝地方豪強、外來軍閥部隊與盜匪橫行。這些因素都造成村寨或
溝的孤立與封閉，以及對「外來人」的敵意。8
在這樣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下，我們才能理解過去岷江上游村寨人群認同的最大範疇——
「爾瑪」9 在人群認同與區分上的意義。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說明，茂縣黑水河流域的羌族中有
「赤部」、「而」與「爾瑪」的人群區分概念（王明珂 1997: 333）。「爾瑪」是指「我們的
人」或本族的人；「赤部」是上游的野蠻人，或說是吃生肉的人；「而」是下游狡滑的漢人。
現在一般羌族，特別是羌族知識分子，都將「爾瑪」（以漢文書寫與發音）等同於「羌族」。
但中老年人卻還記得，從前他們都以為「爾瑪」就只是本溝或本地區的人（如例34）；他們將
所有上游的人都認為是「赤部」，將下游的人群視為「而」。因此自稱「爾瑪」，並稱下游沙
壩人為「而」、上游曲谷人為「赤部」的三龍人，在沙壩人眼中則是「赤部」，在曲谷人眼中
則是「而」。
在黑水河上游地區，則如前文所言，各地的「爾勒瑪」都認為上游各村寨人群是「日基
部」而下游村寨人群都是「日疏部」。在茂縣東路的水磨溝與永和溝等地，則各地區的人都自
稱「瑪」，而稱下游各村寨人群為「而」，西路與北路的各村寨人群則是「費兒」。在北川的
白草河與青片河流域，在1949之前，城鎮的人罵山村的人「猼玀子」或「蠻子」，山間各下游

8

我們可舉例說明這種封閉與孤立的人群認同。首先，在語言上，岷江上游地區「羌族語言」

的最大特色便是「話走不遠」。一條溝與鄰近的溝語言都有區別，有時陰山面與陽山面的村寨
說話也有差別，相隔更遠一點的村寨間就不能溝通了。因此目前不同溝或地區的一般民眾均以
漢話（四川方言）互相溝通。其次，羌族寨子的構築方式是石砌或木石混合的建築，一間間緊
密的聯成一大片；其防衛功能是相當明顯的。較大的寨子都有碉樓或殘碉痕跡。這是一種防衛
與警戒的石砌構築，經常有五、六層樓的高度。據他們說，從前寨與寨之間、溝與溝之間互相
搶來搶去，打得很兇。現在許多村寨仍在相當高的山上，以及寨子的防衛性構築方式與殘存的
石碉樓，都顯示他們所說的十分真實。
9

因方言不同而讀如 rma 或 ma, xma, rme 等等；由於語言的地方差異，因此「爾瑪」只是許

多在發音上有或多或少差異的「自我稱號」的代號。因此，每個地方的人都認為只有自己是
「爾瑪」，並非完全是在主觀上忽略別人的自稱，而是，對他們而言這些自稱的確有「差
異」。相反的，當今日羌族都認為「爾瑪」就是所有的羌族時，所有這些自稱上的「差異」都
被忽略了。以下若無特別說明，我以「爾瑪」代表當地羌語中「我們的人」這個詞所有的不同
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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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的人罵上游的人「猼玀子」或「蠻子」，而各地的人都自稱漢人。如此，當地一句俗語
「過去一截罵一截」，便是以上「爾瑪」認同（茂縣、黑水地區）或漢與非漢關係（北川地
區）的最佳寫照，也說明過去這一帶人群認同的孤立與封閉性。
目前，孤立與封閉的區域人群認同並非是絕對的。在同一寨子中，不同世代、性別、教育
背景、社會活動範圍的人，對於「爾瑪」的範圍都可能有不同的認知。也因此在一個社會中，
「弟兄故事」有許多不同的版本流傳著。而且，在這樣的認同體系中，「赤部」與「而」並非
是完全不能交往溝通的人群。在迫不得已時，他們（男人）可以到鄰近「而」的溝或地區去上
門，或由「赤部」的地方娶妻。這些由外地來的家庭成員，成為本寨的一份子。

Յ၂ۤົ̚۞ԙΈᙯܼ!
由以上村寨的地理與人類生態背景，家庭與社會結構，村寨人群的認同以及與外界人群的
關係，我們可以探討「弟兄關係」在當地社會中的種種隱喻，及這些隱喻在各種社會行為上的
表現。這些隱喻有些是當地特有的，有些反映許多人類社會的普遍本質。
首先，弟兄關係表示人與人之間、人群與人群之間的團結與合作。也就是藉此強調「同
胞」人群間的根基性情感。在村寨現實生活中，關係最密切的便是有弟兄關係的兩、三個家
庭；往來頻繁，平日相扶持。若非如此，在村寨中便成為大家談論批評的對象。在有些地區，
村寨中還流行結「異姓家門」。兩個或三個家族結為一體，在婚喪習俗上遵循同一個家族內應
遵循的原則。在採訪中，我常聽村寨民眾說起異姓家門：「我們感情像弟兄一樣」。結異姓家
門的理由，民眾非常清楚――為了壯大寨子，大家團結免受人欺侮。因此他們也很清楚，這是
不同根根的人群。更普遍的例子是，幾個異姓兄弟到此地來發展成幾個家族的說法；在這樣的
例子中，他們認為這些「異姓」事實上就是同一根根的「家門」。即使與最不可能有親緣關係
的「漢人」與「蠻子」間，「打老根」也是此種弟兄關係的延伸。藉著村寨中某一人與「漢
人」與「蠻子」的私人結拜弟兄關係，整個寨子的人需要與「漢人」與「蠻子」打交道時至少
不會吃虧。如此，在這個充滿變數的邊緣環境中，「老根」此種弟兄關係成為跨族群合作與避
免風險的社會機制之一。
其次，弟兄關係也顯示人與人間、人群與人群間的區分。弟兄們結婚後分家，在當地是普
遍的家庭發展原則。在上引所有故事中，幾弟兄都分別到不同的地方落戶；這是當前各人群區
分的「根源」。在現實生活中，以弟兄故事記憶相聯繫的幾個家族或寨子，也以某一弟兄的後
代來彼此劃分。此種區分還經常以一些物質或文化符號來強化；如例17中楊姓弟兄中有「下堂
的」、「沒有下堂的」；例10與例25中幾個寨子劃分誰是「分得牛腦殼的弟兄後代」，誰是
「分得牛尾巴的弟兄的後代」；例16，分到鐵甲的與分到鐵盔的等等。此種合作中又有區分的
人際關係，與當地經濟生態中的資源分配與分享相契合。
第三，在區分之中弟兄關係也隱含人與人間、人群與人群間的敵對關係。這種弟兄間的敵
對關係，在世界各文化中相當普遍。研究神話與聖經的學者，曾指出聖經中幾組敵對的弟兄―
―Cain 與 Abel，Jacob 與 Esau――並銓釋其隱喻（Girard 1977: 61-63）。在中國神話或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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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也不乏這類的例子，如舜與象，黃帝與炎帝。羌族民間也流傳一些壞哥哥如何在分家後
欺侮弟弟的故事。雖然報告人大多強調自家弟兄間的情感如何好，但他們也常閒話他人或前人
一些弟兄鬩牆的事。如以下永和報告人的口述：
33. Ğϖϟ͢ࡶğԧࣇϨछಶᇹ̶ฟćαԙΈĂҁ֤̂྆ӡĂҁ˟˫֤྆ӡĂҁˬ˫ז
֤Ă˴ԙΈ˫֤זĂౌߏᇹᄲ۞ĄαԙΈֽࣧౌߏ˘छˠĂࣇ۞̄ग̶ฟ
ֽ……ĄαԙΈ֤ॡߏ۞ૻޝĂֽޢಶརୀ˞ĄϨछয়А˭۞Ϊѣ˘छ̄ĄαԙΈ
̶छ̙πĂो˥ࡃ̚ߗ̄Ą
由於分家後的弟兄經常有些糾紛，因此敵對的「弟兄」隱喻常被用在更大範圍的敵對人群
關係上。如例30報告人所言：「他們整我們，我們整他們的……我們弟兄之間分家一樣
的。」；或如例11，報告人便直認為當前以黑水河為界區分為「掐合部」、「瓦合部」的人群
是敵對的兩弟兄的後代。
為何「同一根根」平時又有密切往來的「弟兄」，在當地（以及世界其它文化中）經常暗
示著人與人間、人群與人群間的敵對情緒與行為？Rene Girard

以相互模仿慾望（mimetic

desire）與異類替身（monstrous double）等心理因素，來解釋此種以敵對弟兄關係為隱喻的人類
社會中敵意與暴力的根源（Girard 1977: 143-68）。此慾望在他的解釋中不一定是真的需要，而
是因為一方需要所以另一方就模仿對方的需要；在模仿中，對方成為自己的異類替身。對羌族
地區的「弟兄」而言，相同的慾望卻是相當現實：他們都期望能從父親那分得土地、房屋以建
立自己的家庭。然而在此資源匱乏地區，分家後弟兄們分得的田業總是不足，或總有幾個弟兄
要另謀出路；或到別的家族或寨子去「上門」，或到外地開荒、打工。因此分家分產當時造成
的爭端，或過後個人的失敗與挫折，都容易造成弟兄間的敵意。此種「弟兄」間的敵意，也經
常見於宣稱有弟兄關係的鄰近村寨間。為了爭草場、林場，或在祭山會或廟會中各自誇耀勢
力，或為了婚姻糾紛，鄰近村寨間常存在普遍的緊張與敵對關係。
最後，「弟兄關係」也暗示前述有區分、合作與敵對關係的個人或人群，是一個個對等或
平等的單位。在一寨子中，組成寨子的是一個個弟兄分家後建立的家庭。在祭山、祭廟子或喪
葬儀式中，無大房小房之分每一家庭都必須有代表參加。在更大範圍的人群關係上也如此。鄰
近寨子間有競爭、誇耀，各個寨子有大有小，然而在相互關係上卻是對等的。雖然大寨子可能
欺侮鄰近弱小的寨子，但即使在五十年代以前，也沒有一個寨子能掌握或統治另一個寨子。因
此報告人說「我們像弟兄一樣」或「我們像弟兄分家一樣」時，無論指的是人群間的團結或敵
對，都表示各人群單位間的對等關係。這種平等或對等特質也表現在村寨中一種共同議事的傳
統上。寨中或幾個寨子間，常有一片被稱作「議事坪」的小塊平地。據稱在過去，村寨大事常
由各寨中各家庭、家族代表在此共商解決。
在以上社會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這些「弟兄故事」作為一種「歷史」的特殊生態與社會
意義。這些「弟兄故事」是一種「歷史記憶」；以弟兄間的血緣關係記憶，凝聚一些在經濟社
會關係上對等的、在生計上既合作且競爭的人群。現實生活中弟兄之間的手足之情，被延伸為
寨與寨、村與村人群之間的情感與合作關係。同時現實生活中，分家後弟兄們各自建立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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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性與彼此的對立競爭，也投射在由「弟兄故事」聯繫在一起的寨與寨、溝與溝人群間的
緊張敵對關係上。寨、村與溝間人群單位的獨立平等（egalitarian）特質，以及他們之間層化的
合作與對立關係（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cooperation），與當地社會強調「幾弟兄」的記憶
（而非一個祖先記憶）是一致的。

ԙΈ߇ְ̚۞ॡăгăˠăְă!ۏ
!
作為一種凝聚社會認同的歷史，「弟兄故事」與我們所熟悉的「英雄聖王祖先」歷史有相
當的差別，它們分別代表不同社會環境與政治結構下的特殊歷史心性。然而，作為一種社會歷
史記憶，在歷史述事中它們都以一些時間、空間、事件、物品與人物等文化符號來使之產生意
義。
所謂「英雄聖王祖先」歷史，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典範歷史的起始部分；中華民族之國族
建構中以「黃帝」為始祖的「民族史」，或是以「國父」或開國元勳之功業為起始的各國歷
史，都是此種歷史的反映。所有這些歷史中，時、地、人、事、物共同組織成一種社會記憶，
以共同的「起源」強化某人群的凝聚及表現此人群之特質。以中國民族史為例，其源起之人物
為黃帝、炎帝等等，其時為五千年前一線綿延而下，其地理空間以黃河流域為核心往外延伸，
其事為涿鹿之戰與許多創造發明，其物為衣裳、五穀等等，其組合則是以衣冠食穀為自我文化
特徵的中國人之共同起源。在歷史述事中，弟兄故事也包含了空間、時間與時空中的人、事與
物等因素。然而由這些因素我們可以得知，弟兄故事與典範歷史有截然不同的歷史述事方式。
!

ॡม
此處所討論的是歷史時間的問題。所謂歷史時間，是相對於個人的生命時間（從幼至老的
成長）與自然時間（一日一年循環）之外的一種社會時間概念——表現在大都超乎個人經驗的
社會人群與宇宙世界的起始、發展與沿續之上。由這些弟兄故事中，我們至少可以得知當地有
三種「歷史時間」概念。它們經常是並存的——它們並存在一個村寨中，或並存在一個報告人
的記憶中。同一報告人可能說出包含三種歷史時間的不同故事，而它們之間並沒有矛盾；這也
反映了當地「中國少數民族」認同的駁雜性質。
首先，有些人講述這些弟兄故事時，他們心目中的時間概念非線性亦非循環，而是一種由
一模糊的「過去」與較清析的「近現代」組成的歷史時間概念。「幾個弟兄到這兒來然後分
家」的故事，或不只一個此類的故事，都發生在「遙遠的過去」（如例 9, 10, 11, 13）。如此，
「弟兄故事」凝聚當前村寨人群的認同；幾個不同的弟兄故事凝聚不同範疇的人群認同。在這
樣的故事中，「過去」造就「現在」，「過去」銓釋「現在」。另外，在本文中我未舉例但更
普遍的「弟兄故事」，則是他們的父祖與其兄弟分家的故事。羌族村寨民眾的家族記憶通常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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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10 有漢姓的家族通常也只能追溯到祖輩弟兄親屬，再遠就是年代不詳的「幾弟兄來此分
家」記憶。在更深山裡的村寨中，有時人們只能追溯到父親那一代。如此，弟兄故事在「時
間」上可以歸類為兩群：一發生在「遙遠的過去」，一發生在「父祖那一輩的過去」。在同時
記憶這兩種弟兄故事的民眾心中，歷史時間並非是線性沿續的；發生在遙遠過去的弟兄分家事
件，與近現代父祖兄弟分家事件之間，有一大段的時間缺環。歷史時間也非兩個或數個弟兄分
家事件的先後重覆或循環；幾個發生在遙遠過去的弟兄分家事件，其時間先後經常不清楚。如
此，歷史時間由兩個階段構成：一是模糊的、無可計量的「過去」；一是可計量的、一代或兩
代前的「過去」。許多深山村寨老年人或婦女記憶中的「弟兄故事」，多屬於這種只有模糊的
過去與清晰當代聯結的不可計量的歷史時間類型。
第二類型弟兄故事可以當做是第一類型下的變異，其普遍模式是：「幾個弟兄分散到一個
大範圍的地區，然後其中一人的後代幾弟兄到這兒來」（如例22）。或是，幾個發生時間有先
後的弟兄故事，表述不同層次社會人群的共同來源（如例15）。此種發生在由遠而近的歷史中
的弟兄故事，凝聚由疏而親的不同範疇人群認同。在這樣的模式中，歷史時間只有相對的先
後，這是一種「相對性的歷史時間」，或歷史時間呈現在數個弟兄分家事件的循環之中。
第三類型的歷史時間便是線性的歷史時間。在大部分早已接觸漢文化的村寨民眾記憶中，
特別是在有漢姓的家族群眾記憶之中，兄弟故事被置於線性的歷史時間架構裡。那是，「湖廣
填四川的時代」，「過去在青海被打散的時候」，「在何卿平番亂的時代」，明代或清代。這
個「歷史時間」與漢人歷史記憶中的時間結合在一起。這通常不是緊密的結合；由漢人觀點看
來，歷史時間經常有倒置、錯亂。簡單的說，是不是完全緊密的平行結合，在於口述報告人對
於「中國歷史」的知識，以及他如何選擇一些有意義的「過去」來銓釋「現在」。這樣的弟兄
故事，一方面解釋並強化當前本寨、本溝或本家族的人群認同。另一方面，這是一個線性的時
間與無法回頭的歷史；那一個起點——「湖廣填四川」、「過去在青海被打散」、「何卿平番
亂」——也解釋了作為「住在山上的人」或少數民族無可挽回的歷史命運。
可以說，在有關「中國歷史」記憶廣泛而普遍的深入岷江上游山區村寨人群間之前，第一
類型與第二類型「兄弟故事」可能是最流行、最普遍的社會記憶。因為這與土著語言中「時
間」與「過去」的概念相契合。在本土語言中，有相當多的詞彙被用來描述一個人的生命時
間，以及一日、一年的自然循環與人的作息時間。但超出個人生命及家族生命（兩代或三代）
之外，時間（所謂的歷史時間）概念便非常糢糊，詞彙也變得貧乏。一個詞 gaitanpu 形容很早
的時候

11

，大致可譯作「過去」。如果要強調更早的時候，則是 gaitanpu gaitanpu，「過去的

過去」。在記憶所及的「過去」，他們以羌語說「紅軍過境的時代」（1935）與「漲大水的時
代」（1933），也就是泛指三十年代或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在此之前的時間似乎都是

10

雖然在較漢化的理縣與北川等地，部分家族宣稱來此已十多代，並能述說各輩名稱排行。然

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大多只記得那些人是父輩或祖輩親戚，其他的本家族人則是「家門」。
11

這是以茂縣黑虎鄉的採訪為例；在其他地區羌族中都有類似的時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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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tanpu。紅軍過境與漲大水的時代以來所發生的事，是自身記憶所及或父祖輩口述中的「過
去」。gaitanpu 時期所發生的事，則是一些介於虛幻與真實間的事（包括所有的神話傳說），
以及過去結構性重複發生的事（如弟兄分家、村寨間的戰爭、動物吃人等等）。因此，以
gaitanpu 來表達的歷史時間是「同質的、不可計量的歷史時間」；或者 gaitanpu gaitanpu 可以
表達第二類型「相對的歷史時間」。如果要表達「絕對的線性歷史時間」，那麼只有使用漢語
及漢人歷史記憶中的時間概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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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上，這些「弟兄」所來自的地方有近有遠，還有一些只是來自含混不明的外地。這
些弟兄來到後所分居的地方也有狹有廣，還有一些去向不明。基本上，所有弟兄故事都說人是
外地來的。這些外地，最常聽到的在阿壩州有茂汶、陽柳溝、松潘（包含草地與黑水）等；在
州外的四川省有崇慶、安岳、灌縣等；較廣泛的地區則有湖廣（湖北麻城孝感）、甘肅、青
海、四川、黃河流域等等。每一地名結合與之有關的歷史記憶，都代表一種空間上的起源認
同。譬如，黃河流域代表「炎帝後代」的起源；青海或甘肅經常與「歷史上西北一個強大、好
戰的羌族」等記憶聯繫在一起；湖廣或四川、灌縣、崇慶，代表本家族的漢人或四川人根源；
草地或黑水，代表與粗獷勇武的藏族共同的起源。有些弟兄故事中並沒有提及這些兄弟是從那
兒遷到本地來的。在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兄弟出現在本地就是一個「起源」；另一方
面，「不確定的來源」可以成為該人群在認同上的一個開放的起源。
在弟兄故事中，諸弟兄分別落居的空間有三種情況。第一種，弟兄們到一地分家後，分別
建立幾個寨子，他們因此成為當前往來緊密的幾個寨子的祖先。在此，弟兄故事與當前村寨空
間人群的認同與區分是一致的（如例10, 13）。講述這一類故事的典型地區是小姓溝埃期村。三
個寨子的民眾，便是過去三個弟兄的後代。彼此雖有競爭對立，但三個寨子是平等的。我群全
在一寨或一村的限定空間中。故事中也很少漢人的地理與歷史概念。
第二種情況是在另一些弟兄故事中，特別是在有漢姓的家族故事中。這些弟兄後裔們的空
間分布是跨越村寨的；他們只是一個寨中的部分家庭，還有一些家庭可能在鄰近寨中或更遠的
地區（如例1, 17, 18, 23, 24）。這一類故事可以理縣、北川等較「漢化」地區的為代表。在這些
弟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如何區分誰是先來者、誰是後來者，以及跨村寨的血緣關係或
血緣想像所造成的社會階序。我群（漢姓家族）可能分散在其他村寨空間之中。此類弟兄故事
中也有較多的漢人歷史記憶與地理概念。
第三種情況是，幾個兄弟分別落居於相距甚遠、少有往來的地區；他們落居於不同地區的
後代，目前在日常生活中也少有接觸（如例3, 8, 15, 20-22）。這一類故事多出於與外界接觸廣
的人或知識分子的口述；文獻（族譜與歷史著作）是重要的記憶媒介。此類故事，地理空間想
像中夾雜更多的漢人歷史與地理知識，而在此空間想像中不只包括有共同認同的「我群」，還
包括期望中的遙遠、廣大空間中的「我群」想像。以上「弟兄故事」中弟兄所落居的三種不同
空間變化，似乎顯示當地社會複雜化程度，或對外接觸程度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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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時間、空間因素之外，這些故事中還有主軸之「人/弟兄」，以及與之相配合的、作
為插曲的「事」與「物」。首先，故事中的人，一些弟兄，隱含三種並存的社會意義：（1）這
些弟兄的後代，或同一弟兄的後代，來自同一根根（血緣），因此是不能相互結親的群體；
（2）因來自同一祖先或有弟兄關係的祖先們，所以大家應和諧、合作；（3）祖先源自不同的
弟兄，也使得村寨人群間有區分、競爭與對立。所有這些故事中的「事」與「物」，主要的功
能便是「記憶的強化或提醒媒介」，以輔助表達以上三種故事中的弟兄關係隱喻。
故事中的「事」與「物」相關聯——「事」強化弟兄故事的戲劇與趣味性；當前可見的
「物」則提醒或修飾這些記憶。譬如，在例10中：「金個基那個樑樑」、「老鴉」是「物」；
「過了樑子小孩學老鴉叫就會說話了」是趣味性的「事」。兩者結合強化一個「弟兄們」遷徙
的記憶，並以那個山樑作為「較美好的當前狀態」的起點。提醒過去共同起源的現實存在之
「物」，最常見的是故事中這些弟兄剛到來時的落腳點。如例14，幾個弟兄剛來時「坐在月眉
子那個墩墩上」；例4、5中的「三棵樹」。土墩、三棵樹這個現實存在物，幫助記憶一些重要
的起始事件。這些「共同起源」凝聚村寨人群，並在某種程度上劃分可結親與不可結親的人群
範圍。
這些弟兄故事中的事與物，也被用來強調幾個寨子間的區分與優劣；此亦表現親近寨子或
家族間的競爭與對立。如例16中，幾弟兄分別得到鐵盔、鐵甲與銀人；又如例10與例25，幾弟
兄各自分到牛腦殼、牛尾巴或牛皮子；例21與24中，三弟兄的後代各自以「麵堆起的尖尖」、
「老鴉飛得的地方」來形容本地的美好；在例13中，陰山面的兩個寨子以「大哥是跛子所以佔
居較好的陽山面」，來合理化該地目前的資源分配關係。在所有以上例子中，「物」以及相關
的「事」不只是作為人群區隔的象徵，也是人們主觀上劃分人群優劣高下的符號。人們經常以
這些故事互相爭辯、譏諷。然而在此重口述記憶傳統的社會，相對於主要以文字記憶區分彼此
的人群社會而言，這種歷史述事較難以典範化、權威化而成為社會階序化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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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是「弟兄故事」，而非其它的「歷史」，凝聚這些山區的人群認同？關於此問題，我
們的探討必然超越「歷史事實」與「歷史述事」12 而涉及「歷史心性」的問題。在本文中，

12

近年來許多歐美學者，傾向於將作為過去發生的史實之歷史事件（history as event）與歷史述

事（history as narrative）分別開來。他們或以 history (e) 與 history (n)， 或以 history (1)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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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心性」的定義接近西方學者所謂的 historicity 與 historical mentality。它指的是流行於群
體中的，個人與群體存在於歷史時間中的一種心理自覺。它產生於特定的生態與社會文化環境
之中。透過歷史心性，一群人以其特有的方式集體想像什麼是重要的過去（歷史建構）；透過
歷史心性及歷史建構，一群人集體實踐或締造對其而言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創造歷史事實）；
歷史心性下的歷史建構與歷史事實，強化或改變各種人群認同與區分（同時或也造成歷史心性
的改變），藉此一群人得以適應當地生態與社會環境及其變遷。
從上節弟兄故事中時、地、人、事、物之分析，我們可看出其與典範歷史述事間的差異；
這也反映了不同歷史心性下的差異。如果我們以小姓埃期溝中所流傳的兄弟故事，與我們所熟
悉的典範「中國歷史」相比較，更能突顯此種「歷史心性」的特點。首先，在他們心目中一個
人群的「歷史」始於「幾個弟兄」，而非一個「英雄祖先」（如黃帝）。其次，「歷史」中的
人、事、地、物等內涵非常簡單；沒有帝王、英雄、聖人等特定人物，也沒有戰爭、暴政與叛
亂等事件。第三，在此種「歷史」中，歷史時間只由「遙遠的過去」與「近現代」構成，「遙
遠的過去」是沒有質量的時間——沒有比較好的或比較壞的時代，也沒有可計量的年代；沒有
線性的歷史時間（朝代更迭），也沒有連續循環的歷史時間（治亂替生）。第四，此種「歷
史」主要賴口述來傳遞，而非靠大量史籍檔案來保存與傳承。第五，以此歷史記憶所強化的是
小範圍的、內部較平等的人群間的認同與區分，而非廣土眾民、內部階序化的人群間的認同與
區分。
這樣的歷史心性由當地特殊的生態與社會環境所造成，它也維繫當地特殊的人類生態與社
會環境。故事本身的「弟兄關係」，呈現並強化鄰近社會人群（寨、村與溝中人群）間的認同
與區分。在一條溝中，這樣的幾個村寨人群各自劃分溝中的資源，也共同保護溝中的資源。除
了女性成為邊緣弱勢者之外，這是一個基本上平等的社會；任何的社會階序化與權力集中化都
是不必要或是有害的。當社會結構發生重大改變時，如某些寨子滅絕，或新的寨子由老寨子分
出來，在此種歷史心性下「過去」很容易被遺忘，而原來的弟兄故事被修正，當前幾個寨子又
是傳自於幾個同時到來的弟兄，以維持寨與寨間的凝聚與對等關係。相反的，在如「中國人」
這樣有長遠文字歷史傳統的人群中，「一個英雄祖先」常被用來凝聚一個權力中央化的人群，
或強調此人群中核心群體的優越性；煩雜的英雄史蹟與治亂侵伐組成的線性歷史，則用來階序
化群體內各次人群，或分別誰是先來者、誰是外來的人。
「口耳相傳」是此歷史心性下的主要社會記憶傳遞方式。在同一社會人群中經常口傳著不
同版本的弟兄故事；不同版本述說範疇不同的人群認同。由社會記憶觀點，雖然文字歷史記憶
同樣常有失憶與虛構，然而它們與口述歷史記憶仍有相當差別。口述由於不需特殊文字書寫知
識，因此它是普遍的；由於普遍所以不易被權力掌控或典範化，因此它常是多元的。由於它是
多元的、普遍的，因此它更容易使「現在」不斷的被新的弟兄故事合理化。這樣的「歷史」與
歷史記憶媒介是當地特殊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產物，也最能夠維護與調節當地傳統的人群認同與

history (2) 分別二者（Stanford 1994: 1）。在本文的探討中，別於「歷史述事」的不只一些過去
曾發生的「事件」還包括所有過去的「真實存在」，因此我以「歷史事實」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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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配、分享體系。
埃期溝羌族並不代表典型的羌族。正如我不相信典範歷史為唯一的歷史，我也不認為有典
範的羌族文化或歷史記憶。埃期溝的特色是當地遠離公路線，村寨居民大多無漢姓。更重要的
是，當地森林尚未遭到砍伐，因而可相當程度維持村寨的經濟與社會特質。無論如何，包括埃
期溝在內所有岷江上游地區村寨人群，都或多或少的受漢、藏文化影響。特別是，近五十年來
由於國家教育與知識宣導普及，更由於民族識別造成的新認同體系，他們所傳述的弟兄故事中
或多或少加入了中國歷史、地理與行政空間概念。村寨人群認同中介入了其它的社會群體認
同，如同姓家族（漢姓）、同縣的人、同區的人，以及羌族人認同等等。每一種認同，都在線
性歷史中得到證實與強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對許多羌族與鄰近藏族地區而言，這些弟兄故事
是一些在逐漸變遷或消失中的社會記憶。取而代之的或與之攙雜的，是漢人的歷史記憶與對藏
傳佛教菩薩的記憶。因此，是否「漢化」或「藏化」改變了當地人群以「弟兄故事」為代表的
歷史心性，也改變了當地的認同體系？
由某種角度看來，的確如此。在漢文化的影響方面，事實上，對羌族群眾來說，目前最普
遍的民族起源記憶是：「羌族從前是一個強大的民族，在青海、甘肅被打敗後南遷到這山裡
來…。」這是中國歷史記憶中漢晉時期「羌亂」的本地修正版。在城鎮羌族知識份子中，又流
傳著炎帝子孫、大禹後裔或李冰、孟獲與樊梨花的族人等記憶，以及相關的中國古代羌人歷史
（王明珂1997）。即使在弟兄故事中，我們也見到許多漢人的地理與歷史概念，以及一些宣稱
來自漢人地區的同姓或異姓「弟兄」。中國歷史記憶與家族概念，以及傳播、保存它們的媒
介，中國文字，無疑對岷江上游人群間的弟兄故事與人群認同有很深的影響。在埃期的弟兄故
事（例12、13）中，這些弟兄沒有漢姓；弟兄們的後裔正包括當前幾個寨子所有的人；故事中
很少漢人的歷史時間與地理概念。但是，在其它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地區，部分弟兄故事中便
添增了「同姓」的人群分類因素，以及漢人的歷史與地理概念。於是，弟兄故事所凝聚的人群
不再是同一生態空間下所有的人，而是部分的人；或將本地人群與外在世界人群或空間聯繫在
一起。如此造成村寨居民在「弟兄」認同上的內在分化與對外擴張化。而內在分化與對外擴張
化，可說是包括中國在內許多文字文明歷史心性的特徵。13 因此，弟兄故事逐漸消逝，取而代
之的是另一種歷史心性下的線性歷史。在這樣的歷史心性下，一方面在線性歷史長流中，一些
無法改變的「過去」如羌族在西北被打敗南遷、明代何卿平羌亂，成為造成今日羌族處境的
「歷史事實」。另一方面，英雄聖王祖先如炎帝、大禹、李冰、樊梨花與阿爸白茍等等取代了
「弟兄」，成為定義、凝聚與區別羌族的歷史記憶。
在藏文化的影響方面。黑水東部各溝村寨人群目前在民族分類上是藏族；他們說的是語言
學分類中的「羌語」，但信仰藏傳佛教。在這兒，弟兄故事較少。無論是村寨民眾與鎮上的知
識分子，也幾乎都說不出當地藏族或 「爾勒瑪」的歷史來源。黑水人認同中有一個重要社會記

13

這並非是說漢族或中國人好以武力擴張，而是說漢族或中國人常以歷史記憶來造成一擴張性

的族群邊緣。我曾以「太伯奔吳故事」來說明華夏邊緣如何藉歷史記憶擴張（王明珂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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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那就是當地宗教信仰中歐塔基、歐塔咪、歐塔拉三座本地神山，各自代表在藏傳佛教菩薩
系統中的三個菩薩。當地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她（他）們是一對夫妻與一個女兒，或是三個姊
妹。沒有人認為她（他）們是那些人的祖先――因為這是三個菩薩。但是在較深遠的溝中，有
些報告人則說這是三個同胞（不確定是弟兄或姐妹）分家產，後來分別管理三個溝。另一個受
藏傳佛教影響的地區則是理縣東部各村寨。在這兒流傳白哈哈、白西西、白郎郎三弟兄的故事
（例19）。同樣的，在這故事與相關地方信仰中，這三弟兄也被當地羌族認為是菩薩，他們不
被認為是任何人的祖先。同樣的，弟兄故事在這一帶比較不盛行。
為何在藏傳佛教流行或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地區，「弟兄故事」或任何形式的起源歷史都相
當被忽視？在人群聚合上，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因素與其實踐取代了弟兄故事或線性歷史，使得
這兒的人們幾乎成了沒有「歷史」的人群？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目前我只能以田野所見
的一些現象來作解釋。在當地，我注意到許多宗教與婚喪儀式中，特別是在更普遍的以酒招待
客人的開罈儀式中，年者要先以酒請菩薩、敬菩薩。以黑水地區為例，從最高的菩薩唸起，一
級級的唸到包括紅原、阿壩草地與黑水所有牧民與農人的共同菩薩，然後是黑水人自己的歐塔
基、歐塔咪、歐塔拉，然後是各溝各寨的菩薩，然後是自家的家神。或許是對這種大小層級菩
薩的信仰，以及定期與不定期的集體回憶活動（如祭本寨的菩薩或歐塔拉等），以足使重要社
會記憶不斷被提醒以凝聚不同層級的社會人群認同，也因此使得弟兄故事與其它形式的歷史被
淡化或遺忘，或被「菩薩化」了。14
由另一種角度來說，岷江上游各村寨人群中的「弟兄故事」與相關人群認同受到漢文化或
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不應被簡單的描述為「藏化」或是「漢化」。這樣的說法預設了這兒原
來就存在著漢、藏與羌三個可截然劃分的「民族」。在前面我們曾說過，當地從前許多村寨人
群中的「赤部」、「而」與「爾瑪」的概念，表現一種相對的人群認同概念；每一條溝或地區
的人都認為本地人是「爾瑪」，上游與下游人群分別是「赤部」與「而」。這與目前他們將
「赤部」當作「藏族」，「而」當作漢族，「爾瑪」當作羌族，且在國家宣導的民族知識下將
漢、藏、羌截然劃分，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我們可以說，在這青藏高原的邊緣，在這華夏邊
緣，原來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的界限，或「爾瑪」與「赤部」、「而」的界線，就是一片模糊地
帶。中國歷代王朝，北方游牧部落，西藏內地往東北擴展的政權，都曾經控制這一帶地方，留

14

必須說明的是，這種祭拜或請菩薩的儀式活動，在茂縣、汶川等羌族地區也有。在西方的黑

水或北方的松潘附近，山神菩薩被列入藏傳佛教階序化菩薩系統之中。由此往東或往南各村
寨，藏傳佛教的菩薩逐漸消失，人們只祭拜各級山神菩薩與觀音、玉皇、東嶽等漢人信仰。再
往東往南，在汶川、理縣等地村寨中則漢人神祇信仰取代了各級山神，各村寨最多只祭拜一個
山神。在最接近黑水藏族與熱務藏族的埃期溝羌族中，則兩套系統並存；一方面他們以各種弟
兄故事凝聚不同人群，同時這些人群也就是共祭各級菩薩的不同範疇人群（見例12-15的相關說
明）。在祭各級山神的村寨中，似乎每一山神只代表一個或大或小的人群，而各個山神間並沒
有絕對的階序。在只祭本寨山神的村寨中，過去在開罈前所請的則是平行的、鄰近各寨的山
神，而非階序化的菩薩（四川省編輯組 1986: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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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多或少的政治、宗教與文化遺痕。但這裡各溝、村、寨內外的社會經濟結構，使得這些歷
史過程在當地社會記憶中幾乎毫無痕跡可尋。直到近代弟兄故事仍是當地最重要的起源記憶，
孤立的、相對的「爾瑪」仍是最重要的人群認同。
因此，更重要的改變不是「漢化」或「藏化」而是「民族化」。清末民初時期，由歐美傳
入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在中國知識份子救亡圖存的危機意識下逐漸在此發酵、播散，而
使得傳統華夏與其四裔共同形成「中華民族」。「民族」（nation）概念不僅使「漢人」變為
「漢民族」，也使得傳統漢人概念中的「四裔」變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15 為了國家民族政策
的施行，民族分類與識別使得每一個人都得其民族身分，民族界限也因此被劃分出來。如此使
得散布於茂縣、汶川、理縣、松潘、北川等地的羌族範圍確立。羌族知識分子學習與詮釋漢人
歷史中的羌族史，因此建立其羌族認同（Wang 1998）。與此相關的歷史是一種源於祖先英雄
的線性歷史。在此歷史中，羌族是炎帝、大禹、樊梨花或「阿爸白茍」等英雄的後代。這種出
於「一位英雄祖先」的祖源歷史記憶，與「幾個弟兄」的歷史記憶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歷史心
性；也說明了作為「民族」的羌族與過去的「爾瑪」之間的差別。
但這並不是說，「羌族」與「爾瑪」沒有關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羌族人多自稱他們是
「爾瑪」；漢字書寫與發音的「爾瑪」，可以讓他們忽略這個「族群自稱」在各溝各寨母語發
音上的差異，以及過去彼此間的認同差異。弟兄故事所表現的傳統歷史心性，出現在羌族知識
份子所編寫的「阿爸白茍」傳說之中（羅世澤 1983）。一個從前流傳在部分地區的神話傳說人
物「阿爸白茍」，被普及化成為羌族的祖先英雄（見例8, 20）。此社會記憶藉著各種以漢文字
出版的羌族民間故事與羌族史等傳播。這看來似乎是受到英雄聖王歷史的影響。無論如何，
「弟兄故事」的結構仍存在，只是在新的知識體系下得到新的銓釋：阿爸白茍的「九個兒
子」，分別落居於他們民族分類知識中當前羌族分布的茂縣、汶川、理縣、松潘、北川、綿
箎，以及歷史知識中他們認為「從前應是」羌族地區的灌縣、娘子關（映秀），以及語言分類
知識中他們認為其居民「現在應是」羌族的黑水（羅世澤 1983）。這樣的神話或歷史建構，是
一個混合「弟兄故事」、「英雄祖先」與「民族歷史」等不同歷史心性的產物。更重要的是，
它不但表達了在民族主義下人們如何假借民族學、歷史學與語言學知識來想像「我群」，也表
達了此種民族認同想像的擴張性。

15

這並不是說在 nationalism 傳入中國之前不存在「華夏」或「漢人」族群認同；然而，傳統

的華夏或漢人認同，與漢民族或中華民族認同的確不盡相同。前者主要賴「異類邊緣」來凝聚
（強調非我族類的異類性）。後者則是在民族主義的「民族」概念下的產物；在此概念中，漢
民族或中華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緣（體質）、文化、語言等特徵並在歷史上延續的人群。本世
紀以來中國許多民族學調查與民族史研究，可以說是找尋或想像體質、文化與歷史同異以建立
中華民族、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特質與區分的活動。我曾以羌族為例說明此歷史過程（Wang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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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或許有人會懷疑：這些「弟兄故事」究竟是歷史還是神話傳說？對這樣的問題我沒
有簡單、截然的答案。然而這涉及一些更複雜、更基本的問題：究竟在我們的知識體系中歷史
與神話傳說有何差別？是否所有的人類社會皆服膺此種知識理性？
許多歷史學者皆認為，這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社會人群都有歷史或歷史意識——有些人群生
活在宗教與神話掌控的世界之中；這類似於 Lévi-Strauss 所謂的 ‘hot’ society 與 ‘cold’ society
之別（Lévi-Strauss 1969）。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一些「非西方」人群或底層社會人群是沒有歷史
的（Wolf 1982: 385）；中國的漢族學者也普遍認為，相對於漢族優久的歷史書寫傳統，部分中
國少數民族沒有歷史與歷史意識。然而，另一些學者，特別是來自非西方世界的人類學者或在
非西方世界作研究的人類學者，卻認為「神話」（myth）與「歷史」（history）的區分是西方
文化下的產物，此種區分不是在任何社會都有意義（Obeyesekere 1992: 59-60），或指出無所謂
‘hot’ society 與 ‘cold’ society 之別，所有的原始社會都有其歷史（Leach 1989: 44）。
在討論此問題時，我們應把歷史事實（真正發生了什麼）與歷史記憶與述事（人們認為發
生了什麼）分別開來。在歷史述事上，現在許多歷史學者皆同意，「歷史」常常是選擇性的或
是虛構的；研究族群現象與民族主義的學者也注意到，共同起源（一個祖先或事件）的歷史想
像常在某種群體認同下被選擇、創造出來。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人類學者 Gananath
Obeyesekere 所指出的，一個神話模式（myth model）可能以各種不同的論述形式再現，包括歷
史與人類學的學術著作之中（Obeyesekere 1992: 10-11）。這些在民族主義下的集體歷史想像，
或在特定文化中更深層的「神話模式」批上理性外衣的學術再現，是否就不能當作是「神話」
而應被視為「歷史」？這說明了在不同學術典範下或不同文化之下，人們對於神話與歷史都有
不同的定義。
因此，我認為無論是神話與歷史，或是司馬遷所謂「其文不雅馴」者與歷史，真正的差別
只是人們在不同的歷史心性下對所謂真實與不真實的過去的主觀看法與集體想像。而且，在人
們相信的真實與虛構之間，或歷史與神話之間，有一模糊的中間地帶。以本文的例子來說，岷
江上游村寨人群間還流傳一些有關天地開闢、創造人類、人神關係，以及某種動物或植物的來
源等故事。相對於近代以來發生的「歷史」而言，這些故事的真實性在他們心目中非常的低；
可以說他們的確分辨真實的過去與虛構的過去。然而「弟兄故事」便是介乎此二者的中間模糊
帶。世界許多文明中有關神性或英雄祖先的起源神話或歷史，似乎都可以歸入此類。認識此歷
史與神話的中間模糊帶有理論上的重要性；探入此「邊緣」可以讓我們對神話如何影響歷史建
構與歷史事件，以及歷史事件如何投射在歷史建構與神話建構之中，有更多的了解。
本文的弟兄故事，以及我曾在別的文章中論及的「太伯奔吳故事」，都是很好的例子，可
以說明歷史事實或事件（historical facts or events）、歷史述事（historical narratives）與神話傳
說間的關係。在弟兄故事中，我們是否可以追問「最早有幾個弟兄到這兒來」是不是歷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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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或「湖廣填四川的時候幾個弟兄從湖廣來」是不是歷史事實？顯然它們有些是事實，有些
是想像，更有些是被修正、被想像的事實。對「太伯奔吳故事」的研究也說明，土著「尋找一
位外來祖先或神」，與華夏「尋找到野蠻地區被尊為神或酋長的祖先」，這兩種歷史溯源（或
歷史想像）普遍存在於文化接觸中勢力強弱不均的兩群體之間（王明珂 1997: 272-79）。一個
結構性的社會歷史記憶（或神話模式），可能導致符合此結構的社會行為（或新神話建構）；
如幾弟兄一起到外地開荒，或一位來自文明世界的人征服蠻荒世界。而現實社會結構（一村有
三個寨子，或文明核心與邊緣人群關係），也可能產生同樣結構下對過去的回憶（三弟兄到此
分家，或來自文明核心的人曾在蠻夷地區被尊為神或王）。新的社會環境、知識與事件，產生
新的社會歷史記憶或新的歷史心性，而社會人群在新的、舊的或混合的歷史心性中，經驗當
代、期待未來，並重建他們各種版本的過去。因此，在本文對於「弟兄故事」的分析中，一個
主題便是某種存在於個人與社會中的「結構」——無論稱之為歷史結構、神話模式或歷史心
性，或如社會記憶研究先驅英國心理學者 F. C. Bartlett 所稱的 schema（1932: 197-214）——
，以及它與歷史述事、歷史事實間的關係。
「尋找外來的或到外地去的祖先或神」與「弟兄故事」應是根植於許多文化人群中基本的
兩種「歷史」——介於歷史與神話間的根基歷史——，分別代表不同的歷史心性。我稱這些弟
兄故事為「根基歷史」，一方面是因為許多「歷史事實」與「歷史述事」的產生都以此為根
基。另一方面，它在以父系繼嗣或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人群間，以最直截的方式（弟兄關係）
強調「同胞」間的根基性情感聯繫。而強調人群間的根基性情感，也是許多歷史述事（如國史
與民族史）的主要目的，以及促成歷史行動與事實（如中國「同胞們」共同抗日）的主要動
力。

ඕᄬ

在本文中，我介紹流傳在岷江上游及北川地區村寨人群間的一些「弟兄故事」，並說明產
生這些「弟兄故事」的當地生態與社會背景，以及故事中的人、事、物與空間、時間等概念。
藉此，我強調這是一種基於特殊歷史心性下的歷史述事與歷史記憶；我也探索這樣的歷史心性
與歷史記憶在漢、藏文化的影響下，特別是在近代「民族化」影響下的變化。
以「弟兄故事」為代表的根基歷史，最初流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經常彼此接觸的、個人或
群體間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大致平等的、以父系繼嗣或以男性為主體的人類社會群體之中（如一
個小溝中各村寨人群）。16 雖然在細節上有爭論，這是一個群體中大家耳熟能詳的「大眾歷

16

作為根基歷史的弟兄故事目前廣泛分佈在中國西南地區以父系繼嗣或以男性為主體的各族群

間。以下的例子說明，當這些西南土著被漢人分類而「民族化」之初（約在三十至四十年
代），他們仍以「弟兄故事」來合理化他們心目中的民族關係。如一則有關景頗族傳說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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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隨著人類社會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複雜化、中央化（centralization）與階級化
（stratification）發展，根基歷史所代表的歷史心性逐漸被其它歷史心性取代或壓抑。首先，在
社會中央化之後，並非這些弟兄，而是弟兄們的父親——一位英雄聖王——成為歷史的起始。
無論歷史重複著一個個英雄聖王及其子孫的興亡（循環歷史），或是英雄聖王及其子孫萬世一
系的歷史（線性歷史），其「起源」都是一位英雄聖王。同時，在社會因政治、經濟、宗教而
分工化、階層化之後，歷史記載的不再是該群體所有人的「共同過去」，而是部分人的過去—
—他們是皇室、貴族、世家，或是宗教與商業領袖。政治、宗教與商業活動中的歷史「人物」
與「事件」，取代基本歷史中的「物」與「事」，成為劃分、強化或爭論地域、族群與社會階
層化關係的符號。
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記憶活動中，文字書寫取代或壓抑口傳記憶，扮演非常重要的記憶媒介
角色。它不但被用來凝化、保存一些重要的社會歷史記憶，文字書寫知識與書寫材料又可被壟
斷為一種政治資本。在社會分工與階層化之下，某些人群被排除在這些新記憶媒介之外，因此
也無法以歷史記憶來爭奪、維護本身合理的地位。弟兄故事中群體間的「同胞之愛」，只保存
在帝王、貴戚與世家大族自身的文字歷史記憶之中；所有成員（如華夏）間的一體性，轉變為
由異質化的邊緣來強化——以歷史與風俗描述來強調域外世界與域外之人的詭異與野蠻，以及
對外戰爭中本族群的英雄人物與事蹟。同時，就在此種社會文明與歷史心性的發展中，一種擴
張性的歷史心性——尋找在邊緣或蠻荒地區被土著尊為神或酋長的祖先——創造出許多華夏化
（如太伯奔東吳）、民族化（如大禹在川西）或西化（如 Captain Cook 到夏威夷）17 的歷史
述事與歷史事實。相對的，「尋找外來的祖先或神」，也在此文化接觸中成為許多原以弟兄故
事或其它本土歷史凝聚之人群的新歷史心性之一；由此產生漢化、民族化或西化的歷史述事與

載，『（江心坡）土人種族甚多...。或謂彼等為蚩尤之子孫...。而年老土人則謂：「我野人與擺
夷漢人同種，野人大哥，擺夷二哥，漢人老三。因父親疼惜幼子，故將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擺
夷種田，供給老三。且懼大哥野人為亂，乃又令二哥擺夷住於邊界，防野人而保衛老三。後野
人以山居甚苦，果然相率起魬反，打入京內。至永昌遇孔明領兵到來，受慰而返。後若干年復
反，而王尚書又領兵到來，仍被安撫而無異議。今江心坡地界內肯都樣有王尚書建立的大營
盤 ...。」』（華企雲1932: 332）。又如，彝族（夷族）夷經中的記載：『遠古時代喬姆家有弟
兄三人...（洪水後喬姆石奇獨活。老三喬姆石奇的三個兒子原來不會說話，他們以竹筒在火中
燒出爆烈聲，三個啞巴嚇得驚呼...）大的叫 Atzige（羅語）， 二的喊 Magedu（番語），小的
呼「熱得很」。從此他們說三種不同的語言，成為夷（Nohsu）、番、漢三族的祖先』（庄學
本 1941: 152-55）。部分苗族中亦有苗、漢、彝為三弟兄的祖先起源故事；慄僳族中也有慄
僳、漢、彝為三弟兄的說法（李海鷹等 1985: 179-81）。這些例子都說明，在「弟兄故事」的
歷史心性下，新的「歷史」仍以「弟兄關係」來強調各族群間的區分與對等。
17

根據許多文獻記載，歐洲探險家 Captain Cook 在 1779 年抵達夏威夷，被土著殺害然而被

尊為神。基於此，人類學者 Marshall Sahlins 與 Gananath Obeyesekere 間曾有關於歷史與文化
結構的綿長辯論（Sahlins 1981, 1995; Obeyesekere 1992）；或請參見拙著（1997: 2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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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實。
以弟兄故事為代表的根基歷史，似乎曾普遍存在於中國及其邊緣部分區域人群間。中國古
史中弟兄故事遺痕隨處可見；如《國語 . 晉語》中便有黃帝、炎帝為兩弟兄的說法。18 到了漢
晉時期，當華夏邊緣擴及於青藏高原邊緣時，被納入此邊緣而成為華夏的巴蜀人，也以一「九
弟兄」故事將本地人與中原華夏凝聚在一起。19 漢代之後，這些弟兄故事在歷史中已失去其位
置；線性或循環的歷史，以英雄聖王為起始的歷史，以記錄、回憶社會中部分人活動為主的歷
史成為正史。但以「同胞血緣」凝聚人群的歷史心性，仍存在於以各種方法表述的歷史（特別
是族譜）、傳說與神話之中。最後，近代民族主義下的歷史概念，如美國歷史學者 Presenjit
Duara 所言，強調的是一種「啟蒙式」的線性歷史（Enlightenment History）：一面追塑成員間
共同的起源，一面強調現代與傳統間的斷裂（Duara 1995: 17-50）。在清末中國知識分子「造中
華民族」的歷史建構過程中，此線性歷史有一個渾沌的、介於歷史與傳說間的起源——炎黃。
一個過去的皇統符號，黃帝，被建構為所有漢族或所有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沈松僑 1998）。
在稍晚的中國民族史建構中，炎帝則被影射為許多少數民族——特別是所謂「氐羌系民族」—
—的祖先。
當中華民族由歷史記憶中「覺醒」後，傳統被視為四裔蠻夷的、一個個孤立的「爾瑪」也
變成了羌族。「爾瑪」與「赤部」、「而」之間的相對關係，轉變為羌、藏、漢之間絕對的民
族界線。對漢族而言，更重要的是羌族在「中華民族」建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由於中國古
文獻曾將許多邊緣人群記錄為「羌」，而「羌」與中國古代之「姜」氏族又被認為是同一族
群。因此姜姓炎帝不只被認為是當今羌族的祖先，也被認為是所有與古代之羌、氐羌有關之族
群的共同祖先。一個古老「炎、黃弟兄故事」的新詮釋，將所有「氐羌系民族」（包括藏、
羌、彝、哈尼、納西、景頗等十數種西南民族）與漢族緊密結合為中華民族下的「兄弟民
族」。這說明了，雖然啟蒙的線性歷史以及由之產生的「民族」都被認為是近代產物；一種新
的歷史，新的認同。但無論如何它仍是人類以「歷史」來凝聚社會人群的一種形式。也因此，
在新的歷史心性中仍潛藏著根基性的歷史心性——在中國，「同胞」仍是民族成員間強調根基
性情感的稱號，「兄弟民族」仍是強調中華民族下各民族團結的符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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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 晉語》：͌ټોٺѣͩĂϠเޓăޓۆĄเͽޓऐͪјĂͪݹͽޓۆјĂј҃

ளᇇĂ߇เࠎޓऐĂݹࠎޓۆĄ
19

《華陽國志 . 蜀志》：ࠃ३͠Ăˠ࠱ؕᚶг࠱̝ޢĂΈԙ˝ˠ̶ந˝эࠎ˝ݫĄˠ࠱̚ا

эĂטˣᅃĄරว̝ᚓăୖ̝ةાߏݫ˘Ăླ઼ྀ̝͐̚ݫջ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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