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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西北岷江上游的羌族及鄰近黑水藏族與嘉絨藏族村寨中（圖一），都流傳著一種毒
藥貓及毒人的傳說。前者以巫術（變成動物）害人，後者以指甲施毒害人，但在今日許多當地
民眾的觀念裡，這兩者沒有多大區別。在此類傳說中施術者幾乎全是女人，受害者則是小孩或
男人。人們畏懼毒藥貓或毒人，但他們又認為「無毒不成寨」——寨子裡沒有毒藥貓或毒人也
不好。
這些毒藥貓故事的情節與意含，一方面似乎與西方「女巫」傳說所反映的社會與兩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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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另一方面它又似乎與某些社會（如中國與印度）中女性在宗教儀式上、社會上具「污染
力」的角色相關。然而，在歐洲或美國新英格蘭，無論女巫是否作惡害人，或是否曾存在一個
巫術傳統，民間與宗教團體的確曾施加諸多暴力於這些「女巫」（Ginzburg 1966; Briggs
1996）。在岷江上游地區，「毒藥貓」只是村寨人群間的閒言閒語；沒有任何女人巫術傳統的
證據，1 群眾也沒有對她們施加嚴重的群體暴力。人類學者曾以生產方式、婚姻的社會功能與
父系家族繼嗣等，來解釋印度與中國婦女在社會與宗教儀式上「污染力」的由來（Yalman 1963;
Ahern 1975）。然而無論在生產方式、婚姻與家族方面，岷江上游的羌族（與部分藏族）都有
不同於中國、印度的相關社會背景。2 雖然如此，「女巫」或「具污染力的女人」有一相同的
背景值得注意；無論是由於追求宗教的純淨或家族的純淨，女人都被視為外來者因而成為潛在
的污染者。因此在一個社會發生騷亂（瘟疫、不明的死亡、外來挫折與群體內部糾紛）時，女
人常成為代罪羔羊。在本文中我將說明，在岷江上游村寨人群間，這種相對於毒藥貓的不潔與
毒性的「純淨」則是村寨人群孤立的認同。
本文相關的一些主題——人們對不明疫疾與死亡的恐懼、女人對社會的「污染」、將社會
中部分人作為「代罪羔羊」等等——在西方神話學、歷史學與人類學研究中都有些相關探討。
René Girard 曾由世界各地神話中建立一個「代罪羔羊」理論；他認為「暴力」以及用「代罪羔
羊」遏止暴力，這是人類社會的一項特質，也是許多宗教與犧牲儀式的根源。這樣的觀點首先
見於其 1972 年之著作 La Violence et le sacre 之中。他指出，在一社會中各親近的個人與群體之
間，由於彼此相似而破壞了重要且必要的區分，造成人與人之間或諸人群之間的緊張、衝突與
暴力。以暴易暴造成社會衝突無法遏止；唯一之途便是集體施暴於一「代罪羔羊」，如此社會
群體的和諧與團結可得到保障。許多人類社會的神話與儀式便是反映或重覆這起始的「殺戮代
罪羔羊事件」。後來，在 Le Bouc émissaire 一書（1982; 英譯書名 The Scapegoat, 1986）及一
篇長文（Girard 1987: 73-105）中，Girard 綜合自己過去的看法，進一步以此解釋人類社會的神
話、宗教與相關儀式的起源。他舉例分析這一類神話的共同特質：（1）社會的擾動；（2）某
外來者常先被當作拯救者，然後成了代罪羔羊；（3）民眾對之施以集體暴力；（4）外來英雄
被殺或被逐回原居地；（5）使之重生；（6）圓滿的結局——他們成為神或神聖的祖先。
René Girard 的理論曾引起學術界極大的重視與討論。本文中的「毒藥貓神話」與 Girard
所論及的「代罪羔羊神話」有相似的地方；特別是被視為代罪羔羊者的一些社會特質。然而，
毒藥貓從未被當作英雄，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們之死也不是由於「集體暴力」；死後也沒有重
生，更沒有被神化或祖先化。因此，在本文中我無法附和 Girard 將此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相關

本文田野資料主要得於「中國西南羌彝民族歷史與族群邊界研究計劃」的田野考查；該計劃由蔣經國國
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支持。部分後續研究經費得自於「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新興主題研究計劃。在
此我對相關提供幫助的機構致萬分的謝意。本文初稿曾在史語所主辦之「潔淨」的歷史研討會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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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在當地男人中卻存在一些傳統的咒語、巫術，那便是端公與做索子的人。前者是羌族宗教信
仰、生命祭儀的主事者，驅邪去災除病的專家，以及神話、歷史的講述與銓釋者；後者則是設陷阱並輔
以巫術（如黑山法）捕獵的獵者。他們中都有一些巫術與咒語師徒相傳。
如人類學者曾指出，中國與印度的家庭組織、女人地位與財產繼承之特色及其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人群
不同之關鍵便是：前者是以男人勞力為主的犁耕農業，後者是以女人勞力為主的鋤耕農業（Boserup
1970; Goody 1976）。在羌族與鄰近行農業的藏族地區，雖農忙時男人也負擔相當的農事，但基本上是
女人管「糧食生產」的事；以此而言，印度與中國農業與相關社會特色與本地區有相當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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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作比較，也因此無法探討人類社會一般性集體暴力與宗教起源問題。3 在他的研究中，與
本文相關的是「親近群體間的敵意」，以及用「代罪羔羊」消除社會緊張與凝聚社會人群的現
象。然而，在本文中我所謂的「代罪羔羊」不一定涉及實質的暴力或殺戮，而是更普遍的、制
度化的對特定對象的敵意與歧視，表現在鄉里間的閒言閒語之間。我將藉此解讀毒藥貓傳說故
事的社會意義。
「親近群體間的敵意與猜疑」此一主題，也曾被歷史學者 Robin Briggs 用來詮釋歐洲中世
紀末「獵女巫」的歷史。在這本社會史的經典著作中，作者一反簡單的經濟、宗教、政治等背
景解釋，而指出所有這些經濟、宗教、社會權力因素在鄉民日常生活中造成的挫折、恐懼與不
安，以及鄰里、家庭成員間的猜忌，才是「獵女巫」的主要背景（Briggs 1996）。他也指出，
歐洲的「女巫」傳聞與「獵女巫」不可混為一談；女巫信仰與傳聞非常普遍且有長遠歷史，然
而「獵女巫」案例主要發生在少數地區，且多發生在中世紀末。這也說明了，將社會中某些人
視為許多災難與挫折的「代罪羔羊」是人類社會中一種普遍現象；而以暴力施加於「代罪羔
羊」身上ĞGirard 所關注的主題ğ，則有特別的時代社會背景。
關於親近群體間的敵意與由此產生的社會區分，以及破壞此社會區分所產生的被污染或毒
化的一般概念，這一類的問題探討更常見於社會學或人類學著作之中（Elias 1965; Douglas 1966;
Bourdieu 1984）。特別是許多研究指出，女人，或由於其邊緣的社會角色，或其破壞重要的社
會區分（家內的與家外的），常被視為污染的、有毒的，以及被懷疑與一些災難與不幸有關。
這些研究對於我們解讀岷江上游「毒藥貓」傳說的意義都有很多的幫助；無論是女性或下階層
勞工或外來新住民，他（她）們都經常在社會核心群體的各種典範文化、生活習慣及語言的想
像與創造下被區別開來，成為社會內部或邊緣的異類，因而被視為對社會有威脅的「毒藥
貓」。
人類群體間的「區分」（無論是被選擇、創造或是被想像的），以及因此產生的歧視、敵
意與暴力，更是許多社會科學的種族與族群或國族（nation）研究的重要課題。雖然有些國族或
族群現象研究者已注意到國族或族群關係中隱含的性別、階級矛盾，但上述對於較小的社會群
體內或較親近人群間的敵對與衝突的研究，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在本文中，我將由岷江上游
村寨的自然與社會環境背景來說明當地人群的資源分配與分享體系，各次人群間的競爭與衝
突，以及在此種「小社會」中人們的憂恐與對外界的戒懼。更重要的是，我將在更廣大的社會
認同與區分——也就是族群認同與區分——背景下說明，此種對鄰近人群的敵意，與他們對遠
方「異類」（蠻子與漢人）的敵意互為表裡。
上述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中，其主要材料有些是神話，有些是歷史，有些是田野報告人的
經驗。本文有關「毒藥貓」的原始資料主要來自報告人的口述；其中包括一般所定義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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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 Girard 用「代罪羔羊神話」來詮釋人類，或部分人類的，宗教、儀式或始祖神話的起源。然而在
他所舉的例子中，很少能完全符合他所建構的模式：社會騷亂—外來者被怪罪—集體暴力—重生—成為
神；似乎是許多不同的神話間的「相似性」被選擇、類比，形成此理論模式。然而，聖經中的耶穌故事
倒完全符合其理論。因此我們可以懷疑：是否一個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根深蒂固的「神話」（或歷
史），影響此文明中學者閱讀世界其它神話時所得的「經驗」，以及根據這些經驗記憶（以及其他西方
學術界所提供的記憶）所建構的世界宗教與儀式起源的「歷史」？這也可做為本文「毒藥貓故事中的神
話、歷史與經驗記憶」一節之例証；詳見本文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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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個人經驗。然而我並不認為它們是單獨存在的、多元的材料；它們相互影響、相輔相
成。也就是說，探討這些與「毒藥貓」有關的神話傳說時，我不認為我們能單從神話傳說中分
析其社會意義，而無視於這個神話傳說之所以產生的社會背景。因為每一個神話文本中的語
言、文字符號，都只能由當地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中去解讀。我也不認為我們能將神話傳說作為
一靜態的文本，而忽略了神話傳說如何在社會背景中被人們傳述、閱讀、詮釋。因為神話傳說
只有作為一種流動的社會記憶，它才影響人們的歷史建構與個人的經驗與記憶；個人的經驗、
記憶與相關的歷史建構與回憶，也影響人們對神話傳說的傳述與詮釋。透過這樣的過程，神
話、歷史與經驗才共同形成一種內在的文化概念——主要是一種認同與區分體系，影響個人與
群體的文化表徵與演示（如穿什麼衣服、說什麼語言等等）。在本文中我無法處理何謂神話或
歷史等大問題；我只希望藉著毒藥貓的例子，說明土著心目中的「神話」、「歷史」與「個人
經驗」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之間的模糊邊界。
本文將首先呈現這些「毒藥貓故事」；其來源主要是我在近四年來（1995-1998）田野採
訪所得的口述資料。其次，我將描述、分析當地村寨生活中的資源利用、分配與競爭，婚姻與
家庭，以及村寨認同的本質，以及在其中女人的社會角色。最後，藉著這些社會生活背景，我
解讀毒藥貓故事中所蘊含的女性、動物、疾疫與死亡的象徵意義。以及，與此有關的神話、歷
史與個人經驗如何相互構成，以及它們如何與各文化表徵與演示共同反映、建構當地的認同與
人群區分體系。最後，我將藉著探討當地俗諺「無毒不成寨」的意義，進一步說明「毒藥貓現
象」在了解人類一般性的群體認同與群體內外區分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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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8 年間，我數度進入岷江上游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東部及北川地區作調
查。我研究的主題是羌族的歷史文化與相關的族群認同問題。在理縣、汶川、茂縣、松潘、黑
水等羌族、藏族地區中，各地、各溝、各村寨人群在語言、宗教、神話傳說、服飾與婚喪習俗
各方面都同中有異。這些差異是一個外來觀察者可以見到的，也是被村寨居民們所認知與經常
刻意表現的。在這種情況下，毒藥貓的傳說引起我的注意——因為，相反的，這種傳說幾乎在
任何村寨中都聽得到，內容也沒有太大差別。
跟據一般說法，毒藥貓是一種會變的人，通常是女人。她們在白天與常人無異，到了晚上
軀體睡在家中，靈魂就變成某種動物四出害人。據說，每個毒藥貓都有一個口袋，裡面裝有各
種動物的毛。當晚上毒藥貓要出去害人時，就把手伸到口袋裡，摸到什麼毛她就變什麼動物。
然後，將走夜路的人嚇得摔到懸崖下去。
1.（茂縣赤不蘇）我們寨子有一家，在大集體時有兩個人，要去開會。寨子上有個毒藥貓王
子，變一個白馬，跟寨子上一匹白馬一樣的。這兩個人，一個膽小一個膽大。他們覺得有
白馬跟著，知道是毒藥貓。膽大的就說：「我躲在石包包這兒，你去把牠吆上來。」結過
馬一過來，躲在坎子上的那個人吆喝一聲，馬就掉下去死了。他們兩個商量，明天我們很
早起來看，如果死的是寨子裡的馬，我們就都不要開腔；如果不是，就是毒藥貓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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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們來看，結果沒有死馬，但寨子裡有一個人病了。他們說，整了毒藥貓的人一去，
那個毒藥貓就會吐血死掉，所以一般是不去的。但這兩個是村幹部，不去也不行。他們就
去看看。那毒藥貓的家人把她抬到醫院去，在半路上就遇到那兩個村幹部，那個人就吐血
死了。為了這事，到現在兩家的關係還僵得很。4
2.（松潘小姓溝）一個男子在河邊推磨，推水磨。來了一個毒藥貓，她說：「你一個人在這
推磨最怕啥子？」毒藥貓問他。他說：「我最怕驢子，進來呀呀叫，我最害怕。」後來毒
藥貓就變一隻驢子來了。磨房門一開就阿阿叫。這個人就把驢子勒到，就把糧食托在高
頭，騎上，一打，就往包包上（按：指山頭上）登上去。走到半路她累到了，就喚。走到
屋裡，他把幾個兒子喊起來，說：「我撿了一隻驢子，你們給牠餵點草。」他兒子們給她
草她不吃。他們就說：「爸爸驢兒不吃草。」他說：「不吃就給牠餓著。」五點雞叫，她
就說：「你把我放了吧，我屋裡頭娃娃要哭，要喂奶。」他才跑下去把她放了。
就像以上的故事一樣，大多數毒藥貓變動物的故事中，最後被修理的都是毒藥貓。而修理
毒藥貓的人，則是她們自己的丈夫，或本村中的青壯男子。在村寨民眾的心目中，毒藥貓大多
是女子。至於男人會不會變成毒藥貓，各人的說法不一。大多數人認為只有女的才會成為毒藥
貓；有些人則說，毒藥貓男、女都有，但也認為女毒藥貓比較多或較普遍。我聽過的毒藥貓故
事都是關於女性毒藥貓的；我只聽說過一則有關男性毒藥貓村民的事，而這男性毒藥貓是一外
地來上門（入贅）的男子。
毒藥貓的傳承或訓練，在傳說中是由母親傳授給女兒。
3.（茂縣黑虎）毒藥貓女的男的都有，但女的要兇些，狡滑些。只要走得起路，她母親就教
她。沒得人的時候，把她喊來，把火籠燒起，做饃饃的告盤擱在上面，把女子也放在上
面，毛毛也擱在熬盤高頭，要她打滾。滾打了，拿啥子毛變啥子。教她，一般都是母親
教，父親不教。技術上指正她。一直長大，就變成毒藥貓。男的也有，很少，男的不遺
傳。
4.（茂縣赤不蘇）一般都是婦女才會毒藥貓。如果有三姊妹，母親傳給最小的。把平底鍋燒
紅，把娃娃放在上面炕。唸一種咒語，就把她教會了。這時不能有任何聲音，否則就會把
她燒了。
5.（茂縣赤不蘇）毒藥貓大部分都是女的。他們說母親教女兒毒藥時，是在女娃兒會說「石
頭」這個詞，日阿窩（按: 曲谷土語「石頭」）...。娃兒會說石頭時，把門關上，就把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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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1-24 條引例皆為作者田野採訪所得口述資料。報告人皆為男性，年齡在 30-70 之間。因此本文所描
述一些觀點與價值，只代表當地社會中的一種主流觀點與價值，而非該社會的全貌。這些口述資料是以
當地的四川西北方言――當地人所謂的「漢話」――採訪、錄音、轉譯為漢語文字而得來的。因此，引
文中會有些罕見的語詞；我都儘量附註說明。「漢話」是羌族與鄰近藏族地區最普遍通行的語言，這一
方面是「漢化」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由於「鄉談話」（所謂羌語）在各地羌族間難以溝通。幾乎所有的
羌族與鄰近藏族都會說「漢話」，但相當高比例的羌族人不會說當地的「鄉談話」。可以說，「羌族」
以語言符號組構的的文化與知識體系，原來就是經過「鄉談話」與「漢語」相互傳譯、混合的文化與知
識體系；這也是「羌族」的重要特質之一。因此，以「漢話」採訪所得資料，可以適當的代表當地的土
著觀點。我處理口述資料的方式是逐字逐句錄為文字，這也是本文所引口述資料或有語法混亂、文句不
銜接現象的原因。基於我對「口述傳統」在人類認知體系中的地位的認識，以及，由「社會記憶」的觀
點，我不認為我們在回憶、刪削一段「口述」時可以避免各種主觀偏見所造成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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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放在鍋裡煎。這時有人來喊，就不成了；但成了可以克制毒藥貓的人。!
以上資料說明，在毒藥貓傳說中不但強調母女間的傳承與聯繫，也強調這個傳承主要發生
在女性的工作場域——火籠、灶邊與鍋盤上。在較漢化的地區，毒藥貓又被認為與灶神有密切
關係。據黑虎一帶的報告人稱：
6.（茂縣黑虎）灶神菩薩是毒藥貓的祖先。他們兩個最要好，祂也是個毒藥王。她有個小口
袋，放的有麻雀毛、老鼠毛、豹子毛、牲口毛、牛毛都裝得有。他們說，她的口袋就藏在
火籠底下，灶神菩薩替她管。她陰著掏出來，一打開口袋，打個滾，拿到啥子毛就變啥
子。拿到老鼠毛就變老鼠。晚上就擾人，把人甩下坎，把你吃了。真正把人吃的還沒看到
過，只是幾擾幾擾的把你嚇死，或把你嚇出病來。
同是家中的女人，毒藥貓卻無法將法術傳給媳婦。相反的，許多有關毒藥貓的故事，述說
毒藥貓母親如何想要害自己的兒子，而總被媳婦揭穿而使得毒藥貓受懲罰。或說，婆婆如何想
將毒藥的技術傳給媳婦而不成（阿壩州文化局: 484）。
7.（茂縣赤不蘇）據說有一個兒子，結了一個愛人，當時還沒有小孩。母親在家煮飯，讓兒
子與媳婦出去耕地。正是春耕季節，要播種。晚上媳婦被她母親施的毒藥貓法術嚇到了。
她就跳到櫃子裡躲起來。在我們羌區說麵櫃子是毒藥貓的交通工具，像馬、車一樣。那天
晚上那媳婦躦到櫃子裡去時，那老人婆恰恰又是毒藥貓王子。毒藥貓王子，就是那一天晚
上，四面八方的毒藥都要來她這，來受訓或接受任務之類的。她騎起麵櫃子出發。她開會
的地點，所有的毒藥貓都來了。他們擲骰子。那老人婆，那毒藥貓王子輸了，要拿出很多
酒肉來賠償損失。媳婦就躲在櫃子裡聽老人婆說些啥子。老人婆宣佈：「明天午時，我既
然輸了，我就要按我們的制度，把我的娃兒拿出來給你們吃。我中午給他們送飯去，我要
揹牛草與飯去。我餵第一棵牛草時，我就躦在牛肚子裡去，牛眼睛就會紅。再餵第二棵
時，牛就會用角把娃娃觸死。」媳婦聽到，嚇得昏了。因為她們感情相當深。第二天。他
們在田裡休息時，她滴了眼淚，滴在她愛人臉上。他才發現她在流淚。他問她：「今天是
偺個事？」要說，對方是她愛人的母親；不說，他的愛人又會被害死。她忍了又忍，眼淚
不住的流。最後在他的催促下，原原本本的告訴他愛人。他愛人聽了說：「我有辦法。」
他說，即使是親生母親也不認了。在他們做田做一半時，他的母親就來了，帶來牛草與饃
饃，要他們吃午飯。那媽媽要去餵牛吃草。兒子要母親吃飯，他自己拿牛草給牛吃。牛吃
了的確眼睛紅了。那兒子就把牛鼻索拉一拉，牛退到崖邊，就被他殺了推下崖去。牛一
死，他母親回家，也死在門檻上。
有些報告人說，毒藥貓只害自己的兒子，不敢害自己的丈夫。另有人則說，毒藥貓喜歡害
自己最親近的人，主要是自己的丈夫與兒子。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認為毒藥貓絕對不加害自己
的弟兄。而且，毒藥貓在東窗事發後經常是由她的父母或弟兄領回去——回到自己的娘家去。
8.（茂縣赤不蘇）有一個人，他愛人是毒藥貓。有天晚上，她甩了一隻人手進來，他就把它
藏起來。那毒藥貓一直找找不到。雞叫毒藥貓不回來，就沒辦法變回人。她找遍了都找不
到，雞叫了，所以她只有變回來了。那個男人準備不要她了。第二天就要她把她兄弟們請
來。她說：「啥都沒有怎麼請？」他說：「妳不管請來就好了。」他就準備一桌酒菜請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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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吃，吃到一半他把那手臂拿出來，說：「妳們姊姊是毒藥貓我不要了，你們領回
去。」這幾個兄弟就把她帶回去了。
9.（茂縣黑虎）那毒藥貓專門去吃死人，那男子就曉得，不安逸（按：不高興）。他就想了
一個辦法。他就說：「孫基，明天把你爸爸媽媽找來耍兩天罷。」她說：「家裡沒有肉怎
麼辦。」他說，我來想辦法。他就買了肉作招待。過幾天他又跟他婆娘說：「把你爸爸媽
媽找來。」她又說：「沒有肉怎辦。」他說：「這一次我也沒辦法，你想辦法罷，我們十
月初三請客。」毒藥貓的會每個月三、十三、二十三，像是過生日一樣，大家聚在一起。
她就說：「初三沒有空。」他就說：「那初四來罷。」因為初三有毒藥貓的會，有個毒藥
貓王子，她們在一個隱密的地方，一個坪坪上。有拿人手桿的，有拿人腿桿的，你一口我
一口。毒藥貓王子坐在上把位，野雞翎子彎彎，穿人指甲做的衣服，大部分是女的。那天
晚上，他婆娘一睡就喊不醒。他就早有準備，灑了草木灰。半夜他聽到響，起來看，一個
貓腳印子從門檻上過。他就跟著去到那地方。那些毒藥貓在那嘰里聒拉，她們那種語言有
些聽不懂，很嚇人。王子人指甲衣服穿起，野雞翎子插起。那男人嚇得溜了回去。結果，
半夜從天窗上，先一個人腳桿甩下來，一下，又有一個人手桿甩下來。他把它們藏了，假
裝睡覺。後來他婆娘也回來，打個滾又變成人。到了那天，他婆娘的爸爸媽媽來了，他招
待他們坐在那烤火。那男子就從床底下把人的手桿、腳桿拿出來。「你們看你們女兒幹的
安逸，昨天從天窗甩下來的人手桿腳桿，你們看怎麼辦？」
這兩個報告人所說的，事實上是一則流行的毒藥貓故事的不同版本。這故事接下來的情節
便是毒藥貓如何「去毒」的事。如前面的故事，接著說：
9a.她的父母就說：「要她改。」怎麼改呢？要她到九條大河去洗，把她洗乾淨，所有的毒
都洗完。這婆娘就被她父母逼到大河去洗，已洗了八條河了。最後一條時，天上就喊下
了：「那姑娘不要洗了，洗不得了，再洗毒藥貓要斷根。」好像她有代表性一樣。斷根
了，人間的瘟疫流行，人更不得安全。有一種瘟神，鬼，只有毒藥貓能鎮壓他。一種魔鬼
害人，毒藥貓沒了，害人的瘟神與魔鬼就要猖狂。就洗了八條河，就沒洗了。聽說以前毒
藥貓很多，現在少了，但是還有。無毒不成寨，以毒攻毒。
在一本《羌族故事集》裡收錄的一篇「毒藥貓改邪歸正」的故事，其中，毒藥貓的父母親
也是逼她「把毒藥甩到河頭」，結果「河水都黃了一片」（阿壩州文化局: 485-87）。在此，所
謂毒藥貓之毒，似乎又是一種具體的毒藥，其毒性或污染性可以藉河水洗淨。更值得注意的
是，這一類的故事都是說「無毒不成寨」；一方面解釋為何到現在還有毒藥貓，只是比從前少
很多；一方面又說，為了避免更大的瘟疫，一個寨子中有毒藥貓存在是必要的。我們將會回到
這個問題的討論上。
與毒藥貓有關的是會從指甲放毒的女人。事實上，毒藥貓與「從指甲放毒的女人」之間的
區分相當模糊。有人認為，毒藥貓有兩種：一種是從指甲放毒的，一種是變動物害人的。在北
川青片，民眾對此兩者間的區分很模糊。理縣薛城一帶與藏族接觸較多的村寨居民，大多只聽
過放毒的女人、毒藥婆，而沒聽過會變動物的毒藥貓。理縣蒲溪溝中則有些人認為毒藥貓是嘉
絨藏族傳說，羌族沒有。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茂縣東路（岷江東岸）村寨民眾，相對於西路各
村寨的人來說，比較少談會變動物的毒藥貓故事；他們經常談論的大多是指甲放毒的女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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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東路的永和與水磨坪，與西路的黑虎到赤不蘇一帶，受訪者大都認為會變的毒藥貓與
放毒的女人沒什麼不同。而在黑水的藏族 5，則將毒藥貓與放毒的女人分別開來。
10.（理縣薛城）siyiner 放毒的人，藏族也有。指甲上放毒，肚子會脹起來，慢慢就要
死。老鴉要叫，要死人。大部分是女人放毒藥；都知道誰要放，不跟她來往。碗子、筷
子都單獨的，有的還單獨到崖窩去住。一是通過她同意，一是大家攻她。住崖窩還要供
她飯。她不曉得自己放毒。立小錢，彎刀上；鐵上立小錢，喊人的名字。錢立著，有些
不得死。用腳盆將小錢蓋著，周遭用火燒，十個可以救一個，用桐油燒。死了也會放
毒。要算日子，在單日子燒了，唸些經，就不會放毒了。下孟（按：地名）現在還有一
個，被隔開在崖窩。
11.（理縣雜谷腦. 嘉絨藏族）毒藥婆，吃了肚子脹，這有人說。傳說開春四月與八、九月
樹葉落兩個階段會發作，就不跟她吃飯。藏話叫 dado，dadoga。
12.（松潘小姓溝）毒藥貓，那是科學都承認的。那是一種病，一復發，臉一下變紅，一
下變黑。她還把你人短到（按：攔下來），她就要整你。毒藥貓，埃期有，大爾邊也
有。你曉道那個人有那個病，你吃她東西的時候，就要這樣逮。碗拿過來你就不能這樣
接，要這樣，把她的毒氣消了。否則你就吃了肚子脹，睡不著。她短到你，不准你走。
變個狗、貓、女子。
13.（黑水麻窩）我們那也有毒藥貓，他們說是有。我們說 huozi，我聽說得多。晚上睡
覺，一般都是女的，人睡了後魂出去，要把人嚇到，人就死了。一下變個牛、一下變個
貓。你打牠打不到。以前說，一個女的變一個牛，要觸一個男的。那個男的知道那不是
牛，是毒藥貓。他就拿槍打牠。一般的槍它都不響。不響怎麼辦。一般走夜路都帶兩個
白石頭。牛過來了，他把白石頭打在牛腦殼上。第二天那個女的頭上一個包。他就曉得
變牛的就是她。我老孩（按：父親）也最怕毒藥貓。一次他到上面寨子去吆牛。遇到兩
個人，都是他認識的。一個人叫他「訛布」。轉過身，人都不見了。從那時起瘋瘋癲癲
的，不久就死了。指甲放毒的人不是毒藥貓，那也是女的，叫 der。吃了要脹肚子，也
是女的。五六年土改的時候，我跟一個人一起吃，他沒事，我肚子痛得不得了。天亮
了，我跟一個老婆婆講，她就曉得。她說，天亮時，在灶裡挑一塊最紅的炭，放在水瓢
裡，把水往外潑。後來就好了。!
因為指甲上放毒的人是藉由食物傳毒，而在岷江上游的羌、藏族地區準備食物又是女人的
事，所以人們幾乎都認為這種放毒的全是女人。再者，變動物的毒藥貓多是年輕的女人，許多
報告人皆認為那通常是漂亮的女子。相反的，絕大多數報告人認為指甲上放毒的是老年女性。
一種普遍的說法是，當毒藥貓年老時，毒就逐漸消退，到後來就只剩指甲裡的一點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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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藏族便是所謂「說羌語的藏族」。在語言學家的分類中，中部與東部黑水人所說的都是「羌語」，
但由於信仰藏傳佛教以及與草地藏族、嘉 藏族往來密切，因此在文化與生活上他們接近鄰近的藏族。
他們目前以本地話自稱「爾勒瑪」——與羌族地區人群的自稱近似；但以漢語自稱「藏族」或「黑水
人」。我們不能說這是民族識別上的錯誤（或正確）；原來「語言」就不是區分人群的絕對或合理的因
素。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在從前，黑水人在下游各溝各村寨人群心目中是野蠻人中的野蠻人。在黑水人
心目中，他們也瞧不起下游的人群。因此，在民族劃分時，被劃分為羌族的下游村寨人群，無論如何不
會認為黑水人與自身是同一「民族」；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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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生活中因各種意外產生騷亂不安，這些不幸與不安被歸罪於寨中某些女性，可以說這
是典型的將女性當作「代罪羔羊」的例子。由以上的口述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毒藥貓」神
話傳說中的一些主題——如人睡著後靈魂出去作惡，如毒藥貓在夜間飛行，如集體宴聚吃人
肉，如毒藥貓多為女人——都與歐洲女巫傳說有相似的地方。一方面，這印証著歷史學者
Robin Briggs 的卓見：世界許多文化中都有類似女巫的神話信仰，此反映著人類社會中某種普
遍特質，一種解決鄰里人群間緊張與衝突之道（Briggs 1996: 3）。然而在另一方面，無論是神
話或故事，它們的意義無法脫離傳述它們的人與社會；故事中作為各種文化符號的人物、事件
與場景，必需在當地社會環境中得到解讀，然後我們才可能在泛文化比較中探討它的意義。因
此，以下我將先描述、分析相關的社會背景；如當地村寨生活中的資源分配與競爭關係，婚
姻、家庭與女人的社會地位，以及當地的族群認同體系與文化表徵等問題。
!
資源分配、競爭下的人群認同與區分
羌族是高山深谷中的居民。通常少則十來戶，多則一兩百戶，形成一個「寨」；現在一般
多稱「隊」或「組」。幾個相鄰的寨，佔居一個山溝（一般就稱「溝」）或山溝的一段，共同
形成一個村（又稱大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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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寨與寨間經常以一種弟兄故事——「從前有幾個弟兄來這裡分家，於是形成幾個寨
子…」諸如此類的記憶——來凝聚彼此。同一溝中的幾個村，或鄰近的幾條溝，人群與人群間
也常以此種「弟兄故事」來強調彼此的關係（王明珂 1998）。
一條河有主流、支流，同一溪流又有上游、下游，因此村寨所在的溝又常有內溝、外溝、
上溝、下溝、內溝、外溝與溝口之分。目前羌族民眾多喜歡用行政上的區劃名稱，如大隊、小
隊或組；大隊相當於村，小隊或組相當於寨。然而這些地方的行政劃分與寨子的本土人群劃分
又不盡相同。譬如，同一組裡經常還分大寨子、小寨子或上寨、下寨。這是為了行政上的方便
而將兩個寨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組，因此形成寨中有寨。如，埃期二組是由「北哈」寨與「梁
嘎」寨共同構成。「梁嘎」寨只有六戶人。「北哈」寨中又分本佳、措河、戈巴戈、羅窩等
「寨」，每一「寨」也只有三、五戶人。這些最小單位的「寨」也是祭同一地盤神的人群；目
前許多村寨人群稱此為「家族」。在較漢化地區，此祭同一地盤神的家族則被宣稱同一祖源的
漢姓家族所取代。無論如何，對村民來說這些傳統的人群區分是根深蒂固的；它不只是涉及一
些祖先起源、神話傳說，更涉及自然資源的分配與劃分。
岷江上游地區山高谷深，交通不易。羌族村寨居民便住在此種相當封閉的環境中；在半山
上種植多種作物，在更高的森林中採藥、打獵、伐木、撿材與採集菌菇，在林間隙地牧羊，並
在森林上方高山牧場上放養馬與旄牛。除了田地為各個家庭所有外，每一寨（包括寨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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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村都有共同的草場與林場範圍，受本寨、本村的山神護持。6 通常每寨都有自己的山
神，或兩個小寨子合祭一個山神。除了自身的山神外，一個村中各寨也有共同山神（或廟
子）；共祭此山神（或菩薩）的各村寨人群，則共同保護更大範圍的草場與林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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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獵或採藥而生的界線
糾紛。再者，據當地民眾說，過去（1949 之前）治安很不好。上游經濟條件較差的村寨民眾時
常結夥到下游村寨偷盜牛羊，甚至演成公然搶奪殺人。下游較漢化村寨中有些地霸、無賴勾結
亂軍、漢匪，也經常在沿河壩的地區勒索、強劫或強姦婦女。這樣的地理環境、生產方式與社
會環境，造成村寨居民相當孤立的地域性人群認同。
鄰近的村寨間，或同寨中不同家族間，存在另一種緊張的對抗關係。雖然他們經常宣稱各
寨的祖先有弟兄關係，但「弟兄故事」中所蘊含的一方面是人群間的聯合，另一方面則是人群
間的競爭與對抗。因為鄰近村寨間的草場、田地與林子相銜接，因為鄰近村寨各自有山神菩
薩，也有聯合的廟會或山神祭祀，因為鄰近村寨各家戶間有婚姻關係，因此或為了爭地盤，或
為了在祭山神或廟會中各自誇耀勢力，或為了兒女婚姻與家庭糾紛，鄰近村寨間常存在著緊張
與敵對的關係。雖然很少引起嚴重的暴力，但這卻是更普遍的、透過多種文化與生活形式表達
的人群間衝突。這也是形成村寨居民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種孤立的認同與對外界的疑懼與防範，表現在許多方面。以下我只舉一些例子。首先，
在半山或高山上，數十到上百座石砌的房子緊密的聯成一片，中間只有狹窄的通道；屋牆上只
有很小的窗子，外面開口小，裡面開口大，如此便於防禦且能得到較多的光線；寨中建有高大
的碉樓作為瞭望與防衛之用；這便是典型的羌族（或鄰近藏族）村寨。由此種聚落型態可知，
居民對外在世界的恐懼與不信任。對外界的恐懼與自我孤立，也造成語言與文化上的分歧。在
此地區經常陰山面與陽山面的人，隔著山谷的人，上寨與下寨居民間，所說的「羌語」都有或
多或少的不同。各溝、各村寨的宗教信仰活動與年節習俗，以及婦女的穿著也都有些差異。因
此他們常說，本地是「三里不同腔，五里不同俗」。「區分」（distinction）在此是一個重要的
社會機制；它並不只是表現在文化表徵上的客觀存在現象，也是人們主觀上藉由各種文化表徵
與儀式所強調的與他人群間的區分。「區分」可以是具體可被觀察的現象，如送葬時棺木在前
行或在後跟隨，或過年時特殊的儀式，或婦女身上裝飾上的細微差別。也可以如「我們較常洗
澡，他們不常洗澡」，「他們愛整衣服，吃得卻像豬一樣」等較抽象的概念。無論如何，他們
都經常談論「我群」與「他群」的不同，也經常實踐、表現這些不同。
他們對外界的戒懼，不只是因為上、下游各村寨間或鄰近村寨間，因資源競爭與社會接觸
關係所產生的人群間的敵對與暴力，更由於從自然環境中感受的「敵意」。他們生活的環境是
青藏高原邊緣高山深谷地區。在這兒，山中突來的暴風雪，險峭的山路，可能侵襲人類的老
熊、豹子與野豬，野性發作的家牛，有毒的野菜、菌子與水源，外地傳來的瘟疫等等，這些因
素都可能造成村寨居民的傷亡。然而，由於他們垂直利用各種生態帶的混合經濟，使得他們不
得不時時接觸這些危險。因此，在白天從事各種生計活動時，他們自然必須活動在本寨所屬的
山上或更遠的地區。但到了晚上，一般人都儘量避免出門。寨子成為最安全與溫暖的場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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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寨中一個家族或幾個家族形成一個「家門」（祭同一家族神的人群），在田地、林地上也各有各的
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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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說，「毒藥貓」是讓他們晚上不敢出門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特別的環境與經濟生態，山林、動物對於村寨居民而言有特殊的社會
意義。村寨裡養有雞、羊、豬、黃牛、猵牛等等；屋子的地面層，便是家畜過夜之處，人住在
屋子的第二層。林子裡與大山上，五十年代時野生動物如熊、豹、狼、狐、獐、鹿、羚牛與野
雞等仍相當豐富。牠們獵殺村民的牛、羊、雞，也被村民獵殺。也就是說，人與馴養或野生動
物緊密的生活在同一空間中。因此羌族與鄰近藏族中，都有豐富的有關動物的民間故事；其中
一個重要的主題便是說明，人為何不同於動物，馴養動物為何不同於野生動物等等。這是另一
種「區分」。
因此，山神崇拜在當地社會中強調兩種區分與和諧；一是人與自然間，一是人與人之間。
在前一意義上，由於「山神」掌管自然變化與一切動物，因此在上山還願的儀式中，村民們答
謝山神讓自然有序，五穀豐收，馴養動物不受野生動物的侵害；並殺代罪的牛、羊，或對空放
槍，以滿足或驅走自然界的邪靈與惡獸，使其不侵犯人的生活空間。在人與人的關係上，透過
每年定期的祭山儀式，強調祭不同山神的人群間的區分，7 以及祭同一山神的人群間的團結與
和諧。

族群認同中的純淨與污穢概念
在以上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由於資源的分配與競爭，人們團聚在一個個的家庭、家族、
村寨認同之中。各層級之地盤神與山神，則保護各大小不等層次的人群及其地盤。一位小姓溝
的年長報告人告訴我，山神菩薩就是「山界界長」。接著他說：
14. 為什麼要敬祂？敬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菩薩保護界線裡的人。有近的界
線，有遠的界線；有近的菩薩，有遠的菩薩。
而強化此「界線」的，則是純淨與污穢的概念。
在更大範圍的人群認同裡，許多村寨人群心目中「我們的人」——「爾瑪」（或類似的發
音）——只是指很小區域的村寨人群，經常是同一條溝（山谷）中的人。所有上游各溝村寨人
群都是「赤部」、「識別」或「費兒」（發音如 ferh），8 意指會搶人的人或野蠻人；下游各
溝的村寨居民則都是「而」，指狡滑的漢人。9 在更漢化的地區，則大家都自認為是漢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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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區在祭山過程中或回程時要對空鳴槍。如前所言，原意是驅除邪靈惡獸與厄運。然而，或有些年
輕人對著不祭同一山神的鄰近村寨上空放槍，或鄰近村寨認為他們是在挑釁。無論如何，經常因此造成
雙方打群架的結果。

8

「赤部」、「識別」，是岷江西岸黑水河流域與雜谷腦河流域各村寨人群的概念。現在許多人將「赤
部」等同於嘉絨藏族（行農業的嘉絨人），「識別」等同於草地藏族（遊牧的安多人）。然而在過去，
「赤部」、「識別」只是指西方或西北方那些「野蠻異族」，它們並不代表特定「民族」；現在許多老
年人仍保有如此的觀念。東路的溝口、渭門及深入溝中的永和、水磨坪等地村寨人群，過去則稱溝口以
上的或西路各村寨人群為「費兒」（讀如 ferh）；並認為鄰近岷江大道的溝口、渭門等地都是漢人的村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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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雖然赤不蘇以下各溝村寨的人認為赤不蘇與更上游的麻窩與小黑水的人群為「赤部」，赤不蘇與
麻窩、小黑水的人群稱下游各溝村寨人群為「而」，但麻窩與小黑水的人稱赤不蘇的人為「隆」——既
不像「爾勒瑪」又不像「而」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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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都是「蠻子」或「猼玀子」。這就是他們現在常笑談的「過去一截罵一截」的族群體系概
況。雖然目前許多羌族都說「爾瑪」就是羌族，但許多深溝高山的村寨居民仍保存上述狹隘的
「爾瑪」觀念。或者他們常說，「底下那些人哪是羌族？他們過去還常罵我們是蠻子呢！」
無論宣稱自己是「爾瑪」或是漢人，他們都知道自己被某些下游或城鎮的人視為「蠻子」
或「猼玀子」。「蠻子」被認為是會搶會偷的人，不洗澡、不講衛生的人，更重要的，他們是
亂搞性關係的人。
15.（茂縣黑虎）舊社會時不准外面人來，三龍那的人來要弄死。當時爭山爭草場。我們喊
他們 ferh，蠻子。以前沙壩以上都稱蠻子。以前認為他們跟黑水人很像。因為他們那一截
人偷搶多，把你一家都殺了。關鍵是生活方式不一樣。他們吃酥油的。舊社會時，他們不
用鋪睡；這是火籠，弄些秣草，衣服褲子不脫，就這樣一家人一轉臥起。
由於清末或更早以來，當地村寨都有不同程度的漢化，因此他們對於被視為蠻子感到非常
痛心與恥辱。所以一方面他們罵上游村寨人群為蠻子，說他們偷人、搶人、髒、淫亂，另一方
面強調自身是講究清潔衛生的。更重要的是，在作這樣的自我宣告中，「不亂搞性關係」成為
本族群的重要道德特色。他們說，一個男人絕不應該在異性面前說粗口（髒話）或放屁；只有
男人在一起時可以說，有女人在時絕對不能。如果不小心犯了，「羞都可以把你羞死」。女人
更應避免在都是男人的場合逗留。女人的言行更保守，甚至直視男子都被認為是不應該的。
顯然，女人成為男人主觀建構的「性潔癖」的潛在威脅，而性方面的純潔則為廣義「潔
淨」的代表；潔淨與不潔成為「我們」（本家族、本寨、「爾瑪」）與「他們」（外來的人、
蠻子）間的重要分野。由外面嫁入的女人，可能為本寨或本家族帶來血統或習俗上的污染。因
此在結親的談判過程中，對方的「根根好不好」是男女雙方最關懷的事。
16.（黑水瓦缽梁子）比如說一般訂婚，男方的人到女方，雙方就擺（按：談天或吹噓之
意），我們的根根好，你不相信可以去寨子問。現在還是這樣。根根好，就是實實在在的
本地人。以前是幫人的、上門的（按：入贅的人）、討口的（按：乞丐）就不好。老年人
還是喜歡講這些。外面來安家的也不好。還有本地的放有毒藥的「德識格別」也不好。放
毒的與毒藥貓是一回事。遇到了，吃了飯要著（按：遭殃之意）。像這樣的家，女子都沒
人要，只有嫁遠一點。
在此例中，很明顯的「會放毒的女人或毒藥貓」也是外界的不潔與污染之一。事實上，
「一截罵一截」的情形現在還是存在。在當地的族群體系中，上、下游各溝、各村寨、各家族
形成無數的「截」。在接觸現代漢語中的「族」與「民族」等概念後，許多中老年人將「族」
或「民族」用在本土的人群區分概念上。如，茂縣黑虎分為黑虎五寨；黑虎人又認為這是「黑
虎五族」。五族中的「藹紫關」又分三個小隊，其中二小隊中又有王氏寨、白氏寨、和尚村、
上村、板凳寨等。以下是一個王氏寨的人對「民族」的看法：
17.（茂縣黑虎）我們高頭叫王氏寨，也是我們藹紫關的主要民族。所以說，王氏寨也就是，
藹紫關取的名字。也就是過去，端公村、和尚村、白石村；我們王氏寨就是藹紫關，總
稱。王氏寨這一族，王家人原來很多，原有二十四家人：板得甲為首十二家，北雜十二家
人――挨到（按：緊鄰）王氏寨的，他們也姓王。他們很早以前，四五代以前都是一個

13
族，就像兩弟兄分家一樣。這個族是藹紫關這個村的主要民族。
由這段口述中可以了解，族或民族的概念在當地如同「一個根根」之意。雖然同村幾個寨
子常宣稱是幾個兄弟的後代，然而，即使在同一寨子內人們仍經常談論誰家的根子純淨、誰家
有「蠻子」的根根；也就是以純淨與污穢來區分我群與他群。在當前民族分類與相關認同逐漸
形成的狀況之下，在許多人心目中出現另一種分「截」：分為三截或四截——漢、羌、藏，或
藏族中再分四土人（嘉絨藏族）與草地人（安多藏族）。然而「潔淨」仍然是族群邊界的重要
標誌；漢族認為羌族髒，羌族認為藏族髒，嘉絨藏族認為草地藏族髒。一截罵一截的情形事實
上沒有多大改變。這就是為何，女人，特別是年輕漂亮的女子，仍然被認為是「潔淨」的潛在
破壞者；為何毒藥貓故事仍然被傳述。
!
婚姻、女性與家庭
在此孤立的環境與孤立的認同中，羌族一般不願意女兒嫁到遠地去，非不得已也不願意娶
遠方的女人。許多地區民眾皆認為，同寨的人都是一個根根（祖先），因此嫁娶必需在鄰近村
寨找對象。在較大的寨子中，或較漢化而以漢姓「家門」分別血緣關係的寨子中，則婚娶可以
在本寨各家族（同一地盤神或祖先神）或家門（同姓或同一祖先的各姓）間進行，不過大部分
還是在本寨之外找對象。無論如何，女兒不要嫁得太遠是重要原則。在嫁女兒的儀式中，母親
常唱道：「我沒有將妳嫁到遠地去，妳只是嫁到豬叫狗叫聽得到的地方」。婚姻的另一個原則
是，女人往經濟狀況較好的村寨嫁；在此高山地區，經常就是往下游的村寨嫁。許多嫁女兒的
父母親說，這樣做是希望女兒可以少吃點苦。對於娶媳婦的家庭而言，他們認為上游村寨來的
女人比較能吃苦耐勞，不像下游村寨女人那樣好吃懶做。對於雙方來說，親家都是在需要借糧
或避災時一個救急避險的地方。然而在平時農忙時，一個家庭也常要求出嫁的女兒與其夫婿回
來幫忙；這究竟是不是本地的一種「傳統」事實上是一種爭論，也是造成親家間緊張關係的重
要因素之一。
一位男性是以父系為中心的家族成員一分子，但同時他也受到母系與上輩母系親屬的保護
與約束。在羌族婚喪習俗中，大母舅（父親的母親的弟兄）、小母舅（母親的弟兄）都有相當
的地位與權威，婚姻需得到他們的同意。在婚姻過程中，常常雙方母舅吹噓自己的外甥或外甥
女的根根有多好。
18.（黑水知木林）結婚的時候說，主要是舅舅，他帶的東西最多，他也最有權說話，別人沒
權說。如我是掌門人，舅舅，來的人態度不好，我就發脾氣。如果舅舅發了脾氣，什麼都
弄不好，還要打架。『上去我不是「識別」的根子，沒有「識別」的味道。下去不是漢
族。我是「爾勒瑪」，是神龕上的名字那個根根。下去成都皇帝的簿子上有我的名字，上
去「識別」草地頭人那也有我的刻刻；沒有文字只有刻刻。我不是一般般的。』要講這些
話。他們這裡有些人漢族根子有，「識別」根子有，「赤部」根子有，他就不敢說這些
話。
由以上這段口述（以及例 16），我們可以看出在婚姻談判過程中，透過雙方母舅造成的
緊張關係。由舅家來強調、誇耀自身根根的「純淨」，也表達村寨居民對於外來女性——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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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鄰近村寨——經由婚姻為本家族或家庭帶來「污染」的不安與恐懼。對於嫁女的家庭而
言，他們也擔心女兒嫁入「根根不好」的家庭或村寨而遭同寨的人訕笑。在後面我們將深入探
討此主題。
通常大母舅在儀式上有崇高的地位，但在實際家庭事務中，小母舅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
對於父權或家庭的主體性而言，母舅代表一種制衡的、外來的干涉力量。這種外來的力量是需
要的；在家族或家庭中，有兄弟叔姪關係的人群常各藉著這些外來力量相互對抗。在一個人死
亡時，首先得通知母舅。母舅要「驗屍」證明死因無可疑之處，然後喪禮才能進行。由此儀
式，亦可見家族內部弟兄叔姪間的緊張關係。因此在村寨裡的每一家庭中，表面上是以父系家
族為主體，而事實上處處潛在另一制衡的、敵對的力量——這是經由外面嫁來的女子所帶來的
力量。而這些女子大多來自鄰近村寨，或同寨其他家族；在前面我們曾提及，鄰近家族或村寨
人群也是日常關係最密且衝突、矛盾最多的人群。
這種家庭內部潛在的、與父系家族相制衡與敵對的力量，也表現在村寨家庭中與「鐵三
腳」有關的信仰之中。「鐵三腳」是火塘上可置鍋的三腳鐵架；三足支撐著上端一個環狀鐵
架。火塘與鐵三腳位在屋中靠神龕的一角。三個腳，代表家內三種神：火神、祖宗神與媳婦
神。目前部分當地人的解釋是，鐵三腳說明一個家的和諧在於神與男、女主人間的合作；這是
在「解放後」男女平權概念宣導下的說法。老一輩的人則說，鐵三腳是神、祖先與大小母舅共
治一個家。前面我們曾提及，無論在婚喪等大事，及在平日家中小孩的管教或家庭糾紛上，大
小母舅都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有關鐵三腳的信仰及其象徵意義在於，火神、父系家族與
給妻者三足分立，在上端共同支撐一個圓圈——家。但在漢化影響較深的地區，祖宗神被移到
神龕之上，媳婦神幾乎被遺忘，而火神則成為「灶神」。如此，鐵三腳由三合一的神性象徵，
完全成為灶神的象徵。將鐵三腳視為灶神，當地民眾對祂的信仰與漢人的相關信仰類似；灶神
是多嘴的、洩漏家中密秘給上天的家中潛在敵人（造成火災或以口舌生是非）。這樣的灶神意
象，以及灶為女性工作場域此一事實，使得灶神與媳婦的象徵意義接近。

ّ̃ăજۏă̙ሒᄃՅ၂ᄮТ۞পኳ!

毒藥貓故事中受害者的不幸，顯示整個故事產生的主要背景之一是某種社會擾攘不安。某
種無法預期、解釋，然而又經常發生的騷動不安，如流行疾疫與莫名的食物中毒，山中突來的
怪風或落石，或無法解釋的失足使人落崖，或動物（特別是家牛）突然襲擊人類。毒藥貓故事
一方面被用來解釋這些不幸的根源，一方面藉著述說如何「整」毒藥貓，來銓釋、解除或期望
解除這些不幸。女人在此傳說中則成為「代罪羔羊」。然而，這只是故事所呈現的表面現象。
為何毒藥貓主要都是女人？值得我們深思。我認為，這與前述社會背景有深切的關係；在傳說
這些故事的人的內心深處，這些日常發生的社會擾攘不安，與村寨居民對「外人」——包括可
能潛伏在寨子或家庭內的「外人」與本溝之外的「蠻子」——以及對外在世界的戒懼聯繫在一
起。也就是說，內部潛藏的毒或污穢（女性或毒藥貓）與外界的毒與污穢（蠻子或漢人）互為
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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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動物與毒藥貓
毒藥貓與村寨中女性的密切關係非常明顯。前面我們曾提及，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毒藥貓
主要都是女人，而且所有的毒藥貓故事中都罕有男性毒藥貓。10在傳承上，毒藥貓由母親傳給
女兒。毒藥貓的訓練是在熬盤上、火塘或灶邊。她的交通工具是灶邊的櫥櫃。她裝動物毛的袋
子藏在鐵三腳的腳下，而鐵三腳又與媳婦神或灶神有關。在鐵三腳被認為是灶神的地區，毒藥
貓又與灶神同一國，或說灶神是毒藥貓的祖先。這些女性的日常工作場域與用具，以及與女性
有關的神或神性象徵，都在在顯示毒藥貓與女性的關係。
然而，報告人也都承認，被認為是毒藥貓的女子事實上與常人無異。沒有任何証據她們能
作法或行巫術。當問及這些女子有何共同特色時，一般人皆認為她們大多年輕貌美，特別是能
變動物的毒藥貓。有些毒藥貓是未出嫁的女子；在這種例子中，皆因為她們的母親被認為是毒
藥貓，而人們認為毒藥貓的女兒也是毒藥貓所致。有些報告人指出，毒藥貓女子的眼睛特別迷
人，有時她們能透過眼睛放毒。當她們年紀漸老時，毒藥貓的力量就漸衰弱，最後就只能從指
甲放毒。顯然，毒藥貓的「毒性」與其女性特質，或她對男性的吸引力，成正比；人們認為美
麗年輕的女性毒性強些，而當她們年老時則失去部分的毒性。
在「毒藥貓」神話故事中，這些女人與動物的關係，特別是與貓或牛的關係，是另一個值
得注意的問題。在各種羌語方言中，「毒藥貓」的發音大約是 du 或 der；原意是毒人。但所
有的人在說相關故事時，都以漢語稱此為「毒藥貓」。即使用「鄉談話」（本土語言，也就是
所謂「羌語」）講 du 或 der 的故事時，他們仍受漢語「毒藥貓」意象的掌握。甚至於許多人
不曉得「毒藥貓」在鄉談話中要如何說。因此，為何有「毒藥貓」之稱值得重視。
基本上，我認為「女人變為動物」此一主題，主要是將這些要怪罪的女人異類化；異類化
的另一用意是，在講述者之潛意識中避免直接殺害這些親近的女人。在毒藥貓故事中，女人最
常變的動物就是貓與牛。在前面我們曾提及，羌族與鄰近藏族日常生活與動物有緊密的關係。
馴養動物與野生動物是兩個被區分的範疇——家內的與外面的，溫馴的與野蠻的，有用的與破
壞的。然而，貓與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這種「區分」的破壞者。羌族地區的家牛（黃牛或褊
牛）在一年大多時間裡都是在大山裡放養，只有在春耕時趕回幾隻較溫馴的用來耕田。只有較
漢化的下游村寨，黃牛或褊牛整年養在寨子裡；在這情形下，牛隻也經常要放在外面吃草。由
於牛群整年在山中自己覓食、生養，對抗豹、狼與熊，因此一般來說這些牛野性相當強，家牛
野性發作觸主人的事經常發生。以貓來說，羌族村寨中有家貓、有野貓（豹貓），牠們都是夜
間活動的動物，住在村寨中或附近俟機偷家裡養的雞。即使是家貓，由於在人類馴養動物史上
特殊的地位，牠們與「家」的關係也若即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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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貓與牛在當地都打破馴養動物與

10

由於認為有男性毒藥貓的人太少，我所採得的口述「經驗」也只有一個，因此很難分析男性毒藥貓的意
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唯一的例子中，這位男性毒藥貓是個入贅的男子。

11

貓是馴養動物中極罕見的非群居性動物，因此牠在人類馴養史上有特殊的地位。由貓的行為以及牠與人
類的關係來看，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貓從來沒有被人類「馴養」過；牠們（家貓）只是與人們共存與同
一生活空間。近年來台灣到處都見到一些病態、落魄的「喪家之犬」，而我們從來見不到這樣的「喪家
之貓」。因此在中文裡沒有「喪家之貓」這樣的成語也說明一個事實：貓原來與人類的「家」就是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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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間的區分，就如女人打破本地人與外地人間的區分一樣。因此，牛與貓常被認為是
「毒藥貓」化身的動物；女人則被認為是毒藥貓的本體。無論是女人、貓或野性發作的牛，她
（牠）們一方面屬於村寨內部或邊緣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她（牠）們都是寨中潛藏的破壞
者。特別是，貓在夜間活動，貓眼被認為有特別的魔力，貓與家若即若離的關係，貓個性的陰
柔，都使得牠更符合被稱為毒藥貓的女性與社會給與她們的象徵意涵。或也因如此，在歐洲的
女巫傳聞與信仰中貓也常與女巫有密切的關聯。貓與女人即是家中一分子，又不完全屬於家中
成員；以此而言，René Girard 對於被作為犧牲的代罪羔羊之特質的一個看法——他們既是群體
內部的人也是外人（Girard 1977: 269-273）——可謂是卓見。
由毒藥貓傳說中反映的社會騷動、村寨民眾的孤立認同、女性的社會角色，以及某些動物
（特別是牛與貓）與女性破壞重要社會「區分」，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女人會被比擬為牛、貓或
其它動物，而成為寨子裡各種無法預期的死亡或不幸的「代罪羔羊」。在以男性家族為主的村
寨中，媳婦或將為他人媳婦者都是「外人」；她們不但是外人，而且對父系家族的男性成員而
言也是最親近的「外人」。有些人在講述毒藥貓的故事，特別是他們親身經歷的故事時，常強
調這些女子是外面來的。
19.（茂縣赤不蘇）一個寨子有時不只一個毒藥貓。那些外村來的女子――我們本寨的一般來
說不結親――一般都是外村來的。一個寨可能原來就是一個血緣；毒藥貓都是從其它寨子
來的。
20.（汶川龍溪）原來我們家門上，爺爺那一代了，他的那個愛人是三龍人，她就是，不是毒
藥貓，就是指上放毒的人。她自己也知道，我們去，她那幾天就不做飯。
女人一方面是家中的一分子或邊緣人，另一方面她們也是家內的潛在敵人，就像是火神與
灶神一樣。灶神經常向天神傳話告密，而女人也常將家中的事告訴她的弟兄，也就是對父系家
族成員而言的「母舅」。事實上，一句羌族地區的俗諺――「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
也將舅舅比為具威權的天神。母舅在羌族地區，如前所言，是與父系家族力量相制衡的一股力
量。婦女經常引進其弟兄的力量，來干涉兒女的管教、嫁娶與分產等問題。當地人的說法是，
舅舅在這些方面有無上的權威。因此在家中大事的決策上，父權與舅權時有衝突。如此，女人
不但是外來者，並與「舅權」或給妻者群體聯繫在一起。在毒藥貓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此種
關係。譬如，人們相信毒藥貓連自己的兒子都要害，但絕不害自己的弟兄。以及，在一些流傳
普遍的故事中，最後被揭穿的毒藥貓被她的父母或弟兄領回娘家去。就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
他們認為妻子與媳婦永遠站在她們娘家弟兄的一方，而她的娘家弟兄——兒子或孫子的舅舅—
—永遠爭著操縱他們的外甥。在述說毒藥貓如何害自己的兒子時，反映的是一個人站在父系家
族觀點對舅權與給妻者群體的敵意與疑慮。
在母親毒藥貓要害兒子的故事中（例 7），媳婦站在拯救丈夫的立場與婆婆對立。在另一
個故事中，婆婆要傳毒藥之術給媳婦但不成功。根據當地人的一種說法，傳不成的話，這個女
子反而成為能剋制毒藥貓的人。在這些故事講述中，婆婆與媳婦都是對立的，或難以傳承的。
這反映的是在當地社會中事實上存在兩種「舅權」。一是父親的母親的弟兄，所謂「大母

若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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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一是母親的弟兄，「小母舅」。因此對於一位年輕的媳婦而言，她與婆婆間的緊張在於
她的弟兄與婆婆的弟兄分享、競爭「舅權」。
更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的毒藥貓並不只是一個個的女人，而是一個團體；她們在一起定
期開會、歡宴，並決定下一個受害者。因此，在毒藥貓故事中，可以說民眾所怪罪的對象不只
是個別女人，也針對這女人所屬的群體。在有關歐洲女巫的研究中，學者們也注意到在民間信
仰與女巫告解裡，「女巫們的夜間聚會」（sabbat）都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在調查與審判女巫的
過程中，此事也被再三詢問（Ginzburg 1983; Briggs 1996）。另外兩個與此有關的主題，女巫與
毒藥貓的情況也非常類似；那就是她們都在夜間飛行（一乘坐掃把一乘坐櫥櫃）參加聚會，以
及，以靈魂出竅的方式（軀體仍在家中睡覺）參加聚會。因此，有關毒藥貓的夜間聚會的傳聞
與信仰可能反映著某種人類社會的共同心態。Robin Briggs 的研究提供我們探索此問題的基
礎。他認為鄰里關係密切的農村社會是許多女巫信仰產生的主要背景。各種現實生活中的挫折
與不幸，使得鄰人們彼此敵對、猜疑與監視；也使得他們共同推出「代罪羔羊」。由前述羌族
的自然與人類生態背景中，我們也可以了解此種鄰近人群間的敵意與猜忌如何產生。以及，某
位婦女如何被懷疑、怪罪而成為所有災難與不幸的代罪羔羊。然而，毒藥貓或女巫「群體」在
夜間的聚會，以及聚會中的恐怖活動，顯示這位「毒藥貓」只是一股強大邪惡、污穢勢力的一
個代表。因此鄉民的恐懼不安，不只是擔心收成不好或人畜的疫疾傷亡，更由於對外界人群的
恐懼。12「毒藥貓群體」可能代表許多不同層次的「外人」；母舅群體、鄰村的人、蠻子或所有
的女人，或者上述各群體的綜合。

村寨內的毒藥貓與外在的毒藥貓
以上我們探討的是，在鄰近家族與村寨的對立與矛盾中，在每一個小社會人群都強調自身
「根根純淨」的背景下，女人（嫁入的與將出嫁的）如何因破壞家族間、村寨間的「區分」而
被認為是「有毒的」。事實上，村寨居民不只是認為毒藥貓女人有「毒」，且認為所有的女人
都有毒或與魔鬼有關。如一位報告人所言：
21.（北川）五十年代以前包括初期，我們那還有信那個以白為善，以黑為惡，以紅為
喜，以藍為天。男的可以包白帕子，女的就只能包黑帕子，就是女的是惡魔轉來的。
另外，在祭神樹林或祭山的儀式中，女性都不能參加，因為怕「汙」了神明。一些流行於
羌族地區有關「海子遷移」的神話中，也將海子（高山湖池）遷走歸因於被女人汙了。女子身
上所繫的繡花腰帶，也被認為是可以消解女人身上的毒與魔的神聖物件。因此，將部分女人當
做毒藥貓，可說是這些村寨居民普遍認為女人有毒或是魔鬼化身的一種反映。而且，在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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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zburg 認為女巫的集會是農村巫師 benandanti 祈豐收祭儀被曲解而成（Ginzburg 1983: 22-25）；
Briggs 也認為女巫的集會是一種反豐收儀式的想像（Briggs 1996: 40）。由他們所舉出的女巫告解供詞
中，可以看出作物收成（以及農村中的貧富對立）的確是個重要主題（Briggs 1996: 41-42）。在羌族的
毒藥貓傳說中沒有這些主題：因為農業在他們多元經濟生態中並沒有如此絕對的重要性；也沒有貧富對
立的主題，因為村寨中原來就沒有明顯的貧富之分。因此我認為，女巫告解詞、傳說或毒藥貓神話傳說
中的「夜間聚會」，其文本細節反映一個社會或時代的特質；然而邪惡的女人在「夜間聚集」此一共同
主題反映的應是更普遍的人類社會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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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族、本村寨認同中，造成女人被認為是有毒或惡魔化身的，不只是與鄰近家族或村寨人群
間的衝突與對立，更由於對更遠方「蠻子」或「漢人」的敵意與恐懼。以下我將進一步解釋其
中的關聯。
在前面，我們曾提及岷江上游地區的族群認同系統。在這系統中，每一小地區人群都認為
本地人是「爾瑪」；上游各溝各村寨人群都是「赤部」、「費兒」、「識別」或「猼玀子」，
野蠻、髒、好偷搶、亂搞性關係的蠻子；下游各村寨人群則為「而」，狡滑且道德敗壞的漢
人。也就是說，無論是上游人群或下游人群，對本地人而言都是「代罪羔羊」——他們將下游
人群對他們的辱罵，轉嫁到上游人群身上；將上游人群對他們的辱罵，轉嫁到上游人群身上。
直到今日，他們仍在傳述著過去「蠻子」或「猼玀子」如何凶殘，「漢人」如何奸詐，以及當
前藏族如何髒、淫亂或生活習慣不好。目前在部分較漢化的羌族村寨中，「有漢人的根子」已
不是什麼恥辱了。然而，「蠻子的根根」對一家庭而言仍然是個嚴重的羞辱。在這樣一個對
「外人」的概念體系中，值得注意的是，被認為髒、淫亂的「蠻子」並不是遠方某一特定異
族，而是由鄰近村寨開始向外開展層層相扣的人群；由鄰近可能受蠻子血統或習俗污染的村寨
人群，直到西方毫無疑問的「蠻子」黑水人，以及蠻子中的最兇殘的「猼玀子」——黑水北方
的小黑水人。
於是，由於民眾的本地（家族、村寨或溝）認同，女人成為深恐本地人血統被「蠻子」污
染的「代罪羔羊」。如前所言，在岷江上游的村寨中，婦女常被視為不潔與惡魔的徵象。她們
「不潔」的來源是多重的；在不同地區，女人的不潔或有不同的解釋。在接近城鎮較漢化的地
區，女人的不潔經常與生產與經血聯繫在一起；當地女人在各種日常生活與祭祀儀式上的禁
忌，與川西漢人沒有太大的差別。有關漢人社會中女人——父系家族中的外來者與潛在破壞
者——與不潔、污染、鬼的關聯，學者們已有很好的研究（Ahern 1975; Weller 1985），在此不
贅述。在羌族或鄰近藏族村寨地區，女人被認為是不潔的，主要與孤立的村寨人群認同，以及
女人來自「外地」（經常是上游或生活條件較差的鄰近村寨）有關。特別是，在這夾在漢、藏
兩大文化傳統的中間地帶，各個村寨人群的文化表徵，由東往西，由下游往上游，都呈現由
「漢」到「藏」的漸進變化。也就是說，誰比較像「漢人」、誰比較像「蠻子」，而誰又比較
像「爾瑪」，事實上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在鄰近的溝或村寨間，這種差別更是細微。而且，這
並不只是表現於外在文化表徵上；在主觀上，他們也認為愈上游地區的人群愈野蠻、不講衛
生，愈下游的人群愈狡猾。因此，任何由外地，特別是上游地區或生活條件較差的鄰近村寨嫁
來的女人，都有沾染「蠻子」（或漢人）血統的可能。這說明了為何舅舅在講親過程中，要強
調本家族沒有 「赤部」、「識別」或「漢人」的根根。
另外，女人的不潔與污染力，不只是因為他們可能帶來「蠻子」或「漢人」的根子，她們
的性吸引力也可能為本地帶來污染；亂搞性關係而使本地「蠻化」或「漢化」。前面我們曾提
及，許多人都認為毒藥貓大多是年輕貌美的女人，而毒藥貓的剋星便是寨中的青壯男子。這是
毒藥貓故事中另一種「代罪羔羊」模式：亂搞性關係被認為是罪惡的、污穢的、蠻子的行為，
被隱喻為一種「毒」，而外面嫁來的（特別是上游村寨來的）年輕貌美女人成為代罪羔羊。她
們的年輕貌美，對於寨中的青壯男子是一種性誘惑，是一種潛在的污染。因此，在故事中年輕
男子最後都能識破毒藥貓的技倆而整治她，象徵著社會期望他們壓抑對寨中女性的性慾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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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本寨的純淨。
因此，使女人蒙上不潔之名更基本因素是父系家族為主體的村寨認同；一種強調「潔淨」
（血統與道德上）的孤立村寨認同；一種以「潔淨」與「不潔」區分我群與他群的認同。13 在
這地區，女人的不潔與污染力不能只從婚姻交換與繼嗣關係來理解；一方面它涉及在家庭中女
性外來者的邊緣地位，另一方面它與村寨居民的孤立與對外界的恐懼不安，以及在當地族群體
系中村寨居民都傾向以「潔淨」——特別是以道德或性關係的潔淨——來與「蠻子」或「漢
人」劃清界線，都有相當的關聯。由於女人是「最親近的外人」，她們打破村寨人群與外界的
區分，打破潔與不潔間的區分，因而被視為不潔、危險與有毒的。她們是一個群體內部的、被
經常談論的「毒藥貓」。然而，在談論這些故事的人的內心深處，卻潛伏著他們對於更大的
「毒」——外在的「蠻子」與「漢人」世界——的恐懼與敵意。內部的毒藥貓與外面的毒藥貓
互為表裡。他們對於上游「蠻子」與下游「漢人」的敵意與異類感，以及他們對於女人、母舅
群體與鄰近村寨人群的敵意與異類感，兩者層層相扣、相生相成。
Norbert Elias 在其六十年代著作中，已注意一種普遍的人群對抗與衝突模式：非常相似或
親近的兩個群體，一方認為自身是老本地人（established），而認為另一群體為外地人
（outsiders）。老本地人認為外地人「不潔」，而且老本地人常強調某些當地文化或生活習俗
上的「規範」（norms），並認為這是外人所缺與難以模仿的。被視為異己的外來者，由於是此
種「規範」的潛在破壞者，因而被認為是污穢的（Elias 1965）。他在一個相對而言相當小而人
群間同質性高的社區中作這樣的研究，因而能夠在人類社會分群上有此獨到的見解。這種劃分
非常相近人群間的「規範」，在 Bourdieu 對人類社會分群的研究中有更進一步探討——他以
「品味」（taste）為對象的研究，更讓我們了解這種做為人類分群「規範」的特質，及其如何
形成與被運用。他指出，社會認同建立在「區分」（distinction）之上，而透過創造、操弄生活
品味的「區分」，一個人群藉以敵視最親近也因此最有威脅的另一群體（Bourdieu 1984）。
René Girard 所提出的 minetic desire 與 monstrous double 之說，更深入的指出此種非常相似的或
親近人群間的相互模仿與敵對（Girard 1977）。14 在有關污染與女性社會角色的研究中，有些
學者也指出，女性被認為是污染的與她們突破一些重要的社會邊界有關（Douglas 1966; Ahern
1975）。
雖然以上學者所研究的人群「區分」，有些是小鎮中的老居民與新居民的區分，有些是同
一地區不同社會階層間的區分，有些是家庭或家族中核心（男性）與邊緣（女性）的區分，但

13

以污染或毒來表達對外界村寨的敵意，不只是隱含在有關毒藥貓的故事裡。在田野訪談中，我也常經驗
到如此的事：寨子裡的人悄悄警告我，到了上面的寨子不要喝他們的水，或說不能吃他們的東西，「因
為他們的水或食物有毒。」黑水地區有一個村寨，據說在共產黨沒來以前，寨中各家族分成兩大派。自
認為沒毒的一派人，捉到被認為有毒一派的人就把他燒死。直到現在，他們還分別誰是有毒的人的後
代，誰是沒毒的人的後代。村寨居民更常談論，由於上游地區人群的衛生習慣不好，過去一些嚴重的瘟
疫都是從上游地區傳來的。

14

對於上述三位學者之說，我認為一個最適宜的例子便是中國士大夫傳統中的文人生活品味與相關的對文
人用具的雅玩。特別在宋代之後，新興商業家族擠身城市上層社會之中，他們蓋豪宅、購置典雅傢具，
甚至玩古董字畫；他們可以完全模仿傳統的士大夫生活（此即 minetic desire）。而士大夫（舊族）對這
些新暴發戶（外來者或 monstrous double）的排斥便表現在玩弄、定義「品味」上。他們在著述中描述
一些難以捉摸的生活品味，並傳述一些笑話，嘲弄暴發戶沒有品味。藉此他們強化一個社會階級難以穿
透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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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親近人群間的敵對模式常被擴大而見於人群間的種族或族群關係之中。我認為這一類的研
究，讓習於探討社會與文化差異較大的人群區分體系——族群或民族現象——的學者有可借鏡
與深思之處。相反的，族群研究者對於族群衝突、對立的研究成果，對於思考親近社會群體間
的區分與矛盾的問題上，也有可借鏡之處。也就是說，羌族「毒藥貓」的例子說明，人們對許
多外界「異人群」的異類感與敵意，常反射到他們對本群體內或邊緣相當親近的「他人」的異
類感與敵意之上。相反的，人們對於本群體內或邊緣相當親近的「他人」的異類感與敵意，也
常影響他們對於外界相關「異人群」的「異類感」與敵意。如此，在一主要群體內或邊緣，與
主要群體相當親近的弱勢「他人」，特別容易成為該群體成員對外界強勢「他人」的敵意與恐
懼的「代罪羔羊」。15

無毒不成寨
前述研究女巫傳說與「代罪羔羊神話」的學者們，都曾指出這些信仰或集體社會行為在世
界各文化中都很普遍；他們也以某種人類社會結構或群體心理來解釋此現象。基本上，他們都
強調在某些社會中，將少部分人作為「代罪羔羊」主要是為了疏解群體內部的衝突與緊張以及
凝聚群體；只要是人類沒有更好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這些現象就容易存在與持續。在前面，
我提出「內部毒藥貓」與「外在毒藥貓」相生相成的看法；我也認為這是人類社會凝聚認同及
解除內部矛盾的一種普遍現象。這個現象，不僅可以在世界許多族群關係的例子上得到印証
（見本文註 15），也可以在羌族的一句俗諺――「無毒不成寨」――上得到印證。
在相信毒藥貓的岷江上游村寨人群中，他們也普遍相信「無毒不成寨」。
22.（北川青片）我們說無毒不成寨，每個都有。沒毒藥貓，寨子裡的水都要鬧人。水都不能
吃。怕她，但沒有她就不好。
23.（茂縣赤不蘇）我們不太敢惹毒藥貓。如果沒有毒藥貓，我們人類一天要死三次活三次。
24.（茂縣黑虎）有一種瘟神，鬼，只有毒藥貓鎮壓他。一種魔鬼害人，毒藥貓沒了，害人的
瘟神與魔鬼就要猖狂...。無毒不成寨，以毒攻毒。
在廣泛流傳的毒藥貓傳說中（如例 9），最後的情節也是天神阻止毒藥貓洗斷了根。雖然
在以上報告人的口述中，有些人說沒有毒藥貓寨子裡的水都會毒人，有些人說沒有毒藥貓就會
招致更嚴重的瘟疫，但他們都沒有進一步解釋為何沒有毒藥貓寨子裡的水都不能喝，為何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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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 Girard 曾舉印度的回教徒與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為例，說明因他們是內部的少數而成為「代罪羔
羊」（Girard 1986: 17-18）。然而，由本文提出的觀點來看，印度的回教徒之所以成為「內部毒藥貓」
是因為「外在毒藥貓」――周遭廣大的回教世界――對印度人的威脅。相同的，巴基斯坦人對少數印度
教徒（內部毒藥貓）的迫害，或也因感受到強鄰印度（外在毒藥貓）的威脅所致。同時，巴基斯坦人與
印度人之間的敵意，更受到他們日常生活中時時與內部「異教徒」之間的矛盾與敵意的催化。在世界許
多地區的族群或民族關係中，類似的例子很多；如印尼人對於印尼華人，斯里蘭卡人對塔米爾人，伊朗
人對於科威特人；在這些案例中，「外在的毒藥貓」分別為：世界華人或華商勢力、印度人或印度塔米
爾人勢力，以及，西方歐美勢力。以此毒藥貓理論模式，我們也可以思考台灣的族群關係。在光復初
期，是否在對日戰爭中從日本人（外部毒藥貓）那得到的挫折，使得部分來台軍民將敵意發洩在皇民化
「台灣人」（內部毒藥貓）的身上，最後終釀成暴力？或者，近年來是否因中國對台灣的威脅，使得部
分台灣人將對中國人（外部毒藥貓）的敵意轉化為對島內「大陸人」（內部毒藥貓）的厭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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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魔鬼要猖狂；是否由於神話中相關內容的隱喻，使得他們認為無毒不成寨？或者，神話中
「毒藥貓不能斷根」與村民們相信「無毒不成寨」都是某種根本社會心理的隱喻？我傾向於接
受後一種解釋。
由某些村寨居民的觀點，不能沒有「毒藥貓」是由於對更嚴重的魔鬼、毒或瘟疫的畏懼。
如果「毒藥貓」影射他們對鄰近村寨人群的敵意，那麼這些比「毒藥貓」更嚴重的毒或瘟疫，
應代表著村寨居民對於——相對於毒藥貓所代表的「異人群」而言——更遠方的、更野蠻的、
更污穢的人群的畏懼。「一截罵一截」的認同背景是造成「無毒不成寨」這種信念的基礎。在
此種孤立的村寨生活中，與外村寨的通婚，特別是娶上游生活較落後村寨的女子，對本寨而言
也是一種安全保障的期望；期望因為親家村寨與更上游村寨人群間的關係，而使本村寨不受上
游「蠻子」或「猼玀子」的侵擾。毒藥貓所代表的「外人」或「外在世界」是人們熟悉的、毒
性輕微且可被控制或可以應付的，接受他們可以避免或防止更嚴重的、無法控制的瘟疫與魔
鬼。
另一種普遍的說法是「沒有毒藥貓，寨子裡的水都會毒人」；這可能代表「無毒不成寨」
另一層的意涵。在這種說法中，沒有毒藥貓的惡果不是來自外界，而是產生於寨子之中。我認
為，在此，「無毒不成寨」又隱喻著在日常生活的閒言閒語中強調外來女人的毒性與異類性，
可以強化一個以男性成員為主體的家庭或家族的凝聚。在更大的範圍裡，強調與鄰近村寨間些
微的差異，經常發生的輕微敵對與衝突，在凝聚村寨成員的認同上是必要的。如此一層層的對
抗與凝聚，便是在許多人群社會中（特別是遊牧社會中）常見的分裂性對抗（segmentary
opposition）以及因此造成的人群間分裂性認同結構（segmentary structure）。
由此兩層意義來看，「無毒不成寨」的含意幾乎便是「無內憂外患國恆亡」。只是，這
「內憂」（內部毒藥貓）與「外患」（外部毒藥貓）與女人在家庭中的角色，鄰近寨子間的敵
意，「蠻子」的野蠻、污穢，或「漢人」的狡猾一樣，它們不必然是主觀想像，也不必然是客
觀事實。16 而是對於「本寨」或「本國」的認同，使得一個人群經常以神話與「歷史」強化本
群體與外在世界人群間的區分，以及，相關的，本群體內核心群體與邊緣群體間的區分。而這
些以神話與「歷史」所強化的區分，同時也導引村寨人群的文化表徵、演示，與對「外人」及
本群內「毒藥貓」的敵對行為。於是，體現人群區分的文化表徵與村寨間的敵對行為，成為客
觀社會現實與歷史事實。

߲ᘽᏤ߇ְ̚۞ৠྖă።Ϋᄃགྷរጸ

在本文所舉的口述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些似乎可歸類為神話，但另一些似乎是

16

正如在國際政治上，一個國家經常提醒其民眾本群體所面臨的「內憂」與「外患」；此「內憂」與「外
患」經常是一種集體想像所產生的假想敵。然而，當敵意透過各種文化表徵與集體行為影響雙方的互動
時，內憂外患也漸成為真實。藉此，國家得以團結其主體成員。此即「無內憂外患國恆亡」以及「無毒
不成寨」的內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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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中的歷史，或某人對親身經歷事件的經驗記憶。關於神話傳說、歷史與經驗記憶之間的區
分，一個以漢語表述的羌族報告人對此的概念，與一般習於使用中文者對此的概念無別。關於
神話傳說，他們更常說那是「條」；「條」在當地四川方言中指隨便談談的話，真假不必當
真。他們也不常說「歷史」這個詞，然而說到他們認為「過去真正發生過的事」時，如果有人
懷疑，他們會認真的爭辯說：「那不是條喲！」至於說到經驗記憶，他們則更清楚的說明這是
親身經歷的。然而，在「毒藥貓」此一主題上，我們可以看出在村寨居民的口述中此三者並非
截然劃分，而是有相當程度的交互影響。在本文中我不期望探討何謂「神話」或「歷史」，因
這些都涉及太多的爭論。在以下，我只希望藉著有關「毒藥貓」的一些口述資料，來說明一些
可能被我們歸類為「神話」、「歷史」或「經驗記憶」者的一些特質；它們如何形成與互相影
響，以及在口述傳統中它們間模糊的界線，以及，它們如何對社會對個人產生意義。
神話，作為一種學術用語它的定義相當紛歧。在此，我將部分的毒藥貓故事暫且歸類為
「神話」（見例 2, 7, 8, 9）；至於它的意義——無論神話這個詞是否恰當——必需在它與其他
社會記憶範疇（如歷史與個人記憶）的相互關係背景中才能得到適當的了解。當人們在述說這
一類的「神話」故事時，他們很清楚的知道，這只是一種神話傳說――所謂的「條」――，沒
有人將之當做真正發生過的事。在故事中，毒藥貓或乘櫥櫃飛行，或由袋中摸出動物毛變成動
物，或聚在一起宴樂吃人；毒藥貓王子身穿人指甲做的衣服，頭插鳥羽；毒藥貓在九條大河洗
掉毒性等等。說故事的人回憶他聽過的故事情節與伴隨的虛構圖象，並插入、添加自己的想
像。故事中的各種場景與圖象，如毒藥貓的聚會、人的殘肢、母親在熬盤上教女兒變動物、鐵
三腳下所藏裝動物毛的包包等等，成為故事的主軸圖象。這些故事的發生沒有確定的時間與地
點；這些作為主軸的圖象，控制著故事的記憶與傳述。在講述中，講述者隨時加入自己的意見
與評論，並將自己當作事情發生時的目擊者，詳細描述細節；或將自己作為當事者，以第一人
稱代表故事中的人物發言（見例 2, 7, 8, 9）。因為這只是講故事，所以他們可以作這些虛擬。
這一類故事不多，但傳述的範圍很廣很普遍。變動物的毒藥貓是這類故事中的主角。
第二類毒藥貓故事是村民們所相信的「過去曾發生的事」。我們可以稱之為村民心目中的
「歷史」，一種以口述傳遞的本土歷史。這類故事的述說通常由此開始：「我們寨子裡有一個
人」或「某某寨有一個人」。然後便是這些人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或不幸的事之經過。
25.（黑水雙溜索）毒藥貓的傳說有；我們喊 duseshen。他們擺，女孩子會變成貓還是什麼
的。希爾一個人是裁縫，有一天晚上，什麼聲音都有。後來又有人的聲音，是誰都聽得出
來。後來他就把門打開了。毒藥貓說：「今天一定要把他吃了。」就把他拖出去到路邊。
後來另一戶人家出來解手，毒藥貓才把他放了。後來那房子就甩在那了。
例 1 也是這一類的故事。在這些作為「歷史」的故事中，有特定的人物與事件，或也有特
定的地點與時間。最重要的是，人們相信這是真實的。當地社會記憶中真實的人物（某寨某人
或某有姓名的人），或真實的時間（如例 1 中「大集體」的時候），或真實的遺存（例 25 中被
廢棄的房子），都被用來強調事件的真實性。如在上例中，人們經驗中熟悉的地名（西爾）與
職業（裁縫），被用來特化這個故事中的人物，使聽者覺得這個人是真實存在的，因此也使他
們相信此事是真實存在的。最後，現在仍存在的廢棄房子，被用來進一步強調整個事件的真實
性。這一類作為「歷史」的故事，它的社會功能在於以人們相信的「真實過去」來合理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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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知識。特定的人物、地點或物，是使整個述說「真實」的關鍵；相反的，事件本身是否真
實卻無法得到証實。因此，只要它們被當作「過去真正發生的事」，述說者便需以特定人物、
地點或物來維繫與傳遞此社會記憶。在述說中，旁觀者與當事者的立場較少或不見於敘述之
中；因為這種主觀見解可能破壞敘述的客觀與真實性。這一類「歷史」中的主角，主要也是變
動物的毒藥貓。
第三類故事是述說者個人的經驗與記憶。如下面三則故事：
26.（茂縣赤不蘇）有一次我跟老挑（註：拜把弟兄之意）晚自習過後，要回去睡覺。還沒睡
著時，沙沙像腳步的聲音移過來。一個方向響，一下子又那一個方向響。我們嚇得都躲在
背子裡，悶得一身都濕了。後來想這也不是辦法。我們就把四邊的門都封嚴。用桌子、黑
板擋著。這毒藥貓硬是有的。
27.（北川小壩）以前毒藥貓的傳說，我們劉家也有。我一個小弟弟，小時候我七、八歲，常
揹著他玩。一個老婆婆拉他的手，逗他玩。回來就不好了，當時是急驚風，現在說就是肺
炎。後來就死了，人家說就是那老太婆害死的。聽說她一個竹筒筒裡什麼毛都有，她摸到
什麼就變什麼，她害有仇的或是最親近的。
28.（茂縣赤不蘇）我一個孃孃，她一個女婿去幫忙，晚上回來遇到一個牛，就跟那牛扭來扭
去打，把那牛甩到坎子下去了。他跑回來，後來幾個舅舅跑去看，牛沒看到，地上有扭打
的印子。回來那孃孃就病了。送到成都去醫都沒醫好，就死了。我妹妹也著過一次。肚子
脹，吼。我媽媽去向那毒藥說：娃兒肚子脹，啥子原因呢？妳能不能給她想個辦法。去跟
她打招呼，後來才好。
以上三個報告人所陳述的過去經驗，都難以說明真與毒藥貓有關。事實上是，社會中流傳
的神話與大家所相信的「史實」，提供人們經驗外在世界的一種文化心理結構。夜間奇怪的音
響或其它現象，人們遭受疾病或死亡，都在此種文化心理結構中得到解釋。所謂「經驗」，事
實上是透過文化所獲得，並經過文化包裝的外在印象。它們成為一種個人記憶，並在各種場合
的述說中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然後，它們更強化了當地與毒藥貓有關的文化心理結構；
「區分」與「認同」是此結構的核心。在這種故事中，人物、時間、地點與事件（人得病或死
亡）應該都是真實的，人們只是建構（或虛構）事件與毒藥貓之間的關係。在述說中，講述者
站在參與者與當事者角度的描述，以及述說者本身的存在，是故事真實性與說服力的主軸。因
此故事中所有的人物與地點必須與述說者發生關聯。目前許多人認為「女人會變成動物害人」
是不可信的，因此大多數人在講這一類的本身經驗時，所說的都是「指甲放毒的老女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報告人告訴我，「指甲放毒的女人」的受害者所得的事實上是一種
「黑熱病」。我曾相當訝異許多深山村寨中的居民都能說出這是「黑熱病」，並說這是被「科
學證實的」。後來我才理解，對部分村寨中的民眾而言，這些外來知識並沒有動搖他們相信
「有些女人會放毒」。相反的，科學只是証實「病是真實的」，因此毒藥貓更被證明是真實的
（見例 12）。當然另一些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因這些科學証據而整個推翻了他們對毒藥貓的
信念；就如一個北川報告人對我說的：「毒藥貓大部分都是女的，這是民族內部的一種分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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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在探討神話時，經常捲入神話中是否含有歷史真實性，或神話是否由一個真實的
過去事件所引發？或歷史事實是否透過神話形成一種影響歷史發展的結構，或是文化結構創造
神話與歷史事實（Girard 1987; Rosalso 1987; Sahlins 1981; Obeyesekere 1992）。在這一類探討
中，在神話本身之外，歷史文獻與初民社會的儀式與宗教行為是討論問題的輔助資料。在這些
爭論中，學者們常探討、定義那些是神話，那些是歷史，那些是個人真實經驗。然而，我們可
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這問題。「神話」並不只是一些文本（text）而已，它們是被一個社會傳
述的文本。在傳述中，它們在一個社會裡呈動態的存在；它們透過語言、文字的文化符號意
涵，影響人們的歷史建構與個人經驗。而歷史記憶與個人經驗記憶透過社會化的書寫、講述，
也影響神話中每一語言、文字符號的象徵意義。
在有關毒藥貓的神話中，鄰近村寨間的衝突與對立，與外界村寨通婚產生的父權與舅權衝
突，對外在蠻子與漢人世界的恐懼、不安與敵意，都投射在因疾疫與意外死亡所造成的社會緊
張與騷亂之上。外村寨嫁來的女人被類比為動物而異類化，作為代罪羔羊背負所有疾病與死亡
的罪，然後在故事中被殺死或被趕回娘家。述說這些神話，一方面得以疏解村寨與村寨間、父
權與舅權間、男性與女性間的對立與緊張，以及疾疫與意外死亡所造成的社會不安。另一方
面，透過故事中的圖象、場景，以及物、人物與各種動物的象徵意義，「神話」將語言、文字
化為更深沉的文化符號，影響人們的「歷史」建構與個人對外界事物的「經驗記憶」。因此，
對於毒藥貓故事，問題不在於人們相不相信那是事實，而絕大多數的情形下土著也不相信那是
事實，但它的確能影響作為社會記憶的歷史建構，以及個人的經驗記憶。
村寨中人們相信的過去，或者說「歷史」，便在「神話」所隱含的文化內涵與社會內外關
係中被建構出來。在「歷史」中，「神話」裡一些明顯不實的主題消失，人物、時間、空間與
物被特殊化，以符合當地社會的生活經驗，如此造成一種「真實」的意象。因為它被認為是真
實的，所以「歷史」的社會或文化影響力可能更甚於「神話」（至少在「神話」的影響力逐漸
衰退的當代社會之中）。然而在自身沒有文字記載的羌族或鄰近藏族社會中，所有的「歷史」
都很容易成為「神話」的一部分。由於缺乏文字記憶將時間、空間與人物系統化、特殊化，因
此在述說兩代之前的事時，便成為「從前有一個人...」；於是，「歷史」成為「神話」或「傳
說」的一部分。17 無論如何，所有這些「神話」與村寨中有關毒藥貓的「歷史」，在一個人的
成長中逐漸成為個人的社會記憶的一部分，塑造其社會人格。
一個人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坐在火塘邊聽毒藥貓及其它故事，這是村寨生活中相當重要的
一部分。許多報告人都說自小受毒藥貓故事折磨的經驗；它讓小孩子不敢出去上廁所，長大後
不敢走夜路。然而，對我，一個村寨外的聽故事者來說，這些故事並不特別恐怖。因此這也讓
我相信，「恐怖」並非完全來自於故事情節，而是來自基於當地社會環境的社會文化。一個人

17

羌族人在時間概念上，除了接受漢人的「清代」、「秦始皇的時代」、「五十年代」等漢人的或現代的
時間分類概念之外，在本土語言中並沒有確切劃為單位的沿續性的歷史時間概念。所有超出個人生命及
家族生命（通常只有兩代或三代）之外的時間，在概念上便非常糢糊。一個詞 gerhanpu 形容很早的時
候；如果要強調更早的時候，則是 gerhanpu gerhanpu。gerhanpu 時期所發生的事，是一些介於虛幻與真
實間的事（包括所有的神話與傳說），以及結構性的重複發生的事（如弟兄分家、村寨間的戰爭、動物
吃人等等）。在人物概念上，在近代記憶之外，在這兒沒有特定的「歷史人物」；只有神話中的人物有
名字。談到過去經常發生的村寨間的戰爭，他們只是說過去打得很兇；兩代以前沒有任何「戰爭英雄」
或「名王」被記得；或這些名王與其事蹟都化為「神話」被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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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化過程，便是在不斷的成長中習得社會文化所賦與不同身分與角色的過程；學習「區
分」男人與女人，馴養與野生動物，我群與他群。這也是一個人由聽故事者成為說故事者的過
程。對一個兒童而言，故事中恐怖的情節是野獸、死屍、吃人或疾病、死亡。在成長過程中，
他們逐漸學習分辨不同層次的「我們」與「他們」；他們是異類、不潔的、危險的、有毒的。
於是，無論是女人、動物、疾病、不潔，在語言中都逐漸被賦與更深層的文化意涵。對一個成
年男子而言，所有對外界的敵意與恐懼、父權與舅權的衝突、強調潔淨所致的性壓抑，都投射
在村寨成員的疾疫與意外死亡所造成的騷亂之上，而外村寨來的女人成為代罪羔羊。個人在此
文化心理結構中經驗到周遭發生的詭異或不幸事件，也在此心理結構中將之合理化，成為個人
的經驗與記憶。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也就是以戲劇化的情節符合內在社會文化結構
的例子，人、物、時、地被特化且被廣泛傳佈，成為大家相信的「歷史」。在述說這些個人的
「經驗」，或村寨中流傳的「歷史」，或有關毒藥貓的「神話」時，他們疏解各種的社會緊
張，凝聚一個村寨或家族的人群認同，並再度強化各層次的社會「區分」。
外來的新知識有時被個人用以強化原來的文化結構，但另一些人則藉以重新塑造個人的經
驗與記憶。他們都在各種場合述說己見。人們不太爭論「神話」——因為他們知道那不是真實
的——，然而他們在講述中隨時「加油添醋」或賦予新的銓釋。相反的，他們爭論、討論共同
的「經驗記憶」與「歷史」；在這過程中「過去的真實性」捲入世代、知識與權勢的階序關係
之中。特別是，伴隨新知識而來的常是新的威權體系。在本文的例子中，那是科學知識，或更
確實的說，是漢文字所傳遞的知識所建構的廣泛威權體系，因此它更具能力改變社會文化所建
構的理性。於是，在此過程中「歷史」被重新詮釋，而「神話」也因其構成的人、物與事等辭
彙的文化涵意被修正而有新的意義。
但這不是說，「科學」使得以找尋「代罪羔羊」來消除社會緊張與壓力的事就從此不存
在。新的「理性」並沒有真的讓他們從毒藥貓故事所反映的「族群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中醒覺。只是，人們在另一種認同典範下尋找新的「代罪羔羊」。在前面我
們曾提及一個羌族知識分子所說：「毒藥貓大部分都是女的，這是民族內部的一種分裂」。這
句話的含意是，即然現在大家都是一個民族，就不應該如此歧視內部的個別成員或次群體。然
而，「一截罵一截」的情況仍然存在。「羌族」認為黑水人與藏族髒且亂搞性關係；嘉絨或黑
水「藏族」認為草地「藏族」髒且亂搞性關係。如此，原來根基於村寨認同結構的有毒的、污
染的、不潔的、野蠻的「毒藥貓」概念，被置於新的民族分類架構之中。

ඕᄬ!

正如 Robin Briggs 所言，女巫這個主題涉及人類的個人人格本質、社會結構、宗教信仰以
及許多根本問題，因此對女巫的了解也增進我們對自己以及我們的過去的深度了解（Briggs
1996: 410）。在這篇文章中，我由岷江上遊村寨中的毒藥貓傳說，來分析當地村寨人群中鄰近
的寨與寨之間、舅權與父權間的對立與矛盾，如何化為動物與人、女人與男人、不潔與潔淨的
對立；然後在社會成員因疾疫與意外死亡造成的騷亂不安中，女人成為代罪羔羊。村寨居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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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在神話傳說中，將女人做為代罪羔羊來疏解社會緊張；在現實生活的歷史建構與經驗記
憶中他們也如此做。因此，在本文中我也藉這個例子探討「神話」、「歷史」與個人「經驗記
憶」間的關係。
我認為作為一種「代罪羔羊」傳說，毒藥貓故事表達岷江上游村寨人群各層次的認同與對
外界的疑慮與恐懼，也因此它在人類社會認同與分群的本質上也有一般性的意義。將女人轉變
為動物（異類化），並以性污染或暴力死亡嫁罪於她們的例子，我們並不陌生；「狐狸精」與
「虎姑婆」都是類似的例子。這是一種原始的、基本的對「異己」的恐懼，而這「異己」則被
投射在相當「親近的他人」——枕邊人或是近親長輩；在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中，因為她
們是「女人」。在如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以細微的差異來造成人群的區隔，
明確的表達在語言、服飾與其他文化與生活習俗之上。18 外來女性在語言或在如服飾等生活細
節上，破壞、污染本地人的「規範」；她所來自的群體（母舅家）透過她常試圖干涉、改變本
地人的「規範」。如此在本地人群中造成一種潛在的威脅與緊張。此種親近人群所帶來的污染
威脅，與他們對於更遠方的「蠻子」、「漢人」所帶來的污染威脅互為表裡。因此在傳述「神
話」、「歷史」與「過去經驗」中，將女性異類化、罪化或污化，表達他們對一層層的外在世
界的敵意與恐懼。特別是，潔淨（性關係的、道德的與身體的）是一個重要的主觀規範，以劃
分我群與「蠻子」、「漢人」；而女人，特別是年輕貌美的女人，是村寨中此種規範的潛在破
壞者，因此她們被認為是有毒的、污染的。
從更一般性的意義來說，毒藥貓故事不止廣佈於岷江上游的村寨人群間，它也廣泛存在於
世界各人群間；無論是在初民或是現代都市人之間。這便是為何在許多社會中，女人、弱勢群
體與社會邊緣人常被視為有毒的、污染的、潛在的叛徒或破壞者。他們也常被比喻為動物或魔
鬼；特別是在社會動盪騷亂之時，他們常成為代罪羔羊。這也說明了，人類似乎一直生活在一
個個的群體各自建構的「村寨」之中。孤立（區分與邊界）讓我們畏懼外在世界；我們也共同
建構或想像內部邊緣的毒藥貓（內憂）或外在的毒藥貓（外患）來孤立自己。當外面的毒藥貓
對一個群體產生威脅與恐懼時，內部或鄰近的毒藥貓成為代罪羔羊；與內部毒藥貓間持續的、
經常的敵對，也投射在對外界敵人的敵意與敵對行為上。這些「區分」與敵對行為，相對的也
引起被區分者與被敵對者的人群「區分」概念與相應的行為。於是，在各自強調區分的文化心
理下，這些內憂、外患也成為客觀現實與歷史事實。因此，「無毒不成寨」的一般性社會含意
便是：一個社會人群賴其邊緣的維持而凝聚，而此邊緣的形成及其本質與變遷永遠擺盪在歷史
想像與歷史事實之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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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之始我曾提及，毒藥貓故事引起我注意的是，幾乎所有村寨都有類似的故事與相關歷史與經驗
建構。現在我們可以將此現象作如下的了解：文化上的差異是孤立的村寨認同的外在表徵與演示，而相同
的毒藥貓故事則體現此種文化演示的差異與區分背後相同的孤立村寨認同。如果這樣的「村寨認同」是一
個結構性的社會事實，那麼強調區隔的文化表現，以 Pierre Bourdieu 的話來說，是一種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而共同的毒藥貓傳說則表現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1984: 4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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