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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属于叙事诗的范畴，在人类

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诗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融入了

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谚语等。一部史诗是一座民

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史诗在用文字记

录下来以及作为文学形式出现以前，曾经作为口头文学而源远

流长。它们在文学形式上的发展过程，可以从文献资料中得到

考证；它们作为口头文学的起源，要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代。

史诗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苏美尔人的史诗可以

０年出现追溯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公元前１０００—４０ 了巴比伦

和希腊史诗，中世纪及近代欧洲文学史上又出现了大量史诗。

一般认为文学史上对史诗、史诗性质的讨论始于欧洲。苏

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古希腊哲人都论述过

史诗，但是，直到１６世纪亚里士多德《 诗学》被重新发现，人

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欧洲的古典学在史诗研究

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１８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开启

了搜集和研究民间史诗的热潮，促进了人们对史诗的起源、流

传和 世纪中叶欧洲民俗学兴起，史诗创作等问题上的探索。１９

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又一次进入现代学者的视野，在方法

论上开辟了史诗研究的新时代。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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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自己的一席

之地。这是十分遗憾的。

２０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

启迪，以及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

量资料进行 ．Ｍ．Ｂｏｗｒａ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 Ｃ ）首创

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

２发了它的文类意义。 ０世纪３０年代起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

（ Ｍｉｌｍａ　Ｐａｒｒｙ，１９０２—１９３５；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Ｌｏｒｄ，１９１２—

１９９１）共同创立了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

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

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

为跨文化、跨地域、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 ７０年。２０世纪

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

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

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

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

我国各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

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

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

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史诗蕴藏丰富，但是，

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很薄弱，因此，国内国外对中国

史诗了解还很少，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

没有应有的地位。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史诗的抢救工作，

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的提案指出：史

诗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科学文化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有

利于提高我国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

２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 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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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史 ３０年的事情。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

我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 ８０年代中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

期。中国学术界把史诗认定为民间文艺样式，这还是１９４９年以

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影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学的结果。 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

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 ２０世 纪 ９０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 年

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 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

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

运作机制，以传统、体裁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

野，由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史诗样式

的内部结构研究。

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

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 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 九五”重点目标

管理项目。我院的史诗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我院“ 中

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三大史

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４部，《 中国史诗研究》丛书７部。上述

著作的特点：１．纳入研究的资料范围广泛，包括国内外发现的

几乎所有的史诗书面文本；２．从社会、文化和历史形态角度探

讨了史诗的形成、发展规律，初步认定了各民族的史诗类型及

其历史文化渊源；从书面文本的结构分析层面上研究了史诗的

叙事特点。总之，这套丛书全面描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概貌、重

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它是

在我国三大史诗和其他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资料基础上的系统

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书是关于口头诗学方法论的评述性著作。它系统研究了

口头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范畴，对口头诗歌的叙述单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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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模式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从歌手的表演的角度，重点

讨论口头诗学的程式、主题、文本概念；史诗传统的演进模式、

文本化过程；史诗的故事模式等问题。口头诗学研究强调比较

的方法，该方法以文本、文类、传统为依据，目的在于探讨口

头传统的内部运作过程，揭示口头传统的创造力量。围绕表演

中的创作这一核心命题，本书主要探讨了以下一些问题：田野

工作的意义；主题和程式；传统与创新；口传史诗的统一性和

有机体；作者和文本；共时与历时的方法论。此外，本书还涉

及文本记录方式和整理状况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要性；界定了口

述记录本，手抄本，现场录音整理本，印刷文本的概念，并试

图在史诗传统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揭示这些文本类型的意义。本

书还包括对口头创作形态学意义上的文本、文本与语境的关联

等问题的研究；史诗创作、表演、流布与史诗传统的演化模式

以及史诗文本化过程的研究。口头诗学的倡导者，试图从史诗

传统内部获取证据，研究史诗艺人的类型与史诗演唱制度的关

系；研究宗教（ 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祭礼对史诗表演传统

的作用；研究史诗传统直接地表现为仪式和神话的作用。研究

艺人的职业化和表演的形式化，如何直接导致史诗传统的演化

和史诗的文本化；研究在口头演唱和抄本共存的阶段中，口头

创编是如何转化为抄本的？对于史诗吟诵艺人来说，书面文本

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看待民间关于史诗传统演进的神话学的解

释？

其实，口头诗学也只是史诗研究的一个小课题，对我国史

诗研究来说，史诗类型的重新界定更加重要。 １　９世纪欧洲学者

根据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界定史诗类型，提出“ 原始”、“ 创

世“”、英雄“”、民间“”、民族“”、神话”等史诗类型概念。根

据长度来划分大小型史诗类型。中国各民族史诗传统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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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历史社会形态各异，以上概念以及创世神话、氏族复仇、

族群迁徙等内容不能说明史诗作为文类、作为口头诗歌的本质

特性。史诗的根是神话，神的故事演变为人的故事，史诗的世

俗化导致英雄歌的产生，并且与族群认同联系起来。与西方史

诗“ 典律”不同，我国史诗类型的发展是动态的，各种类型的

史诗同时并存，不是线形发展模式。蒙古族、藏族、彝族等民

族的史诗传统的历史形态和文本形态差别很大，这说明比较研

究除了以文类、文本为依据之外，还要考虑到传统这一要素。

帕里—洛德学说具有创新性，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

在基本命题和问题意识上，与以往学界关注点不同。它突破以

下局限：民族或地域史诗的历史发展的描述性研究；以历史重

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外部研究；把史诗作

为民族的、文学的经典，用文人文学或西方美学以及民族意识

的观点来评价口头诗歌作品，代替科学研究，这些做法忽视了

文化和语言传统的差别，不尊重口头传统艺人的创造，背离当

代学术基本要求。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提倡从口头传统内

部，获取关于史诗的非文学的知（识ｌｏ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以

便与文人文学理论相区别；从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的对照中，重

新界定史诗这一文类的意义；运用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从文

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确定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的出发点，探讨

史诗传统的独特性，并探寻口头叙事传统内部运作的一般规律。

口头诗学以史诗语言和文本作为经验的现实，研究口头传

统史诗的句法结构、文本类型、格律、程式、主题以及故事模

式的特点，建立了史诗文本分析的独特方法。该研究从民族志

的田野调查开始，确定科学的假设问题，以实验的方法去验证

假设。他们充分考虑到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认为论据的质

量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质量。他们的目的在于研究歌手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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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传统的依赖程度，史诗在传承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史

诗的传承方式，史诗的素材，史诗与历史事件的联系等问题。

我国史诗研究的突破点首先在于文本与语境研究。人们的

信仰活动、仪式生活与史诗表演传统的一些制度具有复杂的关

联，其中蕴藏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的潜力。当代西方对于文本与

仪式的研究，仍然以许多的二手资料为主，并且局限于印欧语

言传统，不能说明中国的活态史诗传统的实际情况。表演理论

提出行为产生文本，但是，这个结论还没有取得更多的民族志

现场调查资料的丰富和补充，仍然显得简单化。许多民族的仪

式活动，今天仍然可以观察到，这是难得的。史诗类型学也是

重要的课题。以往对中国史诗类型的归纳方法和标准业已过时，

有些是被证伪的错误。原始、英雄、创世、民族、民间；大型、

中型和小型这样一些概念很模糊；一些西方经典作家的史诗观

念是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不适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扬弃。中

国的史诗类型是与各个民族自身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相联

系的。从史诗传统演变过程的内部研究中，可以探讨中国史诗

历史一类型学的一般特点。从历时的观点可以观察一个民族史

诗传统的进化过程。在一个传统之内建立一个意义的连续体，有

利于对一个语言共同体诗歌传统的探寻。藏族史诗在口头传承

过程中，逐渐走向文本定型和书面化阶段，这个过程已经有了

一些可靠的文献资料，考古和文物证据也不断发现，口头传说

和神话的解释非常丰富，这是一个有可能建立一个阐释学模式

的独特领域。活态的资料，包括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提供的可供

比较的材料，历史语言学比较方法的学术范例，都为这种可能

性提供了条件。我们应该从中国的材料出发，解决中国史诗研

究的问题。从民族志学的田野调查出发，从口头传统的内部获

得活态的第一手的资料，坚持史诗研究的实证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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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借鉴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的方法论。坚持以文本、文

类（ 史诗）、传统（ 语言、文化、社会历史）为基本出发点，特

别强调共同性之外的独特性的研究。我们认为像藏族、蒙古族、

彝族这样一些民族，他们的口头传统各有其独特性的方面。对

独特性的解释要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照搬和套用西

方的某个理论，要建立自己的阐释学模式，史诗研究需要本土

化，包括对现有西方的口头诗歌研究中提出的概念，要进行修

正或扬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中国本土的史诗学传统。

２０世纪民俗学的特坚持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

点。从民俗学的历史重建的角度看，史诗文本化是一个历史演

化过程，这有别于民间的、神话的、地方观念的解释。关于这

样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还缺乏科学的解释；一些有关史诗起源、

流变、定型、衰亡规律的研究，是一些不能证伪的假设，依附

于历史学的年代划分或王朝更替模式，不可能有效说明史诗的

２０世纪民俗学强调在共时性的条件下，进行田内部发展过程。

野的现场观察，从表演的角度可以了解到口头诗歌的实际运作

过程。从历时的角度看一切都是传统的；从共时的角度看，一

切都是此时此刻的创造。口头诗歌创作的叙事单元就是在共时

性关照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诗歌学说的法则，可以有效地促进

史诗文本的研究。

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一方面要

利用口头资料，汲取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营养；另

一方面又要克服教条主义的做法，我们的研究不是为某种现成

的理论提供证据，而是要从中国的材料出发，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们要争取在田野作业的操作程序、材料的搜集整理、编目和

归档，学术研究的概念运用和问题意识上与国际通行法则接轨，

我们 ２１世纪。的研究要面向世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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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世纪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人们可以看到维柯

（ Ｇｉ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Ｖｉｃｏ，１６６８—１７４４）的影子。维柯所提出的诗性

智慧的命题，他对“ 荷马问题”的解释，是对西方史学和美学

的贡献，为后学所继承。他对口头创作、神话、诗的理解，很接

近当代民俗学的研究结论。他的比较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也为后

来民俗学所发扬光大。维柯在西方哲学史上别是一家。他是多

种学科的开拓者。口头诗学也不能例外。维柯在诗与哲学之间

划了一道界线。他指出了前逻辑时代人类精神的风貌：诗性智

慧是诗人或人类制度的创造者的智慧。人类在他们的童年时代，

根据自己的观念，创造了事物。在古希腊人看来，诗人是制作

者，也是创造者。诗的本质就是想象、激情、感觉，而不是理

智（ 诗无关乎理，不假推理）。以己度物是原始人的心智活动的

特点，这正如儿童常常把物品作为有生命的东西并与它交谈。卡

西尔在《 人论》里指出，在原始时代，人将自己与自然界和动

物、植物看做同一个层次上的有生命的东西。维柯根据人类历

史时期的特点，解释了诗歌发生学的问题。维柯以历史科学的

逻辑代替了先验的信仰，能够以荷马的时代来看待荷马。荷马

史诗表现了野蛮人的情感、习俗，他的诗性人物性格缺少理性。

维柯发现了荷马史诗的不一致性，认为该史诗并非一人所为。所

有希腊城市都认为自己是荷马的故乡，这种文化认同现象体现

了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集体性。维柯认为荷马在英雄史诗方面

有无比的天才，他“能 把谎说得圆”，善于表现出可信的不可能，

具有“ 想象的共性”（ 典型）。维柯还指出，诗需要天才（ 自然

的资禀，并非学而可得的技艺），荷马的人物性格无人可以摹仿。

荷马时代的语言充满了显喻、意象、譬喻。野蛮时代的人用英

雄诗歌的格律说话，这是出于记忆便利。维柯认为荷马是口头

诗人，他并未写下史诗。指出荷马为盲艺人，这无疑也为瞽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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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诗之说提供了一个启发。维柯认识到口头创作的实质，认为

它是一种编织，编织的美学在这里就是歌唱的隐喻。中国是诗

性智慧的故乡。诗歌的“ 比”、“ 兴”具有诗歌发生学的内涵。

“ 兴”原意为众人合力举物时所发出的声音。这正如Ｈｏｍｅｒｏｓ

（ 荷 马 ）、－ｋｕｋｌｏ（ｓ 战车轮子）、圆圈、贺拉斯《 诗艺》的“ 卑贱

的大圈子”，都是诗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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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一

总 论

仅就史诗研究而言，西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积累了

丰富的学术传统，中国史诗研究的大规模展开不过是半个世纪

的历史。我们研究了史诗，但是，这种研究还不是史诗学意义

的学科自觉，表现在少数上 学者没有将口传史诗作为口头传承

的民俗事象来研究，而是从经典的教条出发，学术研究和民族

意识、国家意识形态相互混淆，作家文学研究和口头传承研究

相互混淆。问题的症结在于，今日的学术是国际化的，而我们

对于世界的了解是片面的，我们的学者往往仅靠一本书的阅读，

就敢于借用里面的理论概念。因此，一家一派的系统研究或可

以裨益于学界。我们有必要对现在国际通行的民俗学方法论和

理论，进行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建立新的概念体系，有效利用

新的方法，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我国是口传史诗蕴藏很丰富

的国家，史诗研究在这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书以帕里

（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洛（德 Ａｌｂｅｒ　ｔ ＢａｔｅｓＬｏｒｄ）、纳 吉（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Ｎａｇｙ）和弗（里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ｅｓ　 Ｆｏｌｅｙ）等学者的代表著作为基础，

以欧洲民俗学历史、口头传承研究历史和美国民俗学百年历史

为参照系，阐述 （ Ｐａｒｒ帕里—洛德 ｙ理 Ｌ论 －ｏｒｄｔｈｅｏｒｙ）的基本概

念、研究方法和学科形成过程，确定它在西方民俗学历史上的

地位，说明它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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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９８８年，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利（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ｅｓ

Ｆｏｌｘｙ）出版了他的口头诗学的学术史著作《 口头创作理论：历

史与方法》（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　　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ｎｄｏｌｏｇｙ）。该书全面阐述 ２０世纪民了帕里—洛德学说作为

俗学新的学术流派的学术背景、基本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

以全世界１３０多种语言传统中的口头传承研究的广阔视野，来

证明口头程式理论的普遍意义，清晰地描绘了该学科的形成和

发展，指出晚近和未来的走向。本书为理解西方语言学、人类

学、古典学的学术传统的主要精神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明晰的

脉络。

首先，我们从该书里可以了解到帕里—洛德学说的大前提，

即它的学术背景。这个问题要从 １９世纪以来的古典学、民族志

学和语文学说起。

古典学以“ 荷马问题”为试金石，这也是帕里—洛德口头

诗歌学说的一个根本问题。可是，自古以来对该问题的解释一

直局限于神话学的解释。１９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对口头文化的发现，使得“ 荷马问题”成为“ 口头传统”的问

题。从此，荷马问题也成为人们如何看待古代经典的问题。荷

马史诗的神圣性，使得人们习惯于从先验的观念出发，认为它

是某个先贤的独创作品。欧洲古典学在过去 ２００年来不断为如

下问题所困扰：传说中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如何解释史诗的

不一致性问题？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

创作出来和保存到今天的？如何看待那些涉及史诗产生问题的

神话和传说？如何解释史诗中不同时代的文化沉积现象，如方

言和古语问题。研究表明，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这和“ 荷马

问题”并无关系；将荷马史诗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

代，这无疑是学术上的一次进步，但是，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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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想。民间集体创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

者的观点，短歌说，原型的探寻等，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

歌的本质。公元１世纪：约赛孚斯（ Ｆｌａｖｉｕｓ　Ｊｏｓｅｐｈｕｓ）从荷马

史诗的叙事的不一致性提出了问题。此后，大约１７００年间，没

有争论，除了战争和瘟疫。１７１５年奥比奈克（ Ａｂｂé

ｄ＇Ａｕｂｉｇｎａｃ）指出：实际上并无以荷马署名的著作，荷马未曾写

作。如果他未曾写过什么，荷马根本就不存在。１７９５年沃尔夫

（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　Ａｕｇｕｓｔ　Ｗｏｌｆ）挑起１９世纪分辨派（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和统

一派（ Ｕｍｉｔａｒｙａｎｓ）之间的争论，一个荷马和多个荷马的争执。

论战双方阵容之一就是所谓的分辨派，他们炮制史诗的“ 合成

说”。以拉赫（曼 Ｋａｒｌｌａｃｈｍａｎｎ）为首，他于１８１６年和１８３６年

提出，荷马的诗歌由不同的诗人、编辑者，历经数世纪的创作、

加工、编辑，这是从荷马史诗在语言学和叙事上的瑕疵得出的

结果。论战的另一方是所谓的统一派。该派无旗手，他们是少

数派，受到不断攻击。但是，攻击者的论述并不缜密。他们认

为史诗为荷马一个人的毕生创作。争论的结果是分辨派获胜。帕

里遭遇这一漫长论争的最后一幕，他以荷马问题为自己的学术

起点，继承了分辨派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语文学是帕里—洛德学说的方法论的主要来源。德国古典

语言学对荷马史诗文体的研究曾经给帕里不少启发。后来的口

头程式学说的追随者们大多数是从现代语言学入门的。现代语

言学是人文研究的焦心，描写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认为语

言是一种结构；口头诗学的研究者强调，以语言和文本作为主

要的经验的现实，研究口头诗歌的内在结构和功能。历史语言

学的旨趣，则是试图在一个传统之内，建立一个意义的连续统

一体，这无疑有助于对一个语言共同体诗歌传统的探寻。弗里

认为语文学（ 历史语言学）为帕里和洛德提供了方法论。１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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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艾伦 特（　　（Ｊ 　Ｊｏｈａｎｎ Ｅｒｎ　ｓｔ Ｅｌｌｅｎｄｔ）和丁策尔（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Ｄüｎｔｚｅｒ）注意到步格和篇章之间的关系。维特（ Ｋｕｒｔ　　Ｗｉｔｔｅ）

１９１２年谈到词的形态学。梅耶（ Ａ．Ｍｅｉｌｌｅｔ）研究了口头创编问

帕里受到他的影响，开始研究史诗的文体。题。 帕里学说汲取

了上述所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他的许多观点是从前人的论述里

抽离出来的。帕里借助民族志以完善自己的学说。帕里和洛德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往南斯拉夫调查，从口头传统的现场来验证

目己的理论假设。

民族志为口头诗歌学说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直接观察到

的诗的现实；帕里和洛德有关口头诗歌研究的事实证明，古典

学的实证性研究可以汲取人类学对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的

方法。１９世纪俄国民族 ）在志学者拉德洛夫（ Ｖａｓｉｌｉｉ　　　Ｖ．Ｒａｄｌｏｖ

中亚史诗研究中触及口头诗歌的表演、即兴创作、故事的变异、

典型场景、俗套子，以比较的方法将活态的史诗传统与荷马史

诗进行相互比较。同时代的斯洛文尼亚人穆尔科，他的民族志

报告证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为荷马史诗的类似物。帕里

所仰赖的民族志学者有拉德洛夫（ Ｒａｄｌｏｖ），他１８８５年在其中亚

史诗田野报告中指出，人们从未将表演中的变体视为新的创编。

他研究歌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提出所谓典型段落说

（ ｃｏｍｍｏｎｐｌａｃｅｓ）　。　　　克劳（斯Ｆｒｉｅｄｒｉ　ｃｈ　　　Ｓ．Ｋｒａｕｓｓ）　１９０８年在南斯

拉夫做过现场考察，他确认歌手运用“ 俗套”来创作，也靠记

忆来表演。热内普（ Ａｒｎｏｌｄ　ｖａｎ　Ｇｅｎｎｅｐ）１９０９年讨论了相同的

现象。格斯曼（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Ｇｅｓｅｍａｎｎ）从口头创作中发现了“ 创

作图示（”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 ｓｃｈｅｍｅ），即讲述者拥有一种叙事结构以

以现代民族志方法调查填补诗行。穆尔科（ Ｍａｔｉｊａ　　　　Ｍｕｒｋｏ） 了

南斯拉夫的口头史诗和歌手，他对帕里影响最大，决定了帕里

的学术飞跃：从传统的荷马到口头的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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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２０世纪终，帕里在 ３０年代奠定了自己的学说基础，他

改变了古典学界的传统观念，使人们从荷马史诗的文本看到荷

马史诗的口头传统。帕里研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荷马史诗的文

本，他还到南斯拉夫用现地的活态口头传统对自己的结论加以

验证。洛德继承了老师的事业，用比较口头传统验证该学说。洛

德调查歌手，经年累月的研究，证明了老师的学说，完成了这

　一解密性的研究，于１９６０年出版《 故事歌手》（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这一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被学界称为口头文学“的 圣经”。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以来，帕里—洛德学说受到来自各自从 个

学术领域的挑战。人们对该学说的可靠性提出了以下的质疑：该

理论过于机械，仅仅抽取并研究了史诗的一些片语；该理论是

否可以用在民俗学其他样式中去，还不能肯定；该理论是否针

对世界上的所有史诗（ 史诗是否为世界普遍存在的样式）？如果

是，那么，该理论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验证；如果没有

“ 即兴创作”的前提，那么，口头程式理论就无计可施。因此，

它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也许它永远也不会被证明，更不能令所

有人满意。

与反对者的发难相反，口头程式学说已经运用到世界１００

多种语言传统的研究中，它已经超越了理论的阶段。

帕里的口头诗歌概念为荷马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帕里认

为对口头诗歌本质的理解，就是对荷马史诗的本质理解。帕里

认为荷马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研究口头诗歌内部运作过程开始，

获得与书面文学相区别的知（识ｌｏ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帕里的

学术表现了人文研究者的缜密的科学态度：对现象的观察，假

设的确立，以实验去验证假设，认定或修正假设的结论。帕里

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歌手对传统的依赖程度，口头诗歌的稳

定性和变异性，口头诗歌的传承方式，史诗的素材，史诗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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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里的史诗研究在资料的采集上是有学史事件的联系。 术要

求的：材料要反映出史诗的自然环境，即表演的层面，它包括：

史诗的长度、停顿、创作特点，要求以特别自然的方式演唱的

歌。帕里从南斯拉夫歌的文化中采集史诗歌，他的目的着眼于

采 ——真实的表演，这种表演是由歌的文集者对于表演的重视

化中的听 ２０世 纪 ３０年代以来搜集的众赋予的。帕里和洛德从

南斯拉夫口头史诗的资料，形成了后来的帕里特藏。帕里特藏

（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ａｌ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设立

于哈佛大学维德纳图书馆内，内藏南斯拉夫史诗文本的资料，它

们是以唱片形式和抄本形式保存的文本，它们是南斯拉夫活态

史诗传统的实验室的记录。帕里学说的科学性来自于论据的质

量。

什么是口头诗歌？这个问题原来并不简单，简单到像我们

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可以从帕里对口头诗歌的界定开始，了解

口头传统诗歌的复杂性。帕里研究了口头诗人如何学习、创作

史诗歌，以及这种学习和创作实际存在的过程。他认为口头诗

歌是活态的有机体，以程式和主题来构建，他强调歌的每一次

表演，即表演中的诗歌创作。口头诗人属于传统，同时他们又

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个体。帕里研究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口头学

歌、口头创作、口头传递，这些看起来彼此不同的环节，实际

上是几乎重合在一起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在这一过

程中没有 ２０世纪固定文本。帕里对口头诗歌的研究，成为后来

民俗学的一个学派。

帕里的学术贡献首先是，他发现并论证了“ 传统的荷马”。

帕里通过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语言学解析，发现了传统叙事单元，

如程式、程式系统、俭省、跨行接句等。其次，他发现了“ 口

头的荷马”，发现了荷马史诗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他认为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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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词语表达方式的依赖程度说明他是口头诗人；此外，帕

里首创了类比验证的方法，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为他提供了口头

诗歌经验的现实。

作为帕里的学生，洛德的贡献并不逊色于他的老师。洛德

研究口头传统叙事歌，他抛弃了“ 史诗“”、英雄诗歌“”、民间

史诗“”、民族史诗“”、通俗”或“ 原始”这样的字眼。他认为

术语之战事关重大。 洛德是口头诗学奠基人《， 故事歌手》是

口头诗歌研究的原创性著作，它以严密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

为基础，以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的观照，回答了口头传统诗歌是

什么，它的结构和功能，它的内部运作机制。《 故事歌手》开宗

名义说“ 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他是我们的故事歌手。在更

大的意义上，他代表了从古至今所有的故事歌手”。但洛德在该

段落的结尾又说了这样的话，南斯拉夫的史诗歌手“ 阿夫多是

我们时代的荷马”。洛德的话揭示出比较口头传统的事实。这是

不同民族、不同传统的平行对比，同时也是贯通古今的历史比

较研究。

口头诗学的比较方法，首先是平行研究的类比方法。帕里

和洛德通过口头诗歌创作和传递过程的描述，确定可供比较的

基本点：语音模式、步格、句法、文体模式、程式和主题以及

故事模式。洛德对回归歌故事模式比较就是在以下几个点上展

开的：离去、劫难、回归、报仇、婚礼。此外还有影响研究的

（ Ｇｒｅｇｏｒｙ历史比较方法，纳吉 　　　　Ｎａｇｙ）的《 希腊与印度的步格

比较研究（》Ｃ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ｉｎ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　Ｍｅｔｅｒ．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１９７４．）对荷马史诗与印度梵语诗歌同源步格进行比较，
６他采用的是比较印欧语的语言学重建的方法。 他建立了表

演、创作和流布三位一体的阐释学模式，通过对印度活态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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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荷马史诗传统的对比，阐明荷马史诗形成的演化模式以

及荷马史诗的文本化过程。纳吉１９８１年发表《 荷马史诗文本固

定的演进模式（》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　ｅｘｔ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　ｆ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Ｅｐｏｓ），该论文选择了语言和文本作为实证性研究

的现实，选择表演、表演的场合作为论述的问题，并汲取了语

言学和人类学的成果作为突破口。纳吉认为，荷马问题的主要

方面是表演，这不仅仅是由语言学和人类学来表述的，表演问

题来自于帕里和洛德，他们是古典学领域的学者，他们的研究

给“ 荷马问题”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作者提出了口头诗学创

作、表演和流布这三位一体的概念，强调其中关键的要素是表

年在美国语言学协会上的讲演，演。纳吉１９９１ 后来形成一篇论

文《 荷马问题》（ Ｈｏｍｅｒｉ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作者认为，创作和表演

是荷马史诗形成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表演中的创作这一

比较的事实出发，作者加进了希腊传统内部的证据，这些证据

是关于荷马史诗在古希腊时代的流布，提出关于荷马史诗发展

的假定模式：一部活态的史诗传统，以其长期发展显示出史诗

的完整性，它们来自于史诗创作、表演、流布的相互作用，这

一切都是演进的过程。 另一个古典学者柯克（ ）提Ｇ．Ｓ．Ｋｉｒｋ

出，我们不能把独创性的诗人荷马与当代的口头诗人进行简单

的类比，他认为两者有时代上的差别，他提出口头传统生命环

的四个阶段的假说 ——起始、创造、重复生产和衰退。荷马显

然是属于第二个阶段的诗人，而今天的南斯拉夫歌手是重复生

产的诗人。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共性的比较，后来的学者追寻

共性之外的独特性传统。每一个口头诗歌传统有其自身的特质，

并积极地使那些特质并入该传统的批评模式之中；它包括语言

的本质特点，步格和其他韵律学的要求，叙事特点，神话和特

定的历史内容。强调每一个文本的确切特点：口头的、源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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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演唱中记录的、背诵的、抄本的、抄本流布的历史和收

集的环境等。

洛德关于口头诗歌的学说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概念，这些概

念是由他的学生纳吉总结并重新加以界定的：

表演中的创（作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这是口头诗

学的核心命题。要理解口头诗歌的表演，就要从田野作业说起。

田野作业反映了口头诗歌研究的实证主义的特点，它是就活态

口头诗歌的表演而采集证据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

地、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口

头诗学的倡 （ ｆｉｌｄ导者把这一过程叫做田 　ｗｏｒｋ野作业 ）　。田野作

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大特点。他们强调了在口头传统文

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的神圣性。洛德在巴尔干进行了多年的

资料搜集工作，与那些从人类学视野中进入民俗学的人相比，洛

德的田野工作经验并不少。对于人们应该寻求原型的观点，洛

德驳斥说：“ 我怀疑能否找到故事、歌或史诗中的原型，因为我

们要考虑到，在口头传统中一个艺术形式的每一次表演，不论

是故事还是史诗，每一个歌手都有变异。” 人们可以注意到，

洛德对于民族志田野工作和这一工作的对象民众之间的复杂关

系的观点：“ 诗中一切属于民众集体，但是，诗歌本身，特定演

唱中出现的程式，则属于歌手的。所有要素，都是传统的。但

是，当一个伟大的歌手坐在观众前面，他的音乐，他的面部表
［１２］

情，他的特殊的诗的版本，在此时此刻属于他 ”自己。

野作田 业主要是采用民俗学的共时分析的方法。共时与历

时这两个 世术语来自语言学，是布拉格学派理论研究之一。１９

纪到２０世纪语言学分为历史的方法和非历史的方法，前者旨在

印欧语系的历史重构，后者为语言现状的比较研究。为研究演

唱中的口头诗歌，田野工作需要这种共时性的分析，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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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传统的实际系统。当研究进入传统深层的组织原则时，即

文化的持续性的现实时，历时的分析是很需要的。语言学重建

的方法可以解释现存传统中的语言的诸多方面，不然，这些方

面是不清楚的。历时和共时的分析，二者可以互相补充。

对活态口头传统诗歌的共时性的分析表明，创作和表演是

同一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单纯从史诗文本层

面不可能观察到这样的现实。洛德认为口头诗歌的创作不是为

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的。

，这个概念是与“ 表演中　　流布 ｄｉｆｆ（　 ｕｓｉｏｎ） 的创作”相对应

的术语，只有历时的观照才能观察到口头传承的流布的特点，它

与创作和表演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流布的模式可以是向心的，

也可能是离心的。

ｍｅ），最为实用的定义：主题是基本内容单元主（题 ｔｈｅ 。主

题与社会文化模式相关联。荷马史诗的主题，不适合于印度史

诗的主题。不同的民俗学样式有不同的主题学的分析模式。程

式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词语，它受到传统的口头诗歌的主题的支

配。程式之与形式，等同于主题之与内容的关系。这一规定的

假定前提是，形式与内容在概念上是重合的。帕里的程式定义：

程式具有相同步格、表达基本意义，是被有规律地使用的语群。

程式和语言本身一样有万千的变化景象。

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ｙ），这是帕里的发现，它指的是荷马史诗的

语言是一种自由的表述方式，它具有相同的韵律价值，表达同

一种意义，可以彼此替换。这种经济的规律只有在表演的层面

上才能观察到。

传统与创（新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口头传统在表演中获

得生命，此时此地的每一次表演都为创新提供了一次机会，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这种创新都会在传统中得到明确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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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关于荷马史诗的统一性和有机整体，可以用口头诗学的术

语来解释，那是演唱传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凌驾于传统

之上的创作者影响的结果。把史诗的原创者归功于某一位文化

英雄是十分常见的错误。现代人的作者一词带有个人色彩并强

调个性化的概念。

文本和作者（ ｔｅｘｔ／ａｕｔｈｏｒ），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作者

问题是由演唱和文本的权威性决定的，由无数次表演之间的稳

定性决定的。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这一命题。口头

诗学的主要方面是表演。在创作、表演、流布这三位一体的阐

释学的模式中，关键要素是表演。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不是口

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那么有

关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性，不仅如此，我们关于古代经典

的认识便不会完整。

帕里一洛德学（说Ｐａｒｒｙ－Ｌｏｒｄ　 ｔｈｅｏｒｙ）是２０世纪口头传承

研究的一个承前启后的理论。帕里一洛德学说本身具有跨学科

的意义。帕里和洛德来自美国民俗学的摇篮—哈佛。他们两

人分别代表了哈佛第三、四代的民俗学家。民俗学为帕里和洛

德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氛围，支持洛德提出并形成其博士学

位论文，即后来成为口头文学奠基作的《 故事歌手》。在哈佛有

四个学科构成了洛德学术生涯的有机整体：古典学、斯拉夫语

言和文学、比较文学和后来形成的民俗学。帕里一洛德学说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全美通行的民俗学教科书

中得到很好的表述。帕里一洛德学说与美国民俗学传统关系紧

密。１８８８年起美国民俗学形成两个流派：人文学的民俗学和人

类学的民俗学，前者控制大学，后者占领美国民俗学会。人文

学的民俗学家把口头传统划分为各种样式并加以专门的研究，

其范围为文明社会的民俗，主要为印欧语系民族的语言传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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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民俗学家试图以进化论来研究民俗事象的起源。他们继承

欧洲民俗学的传统，重视故事文本的研究，将文本进行类型划

分和进一步的母题或其他要素的划分。他们重视文本的采集、注

释和传播、流布的研究，深受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的影响。帕

里和洛德研究了口头传承的创编过程，他们尊重民俗学和民族

志的重要价值，重视田野工作。当然也有人至今仍然认为他们

仅仅是文学的民俗学家。

帕里一洛德学说在口头传承研究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我

们可以回顾１８、１９世纪“ 大理论”：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

文化进化学说和太阳神话。２０世纪“ 机械论”的起源研究：芬

兰历史—地理学方法，地域—年代假设等。文本模式研究：史

诗法则、口头程式理论和形态学方法。结构主义和解释学方法、

精神分析学说、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帕里一洛德学说是

２。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俗学理论，其更大的背景是俄国形式主义

和结构主义的学术范例。它的研究旨趣是，对一种民俗事象而

言，它是什么、如何运作的问题，比以前探测其起源的问题更

重要。从口头传承研究的学术背景来看，口头诗学的代表人物，

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记忆手段和传统参照物的文本模式；他们与

普洛普的形态学方法、奥利克的史诗法则，都属于文本模式的
［１３］研究。 口头诗学上承阿尔奈、汤普森的芬兰历史一地理学方

法，下开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的先河。

中国现代学者如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钟敬文、陈寅

恪等，他们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从民歌的角度研究《 诗经》的

赋比兴问题，涉及口头诗歌的即兴的口头创作和口头文体形式

问题，但是，没有形成方法论，也没有得到后人的认真总结。

《 诗经》与《 楚辞》等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的关联已经被晚近的

学界所关注。当然，论者还没有活态口头传统的田野工作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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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１９７４年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出版了他的诗经研究的博士论

文，该书首次将帕里的学说应用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中；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杨成志专文介绍洛德《 故事歌手》给中国民俗学界；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欧洲学者运用该方法研究中国说唱文学如扬州平

话；１９９７年口头诗学译介工作开始：弗里的《 口头诗学：帕里一

洛德学说》、洛德的《 故事歌手》，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

该理论已经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１９９８年《 口头文学的诗学研

究》进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２０００年依据哈佛大学图书馆

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资料库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院重

大项目，支持“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建设工作。

注释：

［１］［美〕约翰·迈尔斯·弗利（　Ｊｏｈｎ Ｍｉｌ　ｅｓＦｏｌｅｖ），《 口头诗学：帕

里—洛德理论（》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ｌｏｇｙ），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１页。

［２］同土书，第１２－２０页。

［３］同上书，第２１—３８页。

［４］Ｌｏｒｄ，　Ａ．　Ｂ．：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２０００，　ｖｉｉ－ｘｘｉｉｉ．

［５］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ｐ．　６－８．

［６］《 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第２５５－２５７页。

［７］　Ｎａｇｙ，　Ｇ．，１９８１．　＂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Ｅｐｏｓ．＂　Ｉｎ　Ｆｏｌｅｙ　　１９８１．Ｏｒａ１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

Ｆｅｓｔｓｃｈｃｒｉｆｔ　ｆｏｒ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Ｌｏｒ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Ｏｈｉｏ．　ｐｐ．　３９０－３９３．

［８］Ｋｉｒｋ，　　Ｇ．　　　Ｓ．　　１９６２．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ｐ．　２７－２９．

［９］《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第２７９－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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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美］纳吉（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Ｎａｇｙ）：《 荷 马 诸 问 题》（Ｈｏｍｅｒ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哈佛 大 学“ 口头传统”博士选修课程讲义，该讲义的核心部分

是论文《 荷马问题》，发表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１２２：１７－６０），其他两篇论文《 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范例》，原

载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ｅｄ．　Ｒ．　Ｈｅｘｔｅｒ　ａｎｄ　Ｄ．　Ｓｅｌｄｅｎ，３１１－３３１《。 荷

马史诗文本固定的演进模式》，原载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ｏｒ　ＸＸＸ，ｅｄ．　Ｊ．　Ｂ．　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Ｓ．　Ｐ．　Ｍｏｒｒｉｓ

［ １１］ Ｌｏｒｄ，Ａ．　Ｂ．：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２０００

ｖｉｉ－ｘｘ．

［１２］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Ｌéｙ　Ｚｕｍｗａｌ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Ｊ．　Ｍ．　Ｆｏｌｅｙ，　ｅｄ．　１９９８．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ｐ．　７５一９４．

［１３］《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第３４－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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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

当我们讨论由帕里和洛德创立的口头理论时，不能忘记他

世 纪们的前辈所做出的宝贵贡献。荷马问题在１９ 和 ２０世纪初

曾经是古典学者及其思想的试金石。语言学则在史诗步格、语

言，以及调查方法上提供了理论视野。至于人类学，则使帕里

关于荷马史诗的理论描述，在活形态的口头文学的现实中获得

了类比的验证，并由此而发展了一种比较的方法。

一、帕里对荷马史诗的文本分析

帕里—洛德学说主要讨论的是关于口传史诗叙事学的三个

层面上的问题：口头传统诗歌语言，传统的场景，即主题，还

有故事模式。 世 纪 ３０帕里２０ 年代比较感兴趣和深入探讨的问

题，是口头诗学的一些较低级层面的问题，如传统的词语、韵

律学、属性形容词，还有史诗的一些微小的不 世一致问题。２０

纪６０年代后，洛德开始主要研究更高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

主题和故事模式层面上的问题。现在的新分解派学者，则关注

于更大的叙事结构，即情节结构的分析。那么，这样说是否表

明帕里的学说并不重要了呢？没有传统的词语和基本的表达方

式，就谈不上什么主题、故事、文本，这些大的结构是以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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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

米尔曼 帕里是口头理论的奠基者，他开拓了· 我们今天所

知道的这一领域。帕里的研究从荷马史诗文本分析开始。这需

要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大量艰苦细致的词语例证的搜寻辨析工

作。帕里的研究扎实、严谨，这种学术特点被西方古典学界称

为“ 严格的帕里主义”，它的特点是研究者所提供的从史诗文本

中严格遴选的大量程式化用语的例句，并用图表显示、数据统

计分析的方法，使严密的语言学解析系统化、科学化。

帕里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应从扎实的文本分析开始，更

具体地说要从史诗的诗学层面的研究开始，研究其“ 口头的”、

“ 传统的”特质。因此，帕里摈弃了史诗研究中所惯用的所谓

“ 原始的“”、民间的“”自然本色的”以及“ 英雄的”这样一些

语焉不详的陈旧术语。他的研究是实证的、分析的，而不是从

既定概念或某些现成的教条出发。

帕里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语言学解析，首先注意到的是程式，

　它是史诗创作中基本的表述单（元ｅｘｐｒｅｓｓ　　ｕｎｉｔ）。帕里提出的口

头程式概念被后人称为口头文学的“ 原子”。程式是史诗多样化

的叙事结构、叙事单元的最小的公分母。恢宏庞大的史诗文本

作为一种有机整体，正是从程式这个最小的细胞培育起来的。

帕里认为口头诗歌的语言总体上表现为程式化的传统特

点。他确信在不借助文字的情况下，诗人只能以古老的方式把

旧有的诗行或诗行的一些部分组合到一起，从而实现在即兴表

演的过程中顺利地构筑诗行。

１９２８年帕里提出了程式这一概念。他认为，荷马史诗中描

绘神或英雄的名词属性形容词程（式 ｎｏｕｎ－ｅｐｉｔｈｅ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最

能说明其关于程式的概念。例如，名词属性形容词程式“ 受尽

煎熬的俄底修斯”，常常出现于诗行的末端，即它常常填补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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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六音步诗行的第四个音步，它在荷马史诗中出现过五十多次。

仔细体会荷马的名词属性形容词程式，我们可以看出它具

有以下一些特点： 它们常常是修饰性的。（２）它们总是与（ １）

ｌ　（ ｖａｌｕｅ）相联系。步格音值 ｍ 名ｅｔｒｉ 词ｘａｏ 属性形容词在诗行中

总是处于固定的、相同的位置，表明它们的使用必须符合步格

要求，即中国古典诗歌所说的合辙押 它们是传统的。程韵。（ ３）

式化用语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那么，什么是步（格 　Ｍｅｔｅｒ）呢？步格，也有译为“ 格律”或

“ 音步形式”的。它是指诗歌中节奏式的重复，或指规则的或几

乎是规则的相似语音单位的复现所形成的节奏。诗歌有四种基

本的节奏模式：一、音长型，也叫古典式步格。二、音强型，古

英语作诗法采用这种步格。三、音节型。四、重音一音节型。提

到英诗的步格，通常指的就是重音一音节型步格。音步（ｆ ｔ），ｏｏ

是由形成诗行里节奏单元的强重音和相连的弱读音组合而成

的。相对强重音节简称为“ 重读”或“ 非重读”。韵行的名称依

据所含音步的数目而定。如，六音步韵（行 ｈｅｘａｍｅｔｅｒ），六个音

步　，亦称亚历山大（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ｅ），为六步抑扬格韵行。英语

诗歌的音步主要分为以下四类：一、抑扬 ：格（ｉａｎｂｉｃ） 一个弱

读音节后跟一个重读音节。二、抑抑扬格（ａｎａｐｅｓｔｉｃ）：　两个弱

读音节后接一个重读音节。三、扬抑格（ｔｒｏｃｈａｉｃ）：一个重读音

节后接一个弱读音节。四、扬抑抑格（ ｄａｃｔｙｌｉｃ）：一个重读音节

后接两个弱读音节。

帕里认为荷马史诗文体是程式化的，史诗的这种表达方式

是因步格的作用而逐渐形成的。１９２８年帕里在其以法文撰写的

Ｌ博士论文《 荷马史诗中传统的名词属性形容词》（ ＇Ｅｐｉｔｈｅｔ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ｄａｎｓ 　　　Ｈｏｍｅｒｅ：　　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ｕ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ｄｅ　　ｓｒｙｌｅ　

ｈｏｍｅｒｔｑｕｅ）中指出，这一过程和结果可以通过名词属性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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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的分析来说明。“ 为了创造一种适应步格需要的文体，歌手

建立并保持了这样一些表达方式，它们可以用于各种句子之中，

或维持原状，或稍有变异，在六音步诗行中占据着一个固定的

位置。”

荷马的六音步诗是一种复杂的步格结构。它允许一定的词、

短语形式处于固定的位置。这时候韵行起着某种选择的机制，它

把词语表达的各种成分按其步格特征分门归类。一旦这些名词

属性形容词程式进入适当的步格位置之后，那么它们对诗歌创

作便具有实用价值，成为歌手们经常使用的特殊词汇并代代相

传。

荷马是一位吟诵诗人 ａｏｉｄｏｓ），生活在一个还没有书面文（

字，或书面文字已经失传、尚未复兴或重新输入（ 至少尚不广

泛流行）的时代。所以《， 伊利亚特》首先是一部口头文学作品。

口诵史诗的一个共同和显著的特点，是采用一整套固定或相对

固定的饰词、短语和段落。显然，这一创作方式有助于诗人构

筑、记忆诗行，有助于难度很大的临场吟诵和不可避免的即兴

发挥。

属性形容（词 ｅ ｈｅｔ）是用来表示人或事物的特征的形容ｐｉｔ

词或形容词短语。在《 伊利亚特》里，阿伽门农是“ 军队的统

帅（”或“ 兵众的首领”），莫奈劳斯是“ 啸吼战场的”战将；我

们读到“ 沉雷远播的”宙斯、“ 白臂膀的”赫拉、“ 足智多谋

的”俄底修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捷足的”阿基琉斯、

“ 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酒蓝色的”大海和“ 土地肥沃的”特

洛伊。这些名词属性形容词经过传统的洗礼而系统化。这些传

统的表达方式，涉及对神、英雄出场时的惯常叙述，如“ 受尽

煎熬的俄底修斯“”、飞毛腿阿喀琉斯“”、牛眼睛的赫拉“”、灰

眼女神雅典娜“”、驯马能手狄俄墨得斯“”、车战者奈斯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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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雷远播的宙斯”，等等。

基于上述事实，帕里为程式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程式是一

种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为表述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

组词语。” 该定义起初针对名词属性形容词短语，后被扩大到

其他类型的词语表达模式上。

后来帕里又提出“了 程式类型（”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ｙｐｅ）的概念：

在诗行中填补在同一部分，并且功能相同的一连串的词语（ 虽

然词语的实际构成性质往往并不相互关联），被称为程式类型。

例如，关于阿基琉斯的名词属性形容词有四十五个，它们在诗

行中位置是相同的，但步格音值并不相同，因而在特定韵律条

件下不能彼此替换。以上这些四十五个名词属性形容词程式可

统称为程式类型。

由此帕里得出以下结论：

在相同的程式类型之内，人们可以为不同的神、英雄找到

选择面极广的短语。相反，对相同步格限定下的单个角色来说，

只能有一个程式，这是荷马史诗最为典型的、十分经济的表达

（ｔｈｒ方式，帕里将这一特点称之为俭省 ｉｆ　ｔ）。帕里在１９３０年发

表的论文《 史诗的口头诗歌构筑技法研究之一：荷马和荷马史

Ｅ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诗文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ｆ　Ｏｒａｌ　Ｖｅｒ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　Ｈ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Ｓｔｙｌｅ），集中讨论了荷马史诗的经济或

俭省的特点，他的分析是以名词属性形容为基础的。 俭省

的规律说明荷马史诗非荷马一人所能为。因为史诗中有关于不

同的神、英雄的四十个系列的程式类型，其中的每一固定的名

词属性形容词程式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步格音值，这些复杂的程

式化用语一定是经过许多诗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积累起

来的。

一旦人们在以上的描述中加上这种认识，即对荷马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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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来说，名词属性形容词并不怎么修饰单行诗句，就像它们

常常修饰整个一部史诗一样，那么人们就会了解帕里揭示了名

词属性形容词程式对整个史诗创作的意义。帕里正是通过这一

种类型的实例，一种规律的历时的作用，综合阐释了荷马史诗

的创作。

此外，帕里还研究了荷马史诗文体的另一个传统结构“ 跨

行 ”接句（ ｃｎｊａｍｂｅｍｅｎｔ，法文术语，指句法结构到行尾处尚不

完整而不得不延续到下一行的现象）。１９２９年帕里发表了论文

　《 荷马史诗中跨行接句的独特性》（ 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

Ｅｎｊａｍｂ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ｎｅｒｉｃ　Ｖｅｒｓｅ），帕里所关注的是作为创作和

表述单元的单行诗句的完整性，而他的尺度是想测试出荷马

史诗对下例三种可能性的遵循程度：一、不可跨行接句。句义

在诗行末尾完成，无继续之可能性；二、可有可无的跨行接句。

句义在诗行末尾结束，也可以延续到第二行；三、必须的跨行

接句，它把未完成的句法或句法成分留给下一行。帕里发现，

荷马史诗有一半诗行不可跨行接句，可有可无的跨行接句比

书面诗人维吉尔的诗多两倍，必须的跨行接句比书面作家作

品少两倍。这证明荷马的思维和创作是排比式的，采用自然

的、直线性的单元进行创作，以传统所赋予的文体构筑自己的

诗行。由此，人们可以感受到荷马作为口头诗人的暗示：即口

头史诗和创作速度必须主要借助并列的平行式的文体来完
［６］成。

自１９２９年关于“ 跨行接句”的文章开始，帕里开始注意到

荷马史诗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帕里１９３０年发表的论文《 史诗

的口头诗歌构筑技法研究之一：荷马和荷马史诗文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　Ｏｒａｌ　　　Ｖｅｒｓｅｍａ　ｋｉｎｇ．　　　　Ｉ．　　　Ｈ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Ｓｔｙｌｅ） 和　１９３２年的论文《 史诗的口头诗歌构筑技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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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二：荷马史诗的语言作为口头诗歌的语言（》Ｓｕ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Ｏｒａｌ　Ｖｅｒｓｅ－Ｍａｋｉｎｇ．１１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ａｎ　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标志着帕里的

思想出现重要转折，他不仅认识到荷马史诗是传统的，而且也

认识到这样的史诗也必然是口头创作的产物。

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荷马史诗传统的特质，必须回答以下

两个问题：既然可以在所有诗歌中发现程式化的表达方式，那

么程式便不能理解为传统结构的试金石；名词属性形容词仅为

个别例证，不能作为一种反映荷马史诗特点的模式。

对此，帕里的回应是：首先，提出了程式的实用标准，即

诗人在以史诗形式进行口头创作的即兴演唱中，在多大程度

上依赖于程式。帕里认为一个在观众面前演唱时总是处于一

种压力的歌手，他必须拥有程式化的词语，使自己能利用传统

的形式流畅地讲述故事。其次，扩大了程式概念的有效性。帕

里将原来仅限于名词属性形容词的程式概念和定义扩大了，

此时，程式概念的有效性已涵盖了构成荷马史诗的所有的习

惯用语。 这包括重复，它是史诗程式化结构的实践要素。第

　三，帕 ”里提出了“ 　程式系统 （ ｆ　ｏｒｍｕｌａｉｃｓｙｓｔｅｍ）的概念。

帕里将程式系统的概念定义为：“ 一组具有相同步格意义的

词组，其内涵和词语本身都非常相似，这使那些使用这些词组

的诗人，不仅把这些词组确认为一些单个的程式，而且把它们

作为一种特定的程式类型。” 简而言之，程式系统是一组程

式，它们组成了一种可以替换的模式。

为理解的方便我们可以援引《 诗经》中的类似例句说明

“ 程式系统”的概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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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一组诗句，它们在语义学上、韵律上常有某种联系，

它们在形式上的共同之处，表现为词组两个部分相对一致的组

合方式，一个为固定的复合词，另一个为可变的词，它们很契

合特定的韵律模式。

通过程式系统我们可以了解到荷马史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由

的表达方式，它们具有相同的步格音值，表达同一种意义，可

以彼此替换。这种“ 俭省”的规律只有在表演的层面上才能观

察到。

于是，帕里运用扩大了的程式概念，对《 伊利亚特》和

《 奥德赛》开头部分进行了文本分析。他用实线标明完全的重复，

用虚线标明程式化的词语，只要看一眼帕里对这两例 ２５行诗所

划出的密密的标示，人们便可以从直观上领略到荷马对传统和

程式化表述方式的依赖程度。

通过文本分析，帕里提出荷马如此格守程式的文体，是由

其利用口头语言进行创作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在非书面的情况

下，诗人只有掌握程式化表达方式，才能创作他的诗，程式化

的表达方式可以为之提供现成的诗句。”

这种必要性的验证，虽然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

但它仍属于假设的范畴。如果没有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还

不能构成事实。为取得类比的验证，帕里决定对仍在流布的南

斯拉夫口头史诗进行调查。

帕里把他从荷马史诗文本分析中得来的理论，放到南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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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口传史诗实践中去检验。这说明对口述文体特点的分析，不

能限于荷马史诗文体特点的逻辑推理。口述文体的研究应有实

际表演的材料作为证据。

１９３４年６月至１９３５年９月，帕里与洛德赴南斯拉夫进行

１６个月的田野调查。他们了为期 搜集到１５００部史诗文本，其

中包括从同一歌手那里搜集的不同的史诗作品，也包括从同一

歌手或不同歌手那里搜集到的同一种作品的大量变体。

帕里对希腊史诗与南斯拉夫史诗这两种史诗传统的比较，

是以惯用词语的语言学解析为基础的，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这两

种 比较研究增强了帕里学史诗表达方式的口头性、传统性。

说的论证力度，同时，比较研究背后的人类学视角，成为口头

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洛德与比较口头诗学

帕里研究了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他的开拓性的工作是非

常扎实的。他提出了口头史诗和叙事单元的一些严密而准确的

概念，如程式、程式类型、程式系统等概念。他试图在南斯拉

夫口头史诗传统中验证这些概念，并提出过一整套比较研究的

计划。１９３５年帕里突然逝世。洛德是帕里的学生兼合作伙伴，是

帕里口头程式学说的集大成者。

洛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中，出色地完成了帕里提出的

比较研究计划，使口头理论迅速成为一门学科。与帕里不同，洛

德的研究是从“ 口头诗歌”的研究开始的。他的工作为荷马史

诗的主要问题“ 表演”提供了一把钥匙。在西方古典学界，有

人认为他们关于口头诗歌的研究，给传统的荷马问题带来了根

本性的、永远的改变。古老的“ 荷马问题”成为口头传统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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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洛德从口头诗歌传统的视野，来研究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

古代、中世纪文学经典，把古典学的问题变成口头传统的问题，

并由此建立了他的应用范围很广泛又极富活力的比较研究的方

法。

洛德通过自己的广泛深入的比较口头传统的研究实践，将

口头理论推向全面成熟阶段。他从口头史诗的“ 表演中的创

作（”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研究了

歌手的演唱活动，研究了口头传统叙事单元，如程式、主题、故

事模式等。这些概念的科学性、普泛性，直接促使其比较方法

的全面成熟，被不同传统领域的相关学者广泛运用，从而使口

头理论和方法论迅速延伸到世界一百多种不同语言文学传统的

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帕里学说的逻辑严密性特点相对而言，洛德的学说更具

实践性、灵活性特点，因而他的一些比较研究的学术思想更有

活力。洛德充分利用了自己对口头诗歌传统与现实的深刻理解，

在研究工作中一向注重对口头传统叙事特点的深入领会，从感

觉和理性的两个层面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因此，洛德的

著作尤其是《 故事歌手》，表现出他对口述现实的鲜活的感知，

他善于从感觉入手处理一些带有理论内涵的问题，善于在朴实

的描述中把握难度较大的研究题目。洛德著作蕴涵的意义，大

大超过了人们对他的惯常的理解或误解。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

以获得取之不尽的灵感。

洛德 ２０世纪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根据 ３０年代的南斯

拉夫田野调查资料，将荷马史诗与南斯拉夫史诗进行类比研究。

比较研究的基本点主要是主题、程式、跨行接句、语音模式等，

他继承了帕里学术典范，将丰富翔实的资料与充满想像力的分

析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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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德的代表著作是１９６０年出版的《 故事歌手》，这部著作

被学界称为口头理论的“ 圣经”。在本书中，洛德将自己关于口

头传统的经验，运用于更早的文学之中，以类比的方法阐述西

方古代、中世纪文学传统的口头形式。洛德的研究从经验开始，

引用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论述充分，生动可感，易于

理解。

洛德用专章说明了歌手要想利用程式化文体表达思想，必

须从演唱技能的实际演练中不断感受、体验、揣摩，最终达到

出口成章。歌手在学习阶段，一般要从聆听别人的演唱开始，在

此期间熟悉叙事和措词的谐韵。在第二步试唱过程中，歌手从

感觉上吃透节奏、音律这两个基本要素。第三步，一个成熟些

的歌手，可以运用熟练的技巧演唱一系列史诗篇目，并在一定

程度上把握修辞成分，情节发展，以适应即兴表演的具体情境。

所谓“ 程式”的概念，正是与这种实际的演唱过程相互交融的。

它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口传史诗文体的经验的现实。洛德的

描述为程式下了一个无言的定义，它直达这一现象的本质。关

于程式，洛德采用了帕里的概念。但他表述起来更为具体可感：

程式是一种口头诗歌的语言，强调形式的节奏和步格功能。程

式是一种能动的、多样式的、可以替换的词语。此外，与程式

相关的句法上平行式和语音模式等，这些要素是以程式为基础

的。总之，在口头诗歌中，一切都是程式化的。

洛德还从表演这一层面揭示了关于主题的内涵和功能。他

的研究仍然是从歌手的角度开始。熟悉口头史诗的人都了解这

样一个事实，即基本事件、描写，在许多民族的史诗中是不断

重复出现的。如英雄盟誓、宴饮、神的集会、一次长旅等。歌

手，特别是年轻歌手，逐渐熟悉了这些反复出现的事件。歌手

对这些主题结构的感受、吸收，就像他感受和吸收程式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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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式一样。主题并非由一些固定的词语所固定下来的，而是

由一组意义固定下来的。歌手对主题的不断积累是从他开始学

歌时便开始了。在歌手的成长过程中，听歌与学歌同步进行，一

次完成。

（ ｖｄｏ ＭｅＡ ｅｄｏｖ阿夫多 ｉ 是腹藏５８部史诗的南斯拉夫著

名史诗歌手。他可以听一遍另一位歌手演唱，便把这部自己从

未听过的史诗再演唱一遍，而且唱得更生动，内容更丰满。这

时的阿夫多并不试图记住固定的文本，而是用程式和主题进行

再创作。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套系统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

可以迅速消化他所听到的史诗作品，通过自己的加工、润饰、创

造，将其重新创作出来。阿夫多的成就看似高不可攀，其实他

只不过继承了前辈的遗产，有深厚的主题积累的经验。这种情

形正如歌德论述的莎士比亚的伟大，看莎士比亚就像看瑞士的

群山。

一个基本的主题，在一位歌手那里，可以采用多样的形式。

当他在一部新的史诗中听到这种主题时，他倾向于用自己业已

占有的材料将这一主题重新创造出来。

主题是传统史诗在叙事层面上的建构材料。洛德认为主题

是“ 在传统诗歌中，以程式化的形式讲述故事时，有规律地使

主题是最基本的内容单元。用的一组意义。”

主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主题是一组意义，而

非一组词；其次，主题的结构允许变化，浓缩或丰富；第三，主

题同时具有个人的和文化的两种定位。同一主题的文体有相应

的变化，但其主要意义与程式化的表达，二者在一定范围内相

呼应，从而限制了这种变化的程度。与观众的反映，与自己的

才禀和目标相一致，一个歌手可以使自己对“ 全副武装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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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 集会”的演唱或长或短。传统有一种力量，把一定的

主题群联结在一起。这种力量使歌手不能轻易地破坏主题群，从

而保证了史诗传统的相对稳定性。

我们可以将程式和主题进行比较，更进一步领会它们各自

的含义。程式用于构筑诗行，常遵循一种韵律—语法上的规则；

主题则引导歌手快速创作的思考，建构更大的的结构。它对歌

手来说是记忆的手段。程式可比之于同词素的异形词，它们是

流动易变的，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与具体情形相联

系并受其约束。因此，口头诗歌语言的基本要素不是词，而是

具有语法和韵律价值的词语模式，一种语法韵律单元。由主题

导引，由语法韵律单元即程式系统调控，口头诗人以传统的固

定词语为手段进行创作。

洛德用专章讨论了“ 歌”的两种不同含义：“ 特定意义的

歌”和“ 一般意义的歌”。这涉及口头史诗的文本和作者问题。

同样，这些问题也只能在表演这一层面来理解。 对口头诗歌

而言，表演和创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英文中，“ 歌”

（ ｓｏｎｇ）和动词“ 唱”（ｓｉｎｇ）表明，表演和创作是相互依存的连

续的统一体“。歌（”ｓｏｇｎ）涵纳了表演的意味，而作为总体概念

的“ 诗（”ｐｏｅｔｒｙ）则没有这个意味。

而一提到表演便有变异的问题。不确定性或变异性是口头

诗歌的本质特性。诚如洛德所说：“ 我们所面临的真正困难来自

于这样的事实，不像口头诗人那样，我们不习惯于在流动性的、

不确定性的意义上去思考问题。我们不善于把握多样性的事物。

对我们来说总是有必要建立一种理想的文本或寻觅一种原创的

文本。我们对于永远在变化中的现象总是不能感到满意。如果

我们了解到口头创作的实际，我们将不会试图寻找任何一部原

创意义的歌。从某种角度看，每一次演唱都是一种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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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因此，我们对口头史诗的文学观，与存在于传统中的诗歌，

即作为各种主题灵活组合、排列的诗是有区别的。这正如中国

古代庖丁解牛的寓言，庖丁视牛为一系列的肌理、骨架组成的

复杂结构，而俗人所看到的仅仅是牛的外观，牛的皮毛而已。

洛德指出“：每一次演唱都是一种特定的歌，同时又是一般
［１６］意义上 ”的歌。 因为每一次演唱的意义不仅限于演唱本身，

那是一种再创造。关于歌与歌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的观念，比

“ 原创的”“或 变体”这类概念更接近口头诗歌的真实。按照弗

里的说法，洛德所说的歌的不同含义可以按下列三个层面来理

解。第一种含义指任何一次演唱。每一次演唱都是唯一的、独

特的、实实在在的。第二个含义可称之为特定题目的歌。如

《 苏尔坦·沙拉姆攻占巴格达》。特定题目的歌可以因为数次演

唱而出现不同的文本。第三种含义可称之为一般意义的歌。如

《 奥德赛》在总体上可以归入一个类，它叙述一位英雄在长期远

离家乡之后的回归。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歌有许多不同的文本，这

些文本已融入人类历史的深处。

洛德还阐述了口头史诗非常保守的传统结构和它的易变部

分。即使从同一歌手的角度看，每一次演唱之间的稳定性并不

在于文本的词语层面上，而是在于主题和故事类型的层面上。变

化的形式包括精心的铺陈或简化，叙事顺序的变化，材料的增

删，主题的替换，最为常见的是歌的接尾的不同方式。

与口头诗歌易变性特点相联系，洛德还讨论了书写与口头

传统的问题。洛德指出，我们作为书面文化的一员，常常误以

为当文字出现并普及之后，史诗歌手包括那些最卓越的史诗歌

手，并不了解文字的“ 能动性”，也没有迅速利用文字并从中获

益。也许他们比我们还聪明，因为人们是不能写歌的。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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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变性变幻无常的海神成为俘虏，捆绑他就是毁灭他。 恰恰

是传统诗歌的生命。这种易变性存在的条件是在歌手和传统之

间没有固定成形的文本的干预；一旦一次演唱成为特指的歌，那

么来源于不同途径的传统就会失去作用。即使固定文本本身，如

果为了记忆而获得这种文本，也意味着传统的死亡。洛德指出，

南斯拉夫老一辈歌手并不识字，不受民歌本子的影响，他们还

是照表演的程式去学习。所以，书面文学并非一定能对口头文

学产生影响。书面文学往往不是从口头文学中，而是从外国借

鉴而来的。书面文学发达的时代，程式、主题、故事模式等口

头创作方式将最终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因为不需要。那么，照

此看来，书面样式就一定高于口头样式吗？并不如此简单。远

在文字创造之前，艺术已发展得很完美了。而古希腊之前的诗

人已经将程式化等口头诗歌技巧发展到令人仰慕的程度。这正

如我国《 诗经》产生的时代，那时口头诗歌一定很发达。

关于书写与口头传统的关系问题，在洛德后来的著述中有

许多论述。１９６２年，洛德在《 荷马与其他史诗》中论述了荷马

在口头传统中的地位问题。指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荷马史诗

是否为口头的答案，是建立在对其风格形式的分析上，而不是

建立在文字的有无上，更不是建立在书面文学传统的有无上。

洛德根据自己关于口头诗歌的经验认识到，对一个已经具

有充分的口头技能的歌手来说，他不可能被阅读和书写所吸引。

即使是喜爱书面媒体的歌手，假如他彻底地植根于以前的口头

传统的话，仍然会继续以口头传统方式进行创作。屈服于固定

文本的歌手会很快失去口头创作的能力。有人说，书面文字扼

杀了南斯拉夫口头诗人，因为它使诗人接触了更高一级的文化，

并且无疑地书面文字也会对古希腊口头诗歌产生类似的影响。

这些观点的提出，是因为不了解口头诗歌的本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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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随着洛德《 故事歌手》的出版，口头理论受到各个领域许

多学者的关注；同时，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也不断受到挑

战、不断被修正、不断被深化。帕里的文本分析，至少在理论

的表述上过于机械，他的口头与书面的二元论就把问题绝对化

了。其实，许多问题是由于误解造成的，因为洛德自己在１９８０

年—１９ 年，又对自己的学说和观点做了许多的修正，有人说，９０

他就像是个游动的靶子，令人难以琢磨。

三、历时与共时的比较方法

帕里的口头程式理论以大量的南斯拉夫田野调查为基础，

给荷马史诗研究注入了崭新的思想。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到

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以活态的口头文学的演唱生活现实去类

比验证业已死亡的古代传统，这无疑带有方法论上的革命意义。

这种新的比较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凡是与口头文学背景有关

联的其他任何文学传统，都可以用这一方法来解决一些过去难

以解答的问题。如西方学者关于《 圣经》研究、《 罗兰之歌》、

《 贝奥武甫》等中世纪史诗研究，中国的《 诗经》《、 楚辞》以及

唐诗研究等等。总之，口头理论的广泛的实用性是惊人的，它

强调了在口头传统中挖掘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性和神圣

性。

帕里和洛德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荷马史诗以及其他西

方古代、中世纪史诗研究中，这在方法论上具有广泛的借鉴意

义。这一方法在基本架构上利用了语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以史诗的类比验证，揭示了传统史诗的口述性的叙事特点、独

特的诗学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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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里运用口头程式的概念对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 奥

德赛》进行过透彻的文本分析，他提出荷马史诗的程式化的文

体风格，这种风格是由吟诵诗人利用口头语言进行创作的必要

性所决定的。这种必要性的验证，虽然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分析

的基础上，但它仍属于假设的范畴。如果没有田野调查的第一

手资料，还不能构成事实。为取得类比的验证，帕里决定对仍

在流布的南斯拉夫口头史诗进行调查。

如果说荷马问题研究，语言学的成果，已经为帕里奠定了

这样的基础，即荷马史诗是传统的，荷马是“ 传统的荷马”，其

程式化的文体风格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磨炼的，那么，人类学的

成果则使帕里认识到了一位“ 口头的荷马”，即荷马是一个口头

诗人。这一观点必须以民族志的材料作为论据。因为荷马的时

代在今天的希腊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那时的文体背景令人难以

详尽考证，但现代社会中仍有一些民族持续保留了类似荷马时

代的文化，即现今仍有活形态口头史诗流布的社会。这就是以

今证古，也可以说是类比 ２０世纪验证。在 ３０年代恰好还有这

方面的民族志描述可供参考。对帕里启发最大的是南斯拉夫学

者拉德洛夫关于突厥民族的田野调查报告。 他描述了吉尔

吉斯人的口头诗歌、表演活动、即兴创作、记忆、口头创作的

基本叙事单元、听众的作用、故事的变异性、叙事的不一致性，

并将这些与荷马史诗相比较。从拉德洛夫的描述中，帕里感受

到他研究的荷马史诗的一些特点恰好反映在拉德洛夫所报告的

活形态的口头诗歌当中。于是，帕里在他创立口头程式理论的

过程中，确立了一种类比研究的方法，这就是文本之外的口述

生活现实的调查，文本研究的人类学论证。拉德洛夫的贡献表

现在他运用比较方法将活态传统与荷马史诗并列起来研究，他

分析了口头创作的叙事单元，在表演的共时层面上研究了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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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方法。

对帕里比较口头诗学影响巨大的另一位人类学家是穆尔

科。穆尔科是土著的斯洛文尼亚人，斯拉夫学教授，经验丰富

的田野工作者。他十分注意民歌的民族志描述。他研究过南斯

拉夫的盲歌手（ 即古斯莱）的学习步骤、演唱节奏、听众的作

用，歌手的记忆才能，史诗的重复、套语，如描绘女性之美、英

雄、衣饰、战争、马、武器、格斗等。他的民族志报告证明了

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作为荷马史诗的类似物，留下了许多问

题有待回答。

帕里对希腊史诗与南斯拉夫史诗这两种史诗传统的比较，

是以惯用词语的语言学解析为基础的，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这两

种史诗表达方式的口头性、传统性特点。比较研究强化了帕里

学说的论证力度，而比较研究背后的人类学视角则成为口头程

式理论的重要内容。

口头程式理论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广泛的比较方法。此方法

由帕里确立，由洛德完成。比较方法的采用与荷马史诗研究的

需要有关，也与帕里和洛德二人的才禀有关。他们都是古典学

者，研究古希腊文学，他们都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他

们拥有的研究专长是古希腊文学、斯拉夫文学等多种领域，口

头文学也成了他们的学术领地。总之，他们有深厚的比较文学

研究的背景。

帕里、洛德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平行研究中的类比方法。类

比研究表现在对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从而获得关于叙事

单元的普泛性的认识。把古希腊史诗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相比

较，体现了帕里和洛德卓越的想像力和学术胆略。这种举措，它

的启发性是深刻和永恒的。它表明文学研究可以今论古，以熟

知的事物去验证陌生的难以企及的领域，实现两个领域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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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事物的相互印证。

在口头程式理论这一领域，有数百种著作和文章已经在古

代、中世纪及现代口头传统中表现出鲜明的相似性。这表明至

少在最普泛的术语上，作为与书面文学相对而言的“ 口头文

学”，它作为一个实体的客观性；更为重要的是口头诗歌的文体

模式、叙事结构、叙事单元等，不同民族不同传统之间有共同

性。

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口头诗歌的经验的现实，这是从南斯拉

夫口头诗歌的活形态的传统中以及其他活形态的传统中发现

的。口头诗歌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这是由田野工作得到确认的。

口头程式理论全面阐释了口头叙事诗歌的创作和传播过程，归

纳了它的基本叙事单元，然后把这些概念运用到古代及中世纪

文本的形成过程的研究之中。这一尝试给不同传统之间的类比

研究提供了比较的契合点。如文本模式（ 诗法、句法、步格、语

言模式等）、故事模式、程式、主题等叙事单元。这些概念和术

语的科学性使不同传统之间的广泛比较成为可能。

洛德的巨大贡献，正是运用了这种广泛的比较方法，将口

余头程式理论迅速扩大到世界１３０ 种不同的语言传统之中。类

比研究使人们看到，古希腊史诗与南斯拉夫史诗在文体风格，在

传统特点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两者都表现出以程式和主题进

行史诗创作的口述性特点。对此，洛德深有体会：新的工具，外

来的、比较的、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经验，可以使我们从本质上

理解传统，而不是从书面文学的诗学来理解传统，那样理解的

结果，则是“ 口头”成为空洞的标签，“ 传统”则缺乏感

觉。

洛德的学术活动从比较研究开始。１９３６年洛德开始发表一

系列关于荷马史诗的论文，并以南斯拉夫的口头传统作为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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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较荷马史诗各“ 卷”划分与南斯拉夫史诗分“ 部”演唱的

他指事实。 出南斯拉夫歌手在演唱时可以在任意一点停下

来，这是由于体力的疲惫或观众的需求。希腊史诗在古代也是

分段演唱的，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记载。在这篇文章中，

洛德指出将希腊史诗与民间口头史诗相对比的意义，其目的是

试图以荷马所处的时代来看荷马。这样做不是贬低荷马，而是

更真实地理解荷马。谁也不会同意将不同传统的文学作品进行

美学高低的评判，那是不可比较的。说荷马史诗是最伟大的作

品。这容易使人误解，也不符合现实。假如有人要进行这样的

比较，那么是以什么标准？以史诗的长短，还是以其美学价值

之高低？这里关键是以谁的标准。西方的，中国的，抑或是印

度的？

１９４８年在《 荷马与胡叟：希腊和南斯拉夫史诗中的跨行接

句》（ Ｈｏ 　 　ｉｎ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ｓｏ　ＩＩＩ： Ｅｎｊａｍｂｅｍ Ｇｒｅｅｋａｎｄｅｎｔ
［２５］Ｓ 　　　ｏｕ 　 ）ｔｈｓｌａｖｉｃ　Ｈｅｒｏｉ 中，ｃ Ｓｏｎｇ 洛德“以 跨行接句（”即在一对

诗句中，一行诗转到下一行时句末未加停顿的现象）为比较的

基点，指出南斯拉夫的十音节的史诗诗行比荷马史诗的六音步

诗行在表达上更有活力。他还发现南斯拉夫史诗中必须的跨行

接句比荷马史诗的少，其原因是荷马史诗风格更富于传统的手

法，这种手法所负载的思想已超出了一行诗的句尾。

洛德上述两篇关于希腊与南斯拉夫史诗的研究论文，都涉

及洛德所建立的比较方法论，这是对帕里学术典范的继承，将

丰富翔实的资料与富于想像力的分析结合在一起。

在不同传统之间进行故事模式的比较研究，这是洛德十分

关注的课题。１９６９年洛德发表了《 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口头史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Ｈｅｒｏ　　ｉｎ诗中回归英雄的主题（》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 　Ｓ ｒｅ ｏｒｂ ａｔｉｏ 　　　　 　ｏ　　 ｃｎ　Ｏｒ Ｅｐａ ｉｌ ）。洛德从南斯拉夫和希腊以及其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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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语系传统的大范围的比较中，研究回归歌的故事模式，阐述

其伟大的生命力。洛德的研究表明，回归歌的故事模式如同印

欧语系一样古老，它保留在荷马史诗《 奥德赛》中。回归歌的

故事模式有五个成分，即英雄的离去、劫难、回归、报仇、婚

礼。这一模式一直保持在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之中，并表现出这

一故事模式的多样性。洛德的研究表明，南斯拉夫诗歌与荷马

史诗传统的关联。

１９７０年在《 传统与口头诗人：荷马、胡叟和阿夫多》（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Ｈ　ｏｍｅｒ，　Ｈｕｓｏ　ａｎｄ　Ａｖｄｏ　Ｍｅｄｅｄｏｖｉｃ）［２６］这

篇论文中，洛德将主要兴趣转向历史与史诗的关联上，但他的

方法论仍然触及比较背景下的故事模式。洛德指出，历史事件

并不能给故事模式提供一种它所需要的强度和力量，以避免传

统所带来的变化。传统的变化是一代又一代人和社会对传统的

不断的重新解释，从而使传统获得新生。故事模式必须超越历

史以具备这种力量。故事模式是一种神秘的范例，它先于历史

的事实，它的根源不是历史而是神话。因此，史诗的根在神话

之中。

１９７８年洛德发表了《 作为口头传统文学的福音书》（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ｓ　ａｓ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他将口头理论的方法

运用到新领域。洛德强调了神话模式的原始性及其决定性作

用。他指出《 福音书》上的一些传说事件，表明它们来源于其

他口头文本的生命模式。通过衡量共同的和不同的主题，洛德

分析了每一福音书的过渡特点，同时表明他们并不依赖于单一

的原型。他对《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马可福音》的传统

母题和相关的词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耶稣生

活事件，他的著作和教诲，与近东、东地中海一世纪的神秘的

口头传统叙事和叙事成分有连带关系。这些故事最深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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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１）祈求一种神的范例和神的干预来建立世界秩序；（２）

作为上述这一世界秩序之一部分—人类生命的连续性，人类
［２７］对自己必死性的迷惑和忧虑。

在对不同传统的平行类比研究中，帕里和洛德所运用的口

头诗歌叙事单元的概念本身，也是从口头史诗的微观的比较研

究中获得的。没有对同一部史诗作品的数次演唱的比较研究，便

下可能了解到史诗口述特性，不可能发现并总结出歌手正是利

用了程式和主题的技巧来构筑其诗行的秘密。这是在表演的层

面上对口头史诗所进行的共时性的研究，它强调了研究口头叙

事文学基本结构单元的功能与形式的重要性。

弗里早在１９８５年就已经指出，口头程式理论解释了程式、

主题以及其他基本叙事单元的传统特点，这些研究主要依赖于

结构主义的隐喻，那就是阐释水平一直局限于一些共时性的个

案研究的范畴。１９７４年，美国学者格雷戈里·纳吉的著作《 希

腊和印度诗歌步格的比较研究》（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ｋ
［２８］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　Ｍｅｔｅｒ） 　出版，它标志着口头文学比较研究的新趋

势。纳吉运用了比较印欧语言学重建的方法，探索潜藏在荷马

史诗表层结构深处的进化的、历时的深刻含义。仅对一个词组

的研究，即荷马史诗中希腊文ｋｌｅｓｏ　 ａｐｈｔｈｉｔｏｎ和它的梵文同源

词ｓｒａｖａ　（ｓ）　 ａｋｓｉｔ（ａｍ这两个词皆意“为 不朽的英名”）的研究，

纳吉认为这两个词在希腊语和梵语中具有相同的诗的步格音

值。而且从历时角度看，程式产生了步格，而不是相反。纳吉

的学说注重同源步格的比较研究，试图建立荷马史诗的“ 步格

遗传学”。

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９０年，纳吉通过对印度活形态史诗传统与

希腊史诗传统的对比研究，在表演、创作、流布三位一体的格

局中，阐明了荷马史诗形成的进化模式。他把帕里和·洛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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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中的创作”这一比较研究的核心观点加以完善，提出古希

腊史诗发展模式所体现的不是两个而是三个相互影响的方面：

创作、表演、流布。他运用这三个交互作用的整体论的比较证

据，包括口头史诗的证据，向人们说明了荷马史诗文本的统一

性、完整性，以及它为世人所共同接受的历史演化的背景。纳

吉的比较研究表明，古希腊史诗经历了许多诗人的再创造，使

史诗日趋成熟；史诗在漫长的流布过程中逐渐克服了地方性的

限制，越来越为世人所普遍关注。荷马史诗的“ 泛希腊化”以

及印度史诗的“ 泛印度化”就是例证。

与纳吉一样，伯克利·皮博迪（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Ｐｅａｂｏｄｙ）从印欧

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入手，研究古希腊六音步诗体的演化过程，利

用同源步格的比较研究方法，历时地探讨口头诗歌的结构与功

能。１９７５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 长了翅膀的话语：从贺西奥

德（ 工作与时日）看古希腊口头创作技法》（　ＴｈｅＷｉｎｇ　ｅｄＷｏｒｄ：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２９］Ｓｅｅ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ｅｓｉｏｄ＇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Ｄａｙｓ）， 　讨论

了口头诗歌中历时的潜在形式及其意味。他研究了口头诗歌中

五个层次的结构与功能：音素、程式、跨行接句、主题、歌。他

的研究从语音模式入手，一直到叙事模式这一层次。他确信一

部口头创作的作品，在各个不同层次上都表现出一种一致的模

式。他用较长的篇幅描述了导致这种一致性的演化过程。伯克

利·皮博迪有关六音步诗的演化理论有别于纳吉，但研究方法

上和纳吉一样，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对同源步格的比较研究

之基础上的。所不同的是，皮博迪的研究所比较的是古希腊诗

歌与印度及伊朗的诗歌形式。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洛德《 故事歌手》的出版，在古希腊

史诗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著作。１９６２年　Ｇ．Ｓ．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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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发表《 荷马的 　　 对荷马史诗的口头歌》（Ｓｏｎｇｏ　　ｆ Ｈｏ ） 性特，ｍｅｒ

点做了重要论述。他在南斯拉夫古斯莱歌手与古希腊史诗吟诵

者之间找出三点不同之处：其一，无论是南斯拉夫诗歌，还是

我们知道的任何其他的口头诗歌，都没有像《 伊利亚特》、《 奥

德赛》那样具有贯穿全篇的严格的程式系统，这种程式具有高

度俭省的特点。其二，诗歌步格精确度的要求不同。较之荷马，

南斯拉夫歌手有更大的“ 自由”。其三，古希腊史诗吟诵者与现

在的古斯莱歌手之间的区别是，前者主要是创造性的口头诗人，

而后者主要为非创造性的、重复别人作品的诗人。由此，柯克

提出口头传统生命环的四个阶段说：起始、创造、重复生产、衰

退。在第二个阶段，他发现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独一无二的荷

马，能够在自己的传统之内做出某些根本的、个人变化的荷马。

在第三阶段，个人的发明不会突破已有的全部篇目。较为古老

的叙事模式会在固定文本演唱者之前流行一段时间；而固定文

本演唱者，则是最后一个阶段的特点。

在比较口头诗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各种文学和

具体文本的惊人的相似性。其实在相似性之外，人们也应注意

研究它们之间的必要的区别。在提供一个整体感的同时，对每

一个比较的对象提供一个恰当的位置。因此，弗里在１９８５年就

提出，口头诗歌比较研究中，应该注意对独特性的理解，他强

调比较研究的前提，应该以传统为依据，以体裁为依据，以文

本为依据，充分强调各自的独特性。

以传统为依据，即允许每一个口头诗歌传统都有其本身的

特质，并积极地使那些特质并入该传统的批评模式中。它包括

语言的本质特点，步格及其他韵律学的要求，叙事特点，神话

和特定的历史内容。例如，《 奥德赛》中的“ 宴饮场景”表现了

事件之间浓密的程式对应。这一情形反映出在塞尔维亚—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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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亚中典型的主题，在其他传统中可能并不典型。这说明不同

文化中形成的传统的叙事单元，其可比性是相对的。传统叙事

单元，它们在表现一般性的口头传统结构特点的同时，会在一

定的文学传统中采用特别的形式。

以体裁为依据，意味着不同传统之间对比的基础，无非是

最接近于普遍性的契合点，进而按照那个契合点来测定所有的

比较对象。弗里指出，这正是过去口头诗歌研究中欠缺的。把

抒情哀歌放到史诗或谜语旁边，在《 贝奥武甫》和其他传统中

的不同体裁之间建立一道没有支撑点的桥梁。如果基本的相同

点可以建立的话，应鼓励体裁之间的比较。要了解其他口头文

学体裁样式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史诗的叙事法则，具有自己的

独特活力。

以文本为依据，即强调每一文本的确切特点：口头的，源

于口头的，演唱中记录的，背诵的，抄本的。要注意搜集的环

境，抄本流布的历史，以及其他多方面的有助于检测的比较。在

开始研究之前，必须仔细地了解文本。所有的比较研究都应参

考原文，汲取语言学的精确和科学的原则。

口头诗歌的概念与比较研究方法，对我国各民族口头文学

的研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各民族诗歌传统历史悠久。诗

歌包括口头传统诗歌是各民族古代文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我

国少数民族诗歌理论形态多样，书面文论与口头文论并存，口

头诗学资料非常丰富，保留了更多的原生形态的东西，很有探

讨价值。口头诗学理论对我国各民族口头文学研究具有借鉴意

义。我国是口头史诗蕴藏丰富的国家。但史诗理论研究是我国

文学理论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在大量田野工

作基础上，对各类史诗的起源、形成、流传形式做了许多研究，

但是，对史诗文本的诗学层面的研究仍不系统。因此，随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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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诗科学本的整理出版，口头诗学对加强我们的史诗研究，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许多

史诗学者注意到，与国外史诗书面文本定型较早的特点相比，我

国少数民族史诗仍处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这意味着口头诗学

理论在阐释史诗传统的口头性特点，以及其他众多领域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最有可能克服西方相关领域的局限，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内涵丰富的口头诗学，以丰富世界诗学理论的宝

库 。

注释：

［１］　Ｐａｒｒｙ，　Ｍｉｌｍａｎ：Ｌ＇Ｅｐｉｔｈｅｔ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ｄａｎｓ　Ｈｏｍｅｒｅ：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ｕ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ｄｅ　ｓｔｙｌｅ　ｈｏｍｅｒｉｇｕｅ．　１９２８，　Ｐａｒｉｓ：Ｓｏｃｉｅｔｅ　Ｅｄｉｔｒｉｃｅ　＂Ｌｅｓ

Ｂｅｌｌｅｓ　Ｌｅｔｔｒｅｓ．”Ｔｒａｎｓ．　ｉｎ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Ａ．　　Ｐａｒｒｙ：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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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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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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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ｐｐ．　２６６－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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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ａｖｉｃ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　１９３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ｉ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６４：１７９－１９７．　Ｒｐｔ．　ｉｎ　Ａ．　Ｐａｒｒｙ　１９７１ａ，ｐｐ．　３７６－３９０．

［１３］　Ａ．　Ｂ．　Ｌｏｒ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　６８．

［１４］　 ［１５］　 ［１６］　 同上书，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１７］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ｅｒｍｓ，　Ｅｄ．Ｂｙ

Ｔ．　Ｖ．　Ｆ．　Ｂｒｏｇａ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　２０３．

［１８］　Ａ．　Ｂ．　Ｌｏｒ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１２４．

［１９］　［２０《］ 口头诗学 ：帕里 一洛德理论》，２０００年。

［２　１］拉德洛（夫 Ｖａｓｉｌｉ　ｉＶ．Ｒａ　ｄｌｏｖ），民 族 学 家 ，考古学 家，突厥学家，

旅行家，音乐学家。１８３７年４月５日生于柏林，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２日卒于俄

国。对突厥民族的人种志和文学创作研究领域贡献卓著。《 卡拉吉尔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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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言》一文收入拉德洛夫《 突厥部族民间文学选辑》第５卷。圣·彼得

堡，１８６６——１９７０年。

［２２］《 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第３６页。

［２３］Ｌｏｒｄ ， Ａｌｂｅｒｔ．Ｂａｔｅｓ．１９６８．“ ＨｏｍｅｒａｓＯｒａｌＰｏｅ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７２，ｐｐ．１一４６。

［２４］Ｌｏｒｄ，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１９３６“．　Ｈ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ｓｏ　Ｉ：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ｓ

Ｒｅｓｔ　ｉｎ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ｓｌａｖｉｃ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６７：１０６－１１３．

［２５］Ｌｏｒｄ，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 Ｈ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ｓｏ　ＩＩＩ：Ｅｎｊａｍｂ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ｓｌａｖｉｃ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 　ｏｎ．　７９，　ｐｐ．１１３一１２４．

［２６］《　 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第 ４６－－４７页。

［２７］同上书，第５０页。

［２８］Ｎａｇｙ，　Ｇｒｅｇｏｒｙ．１９７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

Ｍｅｔ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９］Ｐｅａｂｏｄ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１９７５．　Ｔｈｅ　Ｗｉｎｇｅｄ　Ｗｏｒｄ：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ｅｅ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ｅ．ｓｉｏｄ＇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Ｄａｙｓ．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３０］Ｋｉｒｋ，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Ｓ．１９６２．Ｔｈｅ　 Ｓｏｎｇ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ｐｔ．　Ｉ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ｄ　ｆｏｒｍ　ａｓ　Ｈ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ｐｉｃ，　１９６５，　ｐｐ．　２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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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口头诗学与民族志

“ 口头传统”这个词有两个含义。首先，它指的是一个过

程，其次，它指的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因此，口头诗学关注的

是传统、表演和文本这三个要素。传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历史

演化的过程，表演是共时性的事象，而文本是传统和表演交互

作用的结果。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是“ 表演中的创作”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这是从活态的口头传统诗歌的

现实中获得的。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共时性分析表明，创作

和表演是同一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而荷马史

诗文本自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体现出这样的现实。洛德的阐述

一语中的：口头诗歌的创作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

式来完成的。

表演中的创作这一命题反映的是一种共时性的现象。共时

与历（时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ｙ）这两个术语来自语言学。共

时这一概念来自于布拉格语言学派，该学派采用非历史的方法，

展开语言现状的比较研究，更加关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层面。

１９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家，他们主要是从事印欧语系的历史重建

工作，当然，这种方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索绪尔为代表的

２０世纪语言学家，开拓了语言研究的新方法，即对现存的具体

语言进行结构的描述，这被称为共时性的研究。语言结构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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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演化研究，被称为历时语言学。共时和历时的方法可以互相

补充，可以运用到口头诗歌的研究之中。帕里和洛德的南斯拉

夫田野作业就是共时语言学方法的典范。为研究演唱中的口头

诗歌，田野工作需要这种共时性的分析，目的在于描述传统的

实际系统。帕里和洛德为研究演唱中的口头诗歌，在他们的田

野工作中采用了这种共时性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描述口头传统

实际存在的系统。正是从这样一个学术前提出发，帕里和洛德

才认识到口头诗学的主要方面是表演。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

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那

么，我们关于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的意义。

当研究进入传统深层的组织原则时，即文化的持续性现实

时，历时的分析也是很需要的。语言学重建的方法可以解释现

存传统中的语言的诸多方面，不然这些方面是不清楚的。历时

与共时的分析，二者可以互相补充。

从表演的层面来研究口头诗歌，这就需要有文本分析之外

的田野作业。田野作业反映出口头诗学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例。

它是就活态的口头诗歌的表演而采集证据的过程，这些证据包

括研究者在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

实。这个过程叫田野作业。田野作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

大特点。他们强调了在口头传统文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中的

神圣性。洛德在其《 史诗歌手和口头传统（》Ｅｐｉｃ　　Ｓｉ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ａ　ｌ　　Ｔｒａｄｙｔｉｏｎ）中指出“：虽然有很多否定性的批评，活形态的

口头传统文学仍然不被人们所了解。在本书中，我不断地向读

者说明一些我对口头传统文学的特殊体验，试图深入展示它的

优越 纳吉在该书的前言里说道，正是这一背景赋予洛德性。”

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是那些批评他的人所缺少的。更为荒谬

的是，与洛德对于自己的田野工作的谦卑态度（ 田野工作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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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上的一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以不了解非古典

的诗歌形式（ 诸如南斯拉夫口头传统）而感到骄傲的人。帕里的

田野工作实际上反映了语言学的共时性方法的理念。帕里面对

的荷马史诗文本，它的语文学上的问题，最初是来自于口头传

统的，只不过这个传统早在柏拉图的时代就已经死亡了。帕里

的田野工作，为口头传统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的材料，这

是古典语言学所不能提供的，也是荷马史诗研究本身不可能提

供的。帕里在现场观察中发现，每一次的表演都是独特的。洛

德这样概括这一发现：歌手、表演者、创作者、诗人，它们反

映的是发生在同一时刻的事件，强调的是不同侧面的问题，实

际上它们指的是一个人。创作、表演和吟诵，它们是同一个行

为的不同的方面。帕里在田野工作中的最重要的发现是程式。帕

里在荷马史诗文本研究中发现，程式是在相同的韵律框架下反

复出现的片语，是步格的空位。但是，帕里在现场考察后发现，

对歌手来说，表演的同时伴随着创作，创作的同时贯穿着表演。

在快速度创作的压力下面，歌手必须有大量的现成的诗歌片语，

必须时时想着下一个诗行，必须是以平行式的诗行不断向前推

进。

当代美国民俗学界认为，洛德在巴尔干进行了多年的资料

搜集工作，与那些从人类学视野中进入民俗学的人相比，洛德

的田野经验并不少 ２０世纪。早在 ５０年代，针对民俗学鼓吹的

应该寻求原型的观点，洛德反驳说：“ 我怀疑能否找到故事或史

诗的原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在口头传统中，一个艺术形式

的每一次表演，不论是故事还是史诗，每一个歌手都有变异。”

“ 诗中的一切属于民众集体，但是诗歌本身，特定演唱中出现的

程式，则属于歌手。所有的要素，都是传统的；但是，当一个

伟大的歌手坐在观众面前时，他的音乐、他的面部表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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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诗的版本， 这里涉及到口在此时此刻，属于他自己。”

头诗学的文本概念，它同样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这样一个大的

发现，文本是由无数次表演之间的稳定性决定的。

田野作业本来是民族志学的看家本领，这一手段被人文学、

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所应用。民族志学和语言学一样，它们的

实证性、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尤其克服了古典学从书本

到书本这一做法的局限，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先验论观点。中国

古典诗歌中赋比兴问题，从朱熹到清儒凡一千年，所探讨的问

题也止于书斋经典，因此它遗留至今的也只是个古典修辞学的

问题。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它在百年间的突飞猛进，主

要是新材料和新的实验提供的。以诗治诗也最终止步于诗。对

口头诗歌来说，民族志的意义是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观察的

诗的现实。纳吉认为，古典学的实证性研究可以汲取人类学对

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帕里在上世纪留学法国之时，

他已经注意到民族志的启示意义。拉德洛夫关于中亚突厥民族

的口头传统的现地考察报告，已经触及口头诗歌的表演（ 即兴

创作、变异、典型场景、俗套片语），他说人们从来没有将表演

中的变体视为新的创编。另一些民族志学者，如克劳（斯 Ｆｒｉｅｄｉｃｈ

ｋｒａｕｓｓ）、热内普（ Ａｒｎｏｌ　 ｖａｎ　 Ｇｅｎｎｅｐ）、格斯曼（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Ｇｉｅｓｅｍａｎｎ）、穆尔科（ ＭａｔｉｊａＭｕｒｋｏ）这些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的学者，都通过现地的考察，讨论了相似的问题。特别是穆尔

科，他以现代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南斯拉夫口头史诗和歌手，

对帕里影响最大。帕里由此而开辟了学术新视野：从传统的荷

马到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

帕里之所以将视野扩展到古典学以外的领域，是因为荷马

史诗文本不可能提供一个可以证伪的实证的现实，用来解决荷

马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研究口头诗歌内部运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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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获得与书面文学相区别的知（识ｌｏ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帕里的学术表现了人文学者中少有的缜密的科学态度：对现象

的观察、假设的确立、以实验去验证假设，认定或修正假设的

结论。在表演的层面上，帕里研究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口头学

歌、口头创作、口头传递这样一个实际存在的过程。

帕里在田野工作中很注意史诗的自然环境，他强调以特别

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帕里从南斯拉夫歌的文化中采集史诗歌，

他的目的着眼于 ——真实的表演，这种表采集者对表演的重视

演是由歌的文化中的听众赋予的。他从表演的层面上来观察、研

究了史诗的长度、分段表演和创作等的一系列特点。

帕里学说的科学性来自于论据的质量。帕里特藏，即现藏

于哈佛大学的南斯拉夫史诗文本资料集成，它们是以抄本形式

和唱片形式保存的文本，是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传统的实验室的

记录。

一、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与民族史诗的再发现

１９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面向现代工业社

会 —。１８ １９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

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

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

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

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

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

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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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 Ｊａｃｏｂ　 Ｇｒｉｍｍ，

１７８５－１８６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ｒｉｍｍ，　１７８６－１８５９）便是典型的一个例

子。［３］

根据穆尔科的研究，远在７世纪南斯拉夫民间诗歌已经被

人们注意，１０世纪人们注意到史诗这样一种特别形式，直到１３

世纪这方面记载不断。从５世纪开始斯拉夫诸民族的史诗大量

涌现。从１８世纪前半叶起，大量史诗的抄本和文人模拟创作的

史诗集子出现。这是一批书面写就的，从来没有被演唱过的、具

有口头叙事文体特点的史诗作品。其中著名的是由卡契奇

（Ａｎ 　ｄｒｉｉａ ａＫ ，１７０４－１７６０）编撰的《 斯拉夫民族的愉ｉ－Ｍｉｏ

快对话》（Ｒａｚｇｏｖｏｒ　ｕｇｏｄｎｚ　ｎａｒｏｄａ　ｓｌｏｖｉｎｓｋｏｇａ，　１７５６年第ｌ

版），所辑录的史诗歌以十律诗的形式写成，素材来自口头诗歌

和历史典籍。这是最流行的克罗地亚语史诗歌本，内容为歌颂

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尤其是他们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故事。该史

诗集子还包括一些真正的口头诗人创作的歌。弗尔蒂斯神甫

Ａ（ｂｂé　Ｆｏｒｔｉｓ）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 哈桑纳格尼查》

（Ｈａｓａｎａｇｉｎｉｃａ）的搜集者，于１７７４年首次把达尔马提亚民间史

诗翻译成意大利语，将原文、译文和曲调编辑在一起一并面世，

书名冠以《 哈桑贵妇人的悲歌》（Ｓａｄ　Ｂａｌｌ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ｂｅｌ　Ｓｐｏｕｓｅ

ｏｆ　 Ｈａｓａｎａｇａ）。后来该书由歌德（ Ｇｏｅｔｈｅ）翻译为德文，被赫

德（尔 Ｊｏｈｎ　Ｇｏｈｆｒｉｅｄ　ｖｏｎ　Ｈｅｒｄｅｒ，　１７４４－１８０３）收入《 民歌中

的人民之声》（１７７８－１７７９年）里。

１９世纪初从黑塞哥维纳走来了一位文化英雄，他叫卡拉季

Ｋａｒａｄ奇（Ｖｕｋ　Ｓｔｅｆａｎｏｖｉ ），他于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出版了塞尔

维亚民族史诗。这时由于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民间诗歌和民

族精神的强调，格林（ Ｊａｃｏｂ　 Ｇｒｉｍｍ）于１８２３－１８２４年再版了

卡拉季奇的史诗，受到科学研究界的注意。在法国也有卡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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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搜集的真正的口头传统的史诗，如《 以Ｔａｌｖｊ方法转写的卡拉

季奇辑录 ｅｃｔｅｄ　ｂｙ　之塞族民歌（》Ｆｏｋ　Ｓｏｎｇｌ 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ｂａｎｓ　Ｃｏｉ ｌｌ

Ｖｕｋ　 Ｋａｒａ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ｖｊ，巴黎，

１９３４年，２卷本）。

卡拉季奇生前和死后，一系列塞族和克族的史诗结集出版，

它们足以填充一个图书馆。特别应该提到的是《 克罗地亚中心

出版社资料 ａ集》（ Ｍａｔｉ　Ｈｒｖａｔｓｋａ），它收入了丰富的史诗文本，

尤其是１８９８－１８９９年出版的第２卷和第４卷，收入了波斯尼亚

西北部的穆斯林歌。［４］

洛德《 故事歌手》提到《 克罗地亚中心出版社资料集》第

２卷和第４卷， 由 玛利亚诺维　奇（Ｌｕｋａ Ｍａｒｉａｎｏｖｉ）编 辑，内

有采集自波斯尼亚西北部的穆斯林歌，于１８９８－１８９９年出版。

由 ｒｍａｎｎ）搜集的波黑穆斯林歌出版于赫尔曼（Ｋｏｓｔａ　 Ｈ

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年。洛德对《 波黑穆斯林族民间史诗》（Ｎａｒｏｄｎｅ

ｐｊｅｓｍｅ　ｍｕｓｌｉｍａｎａ　ｕ　Ｂｏｓｎｉ　Ｉ　Ｈｅｒｃｅｇｏｖｉｎｉ，萨拉热窝，１９３３年，

第２版）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很感兴趣，还提到《 斯拉夫民族的

愉快对话》，其中的穆斯林史诗被赫德尔收入《 民歌中的人民之
［５］声》（ 莱比锡，１７７８－１７７９年）。

洛德在１９４８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谈到自己１９３７年在阿

尔巴尼亚的田野调查，他在那里居然发现了南斯拉夫口头传统

史诗的内容，穆斯林英雄像穆约、哈里勒、赫尔尼察、阿利亚、

德尔德勒兹等人物，也同样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口头传统当
［６］中。

穆尔科是一位民族志学者，他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过前南

地区，在那里做现地考察，他注意到民歌小册子，并说许多歌

手就是从这些歌本中学习新歌的。１８－１９世纪南斯拉夫出现了

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用本民族的十律诗的形式写作，如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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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ｒｏ（Ｐｅｔａｒ ｖｉ ）《 高山上 的花环》（ＧｏｒｓＮｊｅｇ戈什 ｏ ｋｉ

，１８１４－１８９０）《 斯马Ｖ ｕｒａｎｉｉｊｅｎａｃ）和马茹拉尼（奇Ｉｖａｎ　 Ｍａ

伊尔·根吉卡将军之死》（ ｅｎｇｉａ），洛德认为ＳｍｒｔＳｍａｉｌａｇａ

这些诗歌是为了文学目的而写就的，这些以口述文体写出来的

诗歌与真正的口头诗歌是有区别的。它们的词语选择并无传统

的作用，诗行是独特的，步格是严格的。从９世纪末叶开始，南

斯拉夫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这种文学首先在城市、寺院和上

层社会里发展。这时学校开始普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

执政的国家开始了大规模扫盲运动，小学教师开始参与口头诗

歌的搜集工作，学校课本采用了本民族民间歌手的诗歌。那些

大量印刷的民歌小册子，内容不外是反抗土耳其统治、巴尔干

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晚近的革命斗争等。这些都是１９１８年

了解以上的事实，人前后的事。 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在穆尔

科调查时，有许多歌手不知道古老传统的史诗篇目，但对印刷

出来的小册 １９子却很熟悉。 世纪下半叶，东正教、天主教的神

职人员、学校教员、其他知识分子，他们把歌读给或唱给歌手，

许多歌手也能阅读，还有专门为表演史诗而学习文化的歌手。这

和中国民间宝卷艺人的情况很相似。河北宝卷艺人大多是从吟

诵经卷开始学习文化的。

史诗的魅力在于，它们是民族历史真实性的写照。塞族和

克 １６－１７族的史诗主要反映了 世纪反抗土耳其侵略的内容。基

督教的英雄为马尔科王子，穆斯林英雄是阿利亚和穆斯塔伊贝

伊，双方交战于土耳其的边境地区。穆斯林的游击队一般 ３０为

人的组织，他们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向往专制暴政、冒险生活，

这些在史诗里都有反映；此外还有下面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内

容，像抢掠财物、美女、少妇，参加摩登婚礼、袭击婚礼客人、

释放被劫持的妇女，捉拿勇士，策马远征，竞技，欢宴，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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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惊人的酒量，穆斯林对逝去岁月的留恋⋯⋯歌手和听众都

认为以上这样一些内容是真实的。民族史诗面临死亡，原因是

上述那样一些历史已经不复存在了，如６世纪的边境战争。知

识分子不再喜欢旧的风俗，像旷日持久的婚礼，年轻人更加喜

欢的是抒情的短诗、歌曲。现代教育普及，反抗土耳其人的斗

争已经过去，史诗失去了她的社会、历史的支撑点。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史诗受到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语文学家、民族志学

者、爱国诗人的热烈关注，但是，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却并不熟

悉这些作品。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帕里在《 乔尔·胡叟：南斯拉夫史诗歌研

究》里明言：正是受到穆尔科教授的影响，促使自己在后来的

岁月里研究了南斯拉夫的口头史诗。穆尔科是土生土长的斯洛

文尼亚人，布拉格大学 １９１２教授，民族志学家。他在１９０９年、

年、１９１３年、１９１５年以及一战之后的１９２４年，几乎每一年夏

天都要到南斯拉夫做田野调查，这些报告收入他死 ５１年出后１９

版的著作（ Ｔｒａｇ ｎａｒｏ 　ｏｍ ｄＳ ｎｅＳ ｅｐｒ ｉｐｓ ｋｋ ｅｏ ）ｈ 中ｒｖａｓ 。穆ｔｓ 尔ｋｅ 科

１９２９年发表的一篇法文民族志报告由弗里翻译成英语，于１９９０

年出版，篇名冠以《 歌手与他们的史诗歌》。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志学者，穆尔科的田野工作已经带有科

学的理论假设，他克服了欧洲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者的局限，开

启了２０世纪民俗学者注重共时性研究的趋向。他的基本问题

是：口头史诗存活的方式是什么？谁是歌手？他们为谁演唱？史

诗表演的时间和地点？活态的口头诗歌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史

诗是如何消亡的？穆尔科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证实了自己的假

设。这使得后来者帕里和洛德能够沿着前人的基础上做更加科

学系统的研究。帕里也是在表演的现场研究了歌手，歌的长度

（ 表演者和观众交互作用的产物），歌的改变，歌的含义（ 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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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原始的“”、原创的”这些术语），歌手如何保存他的歌，传

统与个人，表演者和创作者，穆斯林传统和歌手的独特意义，为

什么穆斯林传统在悠久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创新的生机等，诸

如此类的问题。

穆尔科于１９００年起的１０年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克

罗地亚、达尔马提亚从事田野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止了他

的田野研究。１９２４年他又回访新帕扎尔，这里曾经受到土耳其

－ｉ和奥匈帝国的统 Ｋ治。１９２７年他又回到米奥希奇（ Ａｎｄｒｉｊａ

）的故乡达尔马提亚，发现那里的口承史诗已经死亡。传

统文化已经在不足百年的现代文明中消失。根据穆尔科的观察，

史诗正在消亡的地区有：伏伊伏丁那、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北部。但是山区仍然有史诗存活：达尔马提亚、黑塞哥维纳、黑

山，尤其是黑山与黑塞哥维纳的边境地区、黑山与塞尔维亚交

接的新帕扎尔，这些地方直到１８７８年仍然有穆斯林和基督教在

征战。这一带的风土人情，根据穆尔科的介绍，居住着迪纳里

克阿尔卑斯人（ Ｄｉｎａｒｉ　Ａｌｐｓ），他们粗犷、凶悍、敏感、机智，

想像力丰富、具有语言和形式上的天赋。

穆尔科也注意到歌手是一些具有特别技能的人，当地人对

ｐｊｅｖ（ａｃ他们有一个称谓 歌手）。歌手大多为非职业者：农民、牧

人、贝伊、教头、祭司等，都可以充当这类的角色。当然，也

有一些出入穆斯林贝伊家里的一些职业性歌手。穆尔科否认了

人们对于盲艺人的浪漫想象。他认为这些以卖艺为生的人，他

们的出现，恰恰是史诗消失的前奏。艺人表演的场合是冬天的

夜晚、斋月，时段可以长达一个月。

穆尔科发现，歌手可以改变歌的长度，这取决于观众。根

据记载，１８８７ １２月年 １７日，一位波斯尼亚的歌手连续表演，唱

出了９０部歌，共计８万行的诗歌，超过荷马史诗的两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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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所有的人惊奇，一个歌手的脑子里，竟然可以装下整个荷

马的诗。歌手的腹藏量很难统计。被访谈的歌手往往说不出歌

的数量 ３０个歌，有的说一个晚上一个歌，；有的说自己可以唱

可以连唱三个月。歌的变异问题也是他所关心的。人们一直认

为歌手不会改变他的歌，但是，穆尔科的实验却与此相反。他

用维也纳科学院提供的录音设备，重复录制了同一个歌手对同

一个歌的数次表演，结果，歌的开头１５行诗都不一样。对此，

学者们认为：穆尔科从相同的歌里，至少找到了三种不同的文

本：抄本、录音文本和口述 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帕里和洛德记录本。

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经常要求歌手重

复演唱歌的开头几行诗。穆尔科和帕里的工作，其策略是相同

的，就是为了获得同一个歌的不同的变体，以供比较研究。

因为有上面的实验，他认为所谓的“ 原创”的东西并不存

在，记录下来的东西仅仅是一次表演而已。这对后来口头诗学

文本概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个现象，这就是绝大多数的歌手演唱时索要报酬，如

牛、羊、田产、衣物，如今变成烟、酒、咖啡、饮料等可以提

神的东西。歌手之间相互妒忌。老百姓认为歌手必定是饱学之

士，能够讲述战争的人一定研究过战争，就像穆尔科这样的人

一样。因此，歌手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他有自我认同意识。

穆尔科还注意到演唱的速度问题。歌手可以在每一分钟唱

出２０行的十律诗。

二、米尔曼·帕里与南斯拉夫史诗的民族志

帕里和洛德关于口头诗歌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南部斯拉夫各

民族，更确切地说是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人的史诗。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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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故事歌手》前言里这样说：“ ２０世我们的搜集工作开始于

纪３０年代，那时南斯拉夫史诗仍未消失，它是活形态的、独具

特色的。那时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口头传统也是活态的、独具特

色的，它们或许已经被搜集，以供比较研究，但是这对于那个

时代的美国教授而言，仍属于不易涉足的领域。”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

１６个月的史诗采集工年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做了为期 作；

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０年洛德获得国内相关资助又到保加利亚进行同

样的搜集工作。洛德的调查除了获得本国政府基金支持外，还

得到调查所在国家政府和研究机关的协力支持。１９９４年哈佛大

学帕里特藏中心，将所藏珍贵资料复制了一份，捐赠给波黑政

帕里，尤其是洛德的田野工作，体现出府的文化机构。 反复取

证的过程，对同一个歌手的跟踪调查，有时长达１７年之久。这

样一种长时间的观察在民俗学历史上也是个很好的范例。

早在１９２８年前后，帕里已经在旅欧期间接触到关于南斯拉

夫口头诗歌的民族志报告，像穆尔科、格斯曼、拉德洛夫等人

的中亚史诗田野报告，这些对当年的帕里产生过重要的启示作

用。但是这些对帕里来说仍然是二手资料，它不可能廉价地成

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帕里进行田野调查的动机，即他采集口头

诗歌文本资料的目的，并不是要填充业已大量存在的史诗的抄

本，而是要在真实的表演现场中，获得对口头诗歌独特性的认

识。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帕里正在拟订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写

到自己要通过对口头诗歌内部运作机制的观察，创立一种非文

学的知识。帕里最直接的目的，是要弄清歌手学习、创作、传

递史诗的方式。帕里主张，对口头诗歌的理解，只能来自关于口

头诗歌产生方式的精湛的知识；一种口头诗歌的组织结构理论，

不可能建立在某种其他理论的基础之上，而必须以口头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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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运作为基础。正如维柯所言，文化创造是一些自我表达的

自然形式，而非纯粹的理性之产物；他们反映一定的世界观，这

必须从内视角向外视角观察。一个观察者，他的局外人的知识，

不可能成为范例。因此，帕里和洛德在人类学注重参与观察法

的时代，注意从口头诗歌的创造者的内视角来研究问题。

洛德的论文《 荷马、帕里和胡叟》，首次部分披露了帕里

１９３５年草拟的７页纸的“ 故事歌手”研究提纲。人们可以由此

而了解帕里在田野工作之前的一些理论的假设，即他的研究题

目、目的、方法、意义以及研究的手段。帕里拟订的研究项目

是要弄清一个过程，这就是英雄史诗的歌手，他对史诗艺术的

习得和实际演练的过程。帕里的目的是要确定口头诗歌的形式。

为此他拟订采取现场观察的方法，研究口头歌手在不借助文字

的情形下如何获得并实践其史诗艺术的过程。由此而得出的结

果可以形成比较研究的起点。这项研究对古典学、人类学、民

俗学和斯拉夫学等诸多的学科具有实用价值。

显然，帕里 １９世纪民俗学关注历史重建的方法不满足。对

比如，流传学派，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同一个故事

在不同时代、民族和国家中的流传，特别注重民俗事象之起源

的研究。欧洲学者所谓的“ 英雄史诗”在帕里看来是诗歌与历

史不分。他以为“ 英雄的”这样的内容，它不是口头诗歌经验

知识的范畴，而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对社会、历史的了

解不可能解决史诗本身的问题。总之，１９世纪民俗学的一些大

的理论假设，如社会进化学说、语言学的历史重建的方法、起

源论以及传播学等，都不是帕里专注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民俗

事象的内部运作过程。即口头诗歌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比

它的起源更加重要。帕里摆脱了那种只注意口头诗歌内容的局

限，看到了一个实际存在的过程，即这些诗歌是在表演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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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下为帕里在１９３５年“ 故事歌手”的一段话：

若将口承的知识与文学相对照，自然可以将口头诗歌

与书面诗歌相对照，但迄今没有一个批评家这样做，⋯⋯

即便有兼通这两种诗歌的人，他也不过是试图寻找他们的

相似点。有些人可能会接触到不识字人们的诗歌，但他们

不可能客观地判断口头诗歌的优劣，与此同时，那些拥有

文学背景的人，他们出版口头作品，也只不过想表现出，这

些口头诗歌和文学一样精湛。而只有那些研究早期诗歌的

人，才有可能同时地接触到口承的知识和文学。

帕里的“ 口承的知识”指的是对口头诗歌运作过程的认识，

它可以由荷马史诗文本中获得，但要获得彻底的认识，“ 只有按

照一整套的计划，从活态诗歌的大量实验文本中去寻求。”应该

获得的知识点有：口头诗歌创作对传统的依赖，它的稳定性和

变异性，口头诗歌的传播方式、成套史诗的素材，它们的产生、

发展及消亡，成套历史歌与实际事件的联系。

１９３３年夏天，帕里对拟订的田野工作进行了摸底调查，结

果令他十分鼓舞。他是这样说的：

我发现南斯拉夫诗歌对于这种实验文本的采集是最理

想的；在一 ⋯些受西方影响的地区，口头诗歌大都消亡，⋯

然而在黑塞哥维纳、波斯尼亚、黑山、南塞尔维亚，尤其

是边境地区，那里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方言已融入保加

利亚语中，古老的生活方式及其相伴随的诗歌，未曾受到

外来的影响。大量的老年人并不识字；年轻人所受教育极

少，以耳实之学代替读写；我访问过三个小镇，未见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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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报纸几乎没有。印刷品很零星，影响微乎其微，如

［１１］果有也容易发现。

帕里所说的实验文本，主要指对表演的共时态的现场观察，

即在表演与表演之间，观察口头诗歌的运作过程。比如同一个

歌手对同一个作品的多次演唱，不同歌手之间对同一个歌的传

递，等等。

真实的表演，这是帕里的首要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

表演理论的倡导者鲍曼（ Ｒｉｃｈａｒ　Ｂａｕｍａｎ）１９７７年曾说过：

“ 洛德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展示了口头文本必然的和独特的本

质——表演中的创作。他对于史诗传统活力的分析，确立了史

诗表演的一般模式。” 鲍曼认为《 故事歌手》是第一个将民俗

学文本作为自然发生的结构来研究的著作之一。

纳吉认为至迟到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无人能够搜集到这种以

极其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即没有人为的打断。帕里为了适应

史诗自然演唱的环境，如实地反映表演的层面（ 如史诗的长度、

停顿及创作特点），他委托音响公司特别设计了一种能持续录音

的设备，预购了半吨的铝制圆盘（ 大约３０００张音盘），他们就是

靠这种落后的设备，小心翼翼地获得了高质量的材料。

真实的表演产生于真实的调查之中。这不等于由政府和上

层官员控制的民俗表演或歌手竞赛。帕里曾经遇见过这样由官

方组织的公共事务，它与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关注点相关联，已

经背离了传统和过去的时代。在贝尔格莱德就曾发生过此类表

演，裁判员就是政府的官员。

真实的表演牵涉到设备、人为设定的表演环境，也涉及文

本采录的方式。由歌手口述、抄写员记录，这样可以提供足够

的时间，让歌手想好句子；但这也会破坏演唱的连续性。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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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认为荷马史诗属于口述记录的文本。即有一位抄写员逐行

记录歌手的诗行，这样可以产生更为丰富的诗行来。因为帕里

和他的助手就是这样研究的。

歌的长度，即一次表演的长度，受到听众情感介入与否的

制约。分章阅读是我们文化人的习惯，口头史诗表演过程所提

供的现实又是如何呢？

南斯拉夫史诗表演的场合，如咖啡馆、婚礼、贝伊的府邸，

这些场合都不可能为歌手提供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演唱的场合；

歌手不可能控制表演和他的观众，而是相反，观众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他们可以促使歌手快一点唱，或迫使歌手删除一些大

家了如指掌的老段子。荷马史诗中有一些被打断的主题，《 故事

歌手》第８章详尽分析了这种复杂交错的主题之间的组合关系。

依帕里之见，这也许是观众打断的痕迹。

表演的质量取决于表演者的素质，这决定了歌的长度。帕

里对这些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包含如下一些因素：

强有力的嗓音，能唱出音高；吐字清晰；善于用乐器配合；

这些都需要体力。演奏时的身形的变动，肺活量的大小，每一

段演唱之间的喘息；喉咙肌肉的紧张，铁嘴钢牙的天赋，这些

都使得吟诵成为折磨人的差使，半小时即可让歌手声嘶力竭。歌

手的每一段表演的长度由其体力状况决定，歌手决定暂停的地

方正是他唱不下去的时候，而能唱多长时间则取决于他的年龄、

体力、感觉、发音器官的状况，最后取决于他被观众打动的程
［１３］度。

帕里曾经作过如下的实验。有一个歌手叫贾米尔（ 　Ｃａｍｉｌ

Ｋｕｌｅｎｏｖｉ ），当时２５岁，他的一次演唱过程为２个小时，一共

演唱了１３００行（ 帕里５２３号文本）。苏来曼（ Ｓｕｌｅｊｍａｎ

Ｈｒｎｊｉｃａｎ）接着贾米尔演唱，唱了８２８行。这些诗行分三次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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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了２０、２６、１２分钟，各演唱了２８７、３５２、１８９行诗。平

２０—４均每一分钟演唱 ０行诗。可见，一次演唱的长度也取决于

演唱的速度。如萨利赫·乌戈 （ Ｓａｌｉｈ　Ｕ利 ｇｌｊａｎｉｎ　ｊ亚 演唱的宁 ）

　《 泽尼德巴·德尔德勒兹·阿利 　　　　　帕亚（》Ｚｅｎｉｄｂａ　　　　Ｄｅｒｄｅｌｅｚ　　Ａ　ｌｉｊｅ

７７号文本），开始时是里特藏２ 行，后来每分钟８行每分钟１３

诗。因此穆尔科认为歌手一般的演唱速度为 １８—２０行每分钟

［１４］诗 。

歌的长度取决于特定的传统和地区，该歌的充分程度；歌

手掌握该歌的时间长短与否，歌手对主题的修饰程度。歌的稳

定性是由常演篇目决定的，职业训练的歌手，他的歌通常也稳

定。固定的文本只有书面文本才有。

上述实验，以可以操作的形式拍摄了变幻无常的海神的身

影。如何从歌手访谈中得到可靠的材料？帕里的经验说明，一

个学者提出的问题，歌手不可能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虽然这

些问题可能关系到口头创作或传递过程的一些内在规律。一般

来说，歌手会急于找个答案，对此，学者当格外小心。好的歌

手，理想的材料，寻找起来是千辛万苦的。帕里的经验说明，穆

斯林中有一些优秀的歌手，但他们常夸大其词，难以弄清歌手

的全套篇目。能够显示歌手处理主题的材料更加少得可怜。许

多情形是漫无规律的。几乎不能指望得到最好的版本，也只能

说是所能够采集到的最好的版本。

帕里于１９３４年６月到１９３５年９月再次访问南斯拉夫，进

行了为期１５个月的田野调查。帕里和助手们搜集了１２５００个文

本，大都为抄本，还有大量的录音资料，大约有３５００个１２英

寸铝制音盘。帕里的助手九名，包括洛德还有歌手，打字员若

干名。

帕里的田野工作很特别。人为安排的演唱环境，雇佣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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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手为助手，给演唱的歌手报酬等。当参与观察法成为民族

志田野工作的标志的时候，帕里的做法意味着什么呢？帕里知

道自己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的是有名气的歌手，搜

集他们的歌，特别是那些曾经在奥托曼时代的贝伊的宫廷里演

２０年代萨拉热窝大量出唱过的那些歌。 现一些平装本的穆斯林

史诗小册子，这是从穆斯林的英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使

得穆斯林的贝伊们想起过去的辉煌。英雄的业绩从前是由歌手

在宫廷里演唱的；现在那些东西被降格到或仅存留在咖啡馆里。

这反映出南斯拉夫歌的文化的巨大变迁。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强调小范围的个案研究。但是，帕里面

对的是２０世纪即将消失的口头传统，帕里遇到的５０岁以下的

歌手都是不理想的；最好的歌手是一些老人；但是老人谢世太

快了。脆弱的民俗生态决定了帕里必须以最短时间搜集到最多

的资料。假如帕里在南斯拉夫只停留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个

小地方，那么，我们今天不可能全面了解巴尔干史诗演唱的实

际情形。

洛德在《 黑山遍寻古斯莱歌》里讲到田野工作：寻找歌手

的最好的办法是到土耳其的咖啡馆，在那里交朋友。那里是集

市和斋月的活动场所。帕里就是在咖啡馆里找到著名歌手阿夫

多的：

这位身材矮小朴实的农民，他的喉咙因为甲状腺肿而

变形。他两腿交叉地坐在凳子上，拉起古斯拉琴，伴着乐

曲的旋律摇动身体。他唱的很快，有时顾不上曲子，随着

琴弓在弦上来回轻轻的滑动，阿夫多以最快的速度口述诗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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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歌手也来了，但是无人可与阿夫多相比，他是当代南

斯拉夫的荷马，因为他的身上放射着荷马的光辉。

三、田野工作与意识形态问题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国或一民族之内知识人往往对民众

的、底层的、口头的、古老的传统可能并不感兴趣，因为文化

有上下层分野。史诗原来为上层贵族的娱乐，今天成为大众民

间的娱乐，它在走向死亡。知识精英趋之若鹜的是新的外来文

化。对民间 １８—文化的关注也是受到外来压力的冲击而引起的。

１９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理

想，伴随本国民众的启蒙，当然要利用民间的东西，这种利用

也留给我们学术上的后遗症。爱国的民族的民主的知识人，他

们可能凭借一时之需要，关心民众的口头文学。如中国的五四

歌谣学运动、解放区的民歌运动，有民族革命的因素。帕里的

工作主要是学术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但是，他的研究的确涉

及这样的问题。

１９００年，穆尔科已经注意到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民族与

国家、宗教、政治关系复杂，这些东西同样反映在当时的史诗

中。当时在南斯拉夫仍然有大量的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歌，南斯

拉夫历史上极力反抗的那些土耳其人，就是今天国内的塞尔维

亚一克罗地亚的穆斯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比真正的土耳其人

还要狂热，虽然他们操塞语。

帕里之所以重视穆斯林史诗，因为它保存了传统，较少受

到当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 故事歌手》里，作者对穆斯林的

口头传统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说，在萨拉热窝也是这样，穆

斯林经常根据《 克罗地亚中心出版社的资料集》或者根据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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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ｏｓｔａ曼 　　　　Ｈｒｍ（ ａｎｎ）的集子，进行大量的再创作，这些活动

２０世纪初，特大都起源于 别是１９１８年以来。在南斯拉夫，相

对于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而言，穆斯林仍然是主流，只是

到了１９７１年，前南政府才给穆斯林赐予了官方的名称。在过去，

波斯尼亚的贵族们统治着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达尔马

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看一下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纳的民族和宗教分布图就可以对这种复杂的文化景观了

如指掌。

但是对史诗英雄的崇拜又是不分民族的，这正像歌手的民

族归属和他的演唱并非总是一致一样。穆斯林斋月里有东正教

或基督教歌手在演唱。不同的教派的歌手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

年代在波斯尼亚起。穆尔科１９１０ 、黑塞哥维纳、克罗地亚、达

尔马提亚搞田野调查时，发现自己不能局限于穆斯林的歌手。

当代学者认为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史诗研究中尽量避免

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南斯拉夫的故事歌手与巴尔干正在进

行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关联。如，亚历山大指出：“ 穆斯林和基督

教歌手，用同样的语言吟诵，遵循同样的步格，他们用同样的

程式化的主题材料。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是英雄或反面人物的民

族自我意识以及歌的长度。”

塞族的基督教口头史诗的代表人物是武克·卡拉吉奇，他

是出身塞族的民族志学者，是本民族的文化领袖。他结集出版

了《 塞尔维亚民间诗歌》，反映了科索沃歌的全貌，它的意义被

表述如下：

塞尔维亚基督教诗歌，被塞族人认为是民族意识的唯

一表现，而科索沃歌更是如此。这些歌讲述了１３８９年科索

沃战争的相关事件、情感。此次战争塞族被土耳其打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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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歌的文本，塞尔维亚王子有两个选择：在人间获胜，或

者在人间战败而在天堂获胜。因此，塞族的战败，在歌中

显得很光彩，在塞族人的心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胜

利。

洛德指出过穆斯林歌与基督教歌相比，很少受到经典出版

物的影响，他对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没有给予价值评价。塞

族把武克·卡拉吉奇和涅戈什的史诗集子奉为圭臬，后来共产

党政府又将这些史诗编进学校的教科书，作为民族的精神食粮。

但穆斯林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把任何作品奉为经典。

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印刷文化对特定口头传统的影响，除此

之外，他们还系统地、不偏不倚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对巴尔干的

基督教社区和穆斯林社区口头传统的实际影响。

巴尔干专家又是如何看待帕里对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影响

呢？

武克的工作与帕里、洛德的研究，二者的分歧最终归

因于他们各自接受的任务不同，而不是材料本身（ 他们都

属于西方，都在南斯拉夫）的不同。武克搜集的歌大多被

视为文学，四平八稳的文本，当然也是经典的一部分。这

些被奉为经典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的民族

自我意识问题相互关联。而帕里和洛德搜集的歌被看做是

粗糙的田野资料，是理论的基础。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

没有原文知识的人，批评这些歌缺乏西方史诗那样的美学

标准。

这当然是一种谬见。它忽略了口头文本的文化属性，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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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口头史诗意识形态色彩，对史诗独特性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帕里特藏概略

在开辟新学科的任何实验中，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论据的质量及其搜集的方式。洛德１９４８年《 荷

马、帕里和胡叟》一文中，大致介绍了当年帕里进入南斯拉夫

田野的过程，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对南斯拉夫史诗文本的采

集、归档、整理和保存情况。

帕里特藏（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是活态史诗的记录，是帕里口头

诗歌学说的资料基础。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帕里在１９３３年到

南斯拉夫进行田野调查，后来又于１９３５年进行了长达５个月的

田野调查。这次他利用了新的录音设备，对西巴尔干的南斯拉

夫语地区的口头传统史诗进行了充分的采集。其资料的规模、完

整性、耐久性，对口头文学研究历史来说都是空前的。帕里１９３３

年至１９３５年搜集的规模宏富的资料，就是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

“ 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精华部分。它包括１２０００个独

立的文本，３５００个录制的１２英寸铝制录音圆盘。此外还珍藏帕

里采录的最长最完整的史诗歌，最长的一部超过１３０００行。

帕里特藏包括四种文本：

１．乐器演奏的录音文本；

２．妇女歌，抒情歌和短篇的叙事诗歌，总计约１１０００个文

本，其中的２５０　个文本为录音文本，这些已经被整理，陆续出版；

３．英雄征战的叙事诗歌，由古斯拉琴伴奏，数量比妇女歌

少，但是篇幅长，是帕里特藏的核心部分；

４．对歌手的访谈录音记录，内容为歌手的传记和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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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文本整理：

帕里田野工作的助手尼古拉·武夷诺维奇参与整理，他是

黑塞哥维纳的歌手，１９３７年他已经整理出５００盘录音，１９３８年

他被邀请到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１８个月的工作，到１９４０年，

已经把所有的录音整理出来，形成书面文本，但是仍然有难懂

的方言、阿尔巴尼亚语和土耳其语尚未整理。

编目归档：

为查阅方便，每个文本都有编码，方法如下：

１　．　歌手的姓名；

２．采录时间和地点；

３．音带的号码。

音带号码写在卡片上，反映下列４个数据：

１．以数字排列的文本总索引；

２．以数字排列的录音文本总索引，附有采录地点标识；

表演者３．　 歌手的索引；

４．歌的首行诗索引，并给出诗行所属每一个版本的文本号

码，歌手的姓名、采录的地点。

由该编目读者可以知道采自每个歌手的歌，了解特定地区

的歌，特定的歌的变体。

关于文本的说明：

１．帕里特藏中有同一个歌手演唱同一个歌的不同的版本：

如录音文本和口述文本。由于歌手习惯于乐器伴奏下的快速表

演，难于记录下来。帕里的助手以演奏古斯莱引诱出完美的韵

律，丰满的诗行。这种口述文本比录音文本质量高。

２．歌的长度问题。这与荷马学者关系很大。多数的文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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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２０００行，与荷马史诗无法相比。１９３５年的夏天帕里发现阿夫

多，具体采录过程如下：歌手先唱了一个星期，每天上午２小

时 ２０分钟休息一次，佐以提神的烟酒饮料。，下午２小时，每

唱了一个星期，歌手嗓子坏了，休息治疗一个星期，接着再唱

一周，最终完成一部１３３３１行的歌（ 帕里特藏１２３８９号文本）。

歌手的另一个歌是口述记录文本，长度相仿。阿夫多的歌富于

修饰，篇幅长、演唱充分。他的主题、详表韵文等与荷马的诗

歌有相同的叙事特点，当然希腊的口头传统更加灿烂。正是歌

的长度以及这种长度取得的方式，具有独特的价值。

余 论

民族志的田野作业，通常指文化人类学家在异民族文化或

本民族社会的亚文化的群体中展开的现地调查，这种活动通常

是为了搜集异文化、亚文化的资料或实证一些假设。田野作业

的设计是事先准备好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获得资料的最

好的方法。因此访谈问题的设计很重要。信息提供者的选择必

须具备的特点：他们很了解本土社会，有教养，他们是具有建

立良好关系的社会成员。此外，音像、图片、地图也是重要的

辅助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的质量比数量重要得多，这种评价要

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或同一个文化区的专家的评判来确定。晚近

的田野研究更趋向于以问题为导向，即有一个具体的理论框架，

这种方法可以限定为一些具体的专题。帕里和洛德的田野调查

是属于问题导向的专题调查；另一方面他们仍属于文学的民俗

学家，他们研究的并非无文字的原始民族和它的社会，而是文

明社会里的口头传统。帕里的目的非常明确，他的研究并非要

弄清史诗的历史流变，史诗与历史的关系。甚至史诗本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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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的内容也不在研究之列。像《 故事歌手》这样的著作，是

比较口头传统的研究著作；但它根本不是民族志，它关注的也

不是民族志本身的问题。仅就口头诗歌研究而言，帕里和洛德

的田野工作是成功的范例，它对于艺人的研究，口头创作的文

本和语境的探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帕里一洛德理论，它不

仅是一种理论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口头传统的一个

活态的现实。

注释：

［１］　Ｅｐｉｃ　Ｓｉ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Ｂ．　Ｌｏｒｄ，　Ｉｔｈａｃａ，　１９９１，

ｐ．　２１２．

［２］　转引自：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ｂｙ　Ａ．　Ｂ．　Ｌｏｒ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ｏｒｓ：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Ｎａｇｙ，　２０００，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　ｘｉｘ．　ｎ．　６１．编者在该书的注释中引述的洛德的原文出自Ｆｏｕｒ

Ｓｙｍｐｏｓｉａ　ｏ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　８．　Ｂｌｏｏｍｉｎ－

ｇｔｏｎ，　ｐ．　２７５．　ｅｄ．　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５３．

［３］　＂Ｈｅｒｄｅｒ，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ｂ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Ｗｉｌｓｏｎ．　ｉｎ　Ｆｏｌｋ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Ａ　Ｒｅａｄｅｒ．　Ｅｄ．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Ｏｒｉｎｇ，　１９８９，

Ｕｔａ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２１－３７．

［４］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ｐｉｃ　Ｓｏｎｇｓ．”ｂｙ　Ｍａｔｉｊａ　Ｍｕｒｋｏ，　ｉｎ　Ｏｒ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Ｃａｓｅｂｏｏｋ，　ｅｄ．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ｅｓ　Ｆｏｌｅｙ，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３１．

［５］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ｐ．　２９１，ｎ．　２２，ｐ．　１３６．

［６］　＂Ｈｏｍｅｒ，　Ｐ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ｓｏ，＂ｂｙ　Ａ．　Ｂ．　Ｌｏｒ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５２，　ｐｐ．　３４－４４．

［７］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ｐ．　１３６－１３７．

［８］　Ｏｒ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Ｃａｓｅｂｏｏｋ，　ｅｄ．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ｅｓ　Ｆｏｌ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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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１－３０．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Ｊａｎ．　２６，　１９［９］ ９５．该报称，１９９２年位于萨拉热窝

的前南国家博物馆被炸，文物档案付之一炬。哈佛大学图书馆将其帕里特

藏的复制品捐给该博物馆。

［１０］　［１ｌ］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该书编者序中引自米

尔曼·帕里的打印稿“ 故事歌手”。

［１２］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ｒｔ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　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１９７７　，　ｐｐ．　３８－３９．鲍曼在文中引用了洛德的话，大意是说表演是歌手与观

众共同完成的，歌的长度、修饰的多少，都取决于观众的配合。因此而产

生了文本的不确定性。口头诗歌的文本是自然发生的，这是由真实的表演

决定的。

［１３］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ｅｄ．　Ａ．　Ｐａｒ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ｐ．　４３９－４４０

［１４］　Ｏｒ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Ｃａｓｅｂｏｏｋ，ｐｐ．　１－３０．

［１５］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５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１９７４，ｐｐ．　 ２８－２９．

［１６］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ｐ．　ｖｉｉ－ｘｘｉｖ．

［１７］南部斯拉夫人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

黑山、马其顿各族，主要分布于巴尔干半岛。１３８９年科索沃战役后，塞尔

维亚受土耳其统治４００多年。一战后，奥匈帝国内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

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宣布成立独立国家。二战后新的联邦国家由斯洛文尼

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和黑山６个共和国组成。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年南分裂为５个国家，其中塞尔维亚和黑山仍保持联盟。南部斯拉夫

人多信仰东正教，土耳其的统治又在波黑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的伊斯兰

教身上留下了痕迹。

［１８］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　ｘｕ．

［１９］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ｐｐ．　ｖｕ一ｖｉｕ．

［２０］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ｐ．　ｘ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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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章

歌手：表演者和创作者

史诗歌手作为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从蒙昧时

代起，便对人类心理智慧的长成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确，歌手

和他们的技艺是个古老的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各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神话的、传说的以及历史的、哲学的解释；现代民

族主义者通常又把民间诗人称做本民族的文化英雄；从科学意

义上研究口头传统中的歌手，应当归功于民族志学者。帕里和

２０世洛德从 纪 ３０年代起研究口头诗人，认为他们是在不借助

写的前提下传播和创作诗歌的人。在无文字或文字尚未普及的

社会里，语言的记忆技能随着不断的需要和实践而得到高度发

展。对于一个无文字社会的熟练歌手来说，消化和吸收数千行

诗也不是不可能的。帕里和洛德对歌手的研究是解密性的，他

们从口头传统历史长河的一个断面，揭开了蒙在歌手身上的神

秘面纱。他们全部学说就是要说明，歌手的口头技法看似高不

可攀，可是它的确又是可以习得和传承的。

一、寻找真正的荷马

关于口头诗人的名称、职业、地位和技艺等问题，从古希

腊的先哲荷马、赫西奥德、品达、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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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管窥一斑。

诗歌与诗人的神圣地位，诗歌神授的神话，这些原始的观

念，以及诗人或诗的吟诵者，他们具有的诗性智慧，他们的编织

才能，这些都反映了诗歌圣和俗的二重起源。现代民族志学者，

他们所观察到的口头传统中的诗人，也被划分出两个反复出现

的类型：诗人作为先知，被他所在的共同体认为是神的代言者；

另外一类被称作世俗的游吟诗人，他们靠技艺卖唱为生。

真正的荷马属于哪一个类型呢？口头传统诗歌的创作者？或

仅仅是个吟诵者？或者是一位通神的先知？他的口述技能，他

的“ 说谎”本领到底是如何获得的呢？史诗和史诗歌手的艺术，

起源于荒古难稽的人类童年时代，在现代落后民族中，也有它

的余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出现了许多关于诗歌发生和发

展的解释：神话的、传说的、神学的、哲学的和科学的解释。这

一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参照。今天的学者常常从个

案的研究开始，通过现场实验来证明一些科学的假设，因此，民

族志的田野资料具体而真实；现代民俗学毕竟在走向科学，而

不是回到抽象的思辨，更不是回到神学的迷宫里。公元前４世

纪，亚里士多德在《 诗学》里就提出，诗歌是可以研究的，因

为它是一种制作艺术，这种研究应该照顾到诗歌本身的特点，没

有必要把诗歌研究“ 升格”为对形而上学的研究。

从诗人的名称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职业角色和在古希腊社会

中的地位“。在荷马生活的年（代 约公元前８世纪），诗人或歌手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即ａｏｉｄｉ。自公元前７世纪始，唱诵荷马ｏ

史诗成为一种职业，人们开始用ｒｈａｐｓｏｉｄ（ｏｓ复数ｒｈａｐｓｏｉｄｏｉ）指

称吟诵诗人。伊安是一位以唱诵荷马史诗为业的ｒｈａｐｓｏｉ－

ｄｏｓ。” 在古希腊的传说里，人间最早的诗人是神的儿子。公元

前６世纪以后，有名望的诗人一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早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0

的诗人是原始神学的阐释者。“ 早在公元前６世纪，荷马已是雅

典人熟悉的诗人，到了公元前５世纪，荷马已经是希腊民族的

１０．６０６Ｅ，５９５Ｃ老师（”柏拉图《 国家篇》 ）。“ 荷马把诗人归入

ｄｅｍｉｏｕｒｇｏｉ之列，了 也就是说，和先知、医生和木匠一样，诗

人是用自己的本领为民众工作的人。”

做诗是一种技艺，像“ 编织“”、战车轮子“”、小木匠”这

样一些说法，都是一些与口头诗人有关联的隐喻。亚里士多德

在《 １８诗学（》 ２４ ，１４６０ａ　　　１９）里说，只有荷马才会制造诗性的．

谎言（ 把谎说得圆）。荷马曾以赞赏的口气描述俄底修斯编谎的

才能，称他能把许多虚假之事说得活灵活现（《 奥德赛》１９，

２０３）。 赫西奥德宣称“：我们知晓如何诵说许多谎（言 ｐｓｅｕｄｅａ

ｐｏｌｌａ），把它们讲得像真事一般；我们也掌握讲述真事

２７—２８ｅａ）的本领，只要愿意（”《 神谱》 ）。亚里士多德

赞慕荷马编说故事的技巧，称后世的诗人“ 首先是从荷马那里

《 诗学》２４．１４６０ａｌ９—２０学得说谎的本领（” ）。

ｅｃｈｒｅ， （ 理做诗或诵诗希腊人称技艺为ｔ 需要技艺。Ｌｏｇｏｓ

ｕｔ ｅｃｈｎｈｏｓ（ 虚构故事 ｅ　　　　、诗歌）都性思考）和Ｍ 需要或接受ｔ 的

存在。

柏拉图没有撇开神的存在而谈论诗歌的产生，他坚持诗兴

神赋的信念，承认诗是“ 一种轻妙和长了翅膀的神圣的东西”；

但他否定了诗在认识层面上的积极属性，同时，柏拉图否定了

做诗或诵诗需要技艺的观点：“ 诗人们接受某种激情或灵感的牵

导，信口开河，机械唱诵，前后矛盾，捉襟见肘，同占卜者和

先知一样，对所说的话语及其含义不得要领。”“ 事实上，早期

的诗人不仅是民众的先生，而且还是最早的巫卜，创立希腊神

学的先师。”

柏拉图《 伊安篇》讲述了诗歌神授的观念：“ 所有出色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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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诗人，他们之所以能讲诵动听的诗行，靠的不是技艺，而是

因为受到神的摄迷或感惑。同样，优秀的抒情诗人只能在神的

催使下工作，像你（ 伊安，引者注）一样⋯⋯他们不凭技艺吟

诵，只是听凭神的驱怂⋯⋯神明夺走了诗人的心智，使他们成
［７］为自己的传声筒。”

柏拉图的论述反映了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发生的诗与哲学

之争，柏拉图否认诗歌在认识层面上的积极属性。哲学崇尚理

性，是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一门学问，诗更接近于神学，因此为

哲学家所不容。他不欣赏诗性智慧或许意在张扬理性的光芒；这

就像中国的儒家不能欣赏神鬼信仰一样。

现代民俗学和民族志学者，他们对异民族的现地观察，仍

然发现了这种诗人作为先知的制度。在有些社会中，诗人的角

色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业，要经过训练，被赋予某种特权，如毛

利人的祭司—诗人，被公众所承认，有特权。诗人作为占卜者

和祭司，有权威和神圣的力量。如北尼日利亚的诗人拥有田产，

有王者给予的头衔、马匹、屋宇。中古苏格兰诗人是世袭的，占

有广大的田产，诗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与他们的诗歌实践关联密

切。不仅如此，他们还声称自己的诗歌是神授的。这说明诗歌

发生 ［８］的圣和俗的两种起源。

中亚史诗歌手玛纳斯奇声称自己的歌是神授的。歌手常说，

玛纳斯和他的四十位战将托梦给自己，让他演唱英雄们的故事，

否则，歌手将遭到厄运。吉尔吉斯的歌手也说，他可以随时吟

诵史诗。拉德洛夫笔下的歌手们同样认为自己的歌是神圣的：

“ 我什么歌都会唱，因为神明已经把歌作为礼物植入我的心田。

神赐予我辞藻，省去了搜求的烦恼。我的那些歌都不是学来的，

一切都由我 ［９］的内心里不知不觉地流出。”

诗人作为先知，这已经被许多史诗研究者注意到。在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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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斯基摩人这些较为原始的部落里，诗人是通神的萨满，为

神代言，有预言的能力。在北亚史诗中，萨满歌者可以进入迷

狂的即兴创作，表现出如梦般的失神状态下的第一人称的叙述，

内容多为初始考验的主题，记述英雄前往冥界的长旅，讲述他

们与魔 在《 格鬼的搏斗，那搏斗场所是大地、水上和天空。

萨尔》史诗的狂热的吟诵者中，人们同时发现由一种特殊装束

区分的职业巡行狂热吟诵者和普通俗人⋯⋯一个职业狂热吟诵

者在吟诵史诗时经常整段整章地即兴创作。他们在吟诵时很少

使用史诗抄本。他们背诵史诗，而且总是在一种恍惚状态中吟

诵它。俗人正相反，他们根据抄本来读史诗，除了几个篇章之

外很少能背诵。格萨尔的史诗狂热吟诵者具有萨满的特

性。

诗歌神授和诗人自教自会（ ａｕｔｏｄｉｄａｋｔｏｓ）反映了口头传统

的神圣性和歌手的独创性之间的关联。《 奥德赛》里歌手菲弥俄

斯对俄底修斯的一番求告，道出了神授和个人才禀的秘密：

我们为神明，也为世间的凡人唱诵，

我乃自教自会，但神明给我灵感，说唱各种

诗段。我有这分能耐，可以对你说唱，

就像面对神明。

（《 奥德赛》卷２２，诗行３４４—３４９）

荷马把神授的传统成分与诗人自教自会的可以自己控制的

那部分做了对照。

赫西奥德《 神谱》里说：“ 他们（ 文艺九女神）曾经把诗传

授给了赫西奥德，其时他正在（ 文艺女神居所）赫利孔山下放

牧。”缪斯女神就是口头传统的隐喻。神把诗歌艺术传授给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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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歌手们吟诵，赋予歌手和他的歌以神圣性和权威性。

除了神授的灵感，每一个诗人在其继承的传统之内，都有

自己的创造性。就像《 伊利亚特》里的赛车手，他接受的神的

技艺，但应付每一次的比赛时，他还是要发挥自己的才能：

你确实年轻，安提洛科斯，但却得到宙斯

和波塞冬的爱护，他们教会你驾车的本领，

全部。所以你并不需要我的指教

你已经掌握驾车拐过标杆的技术。

（《 伊利亚特》卷２３，诗行３０６—３０８）

上述诗行对于歌手与传统的关联是个绝好的隐喻。歌手既

要调动传统的力量，也要随机应付具体的演唱场合，这需要个

人的才气。他对现场和观众要有感觉，歌的好坏掌握在歌手那

里，他不仅仅是个吟诵者，也是创造性的艺术家。《 奥德赛》有

这样的诗句：“ 人们，毫无疑问，总是更喜爱最新流诵的段子，

说唱在听者当中”（ 第１卷，诗行３５１一３５２）。菲弥俄斯为生存

而挣扎，他提醒俄底修斯，自己是歌手，愿意为神一样的俄底

修斯歌唱。因为歌手可以无师自通，他拥有在每一次演唱中，根

据不同的场合解释传统的能力，而传统就是在适应文化的需求

中变化的、被保存的。

由观众和现场这些要素构成了史诗表演的应时性

（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特点。１８８５年拉德洛夫发表过吉尔吉斯史诗传

统的报告，提供了这种应时性的现场：

歌手的竞赛取决于他掌握多少主题，但这对演唱还是

不够的，别人的鼓励是必要的。这种鼓励自然来自于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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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观众。因为歌手希望得到听众的喝彩，因为他考虑

的不单是声誉，还有报酬，他总是努力使得自己的歌适应

观众的口味。如果没有人让他唱某个特定的段子，他一般

要从开场白开始，介绍史诗的大意。歌手以最艺术化的方

式构筑诗行，以吸引人的方式满足现场的名流；他知道在

演唱之前如何让观众愉悦。当他从观众口头赞美中知道自

己已经引起注意时，他可以继续直接构筑情节⋯⋯歌的演

唱并非一个节奏。观众惊喜的鼓掌，不断激发歌手做出努

力，他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歌已适应观众的需要。若有吉

尔吉斯人的权贵在场，他知道怎样娴熟地创编，以博取欢

欣。他会吟诵那些能讨好权贵们的段子。

口头传统中的每一次表演，都为歌手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现

场，一次机会。但是，随着口头传统的演化，对于歌手的表演

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限定，表演的文本趋于定型，创新的机会逐

渐减少。柏拉图与之对话的歌手伊安，据说就是荷马的最后一

位模仿者，显然，创新已经与他无缘。

对原始口头文化的现代发现，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

此人们开始对口述、半口述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如

德国的格林兄弟。但是由于早期的语言学者否认了口头语言和

书面语言的区别，如索绪尔认为书面语言仅仅是将口头语言诉

诸视觉而已。古典学家们在没有充分考虑到荷马史诗产生时代

的前提下，便业已产生了关于书面作者的概念。认为荷马是一

位天才，他写出了荷马史诗。１９世纪欧洲人类学者，他们观察

到口头传统中的歌手，他们以科学的民族志描述和论证，否定

了浪漫主义提出的集体创作的假说。历史地看，人们对口头传

统的认识，经历了许多的曲折过程，从神学到哲学，从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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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到实证的科学，当代人类学使得人们对口头传统的认识达

到了接近真实的境界。从拉德洛夫到穆尔科，从帕里到洛德，他

们便是一些这样的科学的探索者，他们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提

供学科的新的生长点。对歌手的认识，它不仅要提供一个可以

观察的事实，而且要有理论探讨的假设。对歌手首先应该有一

个科学的界定。

二、现代民族志学者视野里的歌手

从现代的科学意义上研究口头传统的歌手，肇始于欧洲１９

世纪的民族志学者，他们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活形态的口述生活

的现实，它与帕里和洛德所研究的荷马史诗具有某种类比性。拉

德洛夫在关于中亚突厥民族的田野报告中，描述了吉尔吉斯的

口头诗歌、表演、创作、记忆、口头创作的基本单元等事项。尤

其是他对口头史诗演唱中的歌手与观众的关联，取悦听众的方

他认识到歌手的创作是法，有一些极其生动的描绘。 一种再

创作，而非逐行的背诵。并指出歌手所运用的诗歌的建构材料，

是一种结构部件。它们是传统的而非个人的。拉德洛夫揭示了

口头诗人的一些创作方法。这种传统与个人独创性在拉德洛夫

描述的中亚史诗歌手里同样存在：“ 史诗歌手将自己所熟悉的各

种各样的段落、变体和母题串联到一起，创造出一种情境，他

因此能够从旧有的熟悉的东西中创造出新的东西。歌手的艺术

就是要调动所有这些主题（　Ｂｉｌｄｔｅｉｌｓｃｈｅｎ），凭借新创编的诗行，

　　将这些主题连接到一起（。”　　Ｒ　ａｄ ｒａｔｕｒｄｅｒｔｌｏ ｕｒｋｉｓｈｅｎｆｆ：Ｖｏｌｋｌｉｔｅ
［１４］Ｓｔａｍｍｅ，１９９０，ｖｏｌｕｍｅｖ，８３—８４）

克劳（斯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ｒａｕｓｓ）于２０世纪初期开始调查南斯拉

夫一百多位故事歌手，他提出歌手是运用创作单元、简单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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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可这些固定的程式，即ｃｈｉｃｈéｓ 长

可短。热内普（ Ａｒｎｏｌｄ　ｙｖａ　Ｇｅｎｎｅｐ éｓ的概念，）也提出过ｃｌｉｃｈ

歌手的诗是由这种套语的 格斯曼自由排列组合而组成的。

ｍａｎｈａｒｄ　　Ｇｅｓ（ Ｇｅｒ ｅ ｎ 研究了南斯拉夫的） 口头传统，他指出塞尔

维亚一克罗地亚的歌手同样是即兴的诗人，他们秉承着完全固

定 格成型的技巧，在每一次的演唱中创作出新的即兴诗作。

１斯曼还描绘了歌手演唱的实验：１９４年夏天，在南斯拉夫的一

个医院里，他目睹了一个歌手重复演唱了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内

容是关于医院大夫的儿子的死亡。歌手利用掌握的“ 创作图

示”，极为典型地演义了整个故事。格氏这种现场实验的方法，

对帕里和洛德后来的田野作业有明显的影响。

　 ）穆尔科（ Ｍａｔｉｊａ Ｍｕｒｋｏ 是土生土长的斯洛文尼亚人，布

拉格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每年夏天都要到巴尔干，以

一个经验丰富的田野工作者和专业的语言学家而论，他的报告
［１７］对帕里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资料。 穆尔科研究过盲歌手、歌手

的学艺过程，歌手的全套作品、演唱节奏、听众的作用、穆斯

林的保守的传统、歌手的记忆才能、史诗的重复和套语。穆尔

科的价值是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这个事实很

符合帕里的理论假设。帕里后来的田野工作大致是按照穆尔科

的线索展开的，基本问题也大致相同。 下面的一些问题是穆

尔科首先提出的，它们成为帕里的起点。

曾几何时，人民的集体创作是浪漫主义者的口头禅。穆尔

科的田野经验告诉他，诗歌的代表是一些经过训练的个人，这

些诗歌的代表者在南斯拉夫被叫做“ 歌手（”ｐｊｅｖａｃ，ｐｉｖａ）。在

黑山，史诗歌手被人们信以为“ 饱学之士”、受过教育和专门训

练，研究过战争，所以他们才能演唱这些故事。民俗学者有过

一些想当然的观点，其中之一便是，史诗是农民的诗。穆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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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史诗属于社会上层，它的培育者是穆斯林的头人、贝伊、祭

洛德后来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司。 认为史诗属于塞尔维

亚—克罗地亚的贵族、波斯尼亚贵族的不断浇灌。所谓“ 民

族”的史诗，它属于贵族、中产者和农民。

穆尔科驳斥了关于盲艺人的浪漫传说，好的歌手断不是盲

人，只有史诗衰落的时候才有靠卖唱为生的史诗艺人。

穆尔科凭借他对活态口头史诗传统的知识，回答了歌手是

谁，他们何时、何地、为谁演唱，如何演唱，口头诗歌如何被

保持，如何衰亡⋯⋯

穆氏指出，歌手学艺开始于幼年起对音乐和诗歌语言的习

得；他学习的场合就是在那冬日的夜晚、农民的家里、婚礼等

场合。斋月里的演唱可以达到一个月。穆氏已经认识到，所谓

“ 原创”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人们一直认为歌手不会改变他的歌，

认为歌手会严格保存原来的文本。但是，穆氏对演唱所做的现

场实验说明，追寻“ 原创”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记录下

来的歌仅仅是一次演唱而已。人们所记录下来的史诗，在它们

被诉诸文字之前，已经有过无数次的演唱。因此，寻求“ 原

创”的文本是徒劳的。

穆氏发现歌手之所以能够保持他们的歌，是因为他们凭借

史诗的重复和套语。穆氏也注意到演唱的速度问题，歌手开始

吟诵时较为缓慢，逐渐快速演唱，最后甚至放弃乐器的伴奏。大

１６—体上每分钟平均演唱 ２０行的十律诗。歌的流传并非都是口

口相传的；许多歌手不熟悉古老的歌，相反，印刷出来的歌流

传很广，因为许多人可以从阅读歌本而学习新的歌。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期的民族志学者，已经从文化的共时

性的研究，为我们描述了口头传统中的史诗歌手和他们的口头

创作，学者的实验和观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口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8

传统的现实，也成为帕里和洛德学说的直接的一个来源。

三、洛德对口头诗人的界定

２０世纪民俗学注重共时口头程式学说反映了 性研究的趋

向，帕里注重对口头诗歌内部运作过程的研究。通过对口头诗

人创作的那一刻的观察，洛德发现口头诗歌的表演和创作是同

一个过程，口头诗歌的创作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的，表演的

那一刻伴随着创造。对洛德来说，谁是表演者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什么是表演者？那就是我们如何科学地界定口头诗人？这

个问题的解决，是以表演中的创作这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只

有人们认识了口头诗歌传递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了解口

头诗人到底做了什么，他是传统的保持者，也是传统的创造者。

当人类学倡导的参与观察法被普遍接受的时代，我们不会

奇怪洛德在研究南斯拉夫口头传统时，善于从“ 他者”的视角

提出一些问题：口头诗人面对的独特问题是什么？在学艺过程

里，未来的口头诗人学什么、怎么学？

谁是我们的表演者？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歌手的社会

角色问题，涉及歌手的职业、地位、民族、宗教等问题。帕里

的研究表明南斯拉夫的歌手并非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来自贵

族、商人、农民等不同的阶层。歌手的社会地位和他们作为口

头诗人，这往往是两回事。南斯拉夫的歌手是非职业的。只有

靠卖唱为生的乞丐才是职业化的。盲艺人也不是什么好的歌手。

洛德见过这样的艺人，沿街卖唱，过乞讨人生的生活。

歌手不是特殊的阶层，也不是职业的，那么他们有没有自

我的认同呢？换句话说，是什么使得我们眼前的口头诗人区别

于周围的普通人，区别于书面诗人呢？首先是他们不识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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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目不识丁决定了他们在创作上的特殊的方式，以此区别于

文人创作；其次，他们都要从演唱史诗中获益，以此区别于他

们周围的普通人。

其实上面说的还不能够界定什么是口头诗人。口头史诗的

表演者不是重复制作的人；真正的口头诗人，他是表演者，也

是创作者。从根本上来说，歌手、表演者、创作者、诗人，这

些名称所指的都是表演中的创作这一行为过程的承担者。名称

的混乱不应该成为我们认识歌手的障碍。

那么，如果从歌手的角度想问题，他要面对的独特问题是

什么？首先演唱中创作，这要求歌手必须面对他站在观众面前

快速创作的压力，这只有歌手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次，歌手

在不借助书写的帮助下，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模式，即传统的程

式化的表达模式，他不需要固定的范本，不必死记硬背。实际

上帕里和洛德学说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回答歌手是如何掌握这

样一些口头创作的技法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帕里在南斯拉夫研究了史诗歌手，他们演

唱的环境和表演的形式。在乡村农家、小镇的酒馆和定期集市

里，在斋月和婚礼等仪式的场合，史诗的演唱成为民间娱乐的

主要形式。洛德从表演的层面来研究歌手，通过访谈了解歌手

的学艺的过程，通过现场的观察看到歌手听歌、学歌、唱歌这

几个看似不同的行为，实际上是处于同一个过程中的。关键的

问题是，歌手跟谁学、学什么、怎么学。歌手对口头诗歌语言

的习得是从聆听别人的演唱开始的。这个别人可能是他的叔叔、

父亲或爷爷。歌手在听歌过程里熟悉了音律、节奏、程式和主

题，熟悉了英雄和英雄的故事。他通过大量的演唱实践把自己

熟悉的东西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血液，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习

得过程。口头传统是流动易变的，这决定了口头歌手不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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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械式地工作的人。一个歌手，如果他已经积累并建立了

自己的程式化的表达模式，这种积累已经能够使他在别人面前

演唱完一支歌的时候，那就证明了他已经具有了口头创编的能

力；这正如一个学习外语的人，如果他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词汇

和句型，他就能够出口成章一样，他对语言的熟练运用的程度，

完全可以量化地标明，如可以进行数小时的流畅的交际。对口

头诗人来说，如果他能够进入咖啡馆、集会、节日、庆典场合

进行演唱，能够应付几个夜晚甚至整个斋月的表演，那就是一

个境界了。其实，歌手对程式和主题的掌握是一个不断积累的

过程。即使歌手没有演唱，他也会在闲暇的时候想他的歌，一

遍又一遍地想他的歌。这正好像一个书法家，读帖、临摹、谋

篇布局、挥毫泼墨，这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思考的过程，学与思

的交替过程。

假设歌手不能写歌，假设他只能用传统的口头方式来创作，

那么，歌的长度、修饰和扩充的程度，则往往取决于听众。

口头传递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用“ 表演中的创

作”来解释呢？比如，同一部史诗歌，它的表演和表演之间，可

以是同一个歌手对同一个歌的数次的表演，也可以是不同的歌

手对同一个歌的传递过程。总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所传递的文本并不是固定的东西，没有简单的重复制

作这样的事情。

洛德的调查表明，歌手往往强调，他们能够“ 一模一样”地

演唱同一个歌，“ 一字不差”地重复演唱他刚刚听过的歌。这些

话可能强调了歌手对传统的虔诚的态度，他不想标新立异、他

以传统的保存者，口头传统的捍卫者自居。当歌手谈起别的歌

手的时候又常常是客观的，他们承认两个歌手不可能一模一样

地演唱同一个歌，他能看出添加、错误等的变化，这其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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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承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那么大而广之，传统保持者

与独创性的艺术家之间有冲突吗？对真正的口头诗人来说，这

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传统正是在不断地再创造中得到保持。一

个歌手，他的理想就是对一个真实的故事较好的、真实的（ 不

背离传统）、重新的（ 适时改变）讲述。他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

种再创造。

四“、我们时代的荷马”

帕里和洛德南斯拉夫史诗研究，为民俗学家提供了一个案

例，人们感到有必要从口头传统的创造主体——艺人来研究问

题，我们应该反思这样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口头诗歌的创作

是匿名的或集体的。

洛德在《 故事歌手》自序里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荷马是

我们的故事歌手“”，南斯拉夫的阿夫多是我们时代的荷马”。这

句话充满了浓厚的古典学的气息，但是，把一个现代目不识丁

的屠夫、巴尔干的歌手与荷马并驾齐驱，的确需要一种胆略。

阿夫多是南斯拉夫的一位歌手，１９３３年被帕里发现，洛德

在此后的 ２０多年里曾对他进行了反复的访谈与调研，关于歌手

的传记和演唱篇目在过去的 ４０年间陆续被出版。帕里和洛德对

阿夫多的研究可以成为民间艺人研究的典范。在阿夫多这位歌

手那里有一种光芒投射到爱奥尼亚歌手荷马身上。

阿夫多举世闻名，这主要归功于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洛德

对阿夫多的评价是：巴尔干斯拉夫口头叙事传统的最后一位伟

大的歌手。阿夫多来自黑山比耶洛波列的一个小村庄，１９５５年

逝世，享年７５岁。阿夫多出身斯拉夫血统，是一个穆斯林，其

祖辈曾经是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徒。歌手的前半生是土耳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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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民，祖辈都是屠夫，十二三岁开始学做生意，少年从军，７

年后回家，后来又被应征戍边，解甲归田后２９岁与一个素不相

识的女人结婚。阿夫多在比耶洛波列终老是乡；未曾学会读写；

为人忠厚保守，安静内向。

阿夫多出身于具有丰富演唱传统的文化当中，他在听歌中

长大，熟悉歌、古斯莱的琴声，这为他的诗歌提供了素材。当

然，他也从一些熟练的歌手，比如他的父亲那里学歌；他的父

亲曾经师从胡叟。胡叟的特点是善于修饰，阿夫多也是这

样。

阿夫多为穆斯林贵族的失去的世界而演唱，他表达了自己

的理想。他歌唱苏莱曼时代的土耳其帝国的辉煌，尤其是波斯

尼亚英雄们的业绩、侠义和忠诚。阿夫多的歌，它的震撼力量

来自歌手的心灵深处。歌手用他的身心和经历在演唱史诗；他

的嗓子并不好，有巨大的甲状腺肿，乐器的弹奏很平庸，他不

是音乐的内行，他是一个卓越的歌手，真正的口头诗人。阿夫

多创作和表演史诗的能力是非凡的。他自称腹藏５８部史诗，都

有篇名。帕里特藏拥有帕里１９３５年７月采集的歌；其中语音录

制的歌９部，口述记录的歌有４部，总计１３部。阿夫多演唱史

诗的文本形式包括：３１９个十二英寸铝制音（盘 双面），４４９０２行

诗；口述记录文本有３３６５３行诗；还有１８０个十二英寸铝制音

盘是歌手的访谈记录；阿夫多的 ４９９盘，总共５３录音资料总共

小时有效录音。占全部帕里特藏３５８４盘的１／７。洛 年德于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年再次回访阿夫多，至此已经被记录下来的史诗文本有

９６７２３行诗。中央巴尔干一个不识字的歌手，竟然与荷马齐名，

至少在歌的长度上是如此。阿夫多的歌已经被整理出版的有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０年以来陆续出版的《 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英雄

歌》多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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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德对歌手阿夫多的研究，前后 ２５年之久，期间经经历了

过了多次的回访、文本采集和文本分析等大量工作。洛德用他

的经验说话，认为阿夫多是一个运用传统的方式、在传统之内

活动的独创性的诗人。阿夫多属于传统，继承了许多代歌手积

累下来的东西。他属于那种会修饰的歌手，他的技巧是细节的

扩充和叙事的充分。如通过对马和英雄的厚重的描绘而扩展了

详表主题，英雄的长旅和集会的主题都比别的歌手唱得细腻。他

擅长修饰的本领，在洛德的现场实验中业已得到证明。１９３５年

８月洛德采录了阿夫多演唱的歌《 斯马伊拉吉奇·梅霍的婚

礼》，全诗１２３２３行。该歌是阿夫多从歌本里学来的。屠夫海夫

佐从萨拉热窝的书店里购买了这本史 ４０页，梅诗小册子，一共

霍的故事不过３页。屠夫把歌慢慢念给阿夫多听，听了四五遍，
［２４］歌手就能自己演唱了。 该歌最初是由克劳斯１８８５年在黑塞

哥维纳采集的，歌手是一位７５岁的老人，叫谢米奇。该歌于

１８８６年在杜布罗尼克出版，全诗２１６０行。此后它又被重印过。

同一个歌在两位歌手之间传递，这一过程会发生什么呢？帕

里１９３５年曾经对歌手阿夫多和另一位歌手穆明做了这样的实

验。开始时穆明演唱了《 贝契拉吉奇·梅霍的婚礼》，为２２９４行；

阿夫多事先不知道这支歌，他在帕里的请求下把这个歌重新唱

了一遍，为６３１３行。阿夫多的看家本领是擅长“ 修饰”，当他

唱到马的装饰时，马背上的每一片饰物会一一浮现在他的眼

前。 当他要表现英雄的忧郁的心情时，他会说“ 他的心犹如

莽汉手中的玫瑰被揉碎了”。阿夫多的口头技法可以与荷马媲

美。

１ ４０岁时的风采；１９９３５年阿夫多６０岁，仍然保 ５０　年，持他

７５岁高龄的歌手仍然为洛德口述了１４０００行的史诗，此时他因

为身患疾病，删去了不少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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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荷马是我们的故事歌手”

阿夫多是我们时代的荷马。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比较的现实。

作为古典学者，帕里的独特之处，是将口头诗歌的知识，运用

到荷马身上。洛德认为口头诗歌同样具有高度发达的技巧。荷

马作为口头诗人的证据就反映在古希腊的两部史诗中。荷马史

诗反映了口头诗歌语言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程式的长度，如

一个半音步、两个音步、两个半音步、二又四分之三音步、三

个半音步、四个音步、还有六音步整行诗的程式。 古希腊的

六音步诗歌的诗行，可以在诗行的任何一个地方被行间停顿所

打断。因此，程式的长度变化多端。南斯拉夫的十律诗有严格

的第四音步后的停顿，因此有四音节、六音节和十音节的程式。

其变化相对简单一 １５行诗进行过些。洛德对《 伊利亚特》的头

９文本分析，结果 ０％以上的诗行是程式化的表达。就程式系统

而言，荷马史诗的问题表现出高度的俭省，缺少相同的可供选

择的词语，在不借助文字的条件下，歌手很难达到如此完美的

境界。洛德认为对于俭省的分析和确认，要考虑到程式中的所

有诗学成分，如语音模式（ 头韵、谐元音）、句法模式，分析的

材料应该出自一个歌手的歌，文本应该是小心控制的那种背诵

文本。荷马史诗和南斯拉夫的史诗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程式化的

技巧。它们是以同样的规律来运作的。跨行诗句的检测，是个

很容易运用的规则，它可以确定一个文本是否为口头的。主题

分析要求人们必须找出同一个场景重复出现的例子，这样的例

证可以在同一个史诗中找到，也可以在更大范围里，比如同一

个范围里找到。用程式、主题、跨行接句等叙事单元来进行文

本的分析，可以检测某一诗作是否为口头创作，以此来分析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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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史诗，可以证明荷马为口头诗人。

帕里和洛德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到荷马的身上，就是要

把荷马放到口头传统的内部；荷马并非传统的局外人而接近了

传统，超长地掌握了传统，使用一些口头的技巧来体现传统的

气息，他本身就是传统。洛德说在荷马身上并没有人工的东西，

那是一些使用传统的主题或手段来达到非传统的目的的人才有

的特点。从古到今人们一直误入歧途，没有理解荷马史诗艺术

的本质，一直用文学或美学的教条来阅读荷马，还把这样一些

文人的雕虫小技看做是普泛的艺术语言。比如，人们常用个性

或独创性、统一性等术语来界定他们的荷马，认为荷马是个即

兴的天才，具有非凡的记忆力等，好像荷马拥有一个巨大的程

式仓库，好像他有一个原始的文本，犹如一根大理石的柱子，可

以任由后来的歌手随意篡改。传统是稳定的，又是不断变化的，

这正如程式也是千变万化的风景一样，传统并非远离歌手之外

的一张坚硬的皮，而是歌手可以驾驭的一种力量，一种歌手可

以形成并不断再创造的东西。

当我们把史诗歌手放到口头传统之中时，可以想象出歌手

总是把演唱和特定的观众联系起来，当他想到歌时，他想的是

故事，当他演唱时，他会试图用歌的形式把歌唱出来。对我们来

说，文本与歌不可分离，但对歌手而言，文本产生于每一次的

表演；当歌手想到他的歌时，他会设法修饰他的详表、集会、英

雄和马这样一些主题，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凭借即兴来创作的，它

们带有某种承袭的特征，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偶然的。口头诗

歌的语言，像程式、语音模式和句法模式，对歌手来说是与生

俱来的东西，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变为歌手自己的东西。

从程式化的语言与主题的呼应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传统

的力量。洛德认为，主题是重复的段子，在口头诗歌中，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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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诗行群，这些诗行之所以被组织到一起，是因为传统的力

量在起作用，如语义的平行、语音的和谐、节奏的力量等，它

们的核心部分相对稳定，有时甚至一字不差地重复，这无疑是

口头传统的标志。《 伊利亚特》里的英雄武装的主题表现了强烈

）的词语呼应的关系。如帕里斯的武装（ 章３，诗行３３０—３３８，

阿伽门农的武装（ 章１１，诗行１７—４６），帕特罗克洛斯的武装

（ 章１６，诗行１３１—１３９），阿基琉斯的武装（ 章　１９，诗行３６９—

３７４）。这四个武装的主题，它们的诗行相似，有强烈的词语的

呼应特点。

歌手以口头程式进行史诗的创编，这与死记硬背和随意的

即兴创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即兴的概念与以程式和主题进行

的表演中的创作是有明显区别的。口头传统里的史诗是歌手用

传统的程式和主题来创编的。就史诗样式来说，新的歌可能有

新的名称，但是，它的叙事单元则是传统的。歌手大多有即兴

创作的才能，比如，他可以就某个新给出的非传统的题目，唱

出一段歌词，但是这不是口头传统的创作。有一位学者在南非

的肖萨人那里搜集祈祷歌，那些关于部落头人的故事充满了程

式，可是，当歌手被要求就一起交通事故即兴口占时，则很少

程式的运用。前者是口头传统的诗歌创作，后者是即兴之作。因

此，歌手只能就一定的传统的话题，运用传统的材料，进行程

式化的诗歌创作。

口头程式学说以共时性的方法研究了口头诗歌的文体特

点，歌手的创作技巧。历时性的关照有益于人们对上述问题的

认识。那就是说，要以荷马的时代来看待荷马，他是口头诗人

的一分子。学界通常把公元前１１世纪到前７世纪这一时段称为

“ 荷马史诗的口述时代”，这一个时期的存在可以由“ 成套史

诗”以及荷马名下的两部史诗，古希腊的瓶画等文物证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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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希腊口头传统中很可能广泛流传下列一些英雄故事，如俄

底修斯的故事、阿伽门农的故事、阿基琉斯的故事等，这些故

事尚处于不断变异的过程。洛德认为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一定

是个腹藏大量史诗篇目的歌手。一些传统的演唱篇目曾经长期

存在，荷马对这些故事很熟悉。《 故事歌手》第８章，从文本的

层面上梳理了这些故事的线索，说明一些运用在不同的英雄身

上的主题和故事，很早以前就存在于希腊口头传统之中。荷马

一个人不可能凭空编造两部史诗。

从书写与口头传承的角度来研究荷马这样的歌手，人们会

错误地认为歌手是可以写歌的；可是写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个过

慢的过程。特殊的过慢的语速会妨碍演说者的思想表达，这一

点是不言而喻的。“ 把一支笔放在荷马身上，人们很容易把他归

入劣等诗人之列。”荷马的时代是否有文字、是否有书面传统，

这与荷马作为口头诗人的结论是不相干的。曾经有人举出一位

现代希腊的革命者为例，他从文盲歌手成长为一位书面创作者，

由此，有人以为荷马也可能抛弃口头艺术，自己记录史诗。其

实，这是一个时代倒错的谬误。在现代希腊，一个口头诗人成

长为作家，只能说明他从落后走向了进步，从农民社会进入知

识精英的行列。洛德强调说，他研究的荷马是这样的口头诗人，

荷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书面的东西，但是数量并不多。在荷马

的时代，口头诗人就是创造性的艺术家，在现代希腊，口头诗

人和创造性的艺术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人们很难想象，一

位口头诗人会很快地成为像庞德、艾略特那样的诗人，书面诗

人的创作参考了世界文学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东西，

这对口头传统诗人是不可能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

样的苦思冥想也只有书面诗人才有。在强调个性和独创性的现

代艺术中，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把自己的一些观念加到口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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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歌手的身上。可是，史诗歌手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是从别人

那里学会这支歌的，我唱的和他一样。”

用文字的形式来记录史诗，这个动机并非来自荷马，而是

来自外在的力量。歌手并不需要书面的文本，也不会担心他的

歌会失传，听众也不会觉得有这个必要。采录口头歌谣的传说

和记载，古今中外不绝于书。古代孔子删定“ 诗经”的传说，汉

代采诗之说，古希腊某个暴君修订荷马史诗的神话等，不过是

说了相同的故事，那就是说，采录歌谣的行为是为了文化的控

制，这个行为通常是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上层阶级的。

注释：

［１］《 诗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年版；第２８６页。

［２］［６［］７］《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陈中梅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７—２９页。

［３］前引书，第２８４页。

［４］《 奥德赛》，［古希腊］荷马著，陈中梅译，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参见第 １１卷，诗行３６３—３６９：

当我们望着你的脸面，俄底修斯，你不像是个

骗子或油嘴滑舌的小人，虽然乌黑的泥土

供养了大批诸如此类的活宝，游散在各个地方，

生编虚假的故事，胡诌谁也无法见证的谣言。

你的讲述引人入胜，你的心智聪颖通捷，

像一位歌手，以高超的本领，你述说了

凄烈的楚痛，你和所有阿耳吉维兵壮遭受的苦难。

［５］参考《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 究》，第１１２— １１３页，作者有如

下考证：在古希腊人看来，说谎可以不包含欺骗的意图。荷马曾以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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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气描述俄底修斯编谎的才能，称他能把许多虚假之事说得活灵活现

（《 奥德赛》）　１９，　２０３）。诗人政治家梭伦有一句名言“：诗人的谎话连篇。”

（ 即讲说众多的谎话）品达有时也会带着自豪和赞赏的口气承认他的作品

包含“ 机巧的谎言”（ 参考《 奈尼亚颂》　８．１５；片段９４。另比较《 奥林匹

亚颂》９．２６２８，　１４．３－１２；《 奈尼亚颂》　４．８－１２等处）。亚里士多德赞

慕荷马编说故事的技巧，称后世的诗人“ 首先是从荷马那里学得说谎的本

领”（《 诗学》２４．１４６０ａ１９　－２０）。

［８］　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ｕｔｈ

Ｆｉｎｎｅｇ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１８８．

［９］［１２］原文载于拉德洛夫１８８５年《 北方突厥部族民问文学考》中

的第５卷《 论卡拉—吉尔吉斯方言（》 Ｒａｄｌｏｆｆ：　Ｖｏｌｋ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ｄｅｒ　ｔｕｒｋｉｓｈｅｎ

Ｓｔａｍｍｅ，　 １９９０，　 ｖｏｌｕｍｅ　 ｖ，　 ８３－８４）的前言中，该前言的英译见《 口　头传

统（》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１０］　Ｈａｔｔｏ，Ａ．　Ｔ．　１９７０．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ｐ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ｓｉａ，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Ｐ．３．

［１１］　Ｒｏｅｒｉｃｈ，　Ｇｅｏｒｇｅ　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ｃ　ｏｆ　Ｋｉｎｇ　Ｋｅｓａｒ　ｏｆ　Ｌ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８（　１９４２）：２ 自７７－３１１．　引

《 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美］梅维恒著，王邦

维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１３］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Ｎ．　Ｋ．　　ａｎｄ　Ｚｈｉｒｍｕｎｓｋｙ，Ｖ．１９６９．　Ｏｒａｌ　Ｅｐｉｃ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引自Ｒｕｔｈ　 Ｆｉｎｎｅｇａｎ，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１９７７，　ｐ．　１９２．

［１４］［１５］［Ｉ６］［１７］《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美」约翰·迈

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３３页。

［１８］＂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ｐｉｃ　 Ｓｏｎｇｓ”，ｉｎ　 Ｏｒ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７ｈｅｏｒｙ：　Ａ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Ｃａｓｅｈｏｏｋ，Ｇａｒ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　ｐｐ．　３－２９．

［１９］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Ａ．　Ｂ．　Ｌｏｒｄ，ｐ．　１６．

［２０］　Ｏｒ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Ｃａｓｅｂｏｏｋ，ｐ．１２．

［２１］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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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Ｐ［２２］Ｏｒａ ｏｅｔｒｙ，Ｆｉｎｎｅｇａｎ　，１９７７，ｐ．１７０．

［２３］ 同上书，第１７３—１７５页。

．［２ ａｔｉａｎ４］Ｓｅｒｂｏ Ｈ－Ｃｒ ｅｒｏｉｃｏ ，Ｓｏｎｇｓ，ｖｏ —ｌ．３，ｐｐ７６ ７８．

［ 　２ Ｔｒａｄ５ ｉｔｉｏ］Ｅｐｉｃ　Ｓｉｎｇｅｒｓ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ｎ Ａ．Ｂ． ９９１，ＩＬｏ ｔｒｄ，１ ｈａｃａ，，

ｐ．６２．

Ｔ［２６］Ｔ ａ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ｌｅｓ，ｐ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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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五

程式与口头诗歌的语言

程式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现象，它存在于口头诗歌特别是口

头传统叙事诗中。关于程式的研究由来已久。西方学者，尤其

是 ９世纪的荷马问题专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１ 都从各自的

研究领域探讨过口头诗歌创作中的程式。其实早在１７６７年，荷

马问题专家、德国学者罗伯特·伍德（ ＲｏｂｅｒｔＷｏｏｄ）便提出荷

马是一位游吟诗人。在不借助文字的情况下，史诗吟诵者如何

记忆如此惊人的长诗呢？这时的伍德已经预见到口头文学的精

确度和歌手的记忆力量，暗示了这种记忆力量是与史诗文体结

构的复杂性相联系的。另一位德国学者高弗利德·赫尔曼

（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４０年 在 其《 论荷马史诗中的重复》中，

提出荷马史诗口头创作的文体风格，它表现为结构的和组合式

的创作方式，适应步格的文体以及将特定的语言表述与业已成

型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排比的方法。

在语言学领域，主要是一些德国古典语言学家，他们更是

直接触及了有关程式概 　（ Ｊｏｈａｎｎ ｔＥｒｎｓ念的核心内容。埃伦特

Ｅｌｌｅｎｄｔ）在１８６１年便提出荷马史诗中的某些词形是因步格的

需求而产生的，步格决定了诗人的措辞方式。另一位语言学家

丁策 ｅｉｎｒｉｃｈ（尔 Ｈ ｎＤüｔｚｅｒ）主要研究六音步诗对荷马史诗文体

的影响。１８６４年在《 步格对荷马史诗文体的影响》中，丁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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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步格对人称代词、形容词、动词以及词的一般形式起着决

定作用。步格的便利使得诗人在形式的选择上有较大余地，史

诗的表达方式已经为自身设定了一定的特权，它甚至可以采用

更为古老的形式，以便使诗更为轻快流畅。丁策尔所描述的是

一种为史诗诗人提供服务的特定的语言即与荷马的六音步诗的

要求相吻合的诗的语言。 　维（特 Ｋｕｒｔ ）专攻荷马史诗Ｗｉｔｔ 词ｅ 与

词组形态学。１９１２年他在《 荷马史诗程式的词形变化》中指出，

学者们并未足够地说明六音步诗中第四、第五音步之间有规律

的行间停顿是步格作用的结果。由此人们开始了解行间停顿这

一规律对荷马史诗文体结构的重要意义。自维特起，人们开始

强调六音步诗的步格划分，以及这种划分对诗歌形态学的作用，

注意到步格与文体彼此之间的历史共生关系。

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报告提供了大量活形态口头史诗的现

实；人类学的成果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学者，从表演的共时分析

的层面上，发现并研究了口头程式这一口头诗歌的创作技法。拉

德洛夫（ Ｖａｓｉｌｉ　 Ｖ．Ｒａｄｌｏｖ）１８８５年在其突厥民族的田野报告

中，描绘了吉尔吉斯人的口头诗歌的表演、即兴创作、记忆、基

本的叙事单元、听众的作用等现象。拉德洛夫还注意到同一叙

事诗的多种变体，从而认识到歌手不是逐句背诵史诗，而是在

每一次演唱中都进行一种再创作。此时他实际上涉及歌手运用

程式、主题等叙事单元进行创作的问题。他提出“ 背诵部件”和

“ 意义部件”的概（念 类似后来人们所说的“ 主题”），指出诗人

是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部件串联在一起的。２０世纪初人类学

者克劳斯调查过南斯拉夫一百多位歌手，提出“ 创作单元”和

“ 简单重复”的概念，指出歌手在创作中使用了一些固定的俗套，

它们可长可短，有一定的顺序。另一位学者热内普提出“ 陈词

滥调”的概念，指出歌手的诗由并列在一起的一些“ 陈词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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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组合而成，其排列顺序有一定规则，可以变化。好的歌手

就像一位纸牌高手，能随意驾驭这些“ 陈词滥调”。斯拉夫学者

　Ｍｕｒｋｏ）十分注意民歌的民族志描述穆尔科（　　Ｍａｔｉｊｉａ 。他研究

过歌手古斯莱的学习步骤，演唱节奏，歌手的记忆才能，史诗

的重复、套语，如描绘女性的美、英雄、衣饰、战争、马、武
］器、格斗等。

１９世纪许多学者已上述分析表明， 经在一般意义上提到过

史诗的程式化文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语言学家梅耶。他指

出过荷马史诗总体上是由程式所组成的。在荷马史诗中随意抽

出一段诗行样本，其所包含的诗行或诗行的一些部分，都能在

同一文本的另一段中再次找到。有些诗行虽无重复，但也有程

式的特点。

但是到帕里为止，学者们还未充分说明荷马史诗中的“ 重

复“”、固定的名词属性形容词“”、史诗的陈词滥调“”、陈言俗

语”等现象。这些术语不是太模糊就是太限定了。这时需要用

一种精确的概念加以界定，米尔曼·帕里的研究满足了这种需

要。而口头程式的概念及其理论遂成为“ 帕里—洛德理论”的

核心内容。

帕里最初的兴趣是想证明荷马史诗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口头

创作的产物。其研究的指导思想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学术

范例，并积极汲取了１９世纪荷马问题、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成果。由此可见，关于程式的概念是有着深远的学术背景的。

程式，还有主题和故事模式，是口头理论所描述的口头创

作的结构单元。

１９２８年，帕里最早给程式下了一个定义：“ 程式是在相同的

步格条件下为表达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 自

此，程式在数十种不同的文学传统领域里被视为口头传统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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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子”。程式是传统诗歌的惯用语言，是多少代民间歌手流

传下来的遗产，对口头创作的诗人来说具有完美的实用价值，还

包含了巨大的美学力量。

帕里第一个精确地描绘了程式这种措辞成分的存在和形

态，并说明它的诗的建构功能，将传统的词语表达与口头演唱

中的创作连接起来。帕里１９２８年的博士论文《 荷马史诗中传统

的属性形容词》进一步完善其研究方法，以证明荷马史诗的传

统特色。他充分利用丁策尔、埃伦特的成就，透彻分析荷马史

诗文体的某一方面，由此上升到一种“ 创作方法”的一般理论。

帕里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２年对荷马史诗的研究表明，口头诗人

借助其所继承的全部诗歌用语的能力，使传统的创作成为可能，

而这种诗的用语不仅限于名词属性形容词程式，它还包括程式

系统。程式系统是指一连串的具有相同步格意义的词组，其内

涵和词语本身都非常相似，这使那些使用这些词组的人，不仅

把这些词组确认为一些单个的程式，而且把它们作为一种特定

的程式类型。换言之，程式系统是一组程式，它们组成了一种

可以替换的模式。

１９３０年以后帕里扩大了程式概念的有效范围，涉及荷马的

所有的诗歌用语。帕里对《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头 ２５行诗

的程式分析， 生动地说明了荷马是如何借助于程式和程式系

统去创作他的诗。他的这一研究在古希腊史诗语言研究中业已

成为典范。

随着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的田野工作的逐步展开，口头

程式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学术范畴。洛德阐明了南斯拉夫歌

手古斯莱，运用一种类似程式的习惯用语和灵活的程式系统，在

口头演唱过程中创作他的诗。洛德利用大量的资料，包括同一

歌手演唱许多部史诗，说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几乎每一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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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化的。

一、程式与口头传统诗歌

洛德的程式概念是与活形态的口头史诗的演唱生活紧密相

连的。洛德认识到以往的文本分析忽略了史诗文本产生的背景。

文本分析有必要考虑到具体的传统和独特的演唱过程。他试图

以此揭示程式化用语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它们之所以产生的原

因。洛德决定从歌手的角度，从传统内部来研究程式。

《 故事歌手》表明，洛德的程式研究是从口头诗歌经验的现

实开始的。他利用的是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洛德用专章描

述了歌手的训练和成长过程。歌手的起步阶段从聆听别人的演

唱开始。在此期间他不断感受、体验、熟悉了诗的节奏、音律，

并逐渐与传统融为一体。当代歌手并不关心故事与诗歌的完美

结合是如何实现、何时实现的，他们只是在实践中将答案自然

而然地继承下来了。对他们来说，叙事诗的事实是“ 与生俱

来”的。他们真实地感悟了前辈们的经验。在早期的学歌生涯

中，歌手从韵律、音乐中吸收了史诗传统的营养，在实际生活

中习得了词语的长度、诗的调式和诗行的停顿。

作为一位南斯拉夫歌手，他经过诗歌句法上的停顿而获得

了十音节的感觉，虽然他未必能回答出在这些句法上的停顿到

底有多少音节。同样地，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把握了重音节和非

重音节的分布，以及这些音节的微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由

重音、元音长度、富于乐感的诗行引起的。他从听歌中悟出了

这些限定的成分。他所认识的步格，从来都是与具体的词语表

达相联系的。在这里，韵律与思想是一体的。歌手在潜移默化

中形成了程式的观念。基本的步格模式、词的界限、曲调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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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融入他的意识里。传统在他身上得以延续。

从幼年起，未来的歌手已经开始逐渐体会到，叙事诗中的

词的顺序是与日常语言不同的。动词可能处在特别的位置，助

动词可能被删去了。由句法的平行式、头韵、半谐韵等诸多因

素的作用，词与词的顺序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总之，有关程

式的一些要素如韵律、句法、语音模式等已经在歌手的意识里

深深扎根。

关于口头传统史诗文体的研究，在洛德之前，人们还不能

区别“ 重复的词语”和“ 重复的场景”之间的区别，像鲍勒那

样的傲慢处理就属于这种方式。文本分析、统计学的方法，固

然是程式研究的起步工作，但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其中的

局限性是很大的：机械论和见物不见人，背离了民俗学文本的

社会文化背景，最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掩盖了“ 重复词语”的

能产性和生命力，没有回答口头创作何以产生了程式，如何产

生了程式。洛德从异文化中的“ 他者”出发，从歌手的角度，从

他们的口述实践的经验中，进行动态的观察。帕里对荷马史诗

和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类比研究，揭示了程式和以程式进行创

作的口头技法，完成了从“ 传统的荷马”到“ 口头的荷马”这

两次认识上的飞跃。但是，帕里的学术仍然带有浓重的古典主

义的色彩：严密的考据，缜密的逻辑推理，冷峻的分析，书卷

气。洛德更加关注表演的那一刻，他认为程式是在表演中产生

的，这一过程是自然习得和再创作的过程。洛德从传统和个人

两个视角研究程式。

１９２８年帕里的定义一直被学界引用：“ 程式是一组词汇，它

们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被经常使用，它们表达一种特定的核心

意义。”但是，人们从抽象的定义上很难把握这样的词汇，它们

的具体形态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被歌手所使用的？它们对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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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创作具有什么作用？歌手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些词汇的？在

这些问题上我们和歌手之间是有距离的。正如弗里举出的例证，

它说明文人和歌手对于词的理解是不同的。“ 当被要求说出一首

歌中的一个词时，歌手们从不复述字典中的某个单元或是印刷

品上的某个排印单元作为回答。南斯拉夫歌手把词看做是一个

表达的单元。这个单元在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中起到结构性的作

用。对歌手而言，最小的词便是整行诗，较大的词也同样是表

达的单元：它们或者是一通讲话（ 可长达若干行），或反复出现

的场景（ 武装一个英雄，旅行到一座城市，聚集起一支队伍

等），乃至整首故事诗。”

洛德的研究体现了田野工作的“ 参与观察”，深入到口头传

统的内部去观察事物。他注意到从文本研究口头诗歌语言，首

先要了解文本的背景，是否为同一个歌手？演唱的？口头背诵

的？搜集的背景。程式的实用性不言而喻，但是它不仅对听众

有用，而且对歌手更加有用。程式是“ 重复的词语”，这种重复

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同一个歌手演唱同一支歌，而且多个歌手

演唱同一个歌时也出现。因此，程式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记忆的

问题。程式包含了内容和形式，它是思想与吟诵的诗行相结合

的产物。以诗行来编织故事，对于歌手来说是与生俱来的答案，

对于研究者而言，音律是歌手必须征服的外在形式。

歌手对于程式有一个逐渐吸收和融会贯通的过程。一位歌

手，他有可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从步格和音乐中，从语言中吸

收了史诗的节奏。他会注意到短语的长度、部分的节拍和完全

的停顿。对南斯拉夫的歌手来说，他会获得十音节的感觉，这

些诗行伴随句法上的停顿，有音节、轻重音、元音长度等一系

列的限定成分，歌手对步格的了解与他对特定词语表达的了解

是一致的，与重复出现的意义的表述也是一致的。这时候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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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获得了程式的感觉。

当歌手把口头诗歌的语言和故事的演唱联系起来时，歌手

对于意义和表达这些意义的词语的组合方式有了一定的感觉。

口头诗歌是诉诸听觉的艺术。歌手在听歌的过程里业已获得了

诗歌语言的平行式、词序的平衡、对称、头韵、半谐音的敏锐

感觉。歌手会知道，诗行的构筑时刻与声学价值相互关联。下

面的诗行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Ｄｅ　 Ｓｅｄｉｍｏ，ｄａ　 ｓｅ　 ｖｅｓｅｌｉｍｏ，随遇而安吧，我们要快乐，

ＥｄａｂｉｎａｓｉＢｏｇｖｅｓｅｌｉｏ， 主啊 ， 给 我 们 幸福 吧 ，

Ｖｅｓｅｌｉｏ，Ｐａｒａｚｇｏｖｏｒｉｏ！给我们快乐，让我们欢欣！

由诗行可以看出词语连接的平行式，词序的平衡和对称。头

韵（ｄ，ｖ）、谐元音（ ｅ－Ｉ－ｏ）和句法的平行式。

程式是在表演中产生的。只有在表演中程式才存在，才会

有程式的清楚的界定。语音是语言的第一性的要素。口头诗歌

是听觉的艺术。歌手要边听边学边唱。听歌培养了歌手的节奏

感，他渐渐懂得乐器的限定和诗行的韵律，逐渐把注意力放到

诗行和词语上。歌手的词章会随着乐器的伴奏犹如泉水汩汩流

出，如果没有音乐歌手会感到迷茫。流动的诗行立刻变成断线

的珠子散乱起来。

常用的程式是歌手最先掌握的基本模式。最一般的意义像

姓名、行为、时间、地点构成最基本的程式。程式的外观表明

它有一定的长（度 音节的数量），在具体诗行中占据固定的位置，

Ｖｉｎｏ　　ｐ这些是与一定的韵律条件相互联系的。像下面的诗行： ｉｊｅ

Ｋｒａｌｊｅｖｉｃｕ　　Ｍａｒｋｏ，克拉耶维奇·马尔科在喝酒。人名克拉耶维

奇·马尔科占据了诗行的下半部分。Ｓｕｌｔａｎ　Ｓｅｌｉｍ，ｏｄ　Ｓｖｉｊｅｔａ

Ｓｕｎｃｅ，啊，苏丹·萨利姆，世界的光芒。这是用整行诗来指称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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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会养成一种习惯，学会在演唱中创作诗行。他要建立

各种各样的词语表达模式和语音模式；他还要做到曲调和步格

之间的协调。如南斯拉夫史诗歌是扬抑抑格五音部诗行，演唱

时重音与步格之间有一种张力，曲调与诗篇交相呼应。这正如

河北宝卷艺人在吟诵宝卷时要在十字句上加上“ 阿口”，曲牌的

调式规定了唱腔吐字。从语音录制的歌中，洛德发现旋律和节

奏的个性差异，比人们想象的要大。《 故事歌手》给出了带有音

乐记谱的唱段，将三个歌手的三个演唱文本进行对比，说明唱

腔、诗行与乐器演奏的对应关系。

和韵律模式关联紧密的是词界模式，这是指重音群的长度，

就是一个词，再加上前附词和后附词。上半行诗的常见模式是

２—２ 如，　１—３，　　４　节拍，：Ｖｉｎｏ　ｐｉｊｅ（　 ２—２），他 酒；喝 Ｐａ　ｇｏｖｏｒｉ

（ １—３）　，　　于　是　，他说；Ｋｒａｌｊｅｖｉｃ（ｕ ４），克拉耶维奇；ａ　ｖｏｄｉ　ｇａ

（ ２—４）（ １—３），他领着他；后半行诗常见的模式是ｊｕｒｉ　ｕｃｉｎｏ ，

Ｚａｍｅｔｎｕｓｅ　ｋａｖｇ（ｎ４—２），ｂｅｓｅｄｉ　ｓｅｒｄａ（ｒｕ３—３）。

句法模式促进了词界模式的形成。词语的各个部分依照一

定的顺序而出现，因此，这涉及意义的联系。在有一种文体中，

行为和事件交相铺排，这时连接词的作用很大。诗行开头的程

式常常是以连接词开始的。

后半行诗不仅在句法上受制于前半行诗，而且，在某种程

度上受诗行开头的语音模式的影响。在这样一些诗行里，头韵

显得很重要，Ｋａｚａｓｅ　ｇａ　ｕ　ｇｒａｄｕ　ｋａｊｎｉｄ“ｕ，他们给他指明了凯尼

达城”，这里ｋ—ｇ头韵是按照交叉配韵的顺序安排的，即ｋ—

ｇ—ｇ—ｋ。诗行中间有ａ—ｕ—ａ—ｕ半谐音的影响，这使得歌手

宁愿选择ｕ　ｇｒａｄｕ　ｋａｊｎｉｄｕ而非ｕ　ｋａｊｎｉｄｕ　ｇｒａｄｕ。

交叉配韵（ Ｃｈｉａｄｓｍｕｓ）指各成分以颠倒的顺序重复出现的

结构。即Ａ　Ｂ ＢＡ 式结构。重复语言成分常常为特定的一些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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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由一定句法框架如平行式将这些词语统辖起来。交叉配韵

法可见于任何一个层次的文本中，也可以同时表现在多层次的

文本中，如语音（的 语音模式），词的形态（学 词的重复），句法

的（ 词组或短语结构），语义学或主题学的。

歌手对部分的或全部的形式已经有了感觉，即使在单一的

诗行之内也有了这种感觉。当歌手开始演唱时，他早年所吸收

的语音模式，以及他的感觉都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歌手可以根

据某个模式，采用类比的方法进行程式的再创作。程式和细胞

一样有再生的能力。将新词放入旧有的模式里，新的程式就诞

生了。一个活态的口头传统，完全可以吸收新的时代的内容。

洛德沿用了帕里对荷马史诗文本抽样分析的范例，他从帕

里特藏《 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英雄歌》第二卷，选取了《 巴格

— ８０３行诗。这是歌手乌达之歌》中的第７８９ 戈利亚宁１９３４年

为录音而演唱的歌。洛德在选取的５行诗中，划出４、６、 １０音

节的词语，这些词语在同一个歌手的１２０００行诗中不止重复一

次。洛德分析的结果，２５％为整行诗的程式，５０％为半行诗的

程式，其余诗行都符合程式化的模式。这些模式主要指节奏、句

法上的基本模式。从骑马这一个核心意义，我们看到程式最终

是表达主题的手段，歌手的程式积累与他熟悉的一系列的主题

直接相关。从个人到方言、词汇、语言学、社会、政治、历史

的各个方面，都反映在主题材料和程式之中。程式的宝库给传

统的歌赋予了同质性。总之，程式系统是一种语法框架下的语

言替换规律；从构成故事的角度看，是围绕核心意义而出现的

一组程式群；程式系统显示了程式与主题的密切关系，说明形

式与内容实际上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歌手在构筑诗行时，他一旦解决了一个特定的问题，那么，

他还会寻找到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吗？换言之，他是否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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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步格上相等，表达同样的核心意义呢？帕里说明了荷马

在这方面是何等俭约的。俭约的规律说明一个歌手在他创作某

一特定诗行的情形。歌手选用这个词而不是那个词，要考虑到

它的意义、长度、韵律、语音、语音模式、前后诗行的影响、习

惯和思维状态等。所谓俭约，它是这样一个判断，如果考虑到

声学背景时，就难以找到可以彼此替换的词，即使这些词的核

心意义、步格音值相同，替换也不恰当。洛德注重歌手的表演

的那一刻，发现了口头诗歌高度发达的技法。俭约来自某一个

歌手，荷马的俭约在南斯拉夫的歌手中有类比性。

洛德曾经选取２４００行南斯拉夫史诗，进行统计学的程式分

析，他得出以下数据：有 ４４．５％的诗行不是跨 ４０．６％行接句，

属于不规则的跨行接句（ 即意思在诗行结尾完结，但句子仍在

继续），只 １４．９％表明必须的跨行接句。南斯拉夫史诗中，有有

一个数量最大的例外情况，它涉及一个前置的从句，或者一个

包含呼格位置的名词加上修饰语的一行诗句。即使在这样一些

例外情形中，一种意义，即使它不是主要的意义，也会在诗行

结束时被表达出来。这种缺乏必须的跨行接句的情形，是口头

创作的特点，是检测诗的口头性的简单的试金石。米尔曼·帕

里称之“为 添加文体（”ａｄｄ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这个术语是恰当的。

上述事实表明，程式属于传统，是共同积累的结果。程式

是表达主题的手段，歌手的程式积累是其主题积累的一部分，二

者密不可分。个人、地域、方言、词汇、语言学的、社会政治

历史的不同特点，这些都会反映在程式和主题里。不同的歌手，

其程式积累不同，同一歌手的程式化表达方式也是变化的。所

有的歌手都在利用传统的资料，但各有各的用法，传统不是一

个模式。

关于程式，洛德采用了帕里的概念。但洛德的表述更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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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程式是一种口头诗歌的语言，强调形式的节奏和步格功能。

他提出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程式概念，它强调一种能动的、多样

式的可以替换的词语模式。此外，与程式相关联的句法上的平

行式和语音模式等，这些要素是以程式为基础的，在口头史诗

传统中，程式几乎无处不在，程式的主题，程式的故事形式和

故事线，程式的动作和场景，程式的诗法和句法等。在诗里一

切都是程式化的；程式是口头史诗所具有的突出本质。

在口头史诗的表演中的创作这一过程中，程式用于构筑诗

行，常常遵循一种韵律—语法上的规则，主题则引导歌手快速

创作过程的思考，去建构更大的结构。程式可比之于同词素的

异形词：它们是流动易变的，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与

具体情形相联系，并受其约束。因此，程式化诗歌语言，它不

仅要表达核心意义，而且它是具有语法和步格音值的词语模式，

一种语法韵律单元。由主题导引，由语法韵律单元即程式化措

辞方式的调控，口头诗人以传统的固定词语为手段进行创作。

二、程式与比较口头诗学

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共时性分析表明，创作和表演是同

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口头诗歌的创作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

演的形式来完成的。为研究演唱中的诗歌，田野工作需要这样

的共时性的分析，目的在于描述传统的实际系统，如程式、程

式系统、主题等叙事单元，正是在共时分析中发现的。但是，当

研究进入传统深层的组织原则时，即文化的持续性现实时，历

时分析也是很需要的。语言学重建的方法可以解释现存传统中

的语言的诸多方面。否则，这些方面是不清楚的。历时与共时

的分析可以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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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是一种固定的词语模式，它受传统的口头诗歌的主题

支配。程式之于形式，等同于主题之于内容的关系。这一规定

所假定的前提条件是形式与内容在概念上是重合的。有的欧洲

古典学者认为，荷马的诗歌表达往往是出于形式上的考虑，即

这种表达是由程式和步格决定的。纳吉指出，这无疑是误解了

口头诗学中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历时地看， ——就是这里内容

所说的主题 ——决定了形式；虽然形式在共时性上影响了内容。

程式是由诗人创作中的传统的主题来调节的。

多年来口头程式理论对程式及其传统特点的解释，主要依

赖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原则。而格雷戈里·纳吉运用印欧语历

史比较的方法，探索隐含在荷马史诗表层结构深处的进化的、历

时的深刻含义。纳吉１９７４年出版的《 希腊和印度诗歌步格的比

Ｃｏｍｐ 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较研究》（ ｉｎ　Ｇｒｅｋ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ｒ ｃａ 　　Ｍｅｔｅｒ） 标

志着口头程式历时性研究的新趋势。纳吉认为程式产生了步格，

而不是相反。首先，传统的词语表达隐含了固定的步格。后来，

传统的要素导致了，宁要一些步格的词组，而不要另一些步格

的词组。再后来，被选用的步格具有它们自己的活力，从而成

为正在产生的，非传统的词语表达的调节器。步格凭借自身力

量成为一种可行的结构。可以独立地形成传统的词语表达方式。

如果这些措辞要素不再与步格相匹配的话，就会有新的步格出

现，这时，传统的词语表达将逐渐趋于死亡。然而步格的形成，

最初是由传统的词语表达方式即程式决定的。因此，纳吉认为

程式与步格的关系是一种逐渐的转换或优势的调整。

从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至今，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领域迅速扩

大，从古希腊语、古英语、古法语、中古德语、西班牙语、阿

拉伯语、非洲诸语言，一直延伸到世界一百多种古代、中世纪、

现代不同的语言传统。随着学科的形成，口头理论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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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在各种不同传统、体裁方式和文本的实际研究中受到不

断挑战、修正和发展。

关于程式的实用价值和美学意义的争论，曾经是口头理论

面对的主要障碍。帕里的口头 ２０世纪程式概念，早在 ３０年代

即受到古希腊研究界的关注。乔治·卡尔霍恩（ ＧｅｏｒｇｅＭ．

Ｃａｌｈｏｕｎ）的文章《 荷马的程式艺术》（“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ｎ

：３０：Ｈｏｍ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２１５—２２７） 在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初最早全面介绍过口头程式理论。后来在关于荷马史诗程

式化文体和步格的实用性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与帕里产生分歧。

他认为荷马史诗程式的使用是出于美学的设计和上下文的考

虑，而不是步格上的便利。自此，关于程式的实用价值和美学

意义之争开始了，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是应该把荷马史诗当

成书面诗歌来读呢，还是试图在阅读中得到适合于口头诗歌风

６０年代中后期，在古希腊研究领域，围绕程格的感觉。 式及其

概念问题出现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基于荷马史诗语言总结

出的程式概念，过于机械和限定，因此，约瑟夫·拉索（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Ｒｕｓｓｏ） 在《 荷马史诗中的结构程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ｎ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Ｖｅｒ 　ｓｅ＂，Ｙａ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０：２１９—

２４０）中，提出新的程式概念，这种程式在形态上基本是步格的、

符号的而非词语的。这种超语言的程式概念，排除了程式作为

区别口头和书面文本之间差异的试金石 一些学者的作用。

力图为“ 他们的荷马”争得史诗文体的美学意义，另一些人则

强调荷马程式化词语的实用性。实际上这次争论的核心是很古

老的关于荷马史诗独创性与传统性的问题。

基于程式的不变性原则，揭示荷马史诗的美学精神，是亚

当·帕里等人的著作的特点。他们认为荷马的诗是程式的，也

是有意识地精巧制作的。口头程式概念的意义在于，我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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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理解荷马史诗的艺术性。

古典学的学者对口头传统史诗文本的美学意义，具有浓厚

兴 （ Ｊ．Ｍ．Ｆｏｌｅｙ）和许多学者从 年趣，这是显而易见的。弗里 ８０

代开始已经认识到，程式和主题结构没有必要排除语言艺术的

可能性。弗里说，口头或口头派生的文本，它们当然不会像高

·雅的书面文学作品，如约翰 弥尔顿《 失乐园》或詹姆士·乔

伊斯《 尤利西斯》，不会像这些作品那样，具有相同的美学意义，

它们不应具有这种美学意义。口头理论能充分实现那个目标吗？

该理论已经用程式、主题、故事模式去描绘了这些作品，我们

现在所需要的是，在具体的作品和传统中，找出这些叙事单元

的美学意义。

关于程式与口头性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程式化程度越高，

作品便越具有口头性。如果人们理解了程式是传统口头诗歌表

述系统的建构材料的话，便没有理由对洛德的程式是完全弥漫

在口头诗歌中的观点产生怀疑。程式是传统诗歌口头性的试金

石。当然程式结构和口头性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绝对。“ 所有的

程式化的诗歌皆为口头的”在逻辑上不能推出“ 所有的口头诗

歌皆为程式的”结论。为更好地说明程式与口头性的关系，有

人提出“ 程式密度”的术语，指的是程式化诗行在整部作品全

部诗行中所占比率 　。约瑟夫·达根（ Ｊｏ ）在ｓ　ｅｐｈ　Ｊ．Ｄｕｇｇａｎ

《 〈罗兰之歌〉的程式文体和诗 　歌技巧（》Ｔｈｅ ：　　Ｓｏｎｇ　　ｏｆ　Ｒｏｌ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　　Ｃｒａｆｔ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将《１９７３年，伯克利）中 罗兰之歌》置于其他十三部诗歌

作品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得出程式密度和口头性关系的结论：如

果一部古法语叙事诗直接重复率不到 ２０％，那么它可能起源于

书面创作，当程式密度超过 ２０％，那么便有很强的迹象表明它

是口头创作《。 罗兰之歌》超过３５％，很容易以上述标准而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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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口头诗歌。瓦尔特·翁（ ＷＪ　．Ｊ．　Ｏｎｇ）的《 词的风采：文化

和宗教史序论（》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ｏｍｅ　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耶鲁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

版，纽黑文），则以口头现象学的哲学高度，阐释了史诗程式化

结构与口述心理结构之间的联系：“ 口头演唱的程式特点对有关

套语学说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从口头／听觉的时代直到浪漫主

义时代，口头演唱一直受到套语学说的支配。套语是程式化的
［１４］表达方式，它起源于口头实践和不朽的口头心理结构。”

程式概念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它总是与具体的传统、

体裁和文本相联系的。由于传统之不同，语言的特点、步格及

其他韵律学的要求各不相同，这必然导致人们对程式的不同理

解。唐纳德·弗赖依（ ＤｏｎａｌｄＫ　． Ｆｒｙ，　Ｊｒ．）在６０年代的著作

《 古英语文学的程式及 》（Ｏｌ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ａｎｄ程式系统

Ｓｙｓｔｅｍｓ）中，对传统的特殊用语展开系列研究。他并未采用帕

里的定义，而是取用一种一般性的灵活的程式模式，这些模式

依照古英语半行诗的诗体学的策略而建立起来，伴随着词语、韵

律、句法学的三维空间，因此，他的程式系统是一组半行诗，其

形式上通常是由彼此相似的两个成分松散地联结起来的，其中

一个是可变的词，或一个组合的成分，伴随着非常重音成分大

致相同的分布。而单个程式则是一组词，以半行为长度，说明

它是程式系统的直接产物。另外，对程式的研究应从口头歌诗

入手，但不必停留在那里。程式分析应考虑到口头的、源于口

头或模仿口头的文本，以及书面文本，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

之间做出区别，这种区别必然反映在程式化的文体风格上。

程式，作为口头诗人的主要创作技法，深刻影响了口头传

统诗歌的诗的结构和诗学，它反映了史诗文体结构背后的口述

世界的叙事现实，以及口述的心理结构。程式概念和关于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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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题进行创作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即兴创作、记忆、

演唱背景的研究，是口头诗学的主要内容。因此，那种把程式

概念仅仅理解为口头诗歌文体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是对程式概

念的误解。如果脱离了口头史诗传统的表演、创作、流布，脱

离了歌手、听众、文本的互动关系，那么，程式便只能是一个

标签，口头传统也便是一句缺乏感觉的空话。

程式和主题这一对概念，它们反映了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

内容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到底如何呢？形式和内容是客观

的存在，也是口头诗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形式是永恒的吗？虽

然，有人不愿陷入这样的思辨当中，但是，他们看待事物的方

式涉及了这样一些问题。这里以主题和程式为例，说明传统的

（ｔｈｅｍ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主题 ）是口头诗歌的基本内容单元。

程（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是一种固定的词语，它受传统口头诗歌的主题

之支配。程式之于形式等同于主题之于内容的关系。这一规定

所假定的前提条件是形式与内容在概念上是重合的。

程式和步格的关系很复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步格决定程

式。这种推论起源于对帕里的程式概念的误解：“ 在相同的步格

条件下为表达一定的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纳吉已经论

述过程式和步格的相互关系，即程式决定了步格的形态，这是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的。步格和程式的关系呈现出历时和共时这

两个侧面。那些被称为程式的现成的词语是由创作的主题来决

定的，这些主题在步格框架这一语境下经过长期的磨合，于是，

就出现了史诗表达上的俭约的特点。口头诗歌的词语的稳定性

主要取决于传统的主题的要素，而不是步格。因此，纳吉的程

式概念否认了步格的决定力量：程式是固定的词语，它是由传

统口头诗歌的主题支配的。从历时角度看程式产生了步格，而
［１５］相是 反。不 对帕里关于程式与步格关系的误解，往往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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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帕里的一些表述的误解：诗人在创作中仅仅是根据需要，

把他常听到常使用的词语放在一起，这些词语按照固定的思想

模式自行组织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句子或诗行。

程式并非仅仅是诗人按照他的步格要求自由选择的词语，

因为程式是由诗人创作中的传统的主题来调节的。人们很容易

觉得程式具有独立于主题的生命，觉得程式仅仅是一堆词语，它

重复使用仅仅是为填补步格的需要。口头诗人可以从共同的程

式库里选择他所需要的程式，可以选择稍微不同的词语来填补

他的步格。好像程式仅仅是重复的词语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

式顺应了步格的要求。芬尼根驳斥帕里和洛德的口头诗歌：“ 把

一些重复出现的词、声音或意义称之为程式，真的有助于我们

理解这种文 与帕里和洛德相反，这一说体或创作过程吗？”

法过高地估计了传统的形式，而过低估计了传统的内容。

）的原经济或曰俭省（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ｒｉｆｔ 则，表面上看，好像

也在说明步格音值对诗人的词语选择有决定的作用。帕里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说过：荷马的语言是一种自由的词语表达方式，它

们具有相同的步格音值，表达同一种意义，可以彼此替换。这

种俭省的规律只有在表演的层面上才能观察到。这个简约的规

律只适用于荷马史诗表示英雄的名词属性形容词程式；而且，这

也是传统的主题与步格长期磨合的结果。经济的规律只使用于

单个歌手的具体的表演中。经济的或俭省原则是一种倾向，而

不是一种持续的现象。

用“ 即兴创作”这个字眼来谈口头诗歌的人很多。这一术语

ａ很容易被误解的。米勒（ Ｄ．Ｇｒｙ　Ｍｉｌｌｅｒ）的著作表现了对这种

术语的最有益的处理。同样有价值的是他对下例三种关于“ 即

兴创作的口头诗人”的假想所做的驳斥：一、“ 口头诗人的创作

并无什么计划”；二、“ 口头诗歌中以‘松散’和结构上的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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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三、“ 口头诗人在开始时并不能看到整个史诗的
［１７］

”。 米勒情节顺序 指出了一些伪命题，如所谓的“ 即兴一创编

与记忆—创编”，这些讨论一方面误解了洛德的学说；另一方面

对语言和语言学的即兴概念一无所知。口头诗歌是即兴的，这

只是部分地正确。其实，最优秀的歌手是那些拥有不少预制的

演唱部件的歌手。口头创作的基础不是即兴能力，诗人必须掌

握口头传统的语言，掌握足够的传统的场景、故事模式，使他

能够把故事连缀到一起。口头诗人当然也不排除小心地复述

（ ｒｅｈｅａｒｓａｌ）他们的歌。如洛德描述的南斯拉夫歌手，他在牧羊

的时候复述前天学会的歌；有的歌手可以在七年后复述同一个

歌；而且歌的形态很稳定。从历时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并不奇

怪。歌的稳定性程度与口头传统的发展阶段有关。相对稳定的

阶段，歌的文本更加趋于固定。但这也不是说记忆是口头创作

的先决条件。只有书面文人才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总是要求有

助于固定的文本或者记忆。固定文本的出现是与文字的出现相

联系的，只有文字才能够把口头文本记录下来，形成定本。一

个口头歌手可能比书面作家拥有更好的记忆力，但是，他不必

记忆他所表演的文本，他可能要记忆大量的传统的词语、诗行、

诗段、典型场景、故事模式，但他不用记忆他所表演的文本。程

式并非有助于记忆的发明，而是恰恰相反。程式属于口头创作，

不是记忆的手段。程式是一些可以记忆的词语，但是，它们并

不是像人们记忆电话号码那样被记忆下来。

三《、诗经》中的套语问题

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对诗歌的控制，采风观俗即是一例。

人们反复引用的是《 礼记 王制》· 上的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0

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由此可以看出，就

诗歌而言，实用性高于审美，内容重于形式，许多人因此认为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其实，中国较早即有对诗歌形式的论及，如

《 尚书·舜典》提到的“ 诗”与“ 歌”的关系：“ 诗言志、歌永

言；声衣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神人以和。”胡朴安

《 诗经学》里曾经指出，郑玄作为经学家，把诗与歌的传统割裂

开来，而将诗与礼扯到一起。《 诗大序》的确提到诗歌的道德作

用，但是，它是将诗与乐而不是礼相联系。《 周礼》提出“ 六

诗”与音乐技巧有关联，风、雅、颂区别了不同的音乐技巧，也

就是诗歌的韵律；赋、比、兴强调了三种修辞方法。

对《 诗经》主题意义的强调始于儒家学派，在这之前，治

诗的人并未忽略音乐的作用。战国时代起儒家学者逐渐淡化了

形式美的意义，而强化了道的含义。诗的实用性是兴、观、群、

怨，是知识的取得。由“ 诗无邪”可见，孔夫子看到了诗从音

乐到道德的功能上的转变。汉儒对诗的主题很重视，他们只是

从讽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赋、比、兴。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 诗

经》的故、训、传、说、疏、解，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其中

鲜有论及《 诗经》艺术形式的；明代诗经学或有言及《 诗经》的

文学性，但每为经学界所不容。明代钟惺、谭元春、凌蒙初等

治诗，曾就选调、造语等方面言三百篇的艺术成就。《 四库全

书》对这些著作一概不收，且于《 存目》中标列其名而挞伐

之。 姚际恒《 读诗四论》，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以及王

引之、王念孙等都涉及《 诗经》的形式问题。近代以来王国维、

吉川幸次郎、闻一多、方玉润、顾颉刚、钟敬文、傅斯年、朱

东润、陈世骧，他们也都谈到《 诗经》的套语问题。但以往的学

者都没有超越赋、比、兴之局限，来分析处于韵脚位置的可变

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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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７０年代，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 Ｃ． ｇ）研究了Ｈ．Ｗａｎ

《 诗经》的套语，他把程式概念当做诗经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来

研究，认为形式就是完成的内容，分析形式即触及核心内容。显

然，他面临的挑战很大。他和洛德在研究的对象上有着语言传

统、诗歌特点、韵律学模式、体裁样式、文本类型等诸多的不

同。《 诗经》是抒情短诗，现存的《 诗经》文本是文人加工的、

规范化的写定本，它不是以表演为先决条件的。洛德对程式的

研究由口传史诗文本入手，研究故事歌手在表演中的创作。当

然．后来其他学者的研究并未停留在活态口头传统之内。人们

也发现，与洛德原来的结论不同，在口头和书面文学之间有一

个过渡性的阶段。有一些文本来自口头传统，但并不属于表演

中的创作的文 ·本。如拜占庭史诗《 迪杰尼斯 阿克利塔斯》，有

五种希腊语韵文写本，这些写本分 １４— １７别产生 世纪。这些于

写本的故事基本相同，但讲述时却有明显的歧异。这些写本接

近口述文本，仍然留有口头创作的痕迹。中古英语文学研究也

证明了有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这正如我国《 诗经》产生于口头

和书面文学的过渡时代一样。研究还表明书面诗人也可以写程

式化的诗行。如《 熙德之歌》和《 琴涅武夫》的统一性，证明

它们为单个作家所作，其创作继承了口头传统。掌握传统程式

语言的人具有与书面诗人同样的自由。有一类作品是书面诗人

模仿传统风格来创作的作品。还有一个问题，并非所有的程式

化的诗歌都是口头诗歌。有学者对古法语史诗《 武勋之歌》、

《 罗兰之歌》《、 熙德之歌》的比较研究，以 ２０％的程式密度为口

头性的最低点，但《 武勋之歌》与塞语作家模仿口头风格创作

的史诗做比较，后者更有程式化特点。可见程式密度并非口头

性的真正标准，口头理论提出的口头与书面的二元划分过于简

单化。就文本而言，至少应该区别口头的、模仿口头的、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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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文本。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一种

过渡的文本，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研究《 诗经》这样的书面

文本，探求其口头传统特质。另外，对于口头理论的核心概念

程式的界定，受到不同传统的挑战。人们要从语词、韵律、句

法学这三维空间来考虑程式问题。而《 诗经》的程式化表达适

应了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特点，这时的程式主要表现为一种语

义学的单元，是三个音节以上的重复的语词。程式概念要随着

语言特点而变化，因为语言特点决定了声学的模式。王认识到

步格分析不适宜于中国的古诗。诗经的诗行并非仅仅要适应特

定的韵律模式，而是语义，因此，跨行接句就很少。语义学比

步格分析（ 音步划分）更加重要。单音独字是汉语的一个特色。

四言诗指的是四个音节的诗。《 诗经》诗行的长度富于变化，从

单音独字到７个音节不等。就《 诗经》句法而言，语助词很重

要，诗中多以感叹词完成韵律的要求。鉴于以上的情况，王靖

献提出了《 诗经》的程式概念：在某一诗中或其他诗中不断重

复的、以三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在相同的韵律条件下去表达核

心意义的语义学单元。具体来讲，《 诗经》的程式包括一些重复

的诗行，如某一诗行在不同诗篇中重复出现，诗行在一篇之内

重复出现，有一些诗行在语义学的感觉上是重复的。在诗行中

处于同一位置的词也属于一个程式，这对《 诗经》研究极为重

要。《 诗经》里还有一些诗行，它们可以叫做程式系统：它们为

一组在语义上、韵律上松散地连接起来的诗行，这些诗行在形

式上有相近的组成模式，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不变的词

组，另一部分为可变的词的组合，以完成韵律上的模式。

洛德曾经把以程式模式建立起来的一行或半行诗叫做程式

化的表达。洛德常指的是韵律学和句法学上的模式，而非语义

学上的模式。他强调声学价值，也包括程式系统，或一连串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3

程式。这是指经常出现的程式化的诗行群，这是口述文体的标

志。按照特定的声学模式，运用类比的方法来创造诗歌语言，这

是口头诗人的技法。《 诗经 出车》有一组· 组反复出现的词语，

类比句式，排比对称“：未见⋯⋯既见“”，昔我⋯⋯今我⋯⋯”。

《 七月》《、 采蘩》《、 出车》，出现了以采蘩主题为中心的一连串

的程式《。 出车》里的一组程式，它们同样也出现在《 采蘩》里：

“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

西戎。”这几句诗行体现了《 诗经》语言的程式化的流动性、易

变性特点。《 诗经》共有１５３１个程式化的诗行，占全部７２８４个

诗行的 １０２１％。《 诗经》各部分程式的比率为：国风 ．８％，小

雅 １１．６％， ％，鲁颂１１．９％ ， 商 颂大雅６．８％，周颂２．０７

１．３％。 分析《 诗经》的程式句法意义何在？也许，这可以说

明研究者是如何看待古代经典的。

为了认识《 诗经》文本的类型，有必要分析中国古代的文

字使用情况。中国夏代已经有了文字，商朝已有成熟的甲骨文。

甲骨文有４５００个单字，内容主要是占卜记录，又称卜辞，尚未

用到文学创作上。此时中国文字已达成熟阶段。商周二代的年

代 —分别为１７６６一１１２２及１１２２ ２２１ＢＣ。商周二代自然都是有文

字记录的文明时代、青铜时代，春秋末始有铁器。商周二代的

“ 文字记录”大都为简册。占卜用的甲骨文，铜器铸有文字，多

为颂圣纪功记录赏赐的词句，我们所知的商周神话，绝大多数

来自纸上的史料 ——这些史料在商周时代为口传及手缮，而传

到后代为后人书之于纸或刊于梓。商代的宗教、神话靠卜辞来

做第一手资料，西周的史料零碎不可靠，只有金文。《 尚书》为

西周之作，训、诰、誓、命主要记武、成、周、召。《 周易》主

要为卦辞、爻辞，殷末与西周产生．但《 易》本筮书。卜辞及

铜器铭文之中或可略见社会一鳞半爪。先秦时代的书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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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刻在竹简上，直到西汉初期仍然竹简和帛书并用。这时的文

字还不可能用于文学创作上。这方面可以比较希腊早期的诗体

铭文。铭文证明了当时用文字记录诗歌语言的事实，但并不能

说这些诗歌是书面创作的，因为这些诗的文体并非是书面文体，

而是口头的。此时，文字是用于记录的，而尚未用于创作：这

些可以由口述特性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来检验。希腊最早的字母

体文字铭文是一种演说行为，形象化的表演，并不属于抄本，抄

本是以写的方式进行创作的文本。在公元前５５０年后，希腊书

面文字才运用到对于口头创作的记录上，即把书写用作抄录创

作和控制 ５５０年 为一定的演唱环境的目的。公元前８世纪到前

诗歌的铭文时代，此时的铭文是与表演并行的，此时的诗歌铭

文并非表演的抄本。 东周尤其战国时代资料多：《 诸子》、

《 诗》《、 书》《、 春秋三传》《、 国语》《、 楚辞》“。东周以后文字与

知识普及，文明版图扩张，因此下层阶级与民间之神话以及若

干曰夷之神话到了东周时代为中土载籍所收，其中包括不少前

此已经流传的故事。” 文字的使用到了东周普遍化，不复为

王侯公族所专用，较小的氏族抬头，将其族源神话付诸记录。东

周时代是中国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上大变革的时代；中国

的文明同时在幅度上与深度上扩张，知识与技术普遍化甚至商

业化。此时，士大夫与平民之间都产生了世界观上的觉醒。《 诗

经》产生的时代文字尚未发达起来，记录上尚有许多脱漏。省

借、通假，一字数义，数字一义，这说明文字不够用。先秦西

周时代，是汉语词汇由单音词为主向以双音词为主开始过渡的

重要发展阶段，有些经过精心提炼的词组，这些固定词组传承

下来，成为习用的成语。

《 诗经》３０５篇陆续产生于公元前１１世纪到公元前６世纪

之间，且其地域东至于海，西至于秦，南至于江、汉，北及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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貊。《 诗经》是产生于周代而且集辑于周代的诗歌总集。《 诗

·经》成编殆在《 陈风 株林》之作至吴公子札在鲁观周乐之间。

即春秋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 公元前 年一公元前５４４５９９

年）这五十五年之间。《 诗经》不少诗篇产生于西周，约自公元

１１世纪至公元前８世纪。《 诗经》３０５篇经前 数百年，不知多少

人陆续创作，采选、加工、集辑，至春秋中叶以后成编。其成

编以前，这３０５篇及若干“ 逸诗”已于较长时间在社会上层广

泛传授。

《 诗经》是第一部用汉语记录的诗歌文本《。 雅》《、 颂》为

士大夫的创作，他们用的是雅言。《 国风》为各地区作品，有地

方民歌，但经过记录、编订时的整理、加工。十五国风语言、章

句的统一和音韵的一致，证明进行了语言规范化处理，是用雅

言写定的诗篇。春秋时《 诗经》当做文学和语言课本。文学语

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语言。它促进书面语言的统一。它们

用先秦通行的篆书书写，发展为战国以后形成的文言文。

一般认为三代以前的作品都是有韵的。这与中国古代的声

教传统有关。中国古代有瞽矇传经的记载。瞽矇文化与中国诗

之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 诗经·周颂·有瞽》便是一例。《 有

瞽》毛传“：瞽，乐官也。”郑笺“：瞽，矇也，以为乐官者，目

无所见，于音声审也。”瞽的职业主要从事乐器演奏，唱歌、诵

诗（ ·《 礼记 春官》）。盲官记诵制度下的瞽矇，他们依靠便于

记诵的言辞，这是储存记忆的手段，这些都与后来有文字时不

同。瞽矇诵诗传经的传统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在这样的时代

里，族群中的祭司掌管文化大权。瞽矇献诗，训诂学之声训传

统，重声音而轻内容的原始诗歌，这些都说明声教与中国文学

传统的历史联系。“ 瞽矇作为声教（ 语出《 尚书·禹贡》）的创

始人，以有韵的或合乐的歌诗传播礼乐教化，自殷之瞽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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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乐府，一干多年间不绝如缕。”

刘师培认为前文字阶段的韵语文学对于中国文学体裁发生

发展有很大影响，提出中国词章之体源于“ 声教”的观点。上

古诗歌语音形式：用语简朴而音律繁复，如双声、叠韵、重言

等见于《 诗经》的音声特色，此与盲艺人的听觉美感相对应，为

后世文学修辞技巧在语言方面的讲究开辟了道路。韵在中国发

生最早。韵的起源必须在原始诗歌里去找。如祈祷文、咒语、神

歌等仪式歌，以及语言本身的韵律。音律的重要程度在诗歌发

展史上也有反映。诗有音无义的情形出现于原始歌谣里，这是

不奇怪的，因为它未与音乐分开。诗以义就音表明，此时诗歌

以音乐为主语言为辅。如《 诗经》《， 诗经》韵式有数十种之多，

江永《 古韵标准》就指出连句韵、间句韵、一间一韵、一章易

诗经的用韵非韵、隔韵、三句见韵、四句见韵⋯⋯ 常丰富，

包括了脚韵、通韵、双声、叠韵、隔行斜行等等不一而足。《 诗

经》韵式多样，韵密，如韵脚和富韵，偶句韵，首字入韵的偶

句韵，句句韵，一韵和多韵，换韵，交韵。 不仅要押韵，还

应讲究节奏和声调。《 诗经》以四言为主，每句四个音节，由两

个音步组成，每一个音步是一个双音节构成的单顿。当然还有

五言句，六言句，七言句。《 诗经》韵律没有平仄规则（ 只问韵

母不问平仄）。陈第《 毛诗古音考》曰：“《 毛诗》之韵，动于

天机，不费雕刻，难于后世同日论矣。”诗重义轻音则表明个人

创作时代。如汉魏以后的文学自觉。诗重文学本身的音是齐梁

声律追求的原因。

刘师培《 论文杂记》中说：“ 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

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

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谐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

诵，无能增改。”他又说“：三代文词，句简而语文“。”盖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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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重，学术授受，咸凭口耳，非语文名简，则记忆良难。”这里

谈到的语言现象，显然是人工化的古代语言，它凝练、富于修

饰和韵律美。这种语言和文字相结合，形成中国书面语言凝练、

典重的特点。从文字与语言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文学语言的发

展规律。春秋之前为诗歌和音乐的时代，语言和文字比较接近，

语文合一；两汉以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渐渐分离。魏晋以后

则是从文字里提炼诗歌韵律的时代了。可见，中国的书面语和

头语言自古即有分离。中国地方大、方言杂，口 所以周代就已

经利用史官的组织，形成一种比较统一的超方言的书面语和文

字。文言语体以“ 书斋代码”的特殊约定构成，具有文化传承

的作用，是一个悬置于各种方言区域言说之上的语篇世界。郭

绍虞也曾经论及类似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就只有文字型

的文学与古雅言化的文学；此外，又限制了口语文学的发展，尤

其限制了方言文学的存在。

朱光潜指出，诗歌虽然独立了，在形式方面，仍保存若干

与音乐、舞蹈未分家时的痕迹。最重要的是章句的整齐，一般

人所谓“ 步格”。诗歌要牵就乐、舞的节奏，固定的形式便于大

家表演上的一致，因此有固定的音律。文法与音律可以说都是

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与征服，在混乱中所造成的条理。它们起

初都是学成的习惯，在能手的运用之下，习惯就变成了自然。诗

人作诗对于音律，就如学外国文者对于文法一样，都是取现成

纪律加以学习揣摩，久而久之，驾轻就熟。一切艺术的学习都须

经过征服媒介的困难的阶段，“ 从心所欲，不逾矩”。诗的音律

在各国都有几个固定的模型，如中国诗律之变迁由四言而五言，

由五言而七言，由诗而赋而词而弹词。

韵律是声调、音韵、音节的规律性的结合，产生和谐动听

的音响。押韵是中国诗词韵律的主要表现形式。韵在中文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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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特别的重要？因为韵是去而复返、奇偶相借、前后呼应的。

韵在一篇声音平直的文章里生出节奏，犹如京戏、鼓书的鼓板

在固定的时间段落中敲打，点明板点，加强歌的节奏。中国诗

的节奏有赖于韵。朱光潜认为，中文诗每顿通常两个字音，相

当于英诗的“ 音步”。中诗的顿绝对不能先扬后抑，必须先抑后

扬，而这种抑扬是同时在长短、高低、轻重三方面见出。中国

诗的节奏第一在顿的抑扬上看出。四声平仄相间还在其次。他

还讨论了汉诗的顿与句法问题。说明读、句、顿各自的含义。读：

义的停顿，这样把一个于义不能分开的句子拆为两部分，使声

音能成有规律的段落。句：含一完成的意义。顿：音的停顿，声

音段落。西文诗单位是行，每行不必为一句，也可以四行为一

句，节奏全在音步有轻重抑扬。中文诗以句为单位，四言、五

言、七言，一句完了，义也完成，声音也停顿。西诗“ 上下关

联”时上行之末无须停顿，而中诗“ 上下关联”时上“ 句”之

末必须停顿，是说明顿对中诗节奏的重要性。

冯胜利在他的《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中认为，汉语音步的

实现一般都受到句法和语义的限制，所以有［１＋２］或［２＋１］

等到不同表现形式。汉语的音节多半都有意义，表现出“ 音节一

语素”的特征。为了句法和语义的需要，汉语音步几乎无法在

句法、语义的影响之外而独立实现。汉语的单音节不足以构成

一个音步，跟汉语的韵素缺乏足够的长度有关。英文的每一韵

素都在时间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一定的长度。汉语的韵素缺乏

足够的长度，所以音步必须在音节这一级层面上满足其抑扬轻

重的二分要求。

自然音步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有其韵律属性。韵律的自然

属性是古代诗歌的韵律格式。所以汉译外来词的节律格式跟古

代诗歌的韵律格式“ 契如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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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形式是由语言的内部机制决定的，韵律也不例外。古

代诗歌的韵律形式的机制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但有一个基本

规律，那就是：两个音节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三个音节也组

成一个独立的音步。四字串必须分为［２２］格式，六字串［２＃

２／２］，七字串［２／ ２＃３］。汉语自然音步的音节“ 小不低于二

大不过于三”。“ 右向音步”可以说明古代五言诗所以为「２＋

３］而不是［３＋２］等韵律基础。而在构词层面上，语汇的创造
［２７］似乎需要严格遵循自然音步实现的方向。

复沓即重章叠唱，指全篇各章的结构和语言几乎完全相同，

中间只换几个字，有时甚至换一两个字，反复咏唱。这种复沓

的艺术形式是《 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

诗的篇章原来都是合乐的歌词，歌唱通常采用章节复沓的

形式，重章叠唱，便于记忆，利于传唱，一唱三叹。三百零五

篇中产生最早的绝大部分诗篇本在制礼、作乐、为诗结合一体

的情况下产生的⋯⋯自西周初始，陆续制礼、作乐、为诗，礼

制乃渐趋完备，乐与诗亦因之谱写渐多。与此同时，也就形成

了礼有定制，乐依礼而有定谱，诗依礼乐而有定篇的典礼性赋

诗的严格典制《。 诗经》３ 篇中有１８４０５ 篇使用了叠章写法，占

６０％之多，它反映了中国诗歌史前期，诗歌从口头创作发展到

口头与书面创作并行的历史时期在形式上发展变化，新旧交替

的情况。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实证。从前述由《 国风》而《 小

雅》《、 大雅》《、 颂》叠章写法的使用递减的情况，表明诗歌地

方色彩的作用和影响，《 国风》是按地域分编的十五国地方歌曲

的曲辞。诗中叠章写法使用的多寡，显然与诗歌产生与使用的

具体环境有关。《 国风》乃地方民俗歌谣之诗。卿大夫燕享乐歌

使用叠章写法的诗篇，比天子朝会使用依乐制作的诗篇亦多，天

子宗庙郊祀乐歌不使用叠章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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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章的使用与诗的内容有关联。《 国风》中情歌、地方礼俗

歌、讽刺歌、叙事歌、农事歌等在《 篇中占 ８０篇，６４国风》１６０

篇使用了叠章的写法。情歌之使用叠章，民间口头创作迄今犹

然。礼俗歌如祝人生子，子孙繁衍，家族兴旺，祝歌之使用叠

章写法，很可能是东迁前后周代的习俗。

顾颉刚《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原载《 古史辨》第三册下

编）引证《 墨子》“ 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说法，

并区别了乐歌和徒歌。徒歌章段回环复沓的极少，而乐歌是受

乐谱的支配的，有合乐的要求：衬字、叠字、分章，乐歌是重

在回环复沓的。重章迭唱的《 诗经》本为乐章而无疑。徒歌是

巷间妇人女子贩夫走卒发抒情感的东西，形式上只求在声调的

自然和谐，不像士大夫与乐工们的有固定的乐律可以遵守。徒

歌被采录、入乐、献于贵族。但也有人反驳说：歌谣描写情绪

之深浅与动作之程序，非职业乐工所能铺张而成。歌谣时代，音

乐尚在萌芽幼稚之期，绝无乐工因配调乐谱，申述徒歌的可能。

钟敬文《 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 古史辨》

第三册）中也认为：合唱造成了“ 重章叠唱”而非乐工随心所

加。强调了民歌的表演的层面。朱自清《 歌谣里的重叠》：“ 歌

谣以重叠为生命”，脚韵只是重叠的一种方式而已。作用：（ １）

记忆（，２）强调（，３）口占之便利（，４）节奏感。

诗歌形式上重叠的起因，在于它保留了诗歌、音乐和舞蹈

同源的痕迹。诗歌虽然已经独立，但在形式方面仍保留若干与

音乐和舞蹈未分家时的痕迹。如重叠是应和乐舞的回旋往复的

音节，有时是在互相唱和时每人各唱一章。再如迭句，一诗数

章，每章收尾都用同一语句，衬字更有合乐之功效。诗歌所保

留的诗歌、音乐、舞蹈同源的痕迹，后来变成了它的传统的固

定形式。《 诗经》的重叠、重唱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它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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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祝辞式的修辞，如列举法、反复法、对句法。白川静在

《 中国古代民俗》一书里提出，短歌的形成可以说是神圣咒语采

取文学形式加以表现的最初结果。初期短歌的本质便是咒歌。

《 诗经》颂的部分是“ 史、巫、尸、祝之词”，它直接来自宗教

性的礼仪活动。祈祷祭祀的特征是一种以言语为手段的活动。

注释：
口头［１」参见约翰·迈尔斯·弗利著《 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 Ｔｈｅ

Ｔｈ ａｅｏｒｙＯｆ　 Ｈ ｎｉｓｔｏｒｙ 　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朝戈金译，　Ｏｒａｌ　　Ｃｏｐｏａｓｉｔｉ 社科ｏｎ：

文献出版社， 页。１９８８年，第６—１８

［２］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ｏｎ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ｔ　ｉｎ　Ｈｏｍｅｒ，”１９２８ａ，ｉｎ
　ｏＴｈ ｆ　Ｈｏｍｅｅ ｒＭａ ｉｋｉｎ ｃｇ 　Ｖ　 ｅｒｓ ｅｃｔ 　Ｍｉｅｄ　Ｐａｐｅｒ ｌｓ　 ｍａｎｏｆ： Ｃ 　　　ｏ Ｐａｌ ｒｌ ．ｔ Ｅｄｙ，

Ａ．Ｐａｒ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７１，ｐ．９．

［３］Ｐａｒｒｙ，Ｍｉｌｍａｎ．１９３“ ｒａｌ０．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Ｖｅｒｓｅ－Ｍａｋｉｎｇ．Ｉ．Ｈ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Ｓｔｙｌ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４１ 　：７３—１４７．Ｒｐｔ．ｉｎ Ｍａｋｉ ＨｏｍｅｒＴ ｉｃ　　ｎｇ　ｈ 　ｏｅ ｆ ｅＶｅ ：ｒ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Ｅｄ．Ａ．Ｐａｒ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７１，

ｐ．２７６．

帕里用图示说明其程式系统的概念。该图示很简洁地说明，名词属性

形容词程式之外的口头传统表达方式也是系统化的。

［４］ 同上书，第２７６页。

．　 ｅＭ．　Ｆｏｌｙ）《 口头程［５］弗里（Ｊ 式理论概述》，原载《 民族文学研

究》１９９７年１期，北京。

［６］该例句参见Ａ．Ｂ．Ｌｏｒｄ，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　３２。谐元音

（ 　Ａｓｓｏｎａｎｃｅ），又叫半谐韵，韵式的一种，是不完全韵，即韵词只有主元音

相同，主元音后的音素不同。又称腹韵半谐韵或元音韵。腹韵在许多罗曼

语的古代诗歌中是符合规范的押韵方式。现代诗人也有不少使用腹韵，以

取得特殊效果。如果腹韵第三部分有元音（ 即阴韵或腹韵），这个元音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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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相同的 　），不同的只是两个元音中间的辅音。头韵（ ａｌｌｉｔｅｒｔｉｏｎｓ，是

一串字词里相同音素形成的重复，它往往指的是辅音，尤其是词首辅音或

词内重读音节辅音的复用。在古英语的头韵格律里，头韵诗行的主要处理

手法，每行由行间停顿分割为前后两个半行诗，各有两个重读音节，或者

是一个， ）：在与后半行里第一个重读音节形成头韵呼应。平行式（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一般文学批评中，亦可译作“ 对应”，指句子成分，句子，段落以及文章

中较大单元的一种结构安排。对应要求用相等的措辞，相等的结构来安排

同等重要的各部分，并要求并行地陈述同一层次的诸观念。倘若一个句子

需要表达数个同等重要的部分，其中一部分采用从句形式，那么，其他各

部分也应采用同样的从句形式。

［７］　　参　见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ｐｐ．４６—４８。Ｄｏｇａｔｕ　ｓｅ／ｋｏｎｊｕ

该诗行并非重复 　是程ｚａｍｏｌｊｉｌａ， 的诗行。但是，诗行的开头部分 Ｄｏｇａｔｕ　ｓｅ

式系统，它是由与格的３音节的名词和接下来的反身代词所组成的。

［８］见前引书，第５０—５１页。洛德分析了南斯拉夫诗歌的俭约的规

律，他从帕里特藏《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英雄歌》第二卷选取了《 巴格达

之歌》中的一个程式，并且在歌手乌戈利亚宁长达９０００行的诗歌范围内，

研究该程式的核心意义。选取的核心意义是后半行诗 Ｊａｌａ　 ｒｅｃｅ，ｚａｓｅｄｅｈ

ｄｏｇａｔａ，“ 他（ 或她）骑上他的（ 她的）白色（ 黑色、灰色）的马。”另外

一个例子，引自前书第５２页，能够鲜明地表示出俭约的现象：Ａ　　Ｍｕｊｏ

ｓｖｏｇａ　ｐｏｊａｓｅ　ｄｏｇａｔ（ａ．Ⅱ，Ｎｏ．１１：５９３），于是，穆约骑上了他的白马。前

半行诗的词尾元音“ ｏ”和ｓｖｏｇａ中的“ ｏ—ａ”语音模式，在“ ｄｏｇａｔａ”中

重复出现，这使得歌手使用了ｐｏｊａｓｅ这个词，而不是ｚａｓｅｄｅ。ｐ　ｏｊａｓｄｏｇａｔａ

和ｚａｓｅｄ ｄｏｇａｔａ意义相同，步格相同，但在这个语音背景中，两个程式其ｅ

实是不同的。

［９］以下例句引自前书第５６— ５７页，动词用斜体表示。读者由此可以

了解头韵、半谐音、节奏、句法平行式和交叉配韵等口头诗歌的语言现象。

Ｋｕｄ　ｇ 无论走到哪他都要打ｏｄ　ｓｋｉｔａ 听阿里亚。　ｚａ　Ａｌｉｊｕｐｉｔａ．

人们说他在古Ｋａｚａｓｅ　ｇａ　ｕ　ｇｒａｄｕ　Ｋａｊｎｉｄｕ． 城卡耶尼达。

Ｋａｄ　ｔ 当信使到达卡耶尼达的时候，ａｔａｒｉｎ　ｐｌｄ　Ｋａｉｎｉｄｕ　ｄｏｄｅ，

Ｐａ　ｅｔｏ　ｇａ　ｕｚ　ｃａｒｓｉ 他沿着那条大街穿过，ｊｕ　ｐｒ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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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近那位新店主跟Ｐａ　 ｐｒｉｌａｚｉｎｏｖｏｍ　 ｂａｚｄｒｄａｎｕ， 前，

Ｔ 向他打听阿里亚的宫殿。ｅ　ｕｐｉｔａ　ｚａ　Ａｌｉｎｏ　ｄｖｏｒｅ．

Ｂａｚｄｒｄａｎ　ｍｕ　 店主指给他那座宫殿。ｄｖｏｒｅ　ｕｋａｚａｏ．

信使来到大殿的Ｋａｄ　ｔａｔａｒｉｎ　ｎａ　ｋａｐｉｊｕ　ｄｏｄｒ， 门前，

Ｐａｚａｄｒｍ 他敲了敲宫门的门栓。ａ　ｈａｌｋｏｍ　ｎａ　ｖｒａｔｉｍａ．

Ｚｖｅｋｎｕ　 ｈａｌｋａａｊｅｋｎｕ　 ｋａｐｉｊ 门栓响了，大门随之震颤。ａ．

Ｎｏ．３： １（Ⅱ， ０８— １１７）

在这个段落中，歌手是由声学模式来引导的，这种模式不仅有头韵，

还有半谐音元音模式有：“ Ａｌ” “ Ｉ—ａ”，“ ａ—ｕ”和它和它的对立面

的对立面“ ｕ—ａ”。“ ｏ—ｅ”和它的对立面“ ｅ—ｕ”。但是，这种模式是

“ ａ 和”“ Ａ—Ｉ”模式的附属物。图表中的第一栏和第二栏，头韵和半谐音

的情形一目了然。

Ｚ－Ｋ ，１—－Ｄ ， ，Ｐ－Ｔ－　　　 　ｕＴ，Ｇ－Ｄ， －ｏ－ｓＫ－ Ｉ－Ａ－ａ－Ａ－Ｉ－ｊｕ－Ｉ－Ａ　 ２－２，４－２

Ｋ－Ｚ－ｓ－，Ｇ－，－，Ｇｒ－Ｄ－，Ｋ－ｎ－Ｄ－　 ａ－ａ－ｅ－ａ－ｕ－ａ－ｕ－ＡＪ－Ｉ－ｕ　 ４，３－３

Ｋ－Ｄ，Ｔ－Ｔ－ｒ－ｎ，Ｐ－Ｄ，Ｋ－ｎ－Ｄ，Ｄ－Ｄ－　 ａ－ａ－Ａ－Ｉ－ １－ｏ－ＡＪ－Ｉ－Ｕ－Ｏ－Ｅ 　３，４－２

Ｐ－，－Ｔ－，Ｇ－，－Ｚ，ｃ－ｒ ｌ－ｓ－，ＰＲ－Ｄ－　 ａ－ｅ－ｏ－ａ－ｕ－Ａ－１－ＪＵ－Ｏ－Ｅ 　３，４－２

Ｐ－，ＰＲ－１－Ｚ－，ｎ－ｖ－ｍ，Ｂ－ＺＤ－Ｄ－　ｎ－ Ａ－Ｉ－Ａ－Ｉ－ｏ－ｏ－Ａ－ ，Ｒ－Ａ－Ｕ １ ２－３ ４－

Ｔ－，－Ｐ－Ｔ－，Ｚ－ 　 Ｉ－Ａ－Ａ－Ａ－Ｉ－Ｏ－ＯＯ－，－１ ｅ 　　 ，ｌ－３４－２－ｎ－，Ｄｖ－ｒ－ ｅ－ｕ－

Ｂ－ＺＤ－Ｄ－ｎ， Ａ－Ｒ－Ａ－Ｕ－ｏ－ｅ－ｕ－ａ－ｍ ａ－ｏ－ ４，Ｄｖ－ｒ－，Ｋ－Ｚ－ 　 ，　 ２－４

ａ－ａ－Ａ－Ｉ－Ａ－Ａ 　－Ｉ－ＪＵ－Ｏ－Ｅ １－３，Ｋ－Ｄ， Ｔ－Ｔ－ｒ－ｎ，ｎ－， Ｋ－Ｐ－ ，Ｄ－Ｄ　－ ４－２

Ｐ－， ａ－ａ－ｒ－ａ－ａ－ｏ－ａ－Ａ－Ｉ－Ａ －Ｚ－Ｄ－ｍ－，ｈ ，－１ １Ｋ－ｍ，ｎ－，Ｖｒ－Ｔ－　ｍ－ ３２－４
　

Ｚｖ－Ｋｎ－，ｈ－１Ｋ－，－，－Ｋｎ－，Ｋ－Ｐ－ ｅ－　ｕ　－　ａ－ａ－ａ－ｊｅ－ｕ－Ａ－Ｉ－ＪＡ 　　　２－２，３－３

当歌手一行诗一行诗地向前推进时，他也受到节奏模式和词界模式

的影响。洛德在第３栏又以节奏出现的顺序对这个段落继续进行分析。

其中后半行诗的交替转换特别值得注意。在句法的平行式（ ｓｙｎｔａｖｔｉｃ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ｓ）和词界模（式ｗｏｒ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之间存在一种切分关

系。第３行和第４行在词界模式和语法模式上都是平行的，而第５行第６

行诗的前半部，则在语法上和节奏上体现出平行式，而后半部则是２—４

拍和４—２节拍，从第４行开始，４—２节拍的模式便交替出现了。于是，人

们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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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２ｄｏｄｅ

⋯⋯　 ４－２ｐｒｏｄｅ

２ｐｒｉｌａｚｉ⋯⋯ －４

ｕｐｉ ４－２ｔａ⋯⋯

⋯ ２－４⋯ｕｋａｚａｏ

⋯ ４－２⋯ｄｏｄｅ

ｚａｄｒ ２－４ｍａ⋯⋯　

第３行、第４行句法和节奏的平行式，到了第４、５、６、７、８、９行

则调整为句法和节奏的对立模式。与此同时，句法上的平行式则在第５、６

行之间、第７、８行之间仍然保持着。以句法的平行式和声学模式来构筑

诗行，其完美而自然的结果便是，如此建构起的诗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参见《 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第

２４５－２８４页。

［１５］　Ｇｒｅｅｋ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Ｇ．　Ｎａｇ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ｐｐ．　１８－３５．

［１６］　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Ｒ．Ｆｉｎｎｅｇａ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７７，ｐ．７１．

［１７］　Ｉｍｐｒｏｖ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Ｈｏｗ　Ｏｒａｌ　ｉｓ　Ｈｏｍｅｒ？　Ｄ．　Ｇ．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８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１８］王扶汉《 诗经新论》，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５页。

［１９］　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ｍ：Ｓｈｉｈ　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ａｎ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Ｗ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４９．

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２２　（１９９２），１７－６０．

［２１］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

第 ２５１－２６２页 。

［２２］王扶汉《 诗经新论》，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１页。

［２３］叶舒宪《 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４８

页、３０６页。

［２４］朱光潜《 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９月，第

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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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诗经语言艺术新编》，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８页 。

［２６］参考朱光潜《 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 ９月 ，

第１３１页。

２７］冯胜利《 论汉语的“ 自然音步”》，原载《 中国语文》［ １９９８年第

１期。

［２８］王扶汉《 诗经新论》，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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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章第

主题与故事模式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帕里曾经注意到１９世纪俄国民族志学家

拉德洛夫（ Ｖａｓｉｌｉｉ　　 ）关于中亚突厥民族的田野报告。Ｖ．Ｒａｄｌｏｖ

拉德洛夫的搜集成果结集为五部出版物，名为《 北方突厥民族

民间文学考》，在该著第五卷《 论卡拉—吉尔吉斯方言》（ １８８５

年）拉德洛夫研究了吉尔吉斯人的口头诗歌、表演、即兴创作、

记忆、口头创作的基本单元、听众的作用、故事的变体、叙事

的非连续性等，并且与荷马史诗进行比较。他注意到同一个叙

事诗的多种变体，认识到歌手的演唱是一种再创作：

凭借在演唱中通过广泛实践而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才

干，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的“ 复诵部件”（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ｓ —） —在其叙述过程中他便以恰当的方式将它们结合

起来。这样的“ 复诵部件”是由特定的事件和情景的描绘

来构成的，例如英雄之降生、他的成长、对武器的炫耀、为

战斗做准备、鏖战的喧嚣、出征前英雄的演说、描述人物

或摹写骏马、塑写著名的英雄、夸赞有婚约的美女、勾画

某人家乡的图景、法律、宴会、应邀赴节日庆典、一个英

雄的死去、一次葬礼的悼仪、状写风景、夜之降临与晨之

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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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拉德洛夫很早就提出了这种典型场景或母题，这对

帕里研究荷马史诗一定产生过影响。拉德洛夫还提出过“ 构想

”部件（ ）德文术语 Ｂｉｌｄｔｈｅｉ ，他指出诗ｌ 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ｅ 把

这些构想部件连接到一起，或详或略地描述相似的意念，因而

产生许多的变化，变化越多表明歌手越有才能。这些构想部件

是诗歌的建构材料，它们是传统的而非个人的。这与帕里的主

题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一、洛德对主题的界定

帕里注意到主题对于口头诗歌创作的作用。但是，对主题

的科学界定是从洛德开始的。洛德为什么要研究主题，他又是

如何界定史诗的主题呢？首先，他是从口头创作的实用性的意

义出发，从歌手的演唱实践出发去关注这一问题的。主题和程

式一样，它们是为故事而服务的，而故事又是歌手以歌和诗行

来讲述的。就故事而言，在各种故事的多样性的同时，同一个

故事又有大量的变体，对于故事歌手和听众来说，从大量存在

的史诗集子里，从某个歌手的全套作品中，他们会获得共同的

经验，那就是对大量的重复现象的感受。帕里资料集业已提供

了这种经验的现实。那么，口头史诗那些大量的“ 重复现象”到

底是什么？它们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它们与口头诗歌创作的

内部运作机制有何关联？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对这种现象加以科

学的界定。

早在１９３８年，在《 荷马与胡叟之二》里，洛德探讨过史诗

文本的叙事的不一致性问题。他认为这种文本的不一致是主题

的双重特性——一种特定的稳定性和一种自足的调节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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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在这里被定义为：“ 歌手经常运用的一个话题单元，一

个意义群，不仅用于某一特定诗作中，而且用于整个诗歌创作

之 年《 以主题进行创作的荷马史诗和南斯中。” 洛德在１９５１

拉夫史诗》一文中，从比较口头传统的角度，阐述了主题对口

头创作的意义。洛德从比较口头传统的视野研究了传统的叙事

单元问题。洛德第二次就主题单元提出了如下定义：“ 在传统的

口头诗歌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叙事的或描写的要素，它不受限

在 １９５制，不像程式那样要受到步格的约束。” ０年代，洛德又

吸收了同时代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此时，洛德已经了

解到，关于主题（ 而不是主题索引）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他

所熟悉的而言，并非在史诗领域，而是在相关的民间故事和神

话学的领域。普洛普《 民间故事形态学》的第三部分发表于

《 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国国际语言学杂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５８年第４期。显然，普洛普的兴趣并不在故事的

分类法研究，他关心的是故事的叙事结构的描述。这与洛德的

学术追求很接近。普洛普（ Ｖ．Ｐｒｏｐｐ）在他的《 民间故事形态

学 》（ Ｍｏ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 １９世纪俄的前言中，引述了

国著名比较文学家、民俗学家维谢洛夫斯（基 Ａ．Ｎ．Ｖｅｓｅｌｏｖｓｋｉ，ｊ

１８３８—１９０６）关于主题和母题的论述：主题是一种母题的组合，

当然，一个特定的母题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主题。他认为主题就

是话题，各种情景即母题可以进入主题之中，也可以移出其外。

显然，主题大于母题。洛德在神话学领域主要参考了列维—斯

特劳斯的《 神话的结构研究》，原载《 美国民俗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１９５５年第７８期，他认为神话同语言的其

他部分一样，是由构成单元组成的，如音素、词素和义素。而

在神话中就是“ 大的构成单位”即“ 神话素”。

洛德１９６０年出版《 故事歌手》，他以专章讨论了主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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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题有一个明确的表述：主题是一组一组的意义，它们是歌

手以传统的程式化的文体来讲述故事时使用的。洛德沿用了帕

里的定义。

后来，洛德在他１９９１年出版的《 史诗歌手与口头传统》

（ Ｅｐｉｃ　Ｓｉ 　ｎｇｅｒｓ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对主题的概念作了又 进一步

的说明：

关于主题，有几点必须注意。首先，主题不单纯地是

一种重复的话题（ｓｕｂｊｅｃｉ），如一次集会、宴会、一次战斗，

以及对马匹、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描绘。这些都是主题，但

主题的含义不仅仅是这些。所有上述重复的话题，都能在

书面文学中找到。口头文学中的主题是独具特点的，因为

歌手或故事讲述者每一次运用主题的时候，都或多或少运

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述主题的内容。主题是重复的段落

（ ｐａｓｓａｇｅ），而不是一种话（题 　ｓｕｂｊｅｃｔ）。其次，一个歌手或

故事讲述家，他们在运用主题的过程中，文本的变化程度，

以及同一个主题在不同的场合出现的具体内容的变化程度

是有相当的差异的，显现出歌手之间和主题之间的不同。总

之，比较而言，相对于较少使用的主题来说，常用主题在

文本和内容的层面上更趋于稳定。一个较小的主题比一个

较大的主题更加稳定，这也是事实

洛德参考了俄罗斯民俗学家沃尔科夫（ Ｒ．Ｍ．Ｖｏｌｋｏｖ）的论

述：

一个特定的叙事段落，它在两个相似的叙事者手里会

起一些变异，⋯⋯关于宴会场景的套语是稳定的，但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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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不变的；叙事者保存其核心的东西，而不是试图去记

住其细节，他要适应其思维而自由地变动其语言形式。

民俗学家克留科娃也认为，像宴会场面的描述，即“ 典型

ｌｏｃｉ　Ｃｏｍｍｕ（ ｓｎ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歌手的段落” 已经基本

建立了某一主题的大致框架的时候，事实证明极少变化。如，佐

基奇演唱的歌《 博伊契 阿利亚· 营救阿里贝伊的孩子》，歌的开

头部分相对稳定，在长达１７年时间里仍保持不变。洛德分析了

该歌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５１年的三个版本。关于清晨花园和忧伤的布
［６］谷鸟的主题和程式化的诗行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 故事歌手》里，洛德是从歌手的角度，在表演的层面

上，来研究口头诗歌的主题。洛德从动态的观察，那就是从同

一个歌的数次演唱所产生的文本的变异中，分析可变的东西和

不变的东西，研究程式的结构，研究歌手对主题的积累。

南斯拉夫史诗《 马尔科和斯托尔的尼那》，是关于英雄马尔

科的成套史诗之一。帕里特藏 ３４年在中有歌手佩塔尔１９３３—１９

六个不同场合演唱的口述记录文本。 洛德对其中的四个文本

进行文本比较研究，结果是四个文本都保留了基本的主题：

１．英雄离去：马尔科奉命为王前驱，离开自己的城堡和家

人；

２．英雄的家乡遭劫：敌人趁机来犯，洗劫城堡，掠走家人；

３．英雄出征：马尔科从国王那里调兵遣将，准备杀回城堡；

４．伪装和谎故事：英雄伪装成牧师潜入敌城，向自己的亲

人讲述谎故事；

５．报仇、回归：马尔科拿下敌人首级，凯旋。

该歌的四个版本基本保留了离去、遭劫、出征、伪装和回

归这五个主题，而且顺序相同；但是，这四个版本的详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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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诗行多有变化，因此，一个主题并非只能由一套固定的

词语来表达。即便是同一个歌手演唱同一个歌，他的每一次演

唱都有一些变化。但是，主题把歌的核心的内容保留下来了，主

题的传承作用是显见的。

主题，它是从歌手的演唱实践中产生的。经年累月积累起

来的经验，使歌手成为一个善于聆听别的歌手演唱的人。在真

正天才的口头诗人那里，听歌和学歌是处在同一个过程中的。于

是，聆听便成为主动的行为，其本身就是歌手对于新歌的第一

次的演练。

洛德通过听歌和学歌这一口头史诗的表演和传递过程中的

研究，揭示了口头诗歌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帕

里和洛德对于南斯拉夫的研究，有一个成功的案例，那就是阿

夫多在聆听穆明演唱《 贝契拉吉奇 梅霍》之后现场重· 复表演

的实 ——阿夫多听验。这一过程可以用图示来表示：穆明演唱

歌和学歌——阿夫多再演唱再创作。

两位歌手对同一个歌的两次演唱所获得的文本表明，该歌

的基本的主题，它们出现的顺序是相同的。以该歌的开场主题

即集会主题而言，它呈现出清晰的内在结构——小主题的排列

组合：集合的场景一对梅霍的描绘—信使的到达—信的呈递一

信使的报酬和信使的离去。

歌手穆明的歌用了１７６行诗来表现集会的主题，但只有一

些基本的情节要素；阿夫多的演唱多达５５８行，他的演唱风格

鲜明：描述详尽、充满直喻和铺排，加强了人物心理描写。他

既顺应了原来的歌，又有某种超越，扩展了这部作品，使其成

为自己的东西。对于真正的口头诗人来说，每一次表演都是一

种再创作，这种再创作是在传统之内的再创作，因为再创作并

没有破坏口头史诗歌的传统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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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德研究南斯拉夫口头史诗的另一个经典实验，是他提供

了歌手阿夫多从印刷的歌本中学歌的案例 ２０世纪。阿夫多在

３０年代曾经给帕里提供长达１２０００行的歌《 斯梅拉季奇·梅霍

的婚礼》。该歌的原始底本是一个仅有２２００行的歌本，是１８８６

年的出版物。有人把该底本读给歌手，但阿夫多并没有试图记

忆固定的文本，对他来说印刷文本不过是另一次的演唱而已。当

别人读歌本给阿夫多时，他已经在自己的脑海里形成了关于集

会主题的模式，他根据自己业已储备的材料来重新创作了这个

歌。这还表明，印刷文本不可能马上改变他的口头创作的习惯。

对阿夫多来说，歌本就等于行吟诗人，歌本就是一次表演。

一个主题可大可小；也可以再细分，主题可以想象为一个

单元，但这个单元可能被拆成几个部分。较小的主题也有多种

形式，如写信的主题，诗行从２行到２５行不等。集会的主题，

到场客人的名字可以是固定的，但顺序则有些变化。这种多样

形式还包括典型的场景：英雄、马、武器、城堡等描绘。英雄

出征之前的准备：可以用一行诗来完成，也可以铺张修饰，长

达上百行。 这是篇幅较长的主题段落。

武装主题有仪式的味道，是成人礼、祭祀仪式的遗留。如

《 迪杰尼斯·阿克利塔斯》有巴希尔泉边沐浴的描绘场景：它出

现在主人与蛇搏斗场景的前面。此外还有《 伊利亚特》佩特洛

克罗斯（ 卷 １３１—１４４）１６，诗行 、阿基琉斯的武装（ 卷 １９，诗

行３６９—３９１）、亚历克山德罗斯的武装（ 卷３，诗行３３０—３３８）、

阿伽门农的武 １７—４．４）装（ 卷１１，诗行 。武装主题的描绘，变

化幅度由１行诗到一个段落，有仪式的内涵。主题和程式一样。

它也是口头传统的创作上的一个特点。

在某一歌手或故事家那里，他运用主题时所发生的文本的

变异程度和内容的细节的变化程度是有其独特性的，即歌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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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之间，主题和主题之间在这方面是有相当的差异的。总之，

一个“ 主题”，它被歌手使用的越频繁，它的文本层面和内容层

面就越加稳定；一个短小的主题更易于稳定些。主题，即使它

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但它并非一组固定的词组，而是一组意

义。

口头史诗传统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歌手对英雄、

马、武器、城堡的入时得体的描绘。这些描绘就像其他任何传

统中的主题一样反复出现。《 伊利亚特》第３卷第３３０ ３— ３８行

诗，描绘亚历克山德罗斯的武装：

首先，他用胫甲裹住小腿，

精美的制品，带着银制的踝扣，

随之系上胸甲，掩起胸背，

大小适中，尽管它的属主是本家兄弟鲁长昂，

然后跨上柄嵌银钉的利剑，

青铜铸就，背起盾牌，盾面巨大、沉重。

其后，他把做工精致的帽盔扣上壮实的头颅，

连同马鬃做成的顶冠，摇撼出镇人的威严。

最后，他操起一杆抓握顺手，沉甸甸的枪矛。

关于武装主题的短小形式出现在下一行：“ 按照同样的顺

序，嗜战的墨奈拉俄斯，也如此这般地武装起来。”

１３１— １第 １６章 第 ４４诗行，是关于帕特罗克洛斯
（ Ｐａｔｒｏｃｌｕｓ）武装的描绘：

首先，他用胫甲裹住小腿，

精美的制品，带着银制的踝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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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系上胸甲，掩起胸背——

阿基琉斯的护甲，甲上繁星闪耀，精工铸打，

然后跨上柄嵌银钉的利剑，

青铜铸就，背起盾牌，盾面巨大、沉重。

其后，他把做工精致的帽盔扣上壮实的头颅，

连同马鬃做成的顶冠，摇撼出镇人的威严。

最后，他操起一杆抓握顺手，沉甸甸的枪矛。

诸般甲械中，他只是撇下了骁勇的阿基琉斯的枪矛。

那玩艺硕大、粗长、沉重，阿开亚人中谁也

提拿不起，只有阿基琉斯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

这裴利昂岑木杆枪矛，是开荣送给他父亲的赠礼，

取材裴利昂的峰巅，作为克杀英雄的利器。

关于阿基琉斯的武装出现在 —第１９卷第３６ ３９１行诗中，９

第８章又出现了阿伽门农的武装。在这些段落中，有些诗行是

相同的，但又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其变化从一行诗到较长的

一个段落。主题的形式在歌手的头脑里是永远变化的。对歌手

来说，程式和主题的使用总是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它们是歌

的一部分。

主题与主题之间存在一定的排列组合的关系，这种形式就

是主题群。通常地，歌手是受一个又一个主题牵引的，这种牵

引是由于更进一步的行为来推动的。如《 斯梅拉季奇·梅霍》分

为五个部分：一、集合，二、远征，三、回返、集结军队，四、

战斗、凯旋，五、婚礼。主题之间的联系是由叙事的逻辑和习

惯的联系的力量内聚到一起的。

主题群这种排列组合涉及歌手对叙述顺序和平行等因素的

感觉。集会的主题：遵循一种顺序：集会头目、扈卫、贵族、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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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人、再回到故事的主角，直至最重要的主人公出现为止。英

雄的武装主题：依英雄的行为的自然顺序而移动。例如穿戴，它

也是有顺序的。装饰马匹的主题也有顺序。歌手的意识是有顺

序的：从靴子到帽子，从左边的长剑到右边的弹药。头饰头套

是英雄最耀眼的饰物。对集会的描绘要移向故事的主要英雄；较

大的集会一直到做出决定的时刻，这还会引出进一步的行动。长

旅的描绘最终指向它的目的地。

主题群有半独立性，又为整个作品而存在；这正如歌，它

有开头、中间、结尾，作为整体存在。歌手被一个又一个主题

所牵引，被进一步的行为所推动。这些行为是主题变化发展的

结果。《 斯马伊拉吉奇·梅霍之歌》有五个主题：①集会，②前

往布达佩斯之旅、回归，③集结军队，④出征、战斗，⑤婚礼。

《 奥德赛》演述了英雄久别故里后的回归故事。该歌包括：伪装、

谎故事、相认。南斯拉夫史诗歌中有相同的故事成分。有一些

故事并非属于回归歌，但它们同样包含了这样的一些成分。如

（ 帕里特藏，第１卷，第乌格利亚宁《 博格达之歌》 １号文本）

的主题包括：久战、伪装、谎故事和相认。这个主题群在口头

传统里是独立存在的。其实，这个主题群不是该歌的主要的内

容，这个故事的主要主题是阿利亚攻占博格达。

《 博格达之歌》还包括一些更大的主题群，那就是详表主题，

它们是用详细的铺陈来修饰的。该歌里这些主题群的结构为：邀

请详 ——索要给养——给养的到达表 ——到达详表。

详表，或称详表韵（文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　ｅ ｖｅｒｓｅ），是以

某种序列形式记载数个人物、地点、事件的韵文。这种详表于

史诗中最常见。史诗常常一一列举参加征战的英雄。另一些形

式的详表韵文记录了系谱或地理信息。诗歌中一系列的人物、地

点、事件或意义，它们具有如英雄主义、美丽或死亡的共同特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6

征；它还可以扩大到整个诗歌的结构和意义，称之为详表韵文。

详表法起源于古代，存在于各国文学中。在古代，详表具有教

育或记忆的功能，诸如古代文学中谱系列举法中常见的现象，如

《 圣经·创世记·十》。详表韵文具有美学功能，渲染战争的宏

伟场面和王子、国王的力量。这是英雄史诗详表法的主要目的。

如《 伊利亚特》卷２的英雄详表，阿波罗尼奥斯·罗德斯的

《 阿尔戈号航海记》卷１中的阿耳戈诸英雄。《 埃涅阿斯纪》卷

７中的英雄。弥尔顿《 失乐园》卷２中的天使。《 伊利亚特》卷

２中显示出一定规模的地理和政治背景，提供阿开亚人时代的

一些 行４９７—７５９特殊的古老的特性形容词。该史诗第２卷第

诗，列举了阿开亚人海上分遣队伍和它们的统帅。开始征战特

洛伊时，在奥利斯聚集了大量舰船、统帅、分遣舰队。在此详

表中，歌手用很规范、考究的专名来指称将率们和他们的分遣

４０队。这个著名的舰船详表多达 ０余行。“ 它囊括了各位古希腊

头人的名称和他们的统治地域，但全都处于人类行动的场景中：

人名和地名都与发生的事件形影相随。要想知道荷马时代希腊

的这类政治情况，通常只能到叙事或详表的这种口语形式中去

寻找。它不是一个中性的清单，而是一段刻画人际关系的叙

事。” 详表是口头史诗的一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类详表，

就是应邀参加某个集会的人物的详表。其完整的形式为：一、召

集人交给信使一封信；二、信使送信给每一位应邀者；三、应

邀的人陆续来到会场。在阿夫多演唱的《 斯马伊拉吉奇·梅霍

之歌》中就有这种详表的主题。哈桑帕夏写信（ 或口述）邀请

波斯尼亚边境的将帅们，请他们到卡尼德扎来参加斯马伊将军

的儿子的婚礼，最后被邀请的人也是最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塔

勒。该主题的第二部分是送信：十二位宫中的文书端坐在贝伊

们的书案前，帕夏命令他的五十位战将，准备好他们的贝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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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骏马，龙骑兵作好送信的准备。第三部分：主要人物陆续

到场，详细描述他们如何从周边的大山上下来的经过。只有塔

勒还没有到场，众将领都等着这位最后的客人。史诗对他的到

来做了详细的铺陈。柯尔克兹史诗《 玛纳斯》中也有这种为大

汗举办宴会的邀请详表的主题。

这些主题群的组合是由叙事的、逻辑的和惯常的联系力量

内聚到一起的。逻辑性和习惯性是强大的力量，这些由各种成

分的平衡性所强化。主题之间的习惯性联系没有必要是仅仅是

线性的，即Ｂ必接着Ａ。传统的力量将主题群联合在一起。歌

手不可能轻易地丢弃某一个主题，从而破坏主题群。

总而言之，洛德的主题概念有三个特点；

１．主题是一组意义，而非一组词；

２．主题的结构允许变化，浓缩或丰富；

３．主题同时具有个人的和文化的两中定位。

同一主题的文体有相应的变化，但主要意义和程式化的表

达在一定范围内相呼应，从而限制了这种变异的程度。与观众

相呼应，与自己的才禀和目标相一致，一个歌手可以使自己对

“ 全副武装的斗士”或“ 集会”的演唱或长或短。传统有一种力

量把一定的主题群连接在一起。这种传统的力量使歌手不能轻
〕易地破坏主题群。

从１９６０年代开始，洛德的程式和主题概念被古英语学界所

借 用 ，如“ 放逐 —漫游者”主　（题Ｔｈｅ Ｅｘｉｌｅ－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困境

中的英雄”主（题 Ｔｈｅ　 Ｈｅｒｏ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兽战”主（题 Ｔｈｅ

Ｂｅａｓｔｓ　ｏｆ　Ｂａｔｔｌｅ）等，被认为是古英语诗歌的典型主题。但是，

由于研究对象不同，产生了许多概念上的分歧。洛德认为，古

英语学界的所谓主题，他宁愿称之为母题，而洛德的主题是一

种结构单元，它有语义内核，但是须臾离不开其形式，虽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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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是千变万化的。但是，研究古英语抒情短诗的学者认为，

主题并非为长篇叙事诗所独有，主题是成串的意象，并非行为

或情节的有机成分。他们认为，主题反映了特定时代的诗性智

慧，适用于抒情诗和史诗作品。诗人在以主题进行程式化的创

作时，他要求助与业已建立起来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并不会加

长他们的诗歌，而是因为这些业已存在的主题适合他们习得的

口味，适合当下的讲述的事件或情感。而且，主题并不一定就

是成套出现的。每一个主题都有它自己的功能，而不必然与情

（节发 Ｆｒ展相互关联。 ａｎｃ马古恩 ｉｓ　 　Ｐ．Ｍａ 认ｇｏｕｎ 为主题是） 为

了修饰的目的，对叙事无大作用，他对洛德的主题概念提出了

挑战：他们认为以主题进行创作的艺术不仅仅属于“ 故事”的

歌手。主题不仅仅出现在长篇叙事诗歌中，不仅仅是作为记忆

的手段，而且也使用于短诗之中。主题是程式化创作的需要。歌

唱的诗歌，无论叙事的还是抒情的，都需要听众现场即席的反

应，以主题进行创作是引诱观众满意的最便捷合适的方法。

弗赖（ ＤｏｎａｌＫ．Ｆｒｙ，Ｊｒ．）在１９６８年发表了他的论文

　《 古英语诗歌的程式化主题与典型场景》（Ｏｌｄ　　Ｅｎｇｌ －ｉｓｈ　　Ｆｏｒｍｕ

ｌａ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ｃｅｎｅｓ），他描述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传

统单元：典型场景和主题。前者是一种行动化的情节模式，而

后者则是一种意象和细节的静态联想。他对这两个单元的界定，

都与洛德在《 故事的歌手》及别处所使用的“ 主题”定义相去

甚远，而洛德以前确立的评判规范，即以事件之间或事件之中

的词语对应作为判断的准据。

１９７８年，弗里在《 语境中的口头歌手哈利乐·巴伊郭日

齐（》Ｔｈｅ　　Ｏ ｎ 　ｔｅｘｔ：ＨａｌｉｌＢａｊｇｏｒｉｃ，Ｇｕｓｌａｒ）一ｒａｌ　Ｓｉｎｇｅｒ　　ｉｎ　Ｃｏ

文中指出，每一个诗歌传统都有它自己的主题类型，而且仅在

一个确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与其他传统中的相关单元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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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奥德赛》的宴饮场景的描述中，显示出大量的程式对应。在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诗歌中，关于“ 英雄盟誓”的主题，却没

有词语的对应。所以主题没有定性的套式，主题类型实际上超
［１３］过了各种语言的总和。

关于主题的概念，可谓人言人殊。这是因为学者面对的传

统不同。１９９０年纳吉在《 古希腊的神话学和诗学（》Ｇｒｅｅｋ　Ｍｙｔｈ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很难把荷马史诗的叙

事同印欧语社会的基本模式直接对应起来，这种基本模式是从

古希腊相关联的语言传统，从可比的叙事中进行重建的。特别

是与荷马史诗主要英雄相关联的主题，并不适合于与诸神相关

联的主题，至少它不适合于印欧语系史诗传统，如印度史诗

《 罗摩衍那》。因此，纳吉虽然大体上沿用了洛德的主题概念，但

是，他所说的主题特指：“ 传统的神话主题模式中的一个基本单

元”（ ａｂａｓｉｃｕｎｉ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ｍｙｔｈ）。

二“、兴”和主题概念的关联

王靖献（ Ｃ．Ｈ．Ｗａｎｇ）在１９７０年代把洛德口头诗歌的理论

当做《 诗经》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来研究，认为形式就是完成

的内容，分析形式即触及核心内容。在王靖献看来，《 诗经》中

的“ 兴”和主题（ ｔｈｅｍｅ）、典型场景（ ｔｙｐｅ　 ｓｃｅｎｅ）、母题

（ ｍｏｔｉｆ）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帕里一洛德的典型场景，是指

诗中经常出现的某些景物带来的联想。这些景物是象征性的，歌

者借助于习惯和联想，用这种景物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王靖

献将“ 兴”与典型场景联系起来，“ 兴”借助于习惯，以某个象

征性景物引起听众联想和共鸣。《 诗经》有大量的植物采摘的主

题，它们皆有象征的和通指的意义。它们的起源很早，对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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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它们具有共享文化的含义，这些含义是不言自明的。诗

人在进行创作时经常使用传统的现成的表达手法。这些传统的

主题，它们都有足够的自足的力量催生程式化的诗行，程式总

是与特定的主题相联系的。这就是以主题进行创作的含义。

古代中国人所谓“ 诗”是指一种文字艺术即歌出的文词，而

强调文词的成分。亚里士多德《 诗学》指出：“ 有一种艺术仅以

语言模仿所用的无音乐伴奏的话语或步格文，此种艺术至今没

有名称。”亚里士多德的诗歌定义带有抽象的制作意味。公元前

６世纪，中国人提到“ 诗”的时候，诵咏、音乐、舞蹈皆与诗歌

有关。“ 诗”和以足击大地做韵律的节拍这一运动极有关系。由

此我们可以追溯诗歌的原始意义。与“ 诗”相关的另一个术语

是“ 兴”，陈世骧认为“ 兴”可以翻译为“ 母题（”ｍｏｔｉｆ），它在

以子ｈｈｎｎｎ经ｎｎｎｎｉ其诗学功能上与所谓复沓（ｂ ，尤其是反ｕｒｄｅｎ）、 叠覆 ｒｅｆｒａｉｎ）（

复回增（法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是相同的。这一原始的特征

使《 诗经》里的作品保有共同的文类典型。 “ 兴”是群众合

力举物时所发出的声音，这对于我们研究传统的诗歌艺术和

《 诗经》的技巧是有用的。《 诗经》里显著的反复回增法和复沓

的技巧已经定型，而且很可能在《 诗经》成编以前已经流行。所

以《 诗经》“ 民间因素”的问题指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版

本所提供的章节。

“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 ）《 诗集传》 。起

兴，开头称韵，托事于物，体物写意。“ 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

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 唐皎然《 诗式》）。举诸日月、

山河、草木、鸟兽以及柴薪、车舟、服饰、器物等无不可取以

为兴。三百篇原始兴象归为如下几种：鸟兽、草木、鱼类、虚

拟动物。朱熹《 诗集传》所标注的“ 兴”２６５章，其中《 国风》

４８４章中“ 兴”占１３１章，《 颂 可见》诗７１章中有兴４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1

“ 兴”是一种很原始的民间的创造，它的形成有一个深远的历史。

“ 兴”义的研究已经指出诗与歌舞之不可分，我们可以由此而欣

赏《 诗经》内容和形式的浑朴无隔之美。“ 从原始根源到初民歌

谣，发展到《 诗经》的完美形式，可看的出一个演变的阶段。这

个阶段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缩影，民间文学不断的演化，经
［１７］过个人 《 毛才具的润饰加工，进入上层的知识社会而定型。”

传》所标示的“ 兴”句有一特色，“ 即诗人藉以起兴的对象不外

乎以下数类：大自然的日月山川，原野飞禽，草木鱼虫，或人

为的器具如船舶、钓竿、农具；外加野外操作的活动如采拾野

菜、砍 一首诗常常借“ 兴”以展开。伐柴薪，捕捉鸟兽等”。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确立了全诗的韵式，产生一套傍韵、谐

音、脚韵，使之振鸣于字里行间。《 诗经》里复沓、叠覆和反复

回增等句法的现象，这些是脱胎于“ 兴”的诗歌手法，而且散

见于《 诗经》各处。“ 兴”具有熔韵律、意义、意象为一炉的强

力，它是诗三百为一特定文类的证明。

兴的原始精神表现为引譬连类的诗性智慧。孔安国注《 论

语·阳货》将“ 兴”解说为“ 引譬连类”。顾颉刚、钟敬文指出：

兴之义只在协韵起头，与意义无关，另一种在“ 兴而带有比意

的诗”。松本雅明认为“：兴不外乎是在主文之前的气氛象征。它

是由即兴韵律、联想等引出主文的，不是繁杂的道理，而是直

观性的，并且不外乎朴素自然的表现手法。”白川静对“ 兴”作

过民俗学的解释。认为它反映了古代人的自然观，原始宗教观。

周策纵认为甲骨文中的“ 兴”都是祭仪名称，与祈求或欢庆生

产丰饶的宗教活动有关。

群体上举之舞的“ 兴”→兴的本质，形式自然节奏→诗歌

的表达模式。“ 兴于诗”的原初境界本是一种仪式性歌、乐、舞

浑然为一的，全身心沉醉其中的体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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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的歌唱中的歌词常常是同一呼声或同一言辞的重

复。柯斯文在《 原始文化史纲》里指出：最低级文明的抒情诗，

是以音乐的性质为主，而诗的意义不过是次要的东西而已。

《 诗经》中有些原始社会的时代背景，有些物象保留有“ 传

统意念的色彩”。即“ 他物”的某些物象的观念内涵。原始兴象

与宗教观念紧密相关，如鸟类兴象的起源反映了古代的鸟图腾

崇拜。闻一多认为“ 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亦不可胜计，其基

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

初本只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

淡，修辞意味愈浓。”

赵沛霖在《 兴的缘起》中讨论了“ 兴”句的继承性。他考

证《 懿氏谣（》 见于《 左传》），其首二句以凤凰起兴；《 诗经·

大雅·卷阿》《、 楚狂接舆歌》《、 仪凤歌》《、 苻坚时凤凰歌》皆

以凤凰起兴，它们一脉相承。作者把“ 兴”起源的历史概括为：

物象→观念内容→习惯性联想→兴象→外化为形式→兴→意

象。他还认为，就文献上说，作为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的

“ 兴”最早见于《 易经》如《 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殷周之际兴的形式和方法不但已经普

遍运用于诗歌，而且它的起源时的宗教观念内容已经不复存在。

兴起源时的某些宗教痕迹在《 周易》的歌谣中既已蜕除。

三、主题与其他民俗学概念的关联

洛德是在表演中的创作这一前提下来使用“ 主题”这一概

念的，而且，他的“ 主题”总是与程式化的表达形式相联系起

来阐述的。这与母题的划分，似有不同，至少母题的划分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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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历史一地理学派对民间故事一元发生说的假设联系在一起

的，是与世界民间故事的雷同性和相互影响这一假设为前提的；

而洛德的“ 主题”则无此假设，他是在共时的研究中，研究口

头诗歌的内部运作的规则，主题和程式一样，都是歌手以诗行

的形式讲述故事的手段。他研究主题，主题群，主题的排列组

合规律，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阐明传统的力量，口头传统

的牵引力量，研究口头传承的保守性、稳定性和变异力量。主

题便同时具有了这种使传统不断延续的力量。主题的生命力来

自于传统中，它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又总是与歌紧密相连。洛

德的主题概念参照了普洛普的“ 功能”概念和列维一斯特劳斯

的“ 神话素”概念。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都

是口头传承的基本样式：故事。史诗、叙事诗、神话、仙话，它

们讲的都是故事。《 故事歌手》只不过要研究歌手如何用诗的语

言说唱故事。口头传承的凭借是什么？是情节？是母题？还是

程式？民俗学各种流派大致围绕口头传承的手段和基本形式问

题而产生。母题便是这样一个基本形式，它有变异的功能，有

组织情节链接的功能，能生发，有生命力。

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人们一方面面对的是民间文化事象

的雷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它的变 １９世 纪异性和传承性。１８、

关于民俗事象起源研究，出现了以进化论学说为先导的流传学

派、神话学派、人类学派等一些大的理论假设，由于２０世纪科

学哲学的兴起，这些不能被证伪 １９世的理论逐渐被学者扬弃。

纪民俗学的历史重建的历时性研究方法逐渐为２０世纪以来结

构语言学的共时性研究所代替。

１９１０年阿尔奈提出类型（ ｔｙｐｅ）的概念，即情节类型，打

破了历史关系和影响关系的研究。

１９２８年普洛普提出功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概念，他认为就民间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4

事的形态而言，人物、情节都不重要，行为动机（ ａｃｔｉｏｎ）是传

承的关键要素。他把动作关系规定为功能，共有 ３１个功能。普

洛普将组成民间故事的单元或功能界定为“ 角色的行为”，这可

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比如，禁止、违犯、侦察、欺骗、同谋、恶

行、缺乏；这些单元的焦点集中于“ 行为过程的意义”。这些

“ 角色的行为”在故事中是稳定的持续起作用的成分，这些成分

的独立性，表现在它们是由哪一个角色，依何种方式来完成

普洛普《 民间故事形态学》引述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的。 点：依

维谢洛夫所言，一个母题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叙事单元（ 普洛普

则认为是最简单的叙事单元）。那么，这个单元便不能再细分成

更小的成分了。假如母题是某种逻辑上的完整、独立的东西，那

么每一个句子都可以是一个母题：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女儿

离开了家，伊万与龙搏斗，但母题“ 一条龙绑架了沙皇的女

儿”，可以再细分为四个成分，每个成分都各自独立，可以变化。

龙可能为恶魔、飓风、鹰等所代替，女儿也可以为姐姐、新娘、

夫人、母亲所替代。沙皇也可以被农夫代替。显然，母题也不

能算作最基本的成分了。普洛普认为可变的成分有登场人物；不

变的成分则是行为、功能。一个民间故事常常把同样的行为分

派给不同的人物，“ 功能是依据行为过程中的意义层面确立的人

物的行为。”普洛普认为：①功能是恒定不变的要素，是故事的

基本成分。②功能数目有限。③功能顺序相同。④就结构而言，

所有的故事都属于同一类型。

ｉ１９３２年汤普森提出母题（ ｍｏｔｉｆ）概念，它是情节的最小单

位，它有变异性，能动的组织情节的发展。１９３６年荣格提出的

原（型 ａｒｃｈｙｔｙｐｅ）显然是适用于对文人作品的研究。１９５５年列

维一斯特劳斯提出“ 神话素”概念。１９６２年邓迪斯提出“ 母题

素（”ｍｏｔｉｆｅｍ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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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洛德在提出主题这一概念时，他主要参考了普洛普

的“ 功能”说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研究的“ 神话素”（ 大的结

构单位）划分的经验。

列维一斯特劳斯研究神话，给人的印象是这些故事所包含

的许多不同的微小事件、一连串的重复以及大同小异的主题：兄

妹姐弟之间或母子之间的乱伦、杀父、杀兄、食人等。主要方

法是：将神话分割成“ 事件”或“ 片段”，然后根据从左到右的

一行表示神话的情节，从上到下的一栏表示神话里共有关系的

格式，把这些“ 事件”或“ 片段”排列成表，最后解释表格中

所体现的结构关系及其意义。如俄狄浦斯神话被划分为八个

“ 事件”或“ 片断”。 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神话同语言的其

他部分一样，是由构成单位组成的，如音素、词素、义素。而

神话中则为“ 大的构成单位”或“ 神话素”。它存在于更高的层

次上（ 而不是在音、词、义素中）。他认为应从句子这一层次上

寻找构成单位，他试图从片断重建整体⋯⋯将故事分解成尽可

能短的句子，把句子写在标有数字的卡片上。卡片证明：一定

的功能与某一特定的主题有联系，每一个大构成单位都由一种

关系构成。他提出了一个核心的假设：构成单位＋组合形式＝

功能。神话的真正构成单位不是一些孤立的关系，而是一束束

的关系，只有在以这种关系组合起来的形式里，这些构成单位

才可以获得能指的功能。 可见，叙事单元离开了整体结构，

则毫无意义。

总之，普洛普的“ 功能”大略等于其他学者的母题或故事

的构成质素、列维—斯特劳斯的“ 神话素”。洛德的主题概念大

于母题的概念。以下的描述有助于理解洛德的主题概念。普洛

普在《 民间故事形态学》中引述了维谢洛夫的观点，他认为主

题是由一系列的母题所组成的。一个母题可以被归入不同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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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之中。一个主题含有若干个母题。一个母题可以因其发展而

进入某一个主题之中。主题指的是话题，各种情景（ 即母题）可

以进入此话题里去，或从此话题中移出。显然，维谢洛夫把主

题与母题已经分离开来了。“ 作品中不能再缩减的部分的主题就

叫母题⋯⋯如‘黄昏莅临’、‘拉丝若尼可夫杀死那老妇人’、

‘那英（雄 主角）死了’、‘信收到了’等。这些都是主题素材中

洛德提到的某个主最小的质子。” 题，其中有时包含了许多

小的母题，他的主题下面仍然可以再细分若干个叙事单元。另

外，洛德提到主题时总是与程式联系的，因为歌手对一些人物、

事件、场景的描述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的程式化的表达方式。

洛德的“ 主题”指的是口头史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段落，这些程

式化的段落描述了人物、人物的行为、场景、事象、事件等内

容。这一切都与他的“ 表演中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

口头传承研究学派纷呈，但有共同课题：那就是在“ 传统

的”这个标签之下，世代口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大家

共认的形式？帕里一洛德学说也是围绕着这个老问题展开研究

的。

四、故事模式

在洛德的诸多著作中，“ 歌”是经常被使用的概念，它涉及

口头诗学的核心内容：表演中的创作问题。

．洛德的南斯拉夫田野工作经验，使他能够从歌手的角度感

知歌的概念。那么，在一位歌手看来，歌到底是什么呢？他们

认为歌是某人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发生在英雄身上的故事。实

际上对歌手而言，歌就是故事，它是用诗体来表述的，它不是

脱离其讲述而孤立存在的。因此，故事本身必须有特别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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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只有在以诗来讲述它时才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说，一

部史诗歌是关于具体的某位英雄的故事，但是它的叙事形式是

多种多样的。其中的每一种表述形式即每一次的故事讲述，其

本身就是独立的歌。它像歌一样，具有本身的可信性、权威性。

歌手是在主题的灵活多变的排列组合这个意义上来想歌的，我

们将这种歌视为一种特定的文本，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吟诵过

程的变异。在歌手的观念中，他专注的稳定性并不包含词语，对

他来说词语从来也没有固定过，而故事的非实质性部分也从来

没有固定过。他把自己的表演或歌，建筑在稳定的叙事框架上，

这就是歌手感觉到的歌。按照洛德的表述，“ 我们一定要区别口

头诗歌中关于歌的两个概念。其一便是故事的一般概念，我们

常常是在更大的意义上提到它，例如《 斯梅拉季奇·梅霍的婚

礼歌》，它实际上指的是关于这部史诗歌的无数次演唱。另一个

歌的概念指的是特定的一次表演或文本，例如阿夫多·梅杰耶

维奇的歌《 斯梅拉季奇·梅霍的婚礼》，它是１９３５年７月演唱

的”。

洛德在《 故事歌手》中曾举例说明口头史诗非常保守的传

统结构和它的易变部分。即使是从同一歌手的角度看，每一次

演唱之间的稳定性，并不在于文本的词语层面上，而是在主题

和故事类型的层面上。变化的形式包括精心的铺陈或简化，叙

事顺序的变化，材料的增删和主题的替换，最为常见的是歌的

结尾的不同方式。

我们可以按照故事内容或主题结构对歌进行分类。我们可

以找出一些界限分明的类型：婚礼歌、营救歌、回归歌、攻城

歌。我们可以把这几组歌分开，研究它们的基本模式，用以说

明这些类型。帕里特别对上述提到的一组一组的歌感兴趣，这

是因为它们与荷马史诗有类似性，与古希腊所谓的“ 系列史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8

诗”相类似。

就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囚禁和释放（ 或营救）的模式而言，回

归歌、婚礼歌、营救歌、攻城歌等，所有这些一组一组的歌，其

实都是以不同面目而出现的同一个歌。所有这些史诗歌基本上

是一个歌，从伪装、出征以及完成最后的营救使命等主要成分

看，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歌。由传统的保守性所致，歌的基本的

故事框架被小心地保存下来，这一点以回归歌表现得最为典

型。

按照洛德的说法，回归歌的故事模式，如同印欧语系一样

古老，它保留在荷马的《 奥德赛》中，该故事模式有五个成分：

离去、劫难、回归、果报、婚礼。这一模式一直保持在南斯拉

夫口头史诗中，并表现出这一简单的基本情节在叙事上的多样

性。它表明南斯拉夫史诗传统与荷马史诗传统的关联。洛德在

《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口头史诗中回归英雄的主题》（ Ｔｈｅ

　（　Ｔｈｅｍｅ 　　ｏｆ ，　ｔｈｅ　Ｗｉｇｈｄｒａｗｎ　Ｈｅｒｏ　ｉｎ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Ｏｒａｌ　Ｅｐｉｃ

１９６９）中主要阐释了口头故事结构即故事模（式 ｓｔｏ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他认为在口头传统中存在着叙事模式，不管围绕着它有多少故

事的变体，但这种模式仍具有伟大生命力，它在口头故事的文

本的创作和传递中起组织的功能。洛德研究了南部斯拉夫口头

史诗，特别研究了穆斯林和基督教的说唱传统，对其中的故事

模式尤其重视。洛德说明了，一种简单的基本情节，它可以有

叙事的多样性。这方面南斯拉夫诗歌与荷马史诗传统具有一定

的关联。洛德在另一篇论文《 传统与口头诗人：荷马、胡叟、阿

夫多·梅杰多维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　Ｈｏｍｅｒ，

Ｈｕｓｏ，　ａｎｄ　　Ａｖｄｏ ，１７９０）中，重点讨论了故事成分

的组合和重新组合，强调对歌的“ 解析”，即关注超越故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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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的故事成分的交流。洛德把这些发现运用到《 奥德赛》中，

强调了故事形式的作用：它超越历史，与神话相关联。

在口头传统中存在着某种叙事的模式，围绕着这种核心模

式的故事会千变万化，但是这种模式仍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

在口头故事的文本的创作和传递过程中起到组织的功能。《 奥德

赛》与《 伊利亚特》的基本故事模式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关于

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因他的离去而给其所爱的

人带来一场浩劫，他终于重返家乡，报仇雪耻。

虽然我们今天所阅读的《 奥德赛》和《 伊利亚特》是脱离

于传统的孤立的作品，但任何一部史诗歌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要

理解它就必须了解同时代的其他的歌。为了研究《 奥德赛》和

《 伊利亚特》，洛德试图从了解荷马时代流行的其他的歌入手。这

些材料包括荷马史诗、希腊系列史诗、希腊戏剧、近东的史诗

作品，中古和近世的史诗。在这些邻近民族中找到彼此类似的

故事、主题，可以用来解释荷马史诗，发现荷马史诗中的故事

模式。洛德认为也可以使用后来的相同或相似的故事模式的史

诗故事，并证实这些史诗在核心的故事模式上是最保守的。

《 奥德赛》是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希腊英雄俄底修斯回航时所

经历的冒险故事。有关阿开亚人自特洛伊回归的传奇故事和诗

歌很多，《 奥德赛》开篇便有意声明，这是同类型返航故事的最

后一篇。《 奥德赛》是荷马时代许许多多的回归歌之一。特洛伊

英雄回归歌包“括 系列史诗”《、 回归》《、 奥德赛》《、 忒勒戈

尼》。《 奥德赛》是关于希腊诸英雄自特洛伊战争返回的歌，这

些英雄包括俄底修斯、阿伽门农、墨奈劳斯、奈斯托耳等。在

为俄底修斯的漫游，为他失去的朋伴而祈祷之后，《 奥德赛》便

以诸神的集会而开场了。从这次集会中我们发现了宙斯策划了

阿伽门农回归的故事。在同一部史诗歌中，这种将某一故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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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故事相互指涉的现象是比较复杂的，南斯拉夫歌手一般

不在某一部史诗歌中提到另一部史诗歌中的故事。荷马在演唱

俄底修斯回归故事的同时，显然熟悉阿伽门农的回归故事和墨

奈劳斯的回归故事。《 奥德赛》叙事当中的传统的指涉现象暗示

出了这种多种故事版本的背景。至少我们知道了俄底修斯的回

归故事属于两个不同的模式，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阿

伽门农大摇大摆地回归故里，终于被夫人的恋人杀害，俄底修

斯作了伪装回家，杀掉了妻子的求婚者；克鲁泰奈丝特拉对其

夫不忠，而裴奈罗佩是忠诚者的典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两个故事之间有对称关系，两者都涉及到回归故事，回到妻子

身边。雅典娜从伊萨卡把忒勒马科斯遣送出去，以便让他不会

在俄底修斯回到岛上时出现；这一计划与俄瑞斯忒斯的放逐有

一定的对称性，当阿伽门农回返并大开杀戒时，俄瑞斯忒斯因

为被放逐而不在现场。忒勒马科斯是与俄瑞斯泰斯相对应的人

物；而俄底修斯与阿伽门农有相对应的关系，因此关于这两人

的故事，他们的叙事模式是一致的。荷马在讲述俄底修斯的故

事时，参照了阿伽门农的故事模式，可见这一故事模式曾经有

一定的影响，影响到歌手对忒勒马科斯的介绍。这使俄底修斯

返航的故事大大扩充了。俄底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被提升到

相当重要的地位。史诗前四卷讲述忒勒马科斯作为儿子，试图

处罚那些求婚者，后来却被雅典娜遣送出海去打探父亲的消息。

忒勒马科斯一旦成为“ 流放者”，他就落入了一种模式：一位年

轻人的初次探险故事，他将通过此次探险而成为男子汉。青年

勇士初次探险的故事模式，有时包含着从敌人手里营救某人，通

常是杀掉敌人，这个敌人有可能是超自然的巨魔。雅典娜让忒

勒马科斯出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对南

斯拉夫回归歌的分析表明，在回归这一主线中，儿子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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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主要、核心的成分。而且儿子也不像俄瑞斯泰斯式的角色，

为父亲阿伽门农的死而报仇，或者像忒勒马科斯那样去打探父

亲的消息。在南斯拉夫回归歌中，儿子通常以营救者而不是复

仇者的身份出现，比如，儿子作为赎身以换取父亲的自由。

只有在阿伽门农的故事类型中，儿子这一角色才是必不可少的

成 分。

如果说阿伽门农的回归潜在地影响了《 奥德赛》里关于忒

勒马科斯那一部分的叙述形态的话，那么，墨奈劳斯的回归

（《 奥德赛》卷４中有叙述）则对女魔基耳凯和有关下界的章节

的形成产生影响。

史诗第４卷讲述墨奈劳斯被扣留在一个岛上。他遇见了海

神普罗丢斯的女儿埃多塞娅。她让墨奈劳斯去问海神，为什么

要扣留他，不让他继续行船。她告诉墨奈劳斯如何抓住海洋老

人。被征服的海神回答了墨奈劳斯的问题，给他指出了回家的

路线。老人还给他预测了未来。

墨奈劳斯与俄底修斯故事模式的相同点已经很清楚了：

（ １）两者都被扣留在一个岛上；（ ２）他们都接受了一位女魔的

劝言，让他们从一位年迈的旁观者那里获取信息；（ ３）还要进

行一个便于先知讲演的仪式；（ ４）先知告诉他们长生不死的种

种困难，并预测了两人的寿命。

第１０卷讲述俄底修斯向女神基耳凯发出请求，请求女神允

许自己回归。基耳凯说他必须先完成冥府之旅，还要向赛贝人

泰瑞西阿斯的魂灵进行咨询。基耳凯告诉他：“ 那位先知会来到

你身边，告诉你一路的去程，途径的地点，告诉你如何还乡，穿

过鱼 ． ５３８—５４０）群游聚的大海（”１０ 。这一段便是史诗第４卷

中埃多塞娅第一次指出墨奈劳斯的那几行诗，就在这个地方，埃

多塞娅又添加了几句话：“ 他还会对你说告，卓越的凡人，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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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想知晓，在你出门后，逐浪在冗长艰难的航程，宫府里发

４．４（ ９生过何样凶虐，可曾有过善喜的事儿” １— ３９３）。这几句

话分明指的是俄底修斯，可惜放错了地方，因为第４卷这里讲

述 １０卷里，赛贝人先知泰瑞西阿斯的是墨奈劳斯的故事。在第

未经俄底修斯的提问，便已经回答了后者可能提出的三个问题：

（２）我如何（１）诸神之中是哪一位发怒了？ 回归故里？（ ３）家

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俄底修斯是从基耳凯那里获得回归路

线的，而泰瑞西阿斯对此并不清楚。关于第三个问题，从俄底

修斯的回答中，可以推断出泰瑞西阿斯所交待的家里的情况。可

是俄底修斯对已经提供的信息视而不见。这与墨奈劳斯的情况

恰恰相反。通过墨奈劳斯—普罗丢斯段落的类比，可以说明俄

底修斯为何忽视泰瑞西阿斯对家中情形的描述。由于墨奈劳

斯一普罗丢斯段落的影响，先知的讲话也包含了这种家里情况

的描述。可是，此时这种描述与情节并不吻合，因为它不过是

重复了俄底修斯和母亲的问答。换言之，就问答而言，泰瑞西

阿斯是俄底修斯母亲的替代者。另外，有关伊萨卡形势的描述，

涉及对家里敌情的描述，这与阿伽门农故事是相对称的。阿伽

门农的模式再一次干扰了俄底修斯的故事。从安提克蕾娅提供

的有关伊萨卡情况的描述中，人们可以推测，俄底修斯在冥府

不可能打听到有关求婚者们的情况，因为家里安然无恙，根本

没有求婚者这回事。有些模式是相互矛盾的，而每一个都为该

故事提供了一些新东西。

在关于墨奈劳斯的故事模式中，没有英雄回到女人身边这

样的情节，该情节说女人送英雄到另一世界去求助于神明的先

知。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未被回答的问题：为何女魔要送俄

底修斯到下界？

与墨奈劳斯章节的类比显示，冥府之旅属于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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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那里此次施行是由一位圣贤或巫师的女儿发起并实施

的。任何一位英雄，只要他是长期背井离乡，而后又回归故里，

他便适合这种下界之旅的主题。这是因为他已经落入了这样一

种神话模式：长期离去于下界，而后又返回这个世界。

据说在《 回归》中也有冥府之旅的情节，这个冥府是包括

坦塔罗斯的冥府，这与《 奥德赛》结尾所描述的古老模式的下

界有相似性。

《 奥德赛》最后一卷出现了冥府之旅。俄底修斯在经历了与

夫人相认，再次结婚，解决求婚者之后，他必须离开家里，这

一事实当初是由泰瑞西阿斯在下界告诉俄底修斯的，俄底修斯

也跟裴奈罗佩说过这就是他的命运。希腊史诗传统涉及俄底修

斯继续漫游的故事。就这一点而言，南斯拉夫歌中的英雄最终

是回到了当初关押他的人那里。《 忒勒戈尼》也提供了这样一个

证据，俄底修斯继续漫游，而且他的探险经历与他刚到过的另

一个世界相关联。口头传统无一例外地表明，在俄底修斯的回

归故事中，同时还包含着他离开裴奈罗佩，对他曾经被营救或

释放的那个奇异世界的再次探访。俄底修斯的故事此时需要一

个冥府之旅，这是口头传统将一部史诗联系到一起的力量所驱

使的。在冥府之旅这一语境中，那位旅人应当是俄底修斯。因

为有足够的理由确信，俄底修斯有可能将那些求婚者带回来，作

为赎身或牺牲，抑或为了净化。南斯拉夫故事模式使我们看到

了这种可能性。在南斯拉夫故事中，英雄被关押者释放后，必

须要找个赎身回来，而英雄也常常领着赎身回到先前的监狱。有

时那赎身便是英雄的夫人的求婚者的头颅，有的是儿子的头颅，

但大多是其他英雄的头颅，或他们的马或武器。这些只是作为

替代物。

洛德对南斯拉夫回归故事的研究说明，对于每一个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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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故事的理解，必须借助于对其周围其他回归歌的了解来实

现。从本质上讲，这些其他故事同时也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故

事中。因此，我们阅读《 奥德赛》时，必须了解多样形式主宰

着史诗结构的运作。

俄底修斯回归故事最核心部分，是俄底修斯被人认出的场

景。全诗下半段，俄底修斯伪装成乞丐回到伊萨卡。他被宫中

女仆捉弄，被求婚者扔东西击打等情节不断以相同形式重现。俄

底修斯在回到家中这一段时间内，有好几次都是呼之欲出的徘

徊在暴露身份的 卷中间开始俄底修斯已经回边缘。从史诗第

到了宫殿， ２３卷结尾，相认场景才尽善尽美。相认可是直到第

场景为什么被拖延数次之多？

其原因是这里有两个关于回归宫殿的记载：忒勒马科斯的

回归故事和俄底修斯的回归故事。第１７卷以双重的计划开始，

先是忒勒马科斯的 １７回归，然后是俄底修斯的回归。第 卷里的

这两个计划，它们与第１卷阿伽门农和俄底修斯回归的两个计

划，这二者是平行的。在这两卷中，由计划一推移到计划二的

技巧相同。关于这种场景之间过渡的技巧，我们可以参见第４卷

１７卷和第 的两个例子。第４卷讲到墨奈劳斯打算送给忒勒马科

斯礼物，此刻歌手唱道：“ 就这样，他俩你来我往，一番说

告。⋯⋯与此同时，俄底修斯的宫居前，求婚者们正以嬉耍自

娱，或投饼盘，或掷标枪，在一块平坦场地，一帮肆无忌惮的

—４． ６２０ ６人们， ２７和先前一样” ）。第１７卷的那个段落正处

于过渡阶段，由忒勒马科斯、裴奈罗佩、塞俄克鲁墨诺斯居家

的场景，过渡到求婚者的场景。在讲述裴奈罗佩和塞俄克鲁墨

诺斯交谈的情形时，歌手唱道：“ 就这样，他们你来我往，一番

叙告。与此同时，在俄底修斯的宫居前，求婚者们正以嬉耍自

娱，或投饼盘，或掷标枪，在一块平坦的场地，一帮肆无忌惮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5

—的人们，和先前一样（ １６．１６６ ９）。歌手在上述两例的场”１７

景切换中，使用了相同的诗句。它们犹如分水岭将忒勒马科斯

的大陆之旅的情节与家中的求婚者的情节分开叙述。即由忒勒

马科斯的叙述引出俄底修斯的叙述。

２３卷的场景中，有１７卷的场景与第史诗第 一些相似点，通

过这两个段落的相关主题的分析，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东西。在

１７卷中，裴奈罗佩要求忒勒马科第 斯禀报消息。可是他没有禀

报，只是让母亲洗 ２３卷中，裴奈澡、换衣服、向宙斯祈祷。第

罗佩期待着从丈夫那里得到消息。在这两个段落中，那消息被

数次的洗浴所耽搁，或被报告消息的人的离去或返回所耽搁。

关于裴奈罗佩登场的主题也表现出多样形式。第１卷中，当

裴奈罗佩报怨民歌手的歌时，忒勒马科斯向母亲发号施令，命

令她回到楼上，母亲无言地遵从了。史诗中每当裴奈罗佩登场

去斥责某人时，她自己反而受到指责和轻蔑；尤其是受到儿子

的指责，被送回屋 １７卷中忒勒马科斯送母亲子里。因此，对第

回去洗 １８澡和祈祷这一场景，我们并不感到困惑。在第 卷，我

们看到所发生的事情似曾相识。那时伊罗斯和俄底修斯竞技刚

完，裴奈罗佩走下大厅，斥责忒勒马科斯有意让客人惨败。在

第 １９卷，裴奈罗佩再次出现，此时又发生了相互责备的情形。

侍女墨兰托责备俄底修斯，却反遭俄底修斯和裴奈罗佩的斥责。

这个模式由不同的角色保持着。史诗第 ２３卷里有这样的情节，

忒勒马科斯斥责母亲，母亲保持沉默。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情

节。于是，这种模式也就成为他们母子对话的一般倾向。

对某一主题的多样形式的比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

为什么能够容忍忒勒马科斯向裴奈罗佩报告消息这一场景的一

再拖延，一种习惯性的模式可能导致叙事中出现这种不合逻辑

的情况。我们知道自己所要研究的歌是合成的，一些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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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歌的口头合成。

俄 ２３卷结尾才完底修斯与裴奈罗佩相认的场景一直到第

１ ２２卷成。从第 ８卷俄底修斯与求婚者头领伊罗斯的拳赛到第

开始的试箭，再到第 ２３卷在血淋淋的大屠杀之后的沐浴，我们

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次相认场景，裴奈罗佩终于认出了脱去伪装，

从沐浴中出来，带着灵光出场的俄底修斯。

忒勒马科斯的一系列成功，他的出征、胜利、神的辅佑，以

及他最终举起俄底修斯弓弩的能力，所有这些都在神话意义上

强调了忒勒马科斯成年期的到来。裴奈罗佩说过，依俄底修斯

的看法，到儿子长了胡子时，他才能再婚。儿子成年了，妻子

再婚的时候到来了。就俄底修斯回归而言，这是最后的时刻。

俄底修斯与儿子忒勒马科斯相认的场景也是一拖再拖，悬

而未断。《 奥德赛》一开始便话分两头，分别叙述忒勒马科斯及

俄底修斯，故事中的两条主线在忒勒马科斯回到家时合而为一。

在俄底修斯和儿子回到他在伊萨卡的宫殿之前，两个人最关键

的一次会面发生在第 １６卷中的欧迈俄斯的帐篷里，这里相认的

场景几乎被延宕到史诗最后一刻。传统歌手对故事模式的意义、

力量的感受如此之深，这使他不可能完全毁掉这种模式。忒勒

马科斯和俄底修斯相见、相认场景的完成，标志着歌手终于将

《 奥德赛》的两条线索编织在一起了。

关于俄底修斯与裴奈罗佩，与俄底修斯，以及莱耳忒斯的

相认，它们作为相互关联的主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

供了有关《 奥德赛》作为口头史诗的多重故事结构的材料。

回归（歌 ｒｅｔｕｒｎ　ｓｏｎｇ）作为史诗的亚样式，它是一种特别的

故事模式。洛德在《 故事歌手》的附录里把 １２支南斯拉夫的回

归歌放到一起进行了主题划分。在同书里洛德把《 伊利亚特》作

为回归歌来研究它的结构，发现它的结构为英雄的退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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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ｕｒｎ）。也许这个模式与《 奥

德赛》的回归故事模式有关联。回归歌在古希腊、突厥民族、南

斯拉夫的口头史诗中都曾经存在过，但是，有的人认为不能把

这样的文类归之于印欧语言传统的共同起源，也许那仅仅就是

传播 曾经研究过《 献给德墨忒的结果。玛丽·洛德（ Ｍ．Ｌｏｒｄ）

ｅｍｅｔｅｒ＇ｓ　Ｅｔ 　尔的赞美诗》 ｕｒ（　Ｄ ｎ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她用了６个主题说明

了这个故事模式：一、主人公离去，该主题常常与一位亲人的

失去或一场争吵相关；二、英雄在回归过程里以伪装面目出现，

说一些谎故事；三、流浪英雄被善待；四、英雄被认出；五、英

雄离去后发生的劫难；六、英雄的和解和回归。

《 伊利亚特》属于一个类，那就是回归故事，它的基本模式

被洛德归纳为英雄的离去、劫难、回归、报仇。《 伊利亚特》和

《 奥德赛》的共同点：主人公都失去了一位亲人；回归途中的竞

技；再婚；度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 伊利亚特》的故事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愤怒。故事

有三次愤怒、三次劫难、三次回归。愤怒这一故事模式的三次

出现：祭司克律塞斯一阿波罗的愤怒；阿伽门农的愤怒；阿基

琉斯—塞提斯一宙斯的愤怒。这就是《 伊利亚特》的主要故事。

祭司克律塞司和阿伽门农曾经为克律塞伊丝而发生争吵。

祭司克律塞斯的女儿克律塞伊丝被劫持，落入阿伽门农之手；克

律塞斯献上赎金，乞求释放女儿，遭到拒绝。随后又向阿波罗

祈祷，阿波罗降下瘟疫，阿伽门农放人。这就是克律塞斯一阿

波罗的愤怒。

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为布里塞伊丝而争吵也同样是真实

的。阿基琉斯不想让别人把布里塞伊丝从身边带走，并威胁如

果那样，他将起程返航。

其中祭司克律塞斯一阿波罗的愤怒与阿基琉斯一塞提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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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的愤怒这两个故事模式是一样的；阿伽门农的故事和阿基

琉斯的故事有联系，两个人都以退出战场作为控制形势的手段。

阿基琉斯的行动遵循着这三种模式，因此便有三次洗劫，三次

回归。《 伊利亚特》的复杂性、不一致性，来自于同一部史诗歌

的三种模式的相互作用之中，其中，阿基琉斯的骄横跋扈作为

一个悲剧是最为重要的模式。

《 伊利亚特》的故事就是抢夺新娘和营救新娘的故事，史诗

中抢夺新娘这个情节，在它成为史诗故事和历史叙事之前，是

一个神话故事。它属于一种生殖神话。愤怒的故事模式，实际

上就是抢夺新娘和营救新娘的故事。

劫持—营救的故事与劫持—回归的故事有紧密的关联。由

史诗《 奥德赛》和南斯拉夫史诗的故事模式可以看出，这两个

模式可以拼合到一起。

《 伊利亚特》中的阿伽门农，他是一个劫持者的角色，第一

次作为克律塞伊丝的劫持者，她由克律塞斯营救，后来他又成

为布里塞伊丝的劫持者，她由阿基琉斯营救。但等到使节出现

时，他就像一个营救者或一个俘虏一样去敬献赎礼。

阿基琉斯也一样，他向塞提丝乞求时便是一个营救者，当

他拒绝使节的赎礼时，他又是一个劫持者。《 伊利亚特》第１卷，

通过罢战而将故事调节到另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模式上去了。

罢战的观念当然是劫持观念中固有的成分。另一个含义上的罢

战，即返回家园，退出战争。第１卷显示出故事的核心成分：英

雄长期离去后的回归，谎故事，考验。这个顺序属于回归故事。

事件前后的顺序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它反映了口头传统史

诗歌的内在逻辑。

就愤怒的故事模式而言，阿基琉斯返回战场应意味着特洛

伊战争的结束。阿基琉斯的退出是个关键，正是凭借了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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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愤怒的模式调整到死亡与回归的模式，这又转而引出了死

亡替身这个情结。战争成为故事的舞台，那些故事涉及英雄的

离去和回归，神话式的死亡和再生。《 伊利亚特》中，战争的时

间跨度，与阿基琉斯罢战的时间跨度不吻合。《 伊利亚特》突出

了帕特罗克洛斯这个替身的形象，这位替代阿基琉斯战死的英

雄。在离去和回归的故事模式里，突出了帕特罗克洛斯这位替

身，破坏了该故事关于英雄离去的时间长度这一要求。《 伊利亚

特》替身之死的故事，它的时间定位在英雄回归这个时刻，于

是整个的故事集中在阿基琉斯退出和他重返战场这段时间。

而那个死亡，即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又引出另一段世仇，

即赫克托耳与阿基琉斯之间的世仇。关于世仇的故事模式总是

倾向于营救。关于阿伽门农的一些传说《， 贝奥武甫》《、 尼伯龙

根之歌》和冰岛萨迦传奇都涉及世仇—营救之主题。

从阿基琉斯退出战争以来，《 伊利亚特》又被另一模式所占

据，即死亡与回归的模式。阿基琉斯因罢战而退出战争，他拒

绝了未足数的赎礼，坚持要让帕特罗克洛斯死亡。至此，史诗

在新的模式中遇到一次离去的情节，它引起了一场浩劫，还要

以人的牺牲作为返回家乡的祭品。

阿基琉斯的故事有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含有帕特罗克洛

斯替身这个情节。帕特罗克洛斯的参战，他戴着阿基琉斯的盔

甲，骑着阿基琉斯的马，这是伪装情节；帕特罗克洛斯的参战

意味着他以替身的形式实现阿基琉斯的回归。事实上，帕特罗

克洛斯为阿基琉斯去刺探战争形势的使命，与多隆片段中的狄

俄墨德斯和俄底修斯的使命有惊人的相似。

帕特罗克洛斯作为死亡的替身，替阿基琉斯去死，他死后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帕特罗克洛斯的死是属于英雄的虚假的死，

接着死亡之后，就是英雄本人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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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有许多对称性的要素：

《《 伊利亚特》 奥德赛》

俄底修斯的离阿基琉斯的离去 去

求婚者的放退出战争，劫难 肆

帕特罗克洛斯之死 安提克蕾亚之死

塞提斯一宙 雅典娜—宙斯的作用斯的作用

俄底修斯的强弩阿基琉斯银灰色长矛

阿基琉斯与河流 俄底修斯到达法伊基之战

亚之前险些死亡

南斯拉夫史诗中有一些婚礼歌也是回归歌的范畴。婚礼歌

情节要素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英雄在婚礼上被俘获；

英雄被长期监禁，传说他已经死了；

英雄得到夫人再婚的消息；

监狱长的女儿帮助英雄出狱；

回归英雄在途中遇见一些人；

英雄在婚礼上遇见老管家、母亲、姐姐、马、夫人、新娘、

婚礼客人等；

回归英雄混在婚礼客人当中，未被认出；

求婚者终于得到英雄的姐姐为新娘；

英雄回到被监禁的地方，救出伙伴，毁灭该城。

南斯拉夫史诗里还有不少回归一营救歌，它讲述长期被囚

禁的英雄，终于回归故乡，找到他即将再婚的夫人的故事。这

些歌与荷马的《 奥德赛》有相似的故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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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口头诗学的文本概念

这里我用“ 口头诗学”一词来代替“ 口头理论”。关于“ 口

头理论 ｔｈｅ（ ｏｒｙ”ｃｏｒａｌ ）的提法，已经引　 起误解。洛德本人也不

同意“ 口头理论”这种说法。他认为米尔曼·帕里或阿尔伯特·

洛德“ 口头理论”的说法是一种误解。这可以从洛德本人于１９９０

年的讲演稿中得到证明：“ 关于帕里和我本人在南斯拉夫对口头

史诗所做的调查研究冠以‘口头理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

些发现并不包含什么‘理论’；它们只不过揭示了口头传统诗歌

的现实⋯⋯帕里的田野实验所选择的地点主要是南塞尔维亚、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黑山，因为这些地方仍然保存了史诗

演唱的活形态的传统，尽管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这些地方还

是可以进入的田野基地。像荷马史诗，还有《 贝奥武甫》，关于

它们的性质、关于它们的创编的方式，这些都没有记载，众说

纷纭，对于学者来说，他们只能到一直延续到现代的传统中去

寻找线索，舍此还有别的出路吗？” 帕里和洛德曾经探索过口

头诗歌“的 经验的现实（”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这是从南斯拉夫口

头诗歌的活形态的传统中以及其他活形态的传统中发现的。口

头诗歌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这是由田野工作得到确认的。他们

把自己从田野调查中归纳出的口头诗歌的知识运用到《 伊利亚

特》、《 奥德赛》以及其他文本上，这并非要试图证明一种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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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诗歌的“ 理论”。即便是我们想要在这一背景中使用“ 理

论”这个字眼儿，那么更为恰当的说法也只能是，帕里和洛德

曾使用了与荷马史诗密切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有关口头诗歌的理

论。口头诗学（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ｉｃｓ），指帕里、洛德创立的关于口头诗

歌的学说。该学说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来自语言学和人类学。用

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的概念。

它是在口头诗学的创作形态学意义上被界定的，并趋向于这样

一种观念，这种文本的创作的权威性可以类比于书面文本的潜

在的权威性。

哈里·列文在洛德《 故事歌手》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精辟

的话：“ 文学一词，通常以运用文字为先决条件，并假定那些富

于想象的语言的艺术作品是借助书写和阅读来传递的。口头文

学显然是个相反的术语。”当然，这句话后来被证明也是有问

题的。许多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 口头”便是“ 书写”的

对立面。口头文学不以书写为先决条件，但也的确涉及文字技

巧。应当纠正的是把书面文学才有的概念套用到口头文学上去。

这说明以往的学者，他们虽然把口头和书写作了区分，但对于

口头和书写的关系看的过于简单了。

“ 口头文学”是洛德使用并捍卫过的术语。帕里逝世后，洛

德用了二十五年时间，在口头文学领域内搜集、整理、分析，产

生了相当数量的发现，最终完成了一部传世之作《 故事歌手》的

写作。本书最直接的动机，是要研究歌手学习、创作和传播口

头史诗作品的方式。换言之，洛德感兴趣的是：口头诗歌是什

么，它是如何运作的。

１９世纪的民俗学，像历史—地理学派，仍然局限于作家文

学的文本概念来看待口头文学。该派发展了分类学方法，在不

同的时代和地点中发现了以伪装的面目出现的相同的故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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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并发展了分类系统，如母题、情节。该派的特点是注重文学

的内容。但是对于表演、传递的情境和社会语境，表演者和听

众等要素，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但是，一个特定的口头文

学的片段，它的重要的方面，不可能只通过孤立的文本内容就

能了解到。而要考虑到表演场合、听众、地方性的知识、传递

那一刻表演者的情形。在该派来看，一个母题和情节的流布，好

像来自文本或母题本身的力量，就好像故事本身在行走，这是

见物不见人的做法，它忽视了表演者和听众的作用。该派的另

一个弊端是它不适合于诗歌体的民俗样式的研究，而只适合于

散文体的故事文本。像母题这样的内容分析就很难运用到诗歌

文体特征的研究上。重视传统的内容的传递，这会忽视个人的

创 ｖａｒｉａｎｔ）的研究“：相同”的造。该派强调对大量存在的变体（

情节或母题通过口头传承的故事得以传递。尽管如此，他们只

注意到文本层面上的内容，局限于书面文学的文本研究。学者

热衷于故事文本的搜集，而很少考虑社会背景。当文本就是一

切时，别的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洛德强调了歌手的能动作用，歌手是表演者，也是创作者。

他认为“ 原创的”和“ 正确”文本概念并不适合口头诗歌。在

歌手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文本、原创的文本或原型。每一次表

演都是原创的。我们关于“ 原创的”、“ 原型”的概念在口头诗

歌中是找不到感觉的。并没有什么正确的文本，并不能说一个

文本比另一个文本更加真实更具权威。每一次的表演都是唯一

的，不可替代的。口头诗歌的表演者就是它的作者。传统为每

个歌手提供了创造的机会。在总体上说，一切都是传统的，但

在表演的层面上，一切又都是独一无二的。传统的形式经过千

锤百炼，是标准化的，但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一定的传统惯

例之内“ 即兴创作”，比那种对已知片段的再利用或变体，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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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口头传统的现实。文本只是口头文学的一个方面。口头文

学和书面文学都有一个语篇世界，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口头文

学的片断 ６０年，它的充分实现，必须以表演为前提。在 ２０世纪

代，许多学者也注意到表演这个要素是区别口头文学和文学的

关键。帕勒德斯（ Ａ． ）指出“：在民间文学和高雅文学Ｐａｒｅｄｅｓ

之间当然有根本的区别。民间文学通常是表演者的工具，表演

者加入了当时的情感——通过他的表演而加入了情感或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民间文学从来不需要鲜明性和独创性的另一个原

因。那是因为，当书面文学离开口语越来越远之后，我们必须

发明一些抓住读者的措施，令他动之以情，激发他的想象力，全

凭纸上那些小小的黑色符号。⋯⋯在高雅文学那里有一种趋势，

表达变得越来越微妙和个性化，这是因为诗歌不再被表演了，而

成为了诗人和读者之间的私下的交流。在民间诗歌那里，他不

仅要将他继承的哪个片段带入当下的生活里，还要能够随意地

再创 ——此时此刻他在表造文本。说到底，表演者就是诗人

演（”Ｐａｒｅｄｅｓ，Ａ．１９６“４．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ｌｋ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ｅｘ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ｅ　　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６．）。口头诗歌的文

本概念，它的核心是表演。但是表演恰恰被忽略了；口头诗歌

的表演和语境，是确认诗歌文本实现过程的重要方面。不同的

表演、不同的表演时间、场合，不同表演者、不同的听众，这

些不同都会影响口头诗歌的文本。离开了表演，口头诗歌的存

在、它的完整性、统一性就不复存在。表演者的技能、性情、听

众的反应、场景，这些都是口头诗歌艺术的重要方面。即使在

不同的表演之间没有什么语句的变化，但不同的场合也会给表

演赋予特殊的意义。通过文本来阅读是书面文学的交流方式；口

头文学的交流更加依赖于社会语境：观众的特点、表演的语境、

２表演者的个性、表演本身的细节等。 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的研究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77

更加关注继承传统与个人创造的关系，诗歌与地方性的听众和

语境的关系，一些学者又提出将民俗事象作为“ 交际的事件”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来研究社会互动关系。

一“、表演中的创作”与口头诗歌的文本

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口头诗歌经验的现实，这是从南斯拉夫

口头诗歌以及其他活形态的传统中发现的。口头诗歌的存在是

一个事实，这是由田野工作得到确认的。帕里和洛德关于口头

诗歌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是“ 表演理论”（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的先驱。表演涉及表演者和观众，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

才产生了文本；文本的概念来自于“ 表演中的创作”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的概念。文本的权威（ 性是由从表

演到表演的稳定性程度决定的。由此亦可看出，史诗大于其人

物的故事，它同时也是关于其听众的故事。

洛德认为，对口头诗人来说，创作的那一刻就是表演。创

作和表演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部口头史诗不是为了表演，

而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的。用洛德的话来表述，诗就是歌，它

的表演者同时也是创作者，无论他创作什么，他都要再创作；他

即兴表演的艺术，牢牢地植根于他对传统要素的把握。洛德从

田野工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史诗演唱者的每一次吟诵都是一

　种再创作，而且他们是以大量传统程式和主题（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ｓ）来进行这种再创作。洛德的实验方法，即从同一位歌

手（ 或其他歌手）中重新引诱出“ 同一”部史诗歌的方法，使

他能够对“ 同一”部史诗歌的许多异文进行仔细的比较，从而

发现程式和主题等口述传统的叙事单元。

表演对口头诗歌的核心地位是很明显的。没有表演，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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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便不是传统；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

演便不会产生什么是口头诗歌这样的问题。只有在表演的层面

上人们才可能理解口头史诗歌与书面叙事诗的区别。口头史诗

是口头演唱的，但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口头演唱，重要的不是演

唱，而是演唱中的创作。口头诗人是以口头形式学歌，以口头

形式创作，并将口头地传唱给别人，这并没有说错。但是，口

头学歌是一个独特的过程，它并非反复听恰好相同形式的东西，

也不是死记硬背学来的歌。口头创作并不等于“ 自由的即兴创

作”，这个词必须在特定的口述传统文体的限定之下加以修正。

口耳相传并非固定文本的传递。在口头史诗的运作过程中，口

头学歌、口头创作、口头演唱和口头传递，所有这些话说的其

实是一回事。它们是重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过程中处于变

化的不同层面。

口头传统诗歌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可变性或不确定性。洛

德关于口头史诗歌的概念有两个：其一，一般意义的歌，指的

是故事的一般观念，我们常常是在更大意义上说它，例如《 斯

梅拉季奇·梅霍的婚礼》歌，指的是这一部史诗歌的所有的无

数次的表演（ａｌｌ　ｓｉｎｇｉｎｇｓ）　；另一个歌的概念指的是一次特定的

表演或文本。如阿夫多的歌《 斯梅拉季奇·梅霍的婚礼》，它是

于１９３５年７月间演唱的。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上，会有同一部

史诗歌的无数次演唱，即歌的无数次的创造和再创造；歌与歌

之间的这种联系的程度是有变化的。 变异和稳定是口述传统

过程的两个要素。变异并非指随意的改变，对某种固定的原始

文本的改变，或由于记忆上的原因。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变异，它

的根本原因是保持传统的一贯性的努力。口头史诗歌的主题或

主题群中所表达的核心意义总是被歌手们小心地保持着，因此

才有许多歌手讲述同一个故事的现象。但是，保持传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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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努力是以歌的多样性（ ｍｕｌｔｉｆｏｒｍｉｔｙ）的方式来实现的，即

歌手可以凭个人的经验来创造歌。口头传统在表演中获得生命，

每一次表演都为创新提供了一次机会，任何这种创新都会在传

统中得到明确的承认。洛德关于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经验，可

以使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传统，而不是从书面文学的诗学来理解

传统。

口头诗学表演中的创作意义上的文本，代表了真正意义上

的口头诗歌。对于书面作家而言，艺术创作在其最初时刻便可

以文字固定下来。这种原创的固定文本的概念并不适合于口述

思维。已经确认了荷马史诗是以口头创作的方法来创作的，那

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这种口头创作？现存的荷马史诗文本

还不能算实际表（演ａｃｔｕ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程度上的口头诗歌。荷

马史诗属于口述记录文（本ｏｒａｌ　ｄｉｃｔ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这是最接近实际

表演的文本。但两者还是有差别的。即兴的口头演唱是自然的

创作过程，一旦为记录而口述则会损害史诗诗行的节奏、文体。

口述文本永远不可能与表演中的创作的文本相等同。歌手的演

唱要受前后诗行的韵律结构之影响，这种结构会被口述行为所

破坏。 因此，书面文（本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ｅｘｔ），它是由歌词组成的。这

是一种特殊表演的记录，一种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下的指令性的

表演。对于这种书面文本，口头诗人视其为传统的瞬间的记录。

把荷马视为希腊史诗的创始人，荷马成了一个过于个人化

的词，这便忽略了口述传统的创作与表演的力量，忽略了共时

与历时的分析。荷马作为歌手，他不仅拥有在高度发达的口头

创作技巧中业已存在的完美的创作手法，而且书写对他来说也

是妨碍和限制。 把一支笔放到荷马手中，人们极易将荷马归

到劣等诗人之例。书面技法并不能与口头技法相容，两者不能

拼合而形成第三种“ 过渡性”的技法。一个人在其职业生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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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期不可能既是口头诗人又是书面诗人。

其实，远在书面文字出现之前，口头诗歌的艺术便已经很

成熟。口头诗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书面文学的诗学的出现，

则需要巨大的文化变迁。当书面文字出现时，史诗歌手并不可

能马上利用书写这一形式，因为史诗歌的创作是一种表演，它

要求有乐器、音乐的配合以保持有规律的节奏。歌手的所有努

力和技巧，完全是为了在活生生的观众面前进行快速创作；而

书写是一个过慢的过程。

对一位真正的口头诗人而言，并不需要书面文本，不需要

用它来作为记忆之手段，将史诗记录下来的动机也并非来自歌

手。植根于口述传统的歌手，不可能被阅读和书写所吸引，仍

然会以口头方式进行创作。

当一种传统被印刷的歌本所侵入时，可以出现两种情况：假

如将印出来的文本读给一位卓越的口头诗人，其作用便等于这

位诗人聆听另一位歌手的演唱。当歌手以为歌应该按照歌本的

方式呈现给读者时，那么歌本便会腐蚀传统。易变性恰恰是口

头传统诗歌的生命。这种易变性存在的条件是在歌手和传统之

间没有固定文本的干预；一旦一次演唱成为特指的歌，那么多

元的传统文化的源泉就会被切断。当书面文字进入了口头传统

之中，那么以程式、主题、故事类型来进行创作的方式将最终

失去它们存在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创作即专注于单一

的模式，常常是付诸记忆的模式，那么，多种多样的传统成分

将会衰败。那些接受了固定文本观念的歌手，已然脱离了口头

传统的过程。他们是复制者而非再创作者。这些人是那些出现

于民间节日、演唱从歌本上背下来的歌子的人。你我都能经过

训练而成为这样的人。他们从真正的歌手那里借来歌，从头到

尾地唱了一遍。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唱这些歌。固定文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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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行是口头社会过渡到书面社会的一个方面。

二、口头史诗“的 文本性”与书写

荷马史诗是口头传统诗歌，但是荷马史诗文本是口述记录

２０世纪文本。这里涉及书写的问题。 ３０年代帕里认识到，随着

他对南斯拉夫史诗的了解，他觉得现存的希腊史诗是由一个人

创作的。他甚至想象出那样一个情形，《 奥德赛》的作者坐下来

口述他的歌，另一个人在一旁把歌一行一行地记录下来。这个

情形就像南斯拉夫史诗艺人，一行一行地口述，等着田野工作

者尼古拉飞快地记录。洛德后来也认为荷马的史诗是口述记录

文（本ｏｒａｌ　ｄｉｃｔ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但这不能改变荷马史诗为口头创作的

结论。书写对记录荷马史诗是有用的，但对创作并不起关键作

用。因此，洛德反对把“ 书写”而不是“ 创作”运用到类似荷

马这样的歌手身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口头传统可以涉

及书面传统，但并非一定是受书面传统的影响。荷马史诗的确

涉及书写的技巧，但由此却不能得出荷马史诗的创作运用了书

写这一形式的结论。

前面已经谈到，许多学者认识到“ 口头”并不简单地是

“ 书写”的对立面。将口头特性与书写特性截然分开的做法，已

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们一直认为这是洛德的观点：一旦出现

了书写文化，则口头文学的丧钟就敲响了。书写文化的确汲取

并保存了口头传统创作的一些要素，而且，书写文化的到来，也

标志着口头传统诗歌叙事将要寿终正寝。但是，这不是书写本

身带来的变化。口头史诗在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中盛行了几个世

纪，一直到许多人已经有了文化，口头史诗传统仍然是活形态

的。当然，史诗逐渐被记录下来了，于是出现了固定文本或特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82

指的文本的概念，与这些想法相伴随的则是产生出一种需要，这

就是以记忆的手段来传递诗歌，而不是以再创作的手段来传递。

书写文化通常来自某个共同体之外的世界，因此，书写的流行

也会引起社会观念的变迁。这些都会影响到口头传统及其观念。

６０年洛德在 代曾经这样认为，在完全的口头创作文本与书面创

作的文本之间，没有中间性过渡地带。其实，就是阿夫多的史

诗歌《 斯梅拉季奇·梅霍的婚礼》，也可以说是过渡性的文本，

因为它是歌手从一个印刷文本中学来的。像涅戈什（ Ｐｅｔａｒ

Ｐｅｔｒｏｖｉ Ｎｊｅｇｏｓ）这样的南斯拉夫诗人，他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黑

山的王子，后来学会了书写，他把一些非传统东西加进自己的

口头史诗里，他又是一个文人。洛德后来专门探讨了这种过渡

性的歌手和他的史诗文本。

《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作为口头史诗的文本性，它的含

义指的是《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的艺术性、内聚性、宏伟

性和统一性。在荷马史诗口诵时代（ 公元前８世纪直至公元前

５５０年之间）荷马史诗的口述传统渐渐趋于稳定，表现出一定程

度的文本性。但是，这一时期的文本性与文字和书写没有什么

关联。那就是说荷马史诗的文本性并不说明史诗的创作必须借

助书写的技巧。在１９６０年代，学者们认为荷马史诗如此之长、

复杂、富于技巧，很有可能借助于文字的技巧。他们认为荷马

的诗总体上是口头创作的，但是也一定有一些写本。鲍勒认为

荷马是口头诗人，但他后来学会了写作，因此他能够把握恢宏

的史诗结构。洛德后来也认为荷马的诗曾经借助于书写的帮

助，认为歌手是口头诗人，他把诗背诵给有文化的人，让他把

文本记录下来。这就是所谓“的 背诵理论”。 也有的学者认为，

没有迹象能够证明，史诗的表演需要背诵。背诵理论的要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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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认为现存的史诗文本就是公元前８世纪的文本。荷马的

诗从根本上讲是口头诗歌，是由不识字的歌手创作的，是口头

纳吉则从另外的方面说明，在荷马史传统的产物。 诗的口述

时代，不可能有过多抄本的扩散，考虑到存在着物质上可供书

写的材料有一定的限制，像《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这样的

鸿篇巨制，它们不可能依靠某种抄本的形式进行创作和流传。在

希腊历史的早期阶段，文字是不发达的。另外，从口述时代到

书写的时代，这中间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口述的

形式不可能一下子转化为抄本。有人认为，口述记录文本可以

作为歌手演唱时的记忆手段。洛德的“ 背诵理论”并没有给那

种说法留下一席之地。洛德曾指出：“ 有人可能提出书面文字将

是一种记忆手段，但这是不现实的。歌手的演唱方式并不需要

一种记忆手段，他的演唱方式并不需要 像抄本书写的帮助。”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摹写（本 ｓｃｒｉｐｔ）或提词（本 ｐｒｏｍｐｔ），在公元前

８世纪也不可能出现。从公元前８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

诗歌体铭文，这也只能说明书写对早期诗歌铭文的记录是需要

的，但对其实际创作并不需要。

亚里士多德《 诗学》已经对史诗创作和悲剧创作做了区别

（《 诗学》，１４４７ａｌ３）。把荷马的名字用作《 伊利亚特》和《 奥德

赛》的作者，希腊史诗的主要代表，也是很清楚的。的确，最

早归之于荷马名下的不仅是《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而且还

有所谓“ 系列史诗”如史诗《 库普里亚》和《 小伊利昂记》。把

希腊史诗逐渐地限定在荷马身上，这一过程与上述的历史过程

是相联系的，也就是说，这与《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在希

腊语世界的相对较早的流布，与泛希腊主义有关。泛希腊主义

在公元前８世纪及以后的古希腊是很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一

些制度上，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德尔斐神谕、荷马史诗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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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荷马史诗在宗教史上标志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氏族崇

拜向人格神崇拜的过渡《。 伊利亚特》《、 奥德赛》的不断扩散和

荷马史诗传统，也反映了这种泛希腊主义的趋向。纳吉扩展了

泛希腊主义概念，把它确定为：“ 有助于解释荷马史诗特性的阐

释学的模式，利用这一模式人们可以观察《 伊利亚特》、《 奥德

赛》的再创作和流布过程的各个方面。纳吉把这一模式称作荷

马史诗传统“ 演化”的文本固定过程。根据这个进化模式，演

唱中的创作过程，即每一次表演中的再创作，可以视为直接受

流布程度的影响。那就是说，一定传统中的创作，都有一种机

会在或宽或窄的社会框架的变化幅度上被表演。流布越广，史

诗再创作的机会就越小。因此，最大限度的流布、接受，必然

引起最大限度的与规范的统一版本相一致的限定。纳吉将“ 文

本的固定化（”ｔｅｘｔｉｆｉｘａｔｉｏｎ）或“ 文本化（”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描

绘为一个过程，在那里每一次表演中的创作都在流布过程中逐

渐地减弱变异的可能性，其附带的条件是，他是在形态学的意

义上理解“ 文本”的。像泛希腊赛会（ Ｐａｎａｔｈｅｎａｉａ），作为一个

法定的正式场所，季节性地重复演唱《 伊利亚特》和《 奥德

（ Ｌｙｃｕｒｇｕｓ，Ａ赛》 ｇａｉｎｓｔ Ｌｅｏｋｒａｔｅｓ，１０２）。在泛希腊赛会上的

荷马史诗演唱制度是一种可见的流布过程。这样一种中心点，可

以采取中心化的背景，其作用是，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不同的观

众，又向四周扩散更为统一的传统。

古希腊的歌手是游吟的艺人（《 奥德 —赛》卷１７，诗行３８１

３８５）。一般认为史诗表演越职业化，表演者之间的竞争就越加

形式化、正规化。在古希腊，游吟的艺（人ｉｔｉｎｅｒａｎｔ　 ａｒｔｉｓａｎｓ）把

当地的传统从歌（手 ａｏｉｄｏｉ）的全部剧目中筛选出去，其结果是，

　由这种表演者所控制的主题（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成为一种最小的

公分母，适合于绝大多数的观众。荷马史诗是有计划性地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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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任何特殊表演场合的涉及，因此表明它是值得全世界接受

的，即无条件地接受。荷马史诗好像已经摆脱了表演的应时性

的需要。纳吉强调了作为一种口头诗学创作形态学的文本的作

用，这种口头文本表现出的创作的权威性，可以类比于书面文

本潜在的权威性。

三、文本化：神话的解释和进化论的阐释

在后来公元前５５０年之后，出现了用手写本形式记录特定

的创作，以控制特定的表演的现象。这样的例子便出现于公元

前６世纪后半叶雅典霸主裴西斯特拉托斯（ Ｐｅ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ｏｓ）时代：

该王朝拥有政治权力，其中有一个方式便是控制诗歌。根据希

罗多德记述，裴西斯特拉托斯拥有神谕诗歌的手写本，藏于雅

典卫（城 希罗多德《 历史 ．２）。在裴西斯特拉》 托斯的：５．９０

君主统治时代，以手写本形式抄录荷马史诗，这是有其历史可

能性的。裴西斯特拉托斯时代的抄本可以视作原形的摹写本

ｓｃｒｉｐ（ ｔ）。这一时期被抄本记录下来的诗歌，仍可以用口头诗学

的术语来定义。它们仍然是创作和表演这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

的结果。但是，没有证据表明，《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的创

作，是对一种文本的记录的结果。将创作记录成文本并不意味

着书写是文本的创作的先决条件——只要产生文本的口头传统

仍然继续存活的话。荷马史诗文本（性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并不要求书

写。当书面文本的确成为正规的形式的时代，由口头传统生发

出来的书面文本仍可以继续享有表演中的再创作这样一种地

位，只要口头传统仍然保持其表演的权威性。文本作为表演中

的再创作的隐喻，有助于解释神话的认识。诗歌传统的演进，由

神话而得到重新解释，就好像它是由单一事件引发的，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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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瞬间的发现，甚或轶失的文本，一个古老原型的再次生发。换

言之，神话可以形成其本身的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神话可以

用自己的剧情说明书写的概念。

第一个故事来自斯巴达，说的是一个文本的散落，散落在

希腊各地，后来又在一朝得以复原，它是由一个聪明的人，一

个该社会的有权威的熟知法律的人，来可葛斯给复原的。根据

普鲁塔克《 来可葛斯生平》的记述，来可葛斯把荷马史诗带回

斯巴达，他从史诗演唱者的后裔那里得到这部史诗。因为这些

史诗在古希腊人当中并不太有名，其中的一些仅仅是部分的占

有，因为史诗散落各地，是偶然地搜集到的，正是来可葛斯使

荷马史诗变得人人皆知，非常有名（ 普鲁塔克《 来可葛斯生

平》４．４）。

纳吉认为这一神话，解释了诗歌传统的演化；这种演化是

随时间推移缓慢发展，最终达到相对固定的阶段，而这一过程

被神话解释成单一事件的结果，视为一朝一夕的发现，甚至是

失去的文本，一种原型的再生。神话又一次提供了关于史诗起

源的如雷贯耳的理论。

雅典人的神话在伊良（ Ａｅｌｉａｎ《） 各种历史》里有叙述，来

可葛斯这位法律的制定者，把荷马史诗介绍到斯巴达。在西塞

罗《 雄 （３．１辩家》 ３７）可以看到一种最直白的故事版本：裴西

斯特拉托斯作为七位圣贤之一，他学识渊博，雄辩滔滔，“ 人们

说他是第一个整理荷马史诗的人，使散落的史诗为我们今天所

拥有”。关于雅典人最初接受荷马史诗的描述，被柏拉图《 希帕

尔科斯》里的故事所重申，该故事宣称希帕尔科斯把荷马史诗

介绍到雅典。这就是古典学者们所谓的“ 裴西斯特拉托斯修

订”说。

这些关于荷马史诗表演传统定型的故事，可以解释有关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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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史诗创作规模的问题：即荷马史诗的长度问题。荷马史诗

《 伊利亚特》、《 奥德赛》如何达到恢弘的１万５千行和１万３千

行的？其中关键一点是，恢弘的史诗创作如何被划分为表演的

ｅｐ段落（ ｉｓｏｄｅｓ）。纳吉注意到印度史诗传统的类比的证据。印

度口头史诗的表演表现出分量不均衡的特点。

印度口头史诗传统这种“ 分量不均衡的段落”（ ｕｎｅｖｅｎ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可以应用到古希腊史诗演化的研究之中。

荷马史诗的早期形态也是被划分为独立叙述片断，这一现象曾

）。 希腊史被 诗称 表为段 演传统落 讲究均ｐｉ 衡ｓｏｄｅ ｅｓ（ 分量的

原则，这就要考虑到表演的实际顺序和内容。有关将《 伊利亚

特》《、 奥德赛》分别划分为二十四章的源起问题尚有很大分歧。

有人认为这些章节的划分来自于早期的表演—切割的模式，而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章节之划分仅仅是编辑的附加物，起源于

亚历山大学者《。 伊利亚特》《、 奥德赛》最终分别划分二十四章，

来自于均衡分量这一口头传统制度。

有一个故事，它解释了在雅典的一种制度，一种习惯法，施

用于泛希腊节日，在那里，由史诗吟诵者所表演的《 伊利亚

特》和《 奥德赛》，不允许对史诗叙述中的某些部分过于偏爱，

在这种表演中，吟诵者的表演应一个接一个地按照顺序进行。

“ 希帕尔科斯是第一个将荷马的诗歌言辞带到这块土地（ 雅

典）上的人，并且，他促使史诗吟诵者在泛希腊节日上按顺序

交替演唱完这些诗歌言辞”（ Ｐｌａｔｏ，Ｈｉｐｐａｒｃｈｕｓ，２２８ｂ－ｃ）。

根据另一种说法，关于荷马史诗演唱的固定叙述顺序的法

律，并非是由希帕尔科斯介绍的，而是雅典的法律制定者梭伦

自己：“ 他［法律的制定者梭伦］草拟了一条法规，荷马的作品

应交替地狂热地表演，因此，第二位表演者必须在第一个人结

束的地方开始”（ Ｄｉｏｇｅｎｅｓ　Ｌａｅｒｔｉ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ｏｉＢｉｏｉ，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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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试图解释荷马史诗创作的统一性，是表演中的顺序化

的结果。

古典学者习惯地将荷马史诗表演的习惯法称之为泛希腊法

则（ Ｐａｎａｔｈｅｎａｉｃ　ｒｕｌｅ）。这一“ 法则”实际上是均衡分量原则

（ ｅｖｅｎ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在希腊的反映。一旦荷马史诗段落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的次第关系成为传统，那么，史诗表演段落的前后

照应也将成为传统。荷马史诗表演段落的前后照应的制度，必

须在一个长的历史阶段中，在重复表演的更大背景之内去领

略。

“ 史诗吟诵诗人”是希腊史诗传统中的一种制度。“ 史诗吟

诵诗人”是一些表演者，他们与史诗叙事传统中的均衡分量模

式相联系。史诗吟诵者是一种进化媒介的体现者，这种进化的

媒体持续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多的限制加进表演中的

再创作的过程中。史诗吟诵者的继承性是一种历时的现实。一

代代的史诗吟诵者将遥远的荷马与荷马史诗在历史阶段中的

“ 当代”表演连结起来，就像柏拉图对伊翁（Ｉｏｎ）的论述那样。

史诗吟诵者（ ｒｈａｐｓｏｉｄｏｓ）历时的现实在各种神话中都有间接

的表述，这些神话把荷马史诗创作的固定性与史诗吟诵者表演

的固定化连结起来。ｒｈａｐｓｏｉｄｏｓ这个词所包含的隐喻是与神话

相关联的。合成名词ｒｈａｐｓｏｉｄｏｓ在词源学上意为“ 把歌编织在

一起的人”。这种隐喻已由品达创作的诗句所证实，这首诗作涉

及最早的“ 荷马的后代”所进行的荷马史诗的表演：“ 从那一点

开始，荷马的后代，将诗句编织起来的歌手们，经常从宙斯开

场戏开始（”品达《 奈尼亚颂》）。把诗歌编织在一起的隐喻，必

须与古希腊传统中相关的隐喻相对比，那就是编织歌，它实际

上很古老，可溯及印欧语言的起源。荷马是史诗吟诵者的模范。

荷马并不仅仅只是英雄史诗的创造者；他也是这一英雄史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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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英雄。古希腊的制度倾向于对传统的追溯，希腊人自己将

某一制度和成就的取得追溯到一个原始的创造者身上，这一文

化英雄被信以为全部文化制度的权威，人们常常把社会的主要

成就归功于他。即便这些成就的取得其实是通过漫长的社会进

化过程，但人们仍然把这些成就的取得看作是一位文化英雄偶

然、个人的成就。对荷马也是这样：他被追溯为英雄史诗的独

创的天才，他是一位原创性的诗人（ ｐｒｏｔｏ－ ｔ），他的诗歌，由ｐｏｅ

后来一代一代的表演者不断地重复制作。相反地，每一位后来

的荷马的表演者，都一步一步地远离荷马式的独创性的天才。例

如柏拉图的《 伊翁篇》里的苏格拉底，他认为诗人荷马具有独

创性艺术力量，该力量就像磁石一样。在苏格拉底看来，诗歌

创作的这种磁石般的吸引力量，随着一代代的后继的表演者而

渐次衰弱。伊翁被视为荷马的最后一位摹仿者，所以他是所有

摹仿者中最弱的一位。

从荷马史诗定型的进化模式的立脚点来看，其实际情形与

神话相去甚远：即使《 伊利亚特》、《 奥德赛》篇幅长度最终会

使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场合演唱它都是不可能的。但

是，这些创作的宏大的部分可以在社会背景中进化，在那个社

会背景中，表演的顺序，叙述的顺序，是可以调整、控制的。如

在泛希腊节日的场合上， 表演模式的演化定型导致了创作

模式的演化定型，表演的创作——或者更确切地——再创作，是

这一媒介中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各种神话为荷马史诗的创造提供了解释。用于这些神话中

的隐喻是，由不同部分的织物“ 缝制起来”的一件完整统一的

织物，这一隐喻所关联的是，整部史诗是由叙事诗的吟诵者按

顺序演唱的各部分放置一起而构成的。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隐喻来自于后来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关于一个原始形式的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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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它被散落成不同的部分，后来又被一位初始的文化英雄，

在一朝一夕之间，将这些散落的部分重新组织成完整的统一体。

这一隐喻便是“ 裴西斯特拉托斯修订”说这一概念的来源。公

年裴西斯特拉托斯当上雅典的僭主，历史学家元前５６０ 认为他

重视雅典文化事业，出资组织节日庆典，请文人墨客到雅典创

作交流，组织整理荷马史诗。

Ｄａｖｉｓｏ　森戴　维（ Ｊ．Ａ．ｄ ｎ）在《 荷马必读》中专章探讨荷马史

诗文本流布问题。他提到过“ 泛希腊文本”，并且参考了一些例

证，那些证据说明《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 文本”是被有规

：　　　Ａａｇａｉｎ律地演唱的，在雅典的泛希腊赛会上演唱（Ｌｙｃｕｒｇｕｓ ｓｔ

ｈｕｓ　２２８ｂ；　ＤｉｏｇｅｎＩｅｏｋｒａｔｅ 　 ：ｓ １０２；Ｐｌａｔｏ：Ｈｉｐｐａｒｃ 　Ｌａｅｒｔｉｕｓ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ｏｉ　 Ｂｉｏｉ，　１．　５７）。对戴　维森来说，这“种 文本”是手写

ｓ本 ｃｒｉｐｔ），用于在泛希腊赛（ 会上季节性重复出现的《 伊利亚

特》和《 奥德赛》的演唱。这种“ 泛希腊文本”最终可以为个

人所有，其渠道是在雅典的图书交易上取得。这种图书交易在

公元 荷马史诗有一个演进的模式，而该前５世纪已经盛行。

模式能使得荷马史诗在季节性重复出现的泛希腊赛会演出时最

终实现文本化。这种文本化可以不受书面的干扰而发生。但是

书写的确能产生抄本，或各种各样的抄本，其产生的时间、地

点为公元前５５０年至５世纪中下叶这一时期在泛希腊赛会上演

唱荷马史诗的传统中。 《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的泛希腊

文本可能在公元前５５０年到公元前４５０年这期间的任何时候被

记录下来。

“ 裴西斯特拉托斯修订”说，正好契合了神话对于史诗的创

作、表演、流布的解释。它也涉及对泛希腊节日起作用的习惯

法，此法规定了吟诵诗人表演《 伊利亚特》、《 奥德赛》必须按

照创作的顺序进行，而整个创作必须由一个个的吟诵诗人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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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而这种表演也必须以他们自己的顺序来进行。我们关于该

习惯法的最清楚的参 ２２８ｂ）和第欧根考是柏拉图（ Ｈｉｐｐａｒｃｈｕｓ

ｐｈｏｉ　Ｂ尼·拉尔（修Ｄｉｏｇｅｎｅｓ　Ｌａｅｒｔｉ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ｉｏｉ，１．５７）的记

述。如果裴西斯特拉托斯修订是一个神话，那么它是谁的神话：

答案当然是裴西斯特拉托斯拥有这一神话，利用它作为王朝的

宣传工具。

荷马史诗文本（化Ｈｏｍｅｒｉｃ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的是荷马史

诗表演传统相对稳定的时期，即从公元前８世纪开始到公元前

６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 奥德赛》达

到了近似文本的地位，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正是雅典的泛希腊

赛会，这在裴西斯特拉托斯王国中是承认的。

在纳吉的荷马史诗演进模式中，这种相对稳定的时期持续

了差不多两个世纪，到裴西斯特拉托斯统治下的雅典，《 伊利亚

特》、《 奥德赛》已取得近似文本的地位。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期

可以与古典时代关于《 伊利亚特》、《 奥德赛》的主题的瓶画相

联系起来看。在公元前６世纪中叶，对史诗主题的史诗的处理

和瓶画的叙述渐渐汇聚起来。

早在公元前８世纪中叶以后，史诗中的一些著名场景已经

开始见诸古希腊陶器和瓶画。“ 此类瓶画的出现几乎与荷马的生

活时代同步。考虑到荷马是古代史诗的集大成者（ 而非从无到

有的原创者）这一事实，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完全排除瓶画艺术

《 伊家们取材于前荷马史诗（ 或篇幅不长的唱段）的可能”。

利亚特》与叙事传统的相对稳定的阶段，恰好能在同时代的图

像叙事的实例中看到。纳吉引用了当代学者对瓶画和荷马史诗

进行对比研究的一些成果，说明荷马史诗口头传统的断代问题。

这里所谓《 伊利亚特》叙事传统的稳定阶段，不是指现存的

《 伊利亚特》的文本。这个阶段史诗主题的叙述还是有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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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的变异。例证来自弗朗西斯瓶画，它被学者断代为公元前５７

［　２１］而且，古希腊瓶画中表现的年。 叙事传统的稳定性，还表现

在瓶画与百年之前的古代科 ｏ－ｃｏｒｉｎｔｈｉａｎ林斯艺术品（ ｐｒｏｔ

ａｒｙｂａｌｌｏｓ）上的绘画，二者之间有相似性，纳吉采纳了约翰森

ｓ　Ｊｏｈ（ Ｆｒｉｉ ａｎｓｅｎ）的研究成果。纳吉认为约翰森把瓶画图像描述

０年“ 伊利亚特”主题的开端定在公元前６３ 并不算太早。他认为

明显的变异一直持续到公元前６５０年或甚至 年之到公元前５５０

前，这时期可以看做是《 伊利亚特》、《 奥德赛》文本化或准文

本化的终 ［２２］止期。

（ ｔｅｘｔｕ文 ａｌｉ本性 ｔｙ）与口头诗歌传统的进化模式之间有鲜

明的平行类比性；荷马史诗作为“ 文本”的稳定性可以视为一

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只有当文本最终被书面记录下来时，

文本固定（ｔｅｘｔ－ｆｉｘａｔｉｏｎ）才成为一个事件。在没有书面文本的

（ｔｅｘｔｕａｌ情形之下，可能有文本性 ｉｔｙ）或更确切地说文本化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荷马史诗传统为这种文本化提供了例证：在

创作、表演、流布的进化过程中，荷马史诗传统逐渐削弱了易

变性，再创作的模式日趋稳定，随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向前发展，

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一相对稳定的阶段被称之为“ 史

诗吟诵者”的时（代ｅｒａ　 ｏｆ　 ｒｈａｐｓｏｄｅｓ）。荷马史诗表演传统的稳

定时期可能持续有两个世纪。形成期始于公元前８世纪中叶，而

另一端则“为 确定”阶（段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ｓｔａｇｅ）即公元前６世纪中

叶，在这一时期荷马史诗已达到接近文本的地位（ ｎｅａ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其背景是史诗吟诵者在泛希腊赛会上的表演。荷马史

诗主题在瓶画的描绘中表现出明显的变异——特别是伊利亚特

主（题 Ｉｌｉａｄｉｃ　ｔｈｅｍｅ）——这持续到公元前５５０年左右。总之，

大约在公元前５５０年 ——是——或可能稍后几十年 《 伊利亚

特》、《 奥德赛》抄本出现的最后终止期。荷马史诗进化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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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两个世纪的稳定时期中达到极点，其基本架构为公元前８

世纪中叶相对形成时期，逐步增强的确定时期即公元前６世纪

中叶。

口头传统是如何成为文本形式的？在文化的早期，文献相

对稀少的情况下，在活态的口头传统的海洋中，在没有文本的

世界里，文本性是如何存在的呢？一个特定的文本在传统之中

是如何被持续地被接受的？弗里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显然是针

对研究界正在讨论的问题。从他对纳吉的研究所做的精到的评

论之中，人们可能对上述问题有个大概的了解。

弗里对于纳吉的荷马史（ 诗）文本研究做了以下的评

论。

纳吉从印度、非洲与古希腊史诗的对比之中，分析了荷马

史诗传统的演进模式，荷马史诗文本化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在

这个过程中并不涉及到书写这一形式，起决定作用的是“ 泛希

腊主义（” ｐａｎ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ｍ） 这 种 国 民 国 家 的、正规化的社会历史

的现实，由此而形成了城邦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一种杠杆

作用，将荷马史诗的诸多传统促成了一种广泛的统一的传统。泛

希腊的诗歌是传统演化的合成物，该诗歌所代表的传统对许多

地方性的传统来说是共同的，并非某种独特性的地方传统。随

着诗人（ 共同体中的艺术家）的社会流动，他可以四处周游，经

验到多样性的传统。地方性的多源传统逐渐削弱，更加统一、单

一情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那些史诗吟诵者和表演者，他

们不再自己创作，固定的文本终于出现了，但即便如此，这也

不是由书写而引发的。纳吉的古希腊诗歌传统演化过程的历史

重建，冲击了传统的书面文学对于“ 典律”、“ 作者”、“ 文本

性”的观念。典律被这位学者从文献中剔出来，它并无个人的

血统，而是由内部的定型过程的驱动，以此展示出诗的缩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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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也被理想化了。泛希腊主义消弭了表演中的再创作的机会，

也消弭了诗人自我认同的意识。在纳吉的三阶段进化论中，诗

人的自我观念削弱，只保留了一些普通的东西。泛希腊的口头

传统，更适合于使一个诗人，由一个历史人物变成一个一般性

的人物，他代表了传统的功能。流布范围越广，再创作的链子

就越长，对创作者的认同就越加模糊。最普通的例子是荷马与

赫西奥德。希腊艺人更加关注的是与观众的和谐，而非创作的

特定情形。他的注意力不是诗学而是实用。在纳吉看来，古希

腊典律的演化，包括诗和歌，并不能归功于写这个因素。当然，

表演传统消失后，书写最终会将典律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荷

马史诗的实际演化过程，要到表演的社会语境中去寻觅。纳吉

建立了一个文本定型的模式，即没有文本的早期形态的文本性。

纳吉的文本性概念，主要是在荷马史诗形态学的意义上来

界定的。这主要是指史诗在主题、情节的完整性和叙事上的平

衡性特点，这些形态学上的特点随着口头史诗传统演化而逐渐

趋于定型。比如说《 伊利亚特》的文本性便包含下面的要素。愤

怒，这是《 伊利亚特》希腊语的第一行诗的第一个词。这是诗

人说出的全诗的主题。在诗人就是表演者和歌手的时代，《 伊利

亚特》是关于英雄阿基琉斯的愤怒的歌。歌手，他按照自己的

演唱技艺的法则，只用一个词，全诗的第一个词，就把全部１０

多万个词的诗统括起来了。《 奥德赛》也一样。用第一个词——

凡人，点明了歌的主题。在此，歌手请求缪斯这位记忆女神，让

她成为诗人，让她讲述一个凡人，一个多面性的人的故事，英

雄俄底修斯航行海上，历经磨难，他足智多谋，攻克并毁灭特

洛伊城。想象中，是缪斯将歌唱给了歌手，歌手再把它唱给别

人。同样地，歌手在这里让女神来讲述这个愤怒的故事，这绝

望的和毁灭性的愤怒，阿基琉斯的愤怒，它给希腊人和特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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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来了无尽的战争和灾难，并最终导致了特洛伊城的毁灭。从

歌手的技艺的法则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诗人用第一个词来点明

主题，即希腊语的愤怒和凡人；接下来是特别选择的场景来描

述那特定的愤怒的心情和多面的人物性格；接着，史诗以一个

从句开始了情节的交代：由愤怒而引发的一系列征战和无尽的

毁灭，主人公的探险经历。史诗的构合有鲜明的对称性，表明

歌手对史诗开场法则的严格的遵循。这种对称性还表现在核心

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描绘上。史诗创作的平衡手法贯穿始终，以

——六音一种不变的韵律化的诗行 步的诗歌展开故事的叙述。

阿基琉斯专横傲慢、英勇善战；俄底修斯足智多谋、不可捉摸。

《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两部史诗整体上显现出对称性，再现

了公元前５世纪之后的英雄时代。《 伊利亚特》不仅再现了阿基

琉斯的愤怒，由此而引起的灾难，攻占特洛伊，反击赫克托尔，

它还在不同的程度上试图讲述整个特洛伊的故事，包括较早的

故事如帕里斯的仲裁、诱拐海伦、战舰集结，而且，史诗还预

示了阿基琉斯的死。总之，《 伊利亚特》故事直接描述阿基琉斯

５１天内发生的事件的愤怒及此后 ，但从这被凝固的时间框架

里，史诗仍然试图涉及所有发生在特洛伊的事。那时它又叫伊

利昂，史诗又名《 伊利昂的故事》。

纳吉阐述了荷马史诗口头传统的进化模式。早在１９８０年代

纳吉便提出关于荷马史诗口头传统发展的一个假定模式。他的

方法是运用创作、表演和流布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的整体论的

比较证据，包括活态口头史诗传统的证据。作者采用了洛德的

比较观点，即创作和表（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是荷马

史诗形成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此外，他加进了古希腊史

诗传统的内部证据，即荷马的两部史诗在古希腊时代的流布。他

认为荷马史诗发展中的表演中的流布（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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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则，与洛德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的表演中的创作是相一致的，它

反映了古希腊史诗文本的完整性、统一性的历史现实。纳吉关

于口头诗学的文本概念，是在口头创作的形态学的意义上来界

定的。这种创作的权威性，可以与书面文学的潜在的权威性形

成类比。纳吉关于口头诗歌本质特点的新的对比论据，主要是

当代学者调查的中亚、印度次大陆、非洲的活态史诗传统的第

一手材料，以此来研究荷马史诗。他以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

证明，一个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以其长期的演进显示出史

诗的完整性、统一性。这一切均来自于史诗创作、表演、流布

的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一事实，加之

《 伊利亚特》《、 奥德赛》作为一种文本的例证，指明了荷马史诗

形成过程中的演进模式。

从口头诗学的文本性的探讨中，我们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

上了：传统是什么？“ 口头诗歌”是传统的产物，与传统有必然

的联系。如何对待传统、如何研究传统，就不简单了。我们要研

究的是一定社会中起作用的传统观念，而不是该社会以外的人

们对于该传统的观念。在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有时会搀杂

感情色彩，并 １９世纪且与道德的、政治的价值相关联。比如，

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当代一些民俗学家和荷马史诗研究

者，他们都表现出对传统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解。人类学的经

验说明，一个传统之内的人们，他们往往视传统为神圣，不可

改变也不曾改变过；但局外观察者却可以看到一切都是变化的。

任何传统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同一个传统

在不同的阶段，它的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对传

统的认识，可以从共时的观点看问题，也可以从历时性的视角

看问题。语言学的实证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传统的各个方面。传

统并非仅仅是一种继承下来的制度：正如语言本身一样，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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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存在于此时此地人们的现实情境之中。

总之，传统不是僵化的。纳吉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经验

式的标准，以探明传统之内的古老因素，他试图应用历史语言

学以及其他方法，达到考古学之于传统的境界。这是与那种将

传统加以浪漫主义化的恣意发挥相对立的。他的目的，经验实

证地研究传统，努力探明何者是被保存的，何者是处于变化中

的。把口头传统诗歌的概念运用到荷马上，以此来研究荷马问

题。这个愿望的实现，需要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做为工具。

另一个问题是传统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口头传统的力量是

什么？它是如何被阐释的？有没有一个凌驾于传统之上的作者？

怎样以荷马的时代来看荷马？

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这在口头诗学里则表现为，表演者与

观众共同控制或“ 拥有”表演，创新的机会就在那里。然而这

种创新是发生在传统之内的，而不能超越传统。即便承认表演

本身是口头传统的关键之点，但不应过于关注于演唱者，而忘

记了传统，演唱者是在传统中演唱的。口头传统在表演中获得

生命，此时此地，每一次表演都为创新提供了一次机会，不以

人的意识为转移，任何这种创新都会在传统中得到明确的承认。

这个传统是可以从承继的法则中，甚至从演唱的背景中归纳研

究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还有统一性与有机组织（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概念。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荷马史诗的统

一性和有机组织，是演唱传统本身的结果，而不是受凌驾于传

统之上的创作者影响的结果。

拒绝承认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中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法则的作

用，是缺乏对口头传统本身的理解和欣赏的标志。这里特别强

调的是对传统的理解。有一种共同的思维模式以补偿这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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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假设，即诗人一定在某种程序上打破了口头

诗歌的自由。这种假定需要提升和重新塑造某一个人，使之成

为天才的或至少是非凡的作者，并且可以把观察到的统一性和

完整性的法则赋予这位非凡的作者。

荷马史诗的统一性，这和荷马史诗出自某一个作者的观点

是两回事。统一性和一致性可能是传统的作用，而不是传统的

原因。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的制度，泛希腊赛会这样的传统

事象，都对史诗传统演化起到作用。

在关于荷马的批评中有“ 一个荷马和多个荷马”的问题。荷

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是由某一个人在特定时间、地

点构筑的，或者是由多个人在多个不同时间、地点构筑的，这

样的说法无疑碾平了口头诗歌的创造过程，而这一创作过程可

以通过共时与历时的多维视线进行分析。与这个为防止误解的

说明相关联的问题是，我们关于荷马史诗的总的看法是否建立

在公元前８世纪的基础上。那就是说要以荷马的时代来看荷马。

还有像“ 荷马＋动词”，这种思维方式的起源，不仅来自于对口

头诗歌的知识的缺乏。做出这种结论或做出这种假设的人，他

们在没有首先考虑到荷马史诗产生时代的情况下，便业已形成

了关于作者的概念。关于荷马的文学批评中常出现“ 荷马这样

做”或“ 诗人试图那样”这样的说法，这会造成许多麻烦。这

种说法与传统的希腊研究将史诗创造归功荷马相关联。然而，对

古代希腊人来说，荷马不只是最卓越的史诗的创造者，他也是

史诗本身的文化英雄。希腊的制度趋于把传统和历史归功于原

始的创造者，一位拥有全部文化制度荣耀的文化英雄。把任何

一个主要的社会成就，归功于一个文化英雄的个人的成就，即

使这些成就是经过漫长的社会进化过程来完成的，这一文化英

雄，被说成是一定社会的更早期的时代就已经做出过辉煌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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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这种做法是司空见惯的。如中国的仓吉造字传说，鲁班传

说，孔子传说等。希腊神话中关于法律的缔造者，不管他们是否

为历史人物，倾向于把这些人物塑造为整个习惯法的缔造者。关

于荷马也是这样，他被追溯为史诗的独创的天才。因此，“ 荷马

这样做”或“ 荷马想那样”的说法可能对现代的专家们带来麻

烦，假如他们开始把“ 荷马”作为一个过于个人化的词，而忽

略了传统的创作与表演的力量，忽略了共时的和历时的分析。传

统的力量有可能把具体的历史人物转变为一般性的人物，他们

代表了传统，他们也被传统的叙述所重新塑造。

语结

帕里、洛德在创立口头诗歌的学说中，选择了语言和文本

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他们作为古典学者主要依靠的是语言

学和人类学思想与方法；口头诗歌与古典文学领域适宜于对传

统的实证性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众多领域的专家在形形色

色的社会里调查的材料，如东欧、中亚、印度次大陆、非洲的

第一手资料，陆续地被运用到对荷马史诗的对比研究中。其中

东欧和南斯拉夫史诗传统尤显重要。这些大量的对比的论证材

料，归根结蒂要解决的问题却只有一个：关于口头诗歌中史诗

的本质特点，大而言之，口头诗歌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直接地就是我们中国的史诗研究者所要

研究的问题呢？

注释：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Ｒｅｓｕｍｅｓ　ｔｈｅ ．　ＴａｌｅＡ．Ｂ ，， ｅｄ．ｄ ＭＬ ．ｏ Ｌ．Ｌｏｒｒ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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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ｈａｃａ，ＮＹ，１９９５．

［２］ 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ｐ．１０１．ｏｆ　　Ｔａｌｅ　

［３］《 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石泰安著，耿升译，西藏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０页。石泰安曾注意到，“ 说唱艺人一般都不能以缓

慢口授的方式重复其唱词。他在那样做时就会变得糊涂起来，失去线索和

即兴创作的才能”。

　ｏ［４］［５］ Ｔａｌｅｓ， ｐｐ．１２４— １３３．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ｆ

［６］Ｇ．Ｓ　Ｋｉｒｋ，Ｈ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Ｅｐｉ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２９．

ｏｒｄ， ｒ［ ａｄｉ７］ ｔＡ．Ｂ． Ｌ Ｅｐｉ ｉｏｎ　ｃ　 　Ｓ ａｌｉｎ　　 ，ｇ　ｅｒ 　　ｓ　　 Ｃ　　ａｎｄ Ｏｒ ｏｒＴ ｎｅｌ　 ｌ

Ｕｎｉｖ ４４．　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

ｒＬ ｉｃｐｏｓｓ［８］［９］［１０］Ｐｉｎｄａｒ，ｓＨｏｍｅ：Ｔｈｅ　 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ｐｉｙ ｃ　Ｐａｓｔ，

ＧＮａｇｙ， ｍＢａｌｔｉ １９９０ｒｅ， ，ｐｐ．２１—５３．

ｌ　Ｅｐ［１１］　　Ｏｒａ 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Ｓ．Ｈ．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Ｐ．Ｊ．　Ｃｌａｕｓ，Ｊ．Ｂ．

Ｆｌｕｅｃｋｉｇｅｒ，　Ｓ．Ｓ．　Ｗａｄｌｅｙ，ｅｄｓ．１９８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ｐ．１１．

参考下面有关印度口传史诗的分段演唱的描述：“ 若一气演唱一部非常长

的史诗故事将占有数百个小时的时间，有鉴于此，史诗一般被划分为可以

操纵的许多段落。⋯⋯史诗的表演就是由这样的几个段落组织起来的。但

是 有些段落，这些段落并非像章节那样均衡（ ｅｖｅｎ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比其他段（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子更流行些，因而表演的频率较高；而另一些段子则

极少能听到，甚至不被某些歌手所熟知。而且，甚至一部为观众所熟知的

史诗，它的全本的故事，从头到尾的表演，极少在一次或数次的系列演唱

中呈现给观众。全本的故事有时见于书面文本或出版的文本中，然而我们

更为感兴趣的是一部史诗传统，它所包含的不仅是文本和表演，而且还包

含书面未加记录和未经表演的部分。”

［１２］“ 荷马史诗在古代通常是分段来演唱的：例如，话说船上的战斗，

多隆的故事，阿伽门农巨勇时刻，船谱，帕特罗克洛斯的故事，赎回尸首，

帕特罗克洛斯葬礼上的竞技，盟约的撕毁。这些段落是《 伊利亚特》中出

现 的 后 来， 是 斯 巴 达 的Ｌｙｃｕｒｇｕｓ　将搜集的荷马史诗带到希腊。他从爱

奥尼亚将此巨著带到那里。再后来，Ｐｅ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ｏｓ将史诗的不同部分连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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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使之形成《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Ａｅｌｉａｎ ， Ｖａｒｉ　　ａ　 Ｈｉｓｔｏ　ｒｉａ １３．

１４）。

［１３］　Ｇ．Ｎａｇｙ，Ｐｉｎｄａｒ＇ｓ　Ｈｏｍｅｒ；　Ｔｈｅ　Ｌｙｒｉｃ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ｐｉｃ

Ｐａｓｔ，Ｂａｌｔｉｍｒｅ，１９９０　， ｐｐ．５　３—５４．

［１４］　　ｒｈａｐｓｏｉｄｏｓ　 词所包含的隐喻是与神话相关联的。合成名词

ｒｈａｐｓｏｉｄｏｓ在词源学上意为“ 把歌编织在一起的人”。参考亚里士多德《 诗

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２８５页。弗里（ Ｊ．Ｍ．Ｆｏｌｅｙ）

著《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２２６页，注释１９。

［１５］苏格拉底对伊翁说，“ 你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

ｚ，而是一种灵感，像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种神力在驱遣你，像欧里庇得

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谓‘赫刺克勒斯石’。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

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他铁

环。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挂成一条锁链，这些全从一块磁

石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

感的人们又把它传给旁人，让旁人接上它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

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

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引自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朱光

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页。

［１６］　Ｇ．　Ｎａｇｙ，　Ｐｉｎｄａｒ＇ｓ　Ｈｏｍｅｒ；　Ｔｈｅ　Ｌｙｒｉｃ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ｐｉｃ

Ｐａｓｔ，　Ｂａｌｔｉｍｒｅ，１９９０，　ｐ．　２３．

［１７］《 世界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９页。

［１８］　Ｊ　．Ａ．Ｄ　ａｖ　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Ｈｏｍｅｒ，　ｅｄ．　Ａ．　Ｊ．　Ｂ．　Ｗａｃｅ　ａｎｄ　Ｆ．　Ｈ．　Ｓｔｕｂｂｉｎｇｓ．　ｐｐ．　２１３—

２３３．

［１９］　Ｍ．　　Ｊｅｎｓｅ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ｐ．　１３０－１３６．

［２０］陈中梅《 伊利亚特·译序》，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２１］　参见Ｋ．　Ｆｒ　ｉｉｓ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Ｔｈｅ　Ｉｌｉａｄ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Ｇｒｅｅｋ　Ａｒｔ．

Ｊｅｎ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９　０．杰森（　Ｍ． ｓｅｎ）研究了瓶 画与史诗在叙事上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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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瓶画上有为帕特罗克洛斯举行的葬礼竞赛的描述，该描述与《 伊利

１）五个战车亚特》第２３卷的叙事相重合，主要表现为： ２） 阿 基队伍，

３）狄俄墨德斯参加琉斯是竞赛的头目， 车战。同时瓶画也有一些与《 伊

利亚特》第２３卷 １）绘画上是四马拉一车，而细节不同的下例叙述细节：

不是《 伊利亚特》中的二马拉一车；２）参加者除狄俄墨德斯之外，尚有

俄底修斯、奥拖墨冬、希波苏斯，而不是《 伊利亚特》中的欧墨洛斯、墨

里俄奈斯、安提洛科斯、墨奈劳斯。在绘画中狄俄墨德斯竞技为第三，而

在《 伊利亚特》中他是优胜者。

［２２］ Ｇｒｅｅｋ　Ａｒｔ．　　参见Ｋ．Ｆｒｉｉｓ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Ｔｈｅ　Ｉｌｉａｄ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ｐ．　 ９０．Ｋ．Ｆｒｉｉｓ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认为弗朗西斯瓶画的艺术创作者，

吸收了在他之前很久由科林斯人创造的传统创作营养，但又与之不同，每

一战车又添了两匹马。他并不觉得自己应对自己继承的程式作何改动。

ａｎ　　　ＥｐｉＨｏｍｅｒ： Ｔ［２３］　　Ｇ．Ｎａｇｙ，　　Ｐｉｎｄａｒ，ｓ　 ｃ　ｈｅ ｒｉｃ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Ｌｙ 　ｏｆ　

Ｐａｓｔ，Ｂａｌｔｉｍｒｅ，１９９０，ｐ．５３．

［２４］Ｊ．Ｍ．　Ｆｏｌ Ｔａｌ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ｐ．　７６—ｅｙ，　Ｔｈｅ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７８．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２５］Ｇ．Ｎａｇ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Ｉｌｉａ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Ｅｖｅｒｙｍａ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２，　ｐｐ．ｘ－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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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帕里、洛德与民俗学

３０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创立了２０世纪 著名的“ 口

头程式”学说，开辟了口头诗歌研究的新领域。帕里学说是在

荷马史诗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并推动了口头诗歌其他相关领域

的研究。他的学说力图准确地描述口头传统诗歌的创作和传播

过程，从而确定它的基本叙述特点，然后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我

们所知甚少的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文学的研究之中。１９３５年帕里

逝世后，他的追随者阿尔伯特·洛德将这一研究领域扩大到世

界上一百多种语言传统中，并逐渐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口头诗歌主要指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创作和传播的诗歌。

在无文字或文字尚未创造的社会里，语言的记忆技能随着不断

的需要和实践而得到高度发展。对于一位无文字社会的熟练歌

手来说，消化吸收数千行诗不是不可能的。口头传统诗歌有其

本身的创作方法和传播方式，从而与书面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口头传统诗歌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可变性或不确定性。像史诗

这样篇幅较长的诗，并无固定的文本，逐字逐句地记忆是不可

能的，因为没有固定的东西可以支撑记忆。在缺少固定文本或

文本流动易变性显而易见的文化中，吟诵诗人经年累月学用一

种特殊的创作技法，这就是“ 程式”和“ 主题”。

程式及其基本模式的使用，使歌手有可能在演唱中构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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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同样地，语言、句法、诗韵中的平行式也帮助诗人构筑诗

行。一连串的诗行是由语言、结构、相互关联的意义连接在一

起的。这些叙事单元很容易记忆。口头传统诗歌文体中，诗行

之间这种内在的结构关联如此复杂，人们常误以为只有借助于

书写才能获得这种文体。其实，这些复杂的系统化的表述，最

初是在口头传统诗歌中形成的，这些技法产生年代很古老，人

们常常误以为是书面创作的产物。

主题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多样性是主题存在的方式。在歌

手的演唱实践中，对主题的习惯性、经常性的使用，会赋予主

题在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性。但并没有提供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

形式。主题和程式一样，对任何一部口头诗歌的创作都是有用

的。旅行、神或人的集会出现在许多诗歌中，在初次听到一部

史诗时，歌手并不考虑文本，他创造自己的文本。他只需记忆

人物、地点、事件的顺序。歌手是凭借程式和主题，作为他快

速创作史诗的建筑材料和技法的。

独特的创作、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口头传统诗歌的诗的结

构和诗学。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便是程式的重复。书面诗歌

不能容忍大量的重复，但在口头诗歌，没有什么比重复更具有

特点了，因为它是口头程式创作方法中特有的产物。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强调一些修辞手段，诸如首语重复、句尾重复、直喻、

隐喻，以及各种叙事单元的组合，它们在口头传统诗歌中运用

是先于书面创作的，并由后来的书面诗歌所继承。

口头传统诗歌的作者是多个而不是一个，用口头诗学的术

语来说，作者问题是由演唱和文本和权威性决定的，由无数次

表演过程中的稳定性程度决定的。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的

创作的概念。

西方学者在口头诗歌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口头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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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程式与主题的概念，关于以程式、主题进行创作的问题，

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即兴创作、记忆、演唱背景的研究。帕里主

要研究口头传统史诗，他对于演唱这些口头史诗歌手的生活也

很感兴趣。他非常了解演唱环境和观众的重要作用，这些方面

曾由人类学者和其他社会研究者所研究。

帕里和洛德通过南斯拉夫歌手的调查得出结论：史诗演唱

者的每一次吟诵都是一种再创作，其创作的方式是从大量的传

统的程式中，有选择地使用其中的一些去填补总体上连续的每

一个结构空位。

帕里和洛德运用从同一位史诗演唱者（ 或从其他歌手中）那

里诱引出“ 同一”部史诗的实验的方法，发现并归纳了“ 口头

程式”这一现象，并确信这一术语的可靠性，其结论是口述过

程产生了荷马史诗。

“ 口头程式理论”是由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洛德创立

２０世纪在西方发展的，因此又称为“ 帕里—洛德理论”，是 起

１９世来的为数不多的民俗学理论之一。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 纪

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些成果，其直接动因则与著名的“ 荷马

问题”相关联。

“ 荷马问题”指的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荷马其人的

历史真实性；二是《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是如何形成的。口

头理论最初的发展，正是基于对荷马史诗的两个设定与论证：第

一，设定并论证荷马史诗是传统的；第二，设定并验证荷马史

诗因此必定曾经是口头的。前者是通过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语言

学解析而完成；后者则是利用人类学的成果，依据口头诗歌经

验的现实而确认的。口头理论这两个关键性突破，标志着该理

论的方法论已基本确立。

口头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基本架构上利用现代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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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史诗文本的语言学解析为基础，论证口头

诗歌尤其是史诗的口述性的叙事特点，独特的诗学法则和美学

特征。口头理论其实就是口头诗歌的创作理论，促使口头理论

不断发展的基本问题，一部史诗是逐字逐名记忆下来的呢，抑

或史诗演唱者口述史诗时每一次都要重新创作。

口头理论的核心是关于程式的概念及其理论。帕里和洛德

通过对“ 同一”部史诗文本的反复比较研究而发现了程式与主

题。因此，他们强调在现场的史诗表演中研究史诗。只有在表

演的层面才能观察到口头诗人利用程式和主题进行创作的实际

过程。

口头程式理论的更大背景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学术范

例。鉴于 世纪民俗学理论历时性的１９ 基本原则，并主要关注于

２０世历史重建， 纪的理论趋向于共时性，更加注重民俗学功能

与形式的研究。俄国的形式主义（ 以普洛普、巴赫金、梅列金

斯基为代表）、布拉格语言学派（ 以穆卡洛夫斯基为代表），对

民俗学诸多体裁样式中基本结构单元的探寻，以及口头程式理

论，都属于这种趋势的例证。

口头程式理论与普洛普故事形态学有共同特征：它们都有

一个结构空位，都有一个可能的空位填补项来填补。洛德与普

洛普都属于神话—仪式学派的一部分。普洛普确信俄国神奇故

事的结构顺序反映了某种成年礼仪式。而洛德认为他所谓的回

归歌的故事模式（ 离去、劫掠、回归、报仇、婚礼）与植物荣

枯交替仪式有关联。普洛普和洛德的图示都从“ 离去”开始，而

以“ 婚礼”结尾。

帕里、洛德实际上是“ 表演理论”的先驱。这种方法强调

的是表演而不是文本。表演者—观众二者交互作用才产生了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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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理论带有一定局限性。它大都运用在毫无演唱背景的

书面史诗的研究上，强调文本而忽略背景。口头理论研究领域

仍局限于西方主要语言传统，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各民族活形态

的口头文学的研究甚少。这也是该理论目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和新的发展契机。

与西方史诗书面文本定型较早的特点相比，我国少数民族

史诗仍处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这意味着口头理论在阐释史诗

传统的口头性特点，和其他众多领域具有广阔前景，最有可能

克服西方相关领域的局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丰富的

口头诗学，以丰富世界诗学理论的宝库。

一、帕里—洛德学说跨学科的意义

当代学者认为，在哈佛大学有四个学科构成了洛德学术生

涯的有机整体：古典学、斯拉夫学、比较文学以及后来于１９６７

年形成的民俗学。

年《 故事歌关于比较文学，１９６０ 手》前言即有说明“：这是

一部关于荷马的书。荷马是我们的故事歌手。在更大的意义上，

他代表了从荒古难稽的时代直到今天的所有的故事歌手。”洛德

的“ 更大的意义上”这句话，指的是一种比较的事实，为了研

究这一事实，他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帕里和洛德的遗产，代

表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帕里的比较方法与历史语言学的比较

方法，尤其是梅耶的典范的比较方法有密切联系。帕里曾说过，

作为荷马研究的核心的比较对象，活态的南部斯拉夫口头传统

是很重要的。这应归功于梅耶的启发。１９６０年《 故事歌手》出

版以来，帕里一洛德遗产已经越出了古典学、斯拉夫学甚至比

较文学的学科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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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歌手》与美国民俗学关系密切。它已经成为民俗学的

标准的教科书。美国民俗学会１８８８年在哈佛礼堂召开的成立大

会。哈佛是美国民俗学的摇篮。自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哈佛大学英

语系教授柴尔德（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ｈｉｌｄ，１８２５—１８９６）出版８卷本《 英

格兰与苏格兰叙事民谣》，标志着早期民间文学收集的最重要成

就。柴尔德１８４９年初游学欧洲，在柏林大学聆听格林兄弟的讲

演。基特里奇（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ｉｔｔｒｅｄｇｅ，１８６０—１９４１）１８８２年起任教

哈佛，是柴尔德的学生，长期任哈佛英语系教授，整理了柴尔

德的著作。他的学生有汤普逊（ Ｓｔｉｔｈ　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８８５Ｔ —１９７６）、

泰勒（ Ａｒｃｈｅ　 ａｙｌｏｒ，１８９０—１９７３），还有马古恩（ Ｆｒａｎｃｉｒ ｓＴ

Ｐｅｅａｂｏｄｙ　Ｍａｇｏｕｎ，Ｊｒ．）他是盎格鲁撒克逊和古英语专家。帕里

被称为哈佛第三代口头文学研究的学者，他是基特里奇的高足。

帕里早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８年曾留学欧洲，在巴黎受业于历史语言

学、印欧语学者梅耶门下。三年前帕里带到欧洲去的是“ 传统”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回到美国后“，口头性（”ｏｒａｌｉｔｙ）已在脑海里扎根。

洛德是帕里的学生，是第四代哈佛口头文学研究者。民俗学为

帕里、洛德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氛围，支持了洛德提出并

形成其博士学位的论文。“ 他的论文答辩，真正意义上的新的、

富有争议的论文答辩，调集了洛德所有的专业知识和说服力量，

—— 鲍勒（ Ｃ．Ｍ．Ｂｏｗ许多委员 ｒａ）、芬 雷（ Ｊ．Ｈ．Ｆｉｎｌｅｙ，Ｊｒ．）、雅

各布森（ Ｒ．Ｊａｋｏｂｓｏｎ）、哈里·列文（ Ｈ．Ｔ．Ｌｅｖｉｎ）、马古恩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ａｇｏｕｎ）以及波格里（奥Ｒｅｎａｔｏ　 Ｐｏｇｇｉｏｌｉ）——在走

出答辩室后都改变了他们的观点。”

从帕里、洛德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南斯拉夫考察，到《 故事歌

手》，再到美国大学本科民俗学和神话学专业的形成，其间有一

个相连的线。１９６７年哈佛大学成立了民俗学和神话学学位委员

会，理查德·多尔逊（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ｏｒｓｏｎ，１９１６—１９８１）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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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民俗学专业成为全美第—个民俗学和神话学专业，它

的发展缘于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阿尔伯特·洛德对于南斯拉夫

口头史诗的强烈的研究兴趣。”

１９６０年《 故事歌手》出版的前两年，普罗普《 故事形态

学》英译本问世，前一年多尔逊的《 美国民俗学》已经面世。帕

里一洛德学说 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和 ８０年代全美最通行民俗学在

的教科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帕里、洛德的实证性研究，已

经超越了仅仅理论的阶段。

民俗学的重要的理论方法 ——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也孕

育于帕里—洛德学说中。民族志诗学注重文化背景中的艺术性

表演，表演理论高度重视创作的富于活力的过程，将表演者与

听众联系起来研究。鲍曼明确指出：“ 洛德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展

示了口头文本的必然的和独特的本质，表演中的创作，他对于

史诗传统活力的分析，确立了史诗表演的一般模式。”

二、帕里一洛德学说与美国民俗学的传统

美国早期民俗学研究可追溯到１８５７年柴尔德对英吉利歌

谣学的研究，但美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重要时期为１８８８年，这

—年有几件大事发生：

基特里（奇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ｙｍａｎ　 Ｋｉｔｔｒｅｄｇｅ）执教哈佛大学，柴尔

德的《 英格兰与苏格兰叙事民谣》出版，鲍亚士（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

出版《 中央爱 ；纽厄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ｅｌｌｓＮｅｗｅｌｌ）在麻斯基摩人》

州发起、建立美国民俗学会。从此，美国民俗学形成两个学派：

人文学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民俗学；前者控制大学，后者占领

美国民俗学会。两派在知识结构、学术领域、学科意识，在权

力控制、研究区域、社会地位和优势上都有区别，对美国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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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科方向和学者职业化的认同都产生影响。人文学的民俗

学者将口头传承划分为各种样式并加以专门研究，其范围为有

文字的、文明社会的民俗，主要为印欧语系的语言传统。代表

人物为柴尔德、基特里奇、汤普森、莫里斯·哈特（ Ｍｏｒｒｉｓ

ａｒｔ）、泰勒（ ＡｒｃＨ Ｔａｌｏｒ）。人文学的民俗学家试图以进化ｈｅｒ

论来研究民俗事象的起源。他们继承欧洲民俗学的传统，重视

故事的文本研究，将文本进行类型划分和进一步的母题或其他

要素的划分。他们重视文本采集、注释、传播的研究，明显受

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的影响。

人类学的民俗学认为，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反

映。其研究重点为印第安人的活态传统，无文字社会的神话学。

以鲍亚士（ Ｆｒａｎｓ　 Ｂｏａｓ，１８５８—１９４２）为首，使２０世纪美国民

俗学进入以人类学理论为主导的阶段，口头创作的垄断地位被

人类学家所关心的社会组织和物质文化所取代。美国民俗学的

发展：从歌谣学起步；后有人类学家的介入，变为人类学的一

部分；摆脱人类学和欧洲民俗学的影响，进入了民俗学学科相

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多尔（逊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ｏｒｓｏｎ，１９１６—１９８１）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使美国民俗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民俗学的领域包括：口

头创作、社会生活习俗、物质文化、民间艺术。

帕里着重研究了口头传承的创编过程，而且，帕里深刻地

了解到民族志和民俗学视野对其研究的重要性（ 如迷信、信

仰），他们对口头传统的尊重，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上

的勤奋和谦逊的科学态度上。由于美国民俗学存在人类学和人

文学两个门派之争，有人认为他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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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帕里一洛德学说在口头传承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从口头传承研究的学术史来看，口头程式理论的代表人物

帕里、洛德、弗里，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记忆手段和传统参照物

的文本形式，它和关注口头传承模式的内部结构的普洛普的形

态学方法、与奥利克的史诗法则（ 从文本法则中产生的口头传

统）都属于文本型式的研究。他们上承阿尔奈、汤普森的芬兰

历史—地理学方法，下开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的先河。民族

志诗学主要关注点为，以忠实于艺术表演的方式来记录和翻译

诗歌。表演理论将视点转移到富于活力的创作过程，关注表演

者和观众。

表演这个术语，它涉及艺术行为，即正在进行的民俗事象，

艺术事件即表演的情境。涉及表演者、艺术形式、观众、现场。

一位印度学者说过：“ 史诗所关注的首先是它的主题之宏

伟，其次才是它的构成部分。在史诗里描绘比故事重要，情感

之表达重于学理，标题性重于词语之典雅和庄重。最重要的要

算史诗对于自然界以及生活哲学的反映。文体应当是素朴的，但

也不能降格为村叟野谈。”

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史诗的创作特点或许有一些启示。然

而史诗的创作毕竟涉及语言学、诗学、民俗学、人类学、古典

学等诸多视野，因此，一家一派之言难免流于片面，口头程式

理论也是如此。帕里的学说缘于西方，直接的动因是“ 荷马问

题”，它不免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它初创时期大都运用在西

方古代经典的诠释上，而忽略了东方的口头传统，局限于字母

体文化，对于象形文字文化的适用性还不清楚，它着重研究史

诗，其他民俗学样式是否适用也尚待证明。至少就目前而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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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学家认为，帕里学说运用程式化诗行的统计方法，去证明古

代文学经典是否为口头创编的问题，显然对民俗学口头传承研

究意义不大。

首先，该理论的程式分析的出发点有局限性。帕里的程式

指的是半行诗，如名词属性形容词，并且有严格的步格限定。可

是，该学说的追随者们要求助于“ 程式化”这样的术语，放宽

步格的要求，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因此，程式对于半口头

的、半即兴的文本研究有意义，可以很好地分析一行诗或半行

诗的程式。第二，至于主题，洛德讨论的实际上是主题的变体，

即一个主题可以有多个不同的可以彼此替换的变体，一次表演

即为一个特定的变体。简短的诗行可能与单纯的主题相重合，但

许多时候却要用“ 程式性”去研究更大的事件描述。洛德的主

题有时指重复出现的最基本的事件和描述。可见，主题指的是

短小的创作单元，又指一个大的情节或一个事件。因此，劳里·

航科认为，他宁愿用变体来代替主题的概念来阐释史诗文本的

创编问题。他的结论是变体的链接式的编织更能说明史诗文本

的创编。但他也承认史诗创编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史诗的叙

述散漫而无规律可循。

帕里—洛德学说显然属于２０世纪民俗学的人文学派。相对

于人类学派和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而言，人文学派主要是文学

和历史等学科的研究，着重研究口头传承的内部规律。中国民

俗学首先是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开拓学术领域的。因此人文学

派在我国民俗学的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帕里—洛德学说

对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是有益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古代文

学的经典，如何看待民众的口头传统，民族的、道德的、情感

的因素是否影响了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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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结构到语义　　从文本到语境

“ 口头诗歌”是什么？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术语问题，其实

它不仅仅是个术语的问题。用帕里的话来说，“ 术语之战事关重

大“，，。口头诗歌（”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这个术语的核心问题是表演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这也是荷马史诗的主要问题。从“ ｏｒａｌ”和

“ ｐｏｅｔｒｙ”所推想出来的语义学的困难来看“，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这一

术语并不能充分抓住这一词语背后的意义。英语名词ｓｏｎｇ，以

及动词ｓｉｎｇ，已经充分地表达了表演和创作这一连续统一体的

相互依存关系。而且，ｓｏｎｇ这个词蕴 Ｐｏｅｔｒｙ这涵了表演的意味，

个词则缺少这个意味。这样 ｎｇ这个词就变得很有用，可以把

它而不是ｐｏｃｔｒｙ诗运用到古希腊传统中，在该传统里ｐｏｅｔ 和ｒｙ

ｓｏｎｇ并不是截然区别的。因此，洛德把南斯拉夫的歌手和荷马

ｓｏｎｇ称为 ｓｉｎｇｅｒ，把他们所运用的艺术媒介称作 ， 而 不 是

ｐｉｅｔｒｙ。“ 口头诗歌”作为术语仍然有它的历史真实性，帕里和

洛德在运用“ 口头诗歌”这个概念时，也有他们自己的学术界

定。洛德认为，不能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该术语，“ 口头的”

（ ｏｒａｌ）指的不只是口头表演，而是指不借助书写的情况下的创

作模式。“ 口头创作”不同于“ 口头史诗创作”。洛德《 故事歌

手》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史诗代表了口头诗歌的典型。洛德后

来的著作否认了这一点。他后来又研究了古英语诗歌，南斯拉

夫的妇女歌，希腊抒情诗，这些都与英雄史诗有区别。按说短

诗稳定性强，其实不然，它变化更大。再说“ 文学”这个词，很

多人仅仅是把一些民俗学文本称作“ 口头文学”，实际上却造成

了一个貌似堂皇但充满矛盾的尴尬境地：用“ 文学”这个词的

文字文化上的意义来界定民俗学文本的文本性，无疑是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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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仲裁权力都拱手交给了“ 高雅文学”。

口头程式理论的基本命题是“ 表演中的创作”，因此，表演

和创作的互动关系便成为帕里—洛德学说的重点问题。口头程

式理论的一整套概念就是以表演为中心的。他们的田野作业过

程就是从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中寻找证据的过程。他们从文本模

式分析中总结出的概念，像程式、主题以及传统与创新、作者

和文本、口头文化和文字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这一切都是以共

时态的表演为核心而被阐释的。帕里和洛德强调以语言和文本

为经验的现实，研究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这里的表演

ｐｅｒｇｏｒｍａｎｃ（ ｅ）一词，它与表演者的舞台展示这个意义无关。它

指的是话语的表演层面。口头诗学的表演概念，更接近于人类

学对表演的界定：表演是面向观众的一种权威的自我展示。这

个概念最初来自语言学。１９６０年代乔姆斯基（ Ｃｈｏｍｓｋｙ）对语

言能力（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和语言使用（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进行了区分。

语言能力指说话者和听话人对于语言的知识，而语言使用指在

实际环境下的语言运用。后者阐明了可观察到的语言行为，比

如，说话人言谈之中实际所指的事物，人们在说出的语句上所

加上的意义。

荷马问题的主要方面是表演，而表演的概念并非仅仅是由

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术语来表述的。帕里和洛德出身于古典学，他

们的表演理论对于口头诗学的推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洛德

所说的“ 表演中的口头创作”与“ 口头表演”的概念相差甚远。

　芬尼（根 ＲｕｔｈＦｉｎｎｅｇａｎ）研究了口头诗歌和口头表演的诗歌，研

究了民歌，也研究了非洲史诗，但是，她混淆了文类的差别，将

抒情短诗与长篇史诗混为一谈。洛德研究过抒情诗歌，但是，他

的重点在口传史诗这一文类，研究它的表演中的创编问题。他

说明歌手怎样用传统的语言和传统的结构去实现其表演中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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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诗和抒情诗歌是两个文类，这在古希腊传统和南斯拉夫

传统中，都是很明白地被区分的。一个现代学者不应该在这样

的问题上添乱。有一些问题来自于表述上的不严谨。如“ 口头

程式文体”和“ 口述文体”不可同日而语。例如，芬尼根就把

所有以口头形式传播的诗歌都归入口头创作的文本。看上去好

像自圆其说，其实不着边际。这也是那些不愿意或不可能了解

无读写能力的口头诗人的创作，不知道歌手如何口头创作长篇

史诗的人共有的一笔糊涂账。

表演中的创作可以解释口头诗歌的作者和文本的关系。文

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的概念。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

作者问题由演唱和文本的权威性决定的，由从表演到表演中创

作的不变性的程度决定的，口头诗歌的这种文本性，可以在传

统的历时的演化中得到验证，文本性是共时和历时的因素交互

作用的结果。流布（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的概念就来源于一种历时性的观

照，它与创作和表演这两方面交互作用。流布的模式可以是离

心的也可以是向心的。

现代语言学是人文研究的焦点，描写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

义，认为语言是一种结构，这对口头诗学的文本结构的分析产

生较大影响。口头诗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记忆手

段和传统参照物的文本模式。口头诗学主要借用了语言学的一

些成对的概念，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

ｌａｎｇｕｅ／ｐａｒｏ （ｌｅ 的划分，索绪尔在１９１６年最初提出这个） 概念，

语言是指社会约定俗成的普遍原则，而言语是个人的行为。

乔姆斯基（ Ｎ．Ｃｈｏｍｓｋｙ）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ｍａｎｃｅ）的区别与索绪尔的区别基本相同。语言运用是指

讲话者在与听话者对语言的实际运用的区别，即符码（ ｃｏｄｅ）在

现实语言中的运用。纳吉认为ｐａｒｏｌｅ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这两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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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有类比性，都是指共时性的语言现象。与此相关的还有布拉

格学派的标识语言和无标识语言（ ｍａｒ 这两个ｋｅｄ／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概念。神话与仪式中的语言是标识语言，它反映了语言的表演

层面。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神话就是“ 特殊的言语”行为，它

的有效性是被社会的现实所确认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荷马到

欧里庇德斯，古希腊的文学是作为一种表演，以表演的语言来

创编的。古典学的摹仿说，它是歌手的隐喻，摹仿是一种重复行

使的行为，是按照一种模式，把某种事物形式化，这种模式的

概念是继承下来的。在古希腊，荷马的诗歌被认为是摹仿缪斯

女神的，是女神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荷马诗歌中引用了神或

英雄的言语，这不是再现，而是真实地发生的事实。史诗吟诵

者通过表演荷马而重复荷马的行为，他表演时他就是荷马。

／ｐａｒａｔｉｇｍａｔ横横组组合与纵组（合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ｉｃ），这对概念对

理解程式的替换是有帮助的。一个词的词义在话语上受围绕在

该词前后的语言单位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记忆的影响，比如有

许多词可以代替该词的位置。

为理解表演的内涵，我们还要提到索绪尔对历时和共时

（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所做的区别。共时指的是一种在特定时

刻产生作用的系统，历时是指经过时间演进而形成的制度。“ 结

构主义在时间上讲必须是共时的，它所关注的是人为条件和非

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系统和结构，它要想对现存系统的语言作用

加以解释，就必须忽略它得以产生的历史系统或结构。” 为了

研究演唱过程中的口头诗歌，需要这种共时性的分析，目的在

于描述传统的实际系统。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口头诗人学习、创

编和传递口头史诗的过程，他们发现了表演和创作是处于同一

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具有巨大的阐释学的价值。但

是，另一方面，历时的方法也很重要。以史诗来说，荷马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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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史诗不可能是在一个时间和地点上产生的。史诗的文本性、步

格和程式、程式和主题、作者和文本等关系，不可能仅仅以共

时的方法就可以解释的。一个语言传统的实际系统必然经过历

史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必须用历时方法来阐明。纳吉从外部视

角阐明了荷马史诗的演化阶段：一、相对活跃的变化阶段。此

时没有写本，为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到前８世纪。二、相对成型期。

即泛希腊时期，此时也无书面文本，时间从公元前８世纪到前

６世纪。三、确定时期。从公元前６世纪中叶到前４世纪末，以

雅典为中心，荷马史诗的表演传统在裴西斯特拉托斯的王国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它），得到改变，此时出现抄本 是广义的文本，与表

演有关联，但 不是不能等同于表演。这一点与铭文（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

同，又与手写本（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不同。四、标准化时期。从公元前

４世纪到前２世纪，出现了抄本（ ｔｒａｎｓｃｒ ）或手写本ｉｐｔ

（ ｓｃｒｉｐｔ）。五、定本时期。从公元前２世纪以后，直至欧斯塔修

斯编辑荷马史诗文本。

现代人类学、文艺学、语言学曾经局限于文本来研究语言

艺术，研究它的特性和艺术形式等，如表达的形式特点。最为

年代著名的是１９６０ 的雅各布森，他以文本为中心来进行言语艺

术的研究，他的一些著作至今仍然影响深远。帕里研究荷马史

诗是从修辞学和语言学的基本层面开始的，诸如属性形容词、片

语、步格和程式等，不超过半行诗的分析单元，主要是在文本

上做文章，最重要的是要找出例句。洛德侧重在故事和主题，进

入了一个更高的研究层面。现在的新分辨派和统一派在情节结

构上下功夫。这些都没有脱离文本的局限。另一方面，口头程

式的学说，受到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深刻影响，洛德本人是斯拉

夫学者，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斯拉夫诗律学、语言学为

基础的，他长于口头史诗文本的诗学分析，他提出的史诗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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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ｆｏｒｍ）概念，——多型性特点 成为学界公认的口头歌手

的叙事策略。

１９７０年代，美国民俗学家鲍曼开始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

他根据自己在美国本土的田野经验，提出以表演为中心的语言

艺术这个命题。作为表演的语言艺术，它是情境化的人际交流；

此时，文本只是一个起点，他认为口头文学的文本是交际过程

的产物，那就等于说行为产生文本。同时，文本与传统的语境

关联紧密。在以表演为中心的语言艺术这个命题里，表演的本

质是交际的模式。因此，鲍曼是这样来界定表演的：表演可以

成为语言交际的框架。表演作为语言交际的形式，它的—个前

提是，表演者要对观众负责，就是说他要有能力，他要与观众

有一个共享的知识范围。这里，用结构功能语言学的话来说，表

演是一种言语行为，讲究的是一个“ 用”字。作为口头交际的

言语艺术，表演是基本的和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这里，研究的

内容不再局限于文本了。表演的语言带有仪式的特点，它和日

常生活的语言是不同的。像马丁·路德·金的讲演《 我有一个

梦》，语言富有韵律和强烈的节奏，排比和平行式的诗行随处可

见，还有观众的掌声呼应，这些都体现了表演的特点。鲍曼发

现了表演者总是以最为有效的方式，让观众理解自己的表演，以

便顺利完成交流互动。鲍曼总结出一系列有利于交际的表述文

体，那就是说把表演作为一种交际活动进行标识或分类，这种

交际是以特殊的方式被接受的。这些方式被鲍曼归纳为以下几

个项目：一、特殊的语码，如古老语体和方言等，被调查的美

国印第安人认为，故事讲述中的语言属于特殊的旧时的语言，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儿童，都能够听懂它。二、形象化的语言。

荷马史诗中对于隐喻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荷马的隐喻

已经成为传统的程式，对于程式化地即兴表演这些口头史诗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19

艺人来说，这些隐喻实际上是现成的。三、平行式，这是洛德

分析程式化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诗歌语言的现实，平行式表现在

语音、句法和篇章结构的各个层面上。它是口头诗人进行即兴

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雅各布森认为平行式是“ 诗歌功能的

口头经验主义的语言学标准。”四、特殊的辅助语言学特征。

叙事活动，带有很强的辅助语言学的特征，如中国相声表演的

手、眼、身、法、步，它们是无声的语言，有虚拟写意的特征。

　泰德洛克（ 研究美国土著祖尼人的故事讲述方Ｄｅｎｍｉｓ　Ｔｅｄｌｏｃｋ）

式，纠正了以前学者对辅助语言特征的忽略。他发明了一整套

的记录符号，可以标出速度、音长、停顿时间、音高升降曲线、

声调、响度重音等特征。五、特殊的程式。这个问题洛德的研

究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成就。六、求助于传统。表演是表演者和

观众互动的过程，传统的内容必然成为双方的共享的文化空间。

在讨论表演的钥匙时，鲍曼用了“ 意念框架”（ｆｒａｍｅ）这个概念，

它是指构成与特定环境有关的事件或动作程序的意念单位。它

具有交流中介的意义。任何一个信息，都在或明或暗地对框架

加以解释，并根据事实本身帮助人们理解框架之内的各种信息。

那就是说表演本身可以解释词语的意义。歌手以某些方式引导

观众理解他的表演。

表演民族志认定，在人类共同体中，存在着用来调控表演

的、作为交流手段的文化特征丛。表演民族志把言语行为和表

演看做是一个文化系统，它指明了整个表演范围是如何被设定

的。表演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言语活动，如演说、故事讲述、谎

言都属于这个范围。表演民族志，它的意义就是确定交际手段

的文化上的内涵。这些手段是特定共同体内表演的钥匙。

模式化的表（演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它的要素包括

文类、行为、事件、角色。Ｐａｔｔｅｒｎ指成分或要素的组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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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定的文类样式有关联。文类，它必须能够显示出表演者的

能力，而且语境是活态的。表演的构成要素包括：一、言语行

为，由此而产生文类和文本。二、语境。言语行为是有它的背

景的，如场景、制度等。三、事件：包括场景，即事件的空间

范围；一系列的行为；事件使得言语行为具有意义。这些都是

表演所必须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有组织的，目的是娱乐或别的

什么，如庙会上的民俗表演。鲍曼还提出，所谓文化的表演包

括：依据顺序而发生的事件，场合的限定，表演的形式，这些

形式是成捆的、共享的、高度形式化的。表演事件的结构包括

了现场、结构、规则。表演的结构则分为参与者、表演者、听

众。

ｅｒｇｅｎｔ　　ｑｕａ ）是表演的突生特质（ Ｔｈｅ　ｅｍ 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鲍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有继承性、稳定性；但也有不断

的变化。他认为突生的文化是在原有许多因素的结合之下，通

过突变而出现的一些较为新的变化。新的意义、价值、实践、经

验，这些东西是持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在历史的层面上看，诗

中的一切是传统的，但是，从表演的层面来看，一切又是此时

此刻发生的。

表演民族志试图对表演进行人类学的描述。但是，表演和

表演之间是不同的。表演的突生性质，存在于不同因素之间的

关联。如共同体的资源、个人能力、参与者的目的，这些因素

会在一定的情景中交互作用。共同体的资源包括：事件、行为、

文类、规定、参与者的目的。洛德把口传的史诗看做为突生的

结构。史诗的流动易变性适合具体的表演场合。口头史诗表演

的唯一性、一过性，体现了突生的特点。在全新的文本和完全

固定的文本之间就是突生文本的范围。

鲍曼从角色定位、角色承担、言语行为，看到了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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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社会结构是社会成员角色完成的过程。表演是交际互

动；这一过程可以创造出新的社会结构。如，一个表演者，他

可以通过提高演说的技巧，从而控制局面，建立以自己为中心

的社会关系，改变社会互动的结构，改变表演者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民俗学注重历史重建，重视“ 过去”这个层面，即

所谓“ 文化残留物”说。而表演理论则将语言艺术作为突生文

化现象，克服了民俗学只看过去的倾向。

鲍曼认为，以文学这个词来界定口头文学并不可靠。人们

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文学是供人们阅读的。也许“ 口头艺

术”这样的术语，对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更加重要。鲍曼

肯定了像洛德这样的学者，肯定他对口头文学的实证主义的研

究。鲍曼仍将口头文学看做是文学，但冠以“ 语言的艺术”，克

服了１９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俗的偏见，以及对口头文学的偏见，

认为它是简单的，不讲究形式的，缺乏艺术性和高雅艺术所具

有的复杂性，是头脑简单的乡下人的集体表达，是被传统束缚

的，是以社会规范来压制个人创造的东西。 过去的学者只是

把口头文学作为研究者的粗糙资料，而将表演者和语境抛到一

边。鲍曼的兴趣在表演的民族志描述。民族志的视角让他把民

俗学从文本、事象、意义，转向作为言语方式和言语交际模式

的语言艺术上。他认为民俗文化的象征形式，它植根于人们的

行为、社会和文化的生活。而文本则是浅层次上的东西。他已

经超越了口头文学的概念，从而进入了对文本的语境和民族志

的研究。鲍曼以表演为中心的文学观念，注重对表演事件的研

究。他将表演理解为，一种交际的模式。演说的模式，包括观

众的反应，表演者向观众展示技能的责任，实现交际的手段，以

及指涉的内容等。

口头的表演，它的形式、意义、功能，植根于文化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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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或事件。表演事件：指的是地方性空间、制度性的语境、

应时性规定。表演事件可以单独成为阐释学单元，与社会生活

相关联。表演事件的结构：１．表演者的参与和角色定位；２．表

演者运用的表达手段；３．表演的社会互动基础：规则、策略，对

表演的阐释、价值判断；构成表演背景的一系列行为。突生的

表演事件：表演理论认为，口头文本和意义，事件结构本身，这

些在表演过程中都是突生的。这里有个人的创造，也有集体的、

传统的产物。鲍曼强调个人的创造。他突破了口头性／书面性

（ｏｒａｌｉｔｙ／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二元划分的局限性，寻求实证的、跨文化的研

究。认为口头文学的人类学描述，将会对人类的书面文化和口

头性产生巨大的作用。

鲍曼的研究视角大略有以下几个方面：表演的诗学形式，事

件的人类学描述，话语权力的负载者的社会互动，形式和功能

的内在联系。

从１９６０年代开始，民族志诗学的两个代表人物泰德洛克

（ ｅｎｎｉｓ　Ｔｅｄｌｏｃｋ）和海莫斯（ Ｄｅｌｌ　１） Ｈｙｍｅｓ）试图从传统的内部

来研究口头表演，尤其关注口头表演事象的诗学上的特点。

他们研究美国本土的民俗文本的编辑、翻译、分析的过程，由

此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域，叫做言说民族志学（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海莫斯指出了以往的学者忽略了口头表演过程的细

节，这些细节是经验性的。如“ 口头性的”“ 辅助语言学”的一

些特点。作为民俗事象的表演，它的辅助语言学特征通常是被

忽略的，如声音质量、音高的控制、停顿、这些常被翻译者和

研究者所忽略。但作为表演的事件而言，这些东西是极其重要

的。他提出要重新划分诗行，这些划分将不同于西方传统诗学

的划分，如按照音节、重音、步格为基础的西方诗学法则。以

往的学术将口头传统平面化，消弭了口述的过程。海莫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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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活态的口头传统内部来划分诗行，如诗行、诗段、诗节、

场景、行为等，海莫斯把这些结构要素理解为诗学形式的反复

出现的传统规则。

１９９０年代弗里在口头诗学的研究上有一些新的探索。他的

著作《 固存的艺术：传统口头史诗的结构和意义》（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Ａｒｔ： ｍＦｒ　ｏ　　 　Ｓｔｒｕｃｔｒｅ　ｔｏ　Ｍｅａｉｍｇ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 ，ｎ 为ａｌ　Ｏｒａｌ　Ｅｐｉｃ）

解决当时的学术困境而新辟领域。

口头诗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

如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归档、文本结构的分析，但是，这种结

构的背后的意义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弗里的问题是：程式或传统的表达，它们的语义内涵是什

么？主题或典型场景是否可以反映一些特殊的内容？故事模式

的发展是否可以使得 ２０世纪３０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来阅读文本？

年代，帕里提出程式的选择取决于步格。他的１９２８年的论文声

称，荷马宁可牺牲词义的精确，也要保持韵律的完美。由此而引

出口头程式的机械论与美学的争论。朱光潜在他的《 诗论》里

提到，诗以义就音，这本来也是常识，就像中国的《 诗经》和

汉朝的《 乐府歌辞》，大半是可歌的，歌各有曲调，曲调与诗词

虽相谐和而即可分立。因此，帕里的观点没有错误。语言艺术

这样的提法，说明学者已经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起码摆脱了

口头程式理论局限于口头／书面，机械论／美学意义这样的争论；

大的理论前提变化了。

弗里提出的一个概念叫传统的指（称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他认为，“ 如果传统的用语在结构上是传统的，那么其意义的生

成模式也是传统的。结构要素不仅对创编有用，它们也不只限

于一些设计，相反，它们所带来的指称的领域，比一行诗歌、语

篇、文本更加广阔、深刻。” 传统的指称经世代相传的诗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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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的血液注入到每一次表演和文本中。弗里把意义的生成过

程叫做转喻。口头诗人的技艺是早就存在的，是传统的。诗人

利用传统的片语，以固有的意义来转喻。优秀歌手继承大量固

有的成分，因此，他在表达意义时游刃有余。人们在阅读某一

个特定的传统的表演或文本时，总是会注意到它与生俱来的意

义。实际上是再度的文本化。与其他的表演或文本互证，与固

有的传统相照应，每一次的表演仅仅是部分地再现了整个传统。

“ 固存的（”ｉｍｍａｎｅｎｔ）这个术语，其含义是指形式是传统的，但

意义是听众共享的。在口头叙事的文本中，传统是固有的，暗

含的、无声地展示的。像程式，它就是以限定的或固定的方式

而设定的表达，它呈现出更加广阔的更加抽象的现实。例如南

斯拉夫史诗里的属性形容词程式（ ｎｏｕ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ｅｐｉｔｈｅｔ

ｉｋ（ａ”里“ ＭｕｓｔａｊｂｅｇｏｆｔｈｅＬ 卡的穆斯塔衣贝伊），这里的人名

［和地名都是神秘莫测的。 歌手是在整个传统中理解这位英

雄的多面性。又如“，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ｉｖｅ”“和 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　ｌｅｔｔｅｒ”

　与英雄归来歌相关联，意义深远“。Ｗｈｉｔｅ　 ｃｉｔｙ（”白色的城）与

相应的事件相关联。属性形容词，它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内容，它

是一种转喻，有诗学上的内涵。因此，传统词语的指涉性，它是

继承下来的东西，帕里强调的是形式，那么别人强调美学的意

义也无可厚非。从叙事模式和主题这个层面看，转喻的例子也

是很多的。如“ 监狱里的狂喊”，该主题与归来歌相关联。该主

题形式多样，有许多变体，它有指代作用，指涉传统的场景，它

丰富了主题的固有的含义，有转喻的力量，是固存的艺术。荷

马史诗中“ 宴饮场面”，它是仪式性的，有特定的语境的关联。

因此该场景是一种转喻，是一种带有古老意义的语言交流的模

式。

词的力（量 ｗｏｒｄ ｐｏｕｅｒ），这是弗里提出的命题，具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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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理论的企图。他认为词的力量是一种特别的意义模式，词

的力量的实现，必须依靠表演和传统，因为这两个东西是被赋

——予了话语权力的。弗里的命题 词的力量，最终要探讨的问

题是什么呢？他是否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传统的标签下面，

人们世代口头传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大家公认的形

式？

在弗里看来，口头程式理论 ）概提出的多型（性 ｍｕｌｉｔ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念，揭示的根本问题不过是故事歌手的表演策略，是对共时现

象的阐释。从口头文本中找出程式、主题、故事模式，可以说

明传统的多型性的特点，但不能说明这些叙事单元的传统的意

义。但是，程式、主题，它们是有意义的实体。帕里从传统的

荷马，一跃而发现了口头的荷马，可惜他没有回到传统的荷马。

口头理论不能只是用口头性这一个特点来说明一切问题，那也

不过是把口头文学和其他文学区别开来。这样做是片面的，它

割裂了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内容之间的关联。程式不仅仅是为

了口述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有传统语境的内涵。按照纳吉的观

点，从历时的角度看问题时，不是形式决定内容而是内容决定

形式，如主题和程式、程式与步格这样的关系，就是前者决定

后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注意以下洛德的话：“ 口头的”，它会告

诉我们，口头诗歌是以什么方式去表达的，而“ 传统的”则要

指明什么，什么样式的，什么力量等。

弗里还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就传统结构特点而言，如果

它大于口述的需要，这时我们又能做何解释呢？程式所指涉的

内容大于歌手的一次表演，这又能作何解释呢？像“ 明眸女神

雅典娜”这个称号，它代表了固有的经验，一种听众和歌手都能

体验到的经验。程式综合地融合语言学和韵律学的成分，这些

成分经过长期的历史的积淀，这些固有的叙事单元属于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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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像史诗或抒情诗。这些成分能够将听众带入一个熟悉的

语义世界，使它们再度产生作用。

帕里曾经认为理解荷马的一个障碍就在于，在口头性与书

面性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它

们对传统和表演的界定，为这个问题的解释开辟了一个更大的

空间。表演是在共时性条件下发生的语言交际行为，它提供了

特定语言交流的机会和手段，它使得表演和事件本身被赋予了

权力、权威。传统提供了一种历时的参照，它可以赋予话语以

力量。词的力量来自于表演和传统。表演中的故事歌手，他选

择并使用了口述的特有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并不是基于韵

律的需要而是基于语言艺术而产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设定

表（演ｋｅｙ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ａｎｃｅ），即设定出一系列有利于交际的表述

文体。语言交际是以特殊的方式被接受的。这些方式包括：符

码、程式、平行式、形象化的语言、辅助语言特征、求助于传

统等。上述问题的归结点在于，学者要对表演进行人类学的描

述，要揭示出语言交际的手段，确定它的文化内涵，这些手段

在特定的人们共同体内是得到承认的，是使语言交流过程成功

实现的钥匙。

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曾指出过，口头程式理论忽视了表演

者和听众的关系，忽视了表演的语境内涵，要知道文本由听众

和表演者共同完成，文本也要通过语境才能充分被了解。表演

学派弥补了上述的缺欠，它以表演为中心，研究了文本的实现

过程。该学派认为，表演是一种言语艺术，它有一个实际的运

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先决条件是，表演者和听众共同参与表演

的（场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ｅｎａ），运用适当的语（域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凭借

非常有限的符号，进行有效的交际互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这三个方面恰恰可以凸现出词的力量。表演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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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　ａｒｅｎａ）指的是表演事件发生的空间，是词语被赋

予力量的地方，这只是抽象的、仪式性的界定，并没有实证性

的意义。它是表演者和参与者共同参与表演的空间，它是反复

出现的，为特殊语言行为提供空间的场所，在这个场里某种语

言行为是被特许的。在该空间内，参与表演的人们，他们并不

是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的日常用语，或者标准的书面语用无标识成分

言来交 ｉｓｔｅｒ），这是专门为表演而谈。而是采用特定的语域（ ｒｅｇ

存在的。语域，按照民族志诗学或表演民族志的观点，它所包

含的范畴，不仅仅是传统的文本模式，像程式、主题、平行式、

主题群、故事模式等，而是所有的交际手段，如肢体语言等在内

的辅助语言特征。

海莫斯（ Ｄｅｌ　 Ｈｙｍｅｓ）认为语域（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指的是语体

（ ｓｐｅｅｃｈ　ｓｔｙｌｅ），该语体与反复出现的类型情（境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２０］ｏ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相关联。 海莫斯的定义来自于语言学家韩礼德

Ｍ．Ａ．Ｋ．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观点：语场是指语言行为的操作空（ 间，是

语言片段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整个事件，以及讲话者的有意图

的活动。也就是说语言运用者在语言片段发生的语境中的意图

在语言上的反映。语域指具有具体用途的，为某一特定群体所

使用的特殊的语言变体。变体指某一语言各种有区别的使用形

式。因此，语域也可以界定为语义资源的构型，一个文化内部成

员通常把这种语义资源的构型与情境类型联系起来。由于人们

是在语法和词汇的形式上理解这些语义选择的，因此人们只有

通过对词和结构选择的了解，才能理解语域。语域的界定是在

语义的层面上来进行的。语域不是传统表达方式的某种聚合，正

是意义的选择决定了变体（ ｖａｒｉｅｔｙ），而文本就属于这种变
［２１］体。 弗里认为语域可以包含多方言“的 ｋｕｎｓｔｒｏｐｒａｃｈｅ”，即一

般语言的人工形式，含有词和形态学上的变（项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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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ｋｕｎｓｔｒｏｐｒａｃｈｅ”作为人工语言的变（体 ｖａｒｉｅｔｙ），这在口头

创作中是自然的，它源于传统的规则。“ 荷马的艺术语言”

（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ｋｕｎｓｔｓｐｒａｃｈｅ），这是１９世纪德国学者对荷马所用的

特殊化语言的称呼，因为它与任何单一的古希腊方言均不同，而

是包含两种主要方言的词汇和形式；另外它也不与特定时期相

联系，其中的词汇有的较老，有的较新。当时的德国学者认为
［２２］它是人工的产物，是为 口头诗学顺应艺术的需要而产生的。

文本分析所得出的叙事单元，像程式、主题、故事类型等，这些

都是口头传统的建构材料，它们可以统称为语域。

语言交际经（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是民族志诗学另

－个概念。如果表演者和听众都能进入这个语场，在特定的传

统或文类的要求下的词语或比词语更大的模式的层面上，能够

流利地说出这种精到的语域。那么，语言交流过程就会伴随一

种特有的语言交流经济。 词语、场景、伴随语言特征、古语，

这些都会帮助歌手，让观众容易接受，很经济。表演传统之内

的语言交际是最为经济的，但这不能为外界所摹仿。

由于交际信道是通过相对狭窄的话语范围最大限度地发挥

作用，与此同时又以转喻的形式，给这些交际渠道注入意义，因

此，交际的信道实际上只允许以非常有限的符号来进行深层的

交际活动。

弗里在《 表演中的故事歌手》中指出：“ 词的出现是有其语

境的。词的再现总是指涉它的前一次出现，或以前的语境。这

些自明之理已经运用到言语艺术中的高度书面化或文本化的形

式中，这些形式已经由作者、文本、文类、传统这样的组合原

则所阐明。甚至我们还知道互文性这样的概念。”以上这些都是

以文本为中心的视角。对于口头传统的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

来说，语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弗里试图在口头交际民族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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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志 诗 学 、 口 头 诗 学 ， 以 及 固 存 的 艺 术 这 几 个 理 论 中 间 找 到 共

同 基 础 ， 综 合 阐 释 口 头 传 统 语 境 中 的 词 的 力 量 。 也 可 以 说 他 是

研 究 口 头 传 统 中 的 言 语 艺 术 ， 即 在 语 境 中 挖 掘 词 的 力 量， 在 非

文 本 的 形 态 下 来 揭 示 语 境 的 辐 射 ， 指 出 这 些 意 义 的 传 递 要 靠 特

殊 的 交 际 渠 道， 这 种 渠 道 充 满 了 表 演 的 经 验 。 而 语 境 则 包 含 两

个 方 面 ： 其 一 为 传 统 ， 从 历 时 的 角 度 看 它 提 供 了 一 种 指 称 的 力

量；表演，从共时的角度看它为表演提供了一种机会、空间，使

表演获得权威。

帕 里 学 说 逐 渐 与 中 国 发 生 联 系 ， 这 种 联 系 是 不 以 人 的 意 志

年代国外学者已经运用该学为 转 移 的 。 １９７０ 说研究《 诗经》，但

它 较 少 独 创 ， 多 了 一 些 因 袭 的 成 分 ， 对 中 国 的 影 响 不 大 。 １９８０

年 代 以 来 ， 又 有 许 多 学 人 用 它 来 研 究 中 国 的 说 唱 文 学， 如 扬 州

评 话 ， 受 到 民 俗 学 家 的 关 注 ， 国 际 学 坛 上 也 有 一 些 这 方 面 的 零

星 的 论 文 ， 但 发 展 是 缓 慢 的 。 帕 里 学 说 对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口 头 史

诗 研 究 已 经 产 生 影 响 。 五 年 来 ， 已 经 有 相 当 数 量 的 翻 译 和 介 绍

性 的 著 作 出 现， 尝 试 性 的 研 究 已 经 引 起 国 外 同 行 的 关 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的 重 大 项 目“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口 头 文 学 资 料 库 ” 已 经

启动。我国三大史诗音像资料、艺人情况、 散落各地的文本，将

被 逐 步 科 学 归 档， 为 今 后 的 科 学 研 究 服 务 。 我 们 的 使 命 不 是 要

争 一 家 一 派 之 短 长， 而 是 要 把 理 论 的 原 则 变 为 现 实 。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有 深 厚 的 口 头 文 学 的 宝 藏 ， 我 们 的 研 究 不 能 局 限 于 对 某 种

理论的验证，而是把口头传统 纳入到当代人的创造之中去。

注释：

［１］ＴｈｅＮｅｗ　 Ｐｒｉｎｃｅ ｏｏｋ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ｅｒｍｓ＇ｔｏｎ　 Ｈａｎｄｂ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ｐｐ．２１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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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Ａ．　　Ｂ．　　Ｌ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ｐ．　ｘｘｘｉｉ．

［３］　Ｓｔｏ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　８－９．

［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Ｌéｙ　Ｚｕｍｗａｌｔ，Ｉｎ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ｐｐ９９９１１０。

［“５］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ｓ，”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ｅｓ　Ｆｏｌｅｙ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８，　ｐｐ．　７５－９４．

［６］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ＲＩ　Ｅｐｉｃ， ，　ｂｙ　Ｌａｕｒｉ　Ｈｏｎｋｏ，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１９９８

ｐ．　１１９．

［７］《 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铭凯

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８］《 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一斯特劳斯到德里达》［，英］约翰·斯特

洛克编，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９］Ｇｒｅｅｋ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Ｇ．Ｎａｇ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６－４６．

［１０］Ｖｅｒｂａｌ　Ａｒｔ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１９７７，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Ｉｌｌ．：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１０－１１．

［１１］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ｒｔ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１９７７，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Ｉｌｌ．：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３７－４５．

［１２］　Ｓｔｏ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１９８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　２．

［１３］　Ｓｔｏ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１９８６，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１０．

［１４］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ｐｏｅｔｚｃｓ．　　Ｄｅｌｌ　　Ｈｙｍｅｓ，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ｐ．３０９．

［１５］“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ｅｒｓ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ｌｌ　Ｈｙｍｅｓ，１９７７，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７：

４３１－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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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Ａｒｔ：Ｆｒｏ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ａｌ

Ｅｐｉｃ，　 Ｊ．Ｍ．Ｆｏｌｅｙ，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７．

［１７］同上书，第１８页。

［１８］“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Ｊ．Ｍ．Ｆｏｌｅｙ，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８，　ｐｐ．　７５－９４．

［１９］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Ｍ．　Ｆｏｌｅ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ｐ．５．

［２０］　Ｄｅｌｌ　Ｈｙｍｅｓ，“ 　Ｗａｙｓ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ｅｌ

Ｓｈｅｒｚｅｒ，　Ｅｄｓ．，１９８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４４０．

［２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Ｍ．Ａ．Ｋ．　 １９７８，　 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ａｎｄ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Ｍ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ｖ　 Ｐａｒｋ　 Ｐｒｅｓｓ，ｐ．１１１．

［２２］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Ｍ．　Ｆｏｌｅｙ，　１９９５，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　５１．

［２３］同上书，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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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结

史诗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史诗在漫长的

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

内容，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

科全书。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

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

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

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史诗蕴藏丰富，

但是，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很薄弱，因此，国内国外

对中国史诗了解还很少，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

史上还没有应有的地位。

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但是，中

国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

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之中。因此，口头流传的活

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

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早

期史诗与创世神话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部落

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表现

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仍然有新

的史诗不断产生。第三，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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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

傣族、彝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古歌。我

国藏族的《 格萨尔》、蒙古族的《 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 玛

纳斯》这著名的三大史 ２０万行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诗，都是

与荷马史诗媲美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

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

－手资料。此外，史诗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

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提供了宝贵的

口承文献资料。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

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大多

数史诗是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

记录、翻译、整理、出版 ３０年的事情。我国史诗研究，还是近

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学术

界把史诗认定为民间文艺样式，这还是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事情。这

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影响的结果。１９８０

代后，学术界开始把史诗年 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

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

始树立“ 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

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传统、体

裁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野，由史诗的历史、社

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史诗样式的内部结构研究。

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

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 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 九五”重点目标

管理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史诗研究，在国

内处于领先地位。该所“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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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４部，《 中国

史诗研究》丛书７部。上述著作具有以下特点：１．纳入研究的

资料范围广泛，包括国内外发现的几乎所有的史诗书面文本；２．

从社会、文化和历史形态角度探讨了史诗的形成、发展规律，初

步认定了各民族的史诗类型及其历史文化渊源；从书面文本的

结构分析层面上研究了史诗的叙事特点。总之，这套丛书全面

描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概貌、重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

及史诗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它是在我国三大史诗和其他数百部

中小型史诗的资料基础上的系统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

近 ２０世纪中叶以来欧１０年来，我国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

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

演理论和故事形态学等重要流派；对研究我国史诗的外国学者，

如赖歇尔（ Ｋａｒｌ　Ｒｅｉｃｈｌ）、海西西（ Ｗａｌｔｈｅｒ　Ｈｅｉｓｓｉｇ）、哈图

（ Ａ．Ｔ．Ｈａｔｔｏ）、涅克留朵夫（ Ｓ．Ｊｕ．Ｎｅｋｌｊｕｄｏｖ）的学术，进行

了跟踪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

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

１９９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

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

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

双 ——《 民族文学研究》（ 中文）和《 口头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

传统》（ 英文）上，分别出版“ 美国口头传承研究专辑”（ 中

文）和“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承文学研究专辑（”英文）《。 口头

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

在当前的国际学术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史诗研究的现状，

探讨其发展前景，就需要我们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就需要

了解国际学界在近年来的理论建树。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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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文学所在《 民族文学研究》上，陆续介绍了 ２０世纪民俗

学的重要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我国是口头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其中藏族、蒙古族、柯

口头叙尔克孜等民族的 事文学蕴藏丰富，处于口头流传的活形

态。我国的三大史诗流传地区，出现过不少演唱艺人，有一些

歌手的演唱曲目丰富，篇幅巨大。对此，我们的研究仍然处于

起步阶段，亟须向科学化、国际化迈进。我国史诗研究从初创

到发展，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理论思考相对薄弱，学术规范尚

在形成阶段。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

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

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

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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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参考书目索引

中 文

语言学：

［法］海然热《 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祖建译，三

联书店，１９９９年。

［法］格雷马斯《 结构语 泓缈译，义学：万法论研究》，吴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年。

［美］《 句法结构》，诺姆·乔姆斯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

《 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钱军著，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

《 国外语言学论文选》，岑麒祥译，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古典诗学：

《 世界诗学百科全书 ，１９９９年。》，周式中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陈中梅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

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

维柯《 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朱光潜《 诗论》， 年９月三联书店，１９８４

录附 一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7

诗经学：

《 诗集传》，［宋］朱熹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顾颉刚《 古史辨》第三卷，北京，１９３１年。

闻一多《 神话与诗》，中华书局出版，１９５９年。

朱自清《 诗言志辨》，台北，１９５４年。

经语言艺术新编》夏传才《 诗 ，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郭绍虞《 照隅室语言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陈世骧《 陈世骧文存》， ９８年１２月。

民俗学：

《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文集》（ 上、下），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斯蒂·汤普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法］石泰安《 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美］梅维恒《 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

王邦维译，中国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 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 ——文化研究的历史》，夏建中著，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法］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

英 文

帕 里：

Ｐａｒｒｙ，Ｍ．１９２８ａ．Ｌ，ｅｐｉｔｈｅ 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ｄａｎｓ　Ｈｏｍｅｒｅ：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ｕｎｔｅｔｒ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ｄｅ　ｓｔｙｌｅ　ｈｏｍｅｒ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ｒｙ　１９７１：１－１９０．

——．１９２８ｂ． ．Ｌｅｓｆｏｒｍｕｌｅｓ　　ｅｔ　　ｌａ　　ｍｅｔｒｉｑｕｅ　　　　ｄ＇Ｈｏｍｅ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ｒ［ｙ１９７１］：１９１２３４．

——．１９３０“．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Ｏｒａｌ　　Ｖｅｒ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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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Ｈ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Ｓｔｙｌｅ．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４１：　７３－１４７．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ｒｙ　［１９７１］　：　２６６－－３２４．

——．　１９３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Ｏｒａｌ　Ｖｅｒ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１１．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ａｎ　Ｏｒ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４３：　　１—５０．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ｒｙ　［１９７１］　，

３２５—３６４．

——．　１９７１．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ｅｄ．　Ａ．　Ｐａｒ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洛德：

Ｌｏｒｄ，　Ａ．　Ｂ．　１９４８．“　 Ｈｏｍｅｒ，　Ｐ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ｓ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５２：　３４－４４．

——．１９５３“．　　　Ｈｏｍｅｒ＇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Ｏｒａｌ　　Ｄｉｃｔ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９４：　　１２４－１３４．

Ｒｅｗｒｉｔｔｅｎ，　　ｗｉｔｈ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ｏｒｄ　１９９１：　３８－４８　（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１９９０＂　ａｔ　ｐｐ．　４７－４８）　．

——．１９６０．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１９６５．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　Ｅｐｉｃ　Ｆｏｌｋ　Ｐｏｅｔｒｙ．　＂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ｅｄ．　Ａ．　Ｄｕｎｄｅｓ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　Ｊ．　，　１９６５），　２６５－－２６８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ｌｋ　Ｍｕｓ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３

（１９５１），　５７－－６１］．

——．１９７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０：　１－２１．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ｌｅｙ　１９９０：

３１—５１．

１９８４．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Ｋｏｓｏｖｏ　ｉｎ　Ａｌｂａ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Ｏｒａｌ　Ｅｐｉｃ　Ｓｏｎｇｓ．　＂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Ｋｏｓｏｖａ，　ｅｄ．　Ａ．　Ｐｉｐａ　ａｎｄ　Ｓ．　Ｒｅｐｉｓｈｔｉ，

６５—８３．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１５５．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ｌｏ．　，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８６ａ．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ｗｏ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ｒａ Ｗｒｉｔｌ　ａｎ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9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Ｉｎ　Ｆｏｌｅｙ　１９８６：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６ｂ．“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４６７－５０３．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ｌｅｙ　１９９０：　３７９－４０５．

——．１９９１．　Ｅｐｉｃ　Ｓｉ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ｈａｃａ．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Ｒｅｓｕｍｅｓ　ｔｈｅ　Ｔａｌｅ，　ｅｄ．　Ｍ．　Ｌ．　Ｌｏｒｄ．　Ｉｔｈａｃａ．

纳吉：

Ｎａｇｙ，　Ｇ．　　１９７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　Ｍｅｔｅ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１９７９．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ａｅａｎ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ｏ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Ｇｒｅｅｋ　Ｐｏｅｔｒｙ．　２ｎｄ　ｅｄ．　１９９９，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１９８１．　　“ 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ｅｙＨｏｍｅｒｉｃ　Ｅｐｏｓ．”Ｉｎ 　１９８１：３９０－３９３．

——．１９８５．　＂Ｔｈｅｏｇｎ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ｇａｒａ：Ａ　Ｐｏｅｔ＇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Ｃｉｔｙ．”

Ｉｎ　Ｆｉｇｕｅｉｒａ　ａｎｄ　Ｎａｇｙ　１９８５：２２－８１．

——．１９８６“．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Ｅｐ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ａｉ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Ｓｏｍ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Ｆｏｌｅｙ　１９８６：　８９－１０２．

弗 里：

Ｆｏｌｅｙ，　Ｊ．　　　Ｍ．　　１９８５．　Ｏｒ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ｄ．　　１９８１．　　Ｏｒａｌ　７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　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ｏｒ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Ｌｏｒｄ．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Ｏｈｉｏ．

——．ｅｄ．　　１９８６．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Ｍｏ．

——．ｅｄ．　　１９８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ｚ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Ｏｈｉｏ．

——．ｅｄ．　１９９０．　Ｏｒ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Ｃａｓｅｂｏｏ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　１９９８．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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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英雄歌：

Ｂａｒｔｏｋ，Ｂ．，ａｎｄ　Ａ．　　Ｂ．　　Ｌｏｒｄ．　　　１９５１．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ｔｙ－Ｆｉｖｅ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ｒｂ。－Ｃｒａｔｉａｎ　Ｆｏｌｋ　Ｍｅｌｏｄ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５３．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ｓ．　　　Ｎｏｖｉ　　　Ｐａｚａｒ；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ｚａｎ　ｊｅｓｔｓ．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

——．５４．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ｓ．　　Ｎｏｖｉ　Ｐａｚａ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Ａ．　　Ｂ．　　Ｌｏｒ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ｎｄ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　１９７１．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ｅｄ．　Ａ．　Ｐａｒ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ｄ　ａｓ　ＭＨＶ．

——．１９７４ａ．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ｓ：　　Ｔｈｅ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ｍａｉｌａｇｉｃ　ｅｈｏ，　ｔｒａｎｓ．　Ａ．Ｍ 　Ｂ．　Ｌｏｒ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

——．１９７４ｂ．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ｓ．　　Ｚｅｎｉｄｂａ　Ｓｍａｉｌａｇｉｎａ

Ｓｉｎａ，ｅｄ．　Ｄ．　Ｅ．　Ｂｙｎｕｍ　ｗｉｔｈ　Ａ．　Ｂ．　Ｌｏｒ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１９７９．　Ｓｅｒｂｏ－　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ｓ．　Ｂｉｈａｃｋａ　Ｋｒａｊｚｎａ：Ｅｐ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ｈａｃ，　Ｃａｚｉｎ，ａｎｄ　Ｋｕｌｅｎ　Ｖａｋｕｊ，ｅｄ．　Ｄ．　Ｅ．　Ｂｙｎｕ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

——．１９８０．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ｓ．　Ｚｅｎｉｄｂａ　Ｖｌａｈｉｎｊｉｃ　Ａｌｉｊｅ，

Ｏｓｍａｎｂｅｇ　Ｄｅｌｉｂｅｇｏｖｉｃ，Ｐａｖｉｃｅｖｉｃ　Ｌｕｋａ，ｅｄ．　Ｄ．　Ｅ．　Ｂｙｎｕ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Ｂｙｎｕｍ，　Ｄ．　Ｅ．，ｔｒａｎｓ．　　１９９３．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Ｐｏｅｍｓ：　Ｅｐ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ｈａｃ，　Ｃａｚｉｎ，ａｎｄ　Ｋｕｌｅｎ　Ｖａｋｕ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Ａｌｂｅｒｔ　Ｂ．　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Ｅ．　Ｂｙｎｕｍ．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Ｍａｒｙ　Ｐ．　　Ｃｏｏｔ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　　Ｌｏｕｄ．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Ｐａｒｒｙ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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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ｔｅ，　Ｍ．　Ｐ．　１９７８．“　 Ｓｅｒｂｏ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ｏｎｇｓ．”Ｈｅｒｏｔｃ　Ｅｐｉｃ　ａｎｄ

Ｓａｇａ，ｅｄ．　Ｆ．　Ｏｍａｓ，２５７－２８５．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

普洛普：

Ｐｒｏｐｐ，　Ｖ．　Ｉ．　１９５８．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　ｂｌｏｏｍｒ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

鲍曼：

Ｂａｕｍａｎ，　Ｒ．　　１９７７．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ｒｔ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Ｉｌｌ．

——１９８６．　Ｓｔｏ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ｌａｎｄ．

学术史：

Ｚｕｍｗａｌｔ，Ｒ．　１９８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５６，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４．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ｅｓ　　Ｆｏｌｅｙ，　　Ｏｒ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其他相关文献：

Ｄｏｒｓｏｎ，　Ｒ．　Ｍ．　１９５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Ｆｉｎｎｅｇａｎ，　Ｒ．　１９７０．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　Ｊ．　　Ｂ．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ｐｉ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Ｈ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　Ｊ．　　Ｂ．，ａｎｄ　Ａ．　Ｔ．　　Ｈａｔｔｏ，ｉｄｓ．　　１９８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ｒｏｉｃ　ａｎｄ　Ｅｐ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Ｉ：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ｔｔｏ，　Ａ．　Ｔ．　１９８０“．　Ｋｉｒｇｈｉｚ：Ｍｉｄ－Ｎｉｎｅｔｅ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ｒｏｉｃ　ａｎｄ　Ｅｐ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　ｅｄ．　Ａ．　Ｔ．　Ｈａｔｔｏ，　３００－３２７．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ｙｍｅｓ，Ｅ．　Ｒ．　１９７３．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ｒｒｙ＇ｓ

ａｎｄ　Ｌｏｒｄ＇ｓ　Ｏ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Ｋａｙ，　Ｍ．　Ｗ．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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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ｎｖｅ 　ｒｓａｔｉ Ｓｔｏｎ　ａ　　ｎ　　　ｄ１９３５ ： Ｈ ０ 　　ｅｒｉｃ　Ｓｏｎｇｓ， ｏｒｉｅｓ１９３３— ．Ｍｉｌｍａｎ　Ｐａｒ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Ｋｉｒｋ，Ｇ．Ｓ．１９６２． ｏＴｈｅ　 ．Ｓｏｎｇｓ　ｆ Ｈｏｍｅｒ Ｃａｎ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ｎｇｌａｎｄ．

（ ） Ｗ．Ｊ．１９８２．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　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８６．“ Ｔｅｘｔａ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Ｆｏｌｅｙ

１９８６： １４７— １６９．

Ｓｔｏｌｚ，Ｂ．Ａ．　，　　ａ　ｎ　 ａｎｄｄ　　　Ｒ．Ｓ．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ｅｄｓ．　１９７６． ｕｒｅ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Ｓ． ．，ｅｄ．１９５３．Ｆｏｕｒ Ｓｙｍｐｏｓｉ Ｉｎｄｉａ　ｏ ａｎａｎ ｒｅ　Ｆｏｌｋｌ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　８．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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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 录

术语索引

古希腊歌Ａｏｉｄｏｉ 手

Ａｓｓｏ 类音ｎａｎｃｅ

Ａｄｄｉｔ 添加性艺术ｉｖｅ　 ａｒｔ

添加风格Ａｄｄ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声音序列

Ａｂｓ 离去ｅｎｔ

头韵体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首语重复法ｎａｐｈｏｒａ

Ｂａｌｉｇａｎｔ 《 壮士歌》

Ｂａｌｉｇａ 巴利冈片段ｎｔ

Ｂｏｕｎｄ　ｐｈｒａｓ 受限定片语ｅｓ

Ｃａｅｓｕｒ 行间停顿ａｓ

Ｃａｔａｌｏ 详表ｇｕｅ

唱段Ｃｈａｎｔ

Ｃｈ 篇章ａｐｔｅｒ

Ｃｈａｎｓｕｎｓ　ｄ　ｅ ｇｅ　 《 武功歌》ｓｔ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 习用的场景ｉｏｎａｌ　ｓｃｅｎｅｓ

Ｃｏｍｐ 比较程式句法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 构成性习语ｅ

Ｃ 对句ｏｕｐｌｅｔ

《 琴涅武夫》Ｃｙｎｅｗｕ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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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杰尼斯·阿克利塔斯》Ｄｉｇｅｎｉｓ　Ａｋｒｉｔａｓ

ｅａｔＤ 替身死亡ｈ　ｏ 　ｆｔｈｅｓｕ　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话语ｉｓｃｏｕｒＤ ｓｅ

Ｄｏｌｏｎ 多隆片段ｅｉａ

Ｄｉｅｒｅ 小休止ｓｉｓ

Ｅｎｊ 跨行ａｍｂｅｍｅｎｔ

叙事Ｅｐｏｓ 诗

Ｅｃｏｎ 经济ｏｍｙ

Ｅｐｉｓｏｄ 片段式结构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程式文体　ｓｔｙｌｅ

Ｆｏｒ 程式系统ｍｕｌａ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Ｆ 程式的武库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Ｆｏｒｍ 程式句法ｕｌａｉｃ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Ｇｕ 歌手ｓｌａｒｉ

Ｇｕｓｌ 古斯拉琴ｅ

Ｇｅｎ 文类ｒｅ

ｈｅｘａｍｅｔｅｒ 六音步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ｋｕｎｓ 荷马的艺术语言ｔｓｐｒａｃｈｅ

Ｈｉｇｈ 高层次批评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ｄ 传统惯用语ｉｏｍ

构ｌｄｅａ　 ｐａｒｔｓ 想部件

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 并置ｎ

Ｋｌｉｃ 陈词滥调ｈｅｓ（ ｃｌｉｃｈéｓ）

歌的理Ｌｉｅ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 论

Ｍ 步格ｅｔｅｒ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ｐ 步格定式ａｔｔｅｒｎ

Ｍｕｌｔｉｆｏｒｍ 多型性ｉｔｙ

Ｍｅａ 节拍ｓｕｒｅ

Ｍｅｔｒｉ 步格的效用性ｃａｌ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Ｍｏｒｐｈｅ 词素ｍ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45

Ｍｅｔ 少格音值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Ｍ 转喻ｅｔｏｎｙｍｙ

叙迷范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型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 叙述矛盾ｔｅｎｃｙ

名词Ｎｏｕｎ－ｅｐｉｔｈｅ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 特性形容词

Ｎａ 叙事语境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Ｎａｒｒａ 叙事主题ｔｉｖｅ　ｔｈｅｍｅ

Ｏ 口头性ｒａｌｉｔｙ

Ｏｒａｌ　ｄｉｃｔａｔｅｄ　 口述记录文本ｔｅｘｔ

Ｐ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帕里特藏

Ｒｕｎ－ｏｎ　ｌｉｎ 跨行诗句ｅ

Ｒｉｎｇ－ｃｏｍｐ 环套创作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ｇ 语域ｉｓｔｅｒ

Ｒｅ 叠句ｆｒａｉｎ

Ｒｅ 复诵部件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Ｒｈａｐｓｏｄ 史诗片段ｙ

常备的片Ｓｔｏｃｋ　 ｐｈｒａｓｅｓ 语

Ｓｔ 故事模式ｏ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ｏｕｎｄ　 语音范型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ａｒａ 句法的平行式ｌｌｅｌｉｓｍ

萨迦传Ｓａｇａ 奇

ｔ 典型场景ｙｐｅ－ｓｃｅｎｅｓ

Ｔｈｅｍｅ 主题

民间诗歌Ｖｏｌｋｓｐｏｅｓｉｅ

诗体创作Ｖｅｒ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Ｗｉｎｇｅｄ－ｗｏｒｄｓ　 ｐ 长了翅膀的话语ｈｒ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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