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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文學，在原始社會裏，是指人
民的口頭創作；在奴棣社會裏，則主要指奴
線的口頭創作；在封建、半封建社會哀，却
主要是衷民、手工業者、工人的集體口頭文
學到作。自然，這也包括了一些民間故事家
、民間歌手的個人口頭文學作品。這種文學
在平民大衆中廣泛流傳，直接而鮮明I•！現
了他們的思想感情、願望、社會生活、風俗
習憤和人民智慧以進行自我敎育和自我媒樂
0

至於民間文學的分類法則歷來象說紛fe
，沒有一個接近公認的標準°總而言之，神
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動物故事、寓
言、謎語、錄語、歇後語、笑話、民歌、童
讓、儀式歌等都可歸入民間文學的氣面内。
粗略言之，民間文學便包含了尊象口頭創作
、民間曲藝、民間戲曲這三大額。

民間文學的特激
民間文學各種形式的作品，從創作到流
傳，從不斯加工到長期保存，始終與基層平
民這個集體有極爲密切的關係。正由於這個
集體性以玫它在思想内容上，最能表現人民
的共同生话、心理、願望和要求；在藝術形
式上，則表現了他們共同的I術情趣、美學
理想。這與作家的書面文學作品以個人創作
爲特點是有本赏上的不同。也正如此，它就
更爲人民所閩心、愛好、欣賞和共鳴。
民間文學的集體性，首先體現在作品的
創作過程上。集體的即興創作方式是民間文
學作者所喜用的。人們面對眼前共同的生话
環境，贼現某個主題作出發，你一句，我
一句，你一段、我一段地進行組合；它’可
說是由世世代代千萬個人民凝聚而成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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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作品的流傳過程上，民間文學是在
專衆口頭上不斩傳播的「活」的文學°就傳
樁者而言，便是由一人傳至另一人；就空間
說，則是由這傳至那；就時間言之，却是由
一代傳至下一代以致遙遠的將來°可見得人
民不單是民間文學的集體創作者’同時，也
是它的修改者、傳播者；是作品的講速者或
演唱者，同時也是它的“本聽象。
I
在傳統的民間文學中，「口頭」就是創
作與流傳的唯一工具及形式，這也是民間文
學與作家文學的顯著區别特徵。因爲對於以
文學寫作爲表達形式的作家而言，口占口速
只是輔助性質，文字寫作才是必須的。反之
，民間口頭文學雖可用書面文字記錄下來，
但文字形式只對民間文學的流傳起輔助作用
，且只屬次要方式。
民間文學的口頭性，亦決定了它與表演
藝術的密切聯餐，即與演唱者的姿態、聲音
、表情、動作、音樂、舞蹈等藝術手段霍话
結合起來。從思想到藝術，都充滿了民族色
彩、地方色彩與生法氣息，易講易僅易記。
更何见民間文學從創作到流傳，都法在人們
的口頭上，更利於集體創作，即具即景，密
切辦餐現贵生话，迅速反映當時當地的人物
、事件是當權者所難以禁絶或消滅的。
然而，一根針總沒兩頭利的道理，民間
口頭文學的特性，令其易於被人遣忘，以致
許多優秀的作品無法流傳下來，更談不上远
速楼大它的流傳面了。

院文學硏究所担任民間文學領導人的f芝曾
謂：「流傳是民間文學的集體性的一個表現
，也與它是否能爲尊象喜聞樂見有關°」它
是「尊衆創作能否成爲公認的民間文學的一‘
個閫键。」（轉引自譯達先著’一九八零年
商務印書馆香港分馆出版〈中國民間文學概
論〉)

民間文學在流傳過程中，因爲沒有用文
字形式固定下來，口傳心授的作品只得靠記
憶保存及傳授，這往往導致同一母題的「異
文」出現。不管是什麼藝術形式，只要在尊
象中流傳，便會產生變異，從語言、表現手
法、人物形象’甚至主超上都會產生變化；
先是量度，然後是質變。如就作品的藝術形
式來說’箱文作品较易記牢，所以變動校少
；散文故事則很不固定，難以記牢，故變動
亦多。

此外，作品淡傳地區的遠近，時間的長
短，都決定了作品變化的大小°上一代流傳
下來的民間文學作品，往往不斯以當代的生
活内容去補充或改換原作之内容；就是那些
民間藝術人在說售中’也時常變動自己的作
品。他們有時爲了突出某點而多說幾句，多
錢句，甚至把兩個作品結而爲一；有時却
爲着聨I當時當地聽者的生话、環境、風尚
、眷術情趣等而進行改動。變異的結果’使
形成許多大同小異的作品°由•之文染的：
確切截，已難考知作品出現的先後次序。

民間文學的「變」與「笨變J
民間文學作品由於採用集體口頭創作和
傳撸方式，便直接決定了它本身總是處於不
斯變化及流傳的狀態中。
中國社M學

民間文學作品固然有不斯變化的特徵，
但是，同時又存在着一系列相對穩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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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民間文學與作家
文學始終保持密切關係。

民間文學的傳承性，除了表現在内容上
增承現贲主義及某些形象的沿用外’主要遣
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比較固定的藝術形式
上。人們在不斯進行口頭創作的同時，逐渐
根據本民族口頭語言的音節、語調、語法結
構、修辭特點，創作了各樣的藝術表現手法
和形式，並且不斷爲人民所承磨、鍾煉、承
認和使用，代代相傳，形成了一些鮮明的藝
術特點。歌讓在表現手法上，就有起典、排
鼓、平列、重複等手法。此外，根據口頭語
言歌抹的音節特點，各民族歌讓又成了自己
特有的句式和詩節章法，並形成了演嚼歌謠
、說唱和小戲唱詞的補字形式。這些補字大
多是爲了調節演唱節抬時夹在詞句中。這些
都是音節、格律上的傳承特點。至於文字方
面，民間文學善用精棟方言詞，在額文作品
演唱上更承嚷了待有的感嘆語詞的使用，以
加强扦情的藝術效果。

文人作家採集和編幕民間創作；他們在
創作中也常運用民間文學的題材、形式、語
言和藝術形象，把民間創作加以提辣，或再
行到作。這當中值管會損窖、歪曲甚至墓改
民間文學的情形，但總的來說’古代人作家
保存民間文學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况且，
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從民間文學中吸取人民思
想和藝術的養料，以致他們的作品能有更强
的人民性和通俗性，有時甚至會由此引起一
個時代的文學發生變革。

另一方面，作家文學也必然會給民間文
學一定的影響。明代通俗書面文學作家的著
名小說〈揚家將演義〉、〈楊家將傳〉，由
於說書藝人在說書場經常出現，或通i«曲
藝人在剩場表演，這些戲曲故事、人物，
勢必給工人定的影響，於是亦間接
W 7 他 們 ^ 定 程 度

上，促其躲。
另一方面，民間文學的散文作品在流傳
過程，也逐漸固定了 一些講故事的套語。
在故事的開端和結尾，經常加有固定的起句
和結束語。有些還在講迷中穿插固定'的韻語
，以増故事的表現力。這種講速上的固定套
語，使聽聚聽起來易於習慣及接受。

總括而言，民間文學是別於書面文學的
，這可從民間文學的兽遍特徵，即集體性、
口頭性、變異性及傳統性裏得知。事實上，
人民創作民間文學作品，是爲了自我媒樂及
教育，根本不是爲了名留史册，亦非爲撒取
功名、利益；所以即使原來有作者姓名的個
人作品，一旦流傳開去，經過尊象集體的测
改‘、補充、豐富，便自然成爲集體的，傳播
者亦會把作者名字略去。「匿名性」的存在
，正好證明了民間文學是普羅平民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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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基層人民多不_，自然無
法袭it專案作家的各移P秀彳ft^I此書面

古代優秀的神話，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土
壌。在後代作家文學作品中，如詩詞、地方
戲曲、散文、小說亊’就有大量作品採用神
話爲剌作的素材、題材。在内容上，神話有
深刻的思想内容；也同時創造了不少典型人
物形象，他們具有頑强鬥志、勇於爲民窖
的高尚情操，和對軟人至死不屈的高潔品質
。在藝術上，神話以積極的浪没,主義傳統，
包括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超拔•的構思，豐
富的幻想，豪邁的氣魄，务流的熱情，以大
膽誇張，進取的情神，影響着後代文學。

在詩歌創作上，戰國時代的愛國詩人屈
原，他的詩從内容到形式，都從神話中吸取
“養分，並繼承和發展了它的積極浪漫主義藝
術傳統。楚國民間祭歌加工創作而成的
〈九歌〉，便充滿了神話意味。他描緣了一
系列神話人物，如日神、雲神、山神、#
、司命神等，使他們的思想活動晚具人的性
格，*又有神的特點。這樣淵源於神話的詩
怍，就其形象描緣的細圾上M超出於神話
。在奇特的長詩〈天問〉中也保存了許多失
傳的上古神話。

此外’東晋「田圍詩人」陶淵明在〈讀
山海經〉中便吸取了「精衡」、「刑天J、
「夸父」等神話故事；一方面讚揚他們不屈
不挽的戰鬥精神，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的
悲愤情緒。在手法上是象徵、曲折的，意義
較含蓄。這些詩作，從情調到風格’都與其
他詩作有别且具深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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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中國詩壇上的天才詩人李白，也
大量吸收了中國傳說的精莘’而創造出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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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開係

產生於人類遠古時期的神話是民間文學
寶库中一項重大的財富，亦揭示了民間文學
從一開始便與人民的生活和歷史有着密切的
關係。無論是早期的自然神話或是產生於原
始社會晚期的社會神話’皆反映了初民横素
的世界觀’和他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神話
坆事亦因依附巫師和宗教儀式而得以流傳。

jgL麗的詩句。例如：〈彩道難〉，它以神話
傳說的材枓作基礎，加以想像、誇張，描堵
穷中地勢險要，最後指出潜在分裂危機的時
局，痛斥藩鎮割據。再加臉灸人口的〈夢遊
天嫂吟留别〉更可能是李白根據浙江人講速
新昌縣有閫「天嫂山」的神仙傳說，‘加上虛
構而成的離奇幻境’供托出一個神話境界。

中囷小說的根源，來自遠古的神話和歷
史傳說°作爲藝術形式來說，神話和小說的
共同點，是具有虛構的人物和故事。而其不
同處便在於神話的故事比校簡單’人物性格
着重刻畫•丨某一點’而小說的故事則校豐富，
人物性格的刻割亦校具體和多方面。

正是由於神話形式的不斯流傳與啓示’
才促進了小說形式的產生。古代神話便是魏
晋南北朝「志怪」小說的先輕。而〈山海經〉
、〈穆天子傳〉這兩部搜集了許多神話的書
對「志怪」小說影黎尤大。晚然魏晋南北朝
時候的「志怪」小說抄勢並發展了大量的古
代神話故事，爲何不乾脱对它們作「神話集
」？對此，近人割葉秋有過中肯的論速：「
……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J小說雄然一
方面和神活傳說有一定的繼承關係；另一方
面又受它本身時代、社會的影響，大量記錄
了仙鬼妖怪，宣揚宗敎迷信和封建道德的故
事，與神話傳說的精神實質背道而耽°它的
被稱爲r志怪j小說’而不对.傲丨神話集J
，正因爲它沿着另一條?I•^展“，有
社會内容的緣故。」（轉引食^
,
九八三年商務印書箱香港〈中國神話研
究〉）
u
‘

此外，後代有些神話小說的人物
，都是直接從神話中吸取並加以變化的
在晋代干寶的小說〈搜神記〉袞’便泰縫
、祌農、西王母、炎帝、河伯、雨師蒼:r
、昇等神話中的人物：在梁任坊的小•迷^
異記〉裏’則記錄了大為、神農、，‘、堯
、穆天子彳俞彳契等神話人物°有^^^^的]
說，也有從神話中吸取過素材的迅的
〈故事

除去上速所言，神話對後代的寓言創作*
亦.有不可分割的影黎。至於其對寓言的影黎
過程則與小說的大致相同，這兒略過不談了

假如說神話故事是民間文學寶庫袞的珍
貴寶石的話，那麼民歌便是那夥趙舍荐光的
珠了 °

民歌是人們集體的口頭創作’屬於民間
文學中可以歌《昌和吟誦的部文部份°它具有
特殊的節奏、音額、章句和曲調等形式特徵
，無論在内容或藝術上都表現得豐富多姿。
然而，礙於篇幅所限，，本篇只能集中介紹香
港方面的兩種民歌*「哭嫁歌「及「哭喪
歌」°

迎代斩界農村，多用太公祠堂遣產的公
款蓋「姊妹屋J，專拾村中未婚少女齊集，
作唱歌、话動、遊藝乃至睡覺之用。至「出
閣J前三晚，少女才回家中「閣子J袞住’
稱作「上閣」。這時，過去和她要好且準備
「倍閣J或「送嫁J的少女’便會在单摩上
倍睡。這晚’新娘便要唱「上閣歌」°第二
天早晨’新娘又要唱「開口歌J ；接着的兩
天，她便频着家中長幼尊卑的先後，向每人
唱一首哭辭作告别。當客人送來賀禮時’她
便在閣上唱「答禮歌」以答謝客人。至新娘
出閣之日’便由一個多子多孫港有福氣的老
婦給她行「上頭」儀式；這時新娘便唱「上
頭歌」。當花轉抬向男家途中，至三又路上
時，她便要抛去一塊四方白布手怕，然後…
「棄巾歌J ’象徵從iit^去哀愁，及對前路
充滿憧情與期待。

「哭嫁歌」沒有很固定的藝術結構形式
純爲一種即再體口頭詩歌’但再唱一首總
是和相應的誉。—

粥m
等地後集到的哭
挽歌」傳統的
一帶的専語哭查]
喪歌相"tb郎，因而在藝術風格上，多少有些”I
近似，但到底仍具獨特的生命力。

倘若因父母或袓父母逝世而回娘家哭喪
的女兒，按照風俗，當她到了娘家村外的面
(閘）門時，必須「現行J入屋，還得邊唱
哭喪歌，直哭售至沒力氣、聲音沙!£，才稍
作停止，待一會兒再唱，以示孝心。而其他
送丧婦女則要陪唱相應的哭喪歌，以加强喪
儀的哀博氣氛。

其贵，疼體作品中，表現手法的運用是
十分实治和具創作性的，晚有一種修醉法獨
用，也有兩種或三種修辭手法合用，如：「
何仙姑走娘家——雲袞來，霧裏來，霧哀去
」，既是對偶’又是引用傳說；「老鼠挑在
替糠裏
場歡喜一場空」，晚是比喻，

m
—衆ii^^/外的一切生物及先物作人
格化，使它具有人的某種特點。如：「老鼠
跌落書箱——咬文嘴字」、「黃狗坐稱子

——不識抬舉」、「泥菩陵洗ilfe^——越洗越
哭喪歌完全是一種清唱，不必用任何何
動作和伴奏的樂器紀音，但必須以凄苦感情
作輔助，才能汗發陰陽永隔的悲痛。

歇汰語

「陸榮廷_——mmm^^
「傍蟹過街""""«行_」
「六指頭搔癭一格外奉承J

「盲公竹——督人晤督己J
「光頭堵担遮一無髮（法）無天
「紙"一•輕輕J

計數借數目字的推算，來顯示某種奇特的
結局。如「十個田螺九個臭
成不變」
、「一二三五六——沒四（譜「沒事」)」
、「一文錢買十一個——分文不值J、「十
五隻吊桶——七上八下」。但有些抽象事物
，只需理性分析便能推知結果的，如「二十

曰 中 國 民 間 文 學 截 論 先 著 > 商務印書
館香港分館一九八•年十月初版
(四）〈中國語文研究〉第七期，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一九八
五年三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
(5)—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廣角鏡〉第一百
四十六、一百五十期，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版。

iii

「山水耋——無人J
「半夜雞啼一不知丑（羞）J
「老婆跌落水——妻（凄）涼J
「理髮師的徒弟fiJt頭學起J

餘」等’令所寫事物栩栩如生’晚便於抒發
講者的感情，也能聽者發出會心徵笑°

一天不出雞ijL蛋」。
誇張把事物或事件加以誇大，以突出其意
又。如：「老鼠i秦描鼻——送死」、「頂着
石麿做戥——吃力不討好」、「鼻樑骨上推
小車——走投無路」。這種手法不但吸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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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子翻身——浪蛋J

講打」、「歪啃吹火-

對於這些短小精警、引人發束的歇後語
，你該不會感到陌生吧。事實上’在我們曰
常生话中，無論是摸文閲報，或是與人港通
，都不期然地用上許多生動傳神的耿後語。

输）J、「黃牛落水——角（各）核角（各
)」、「三更半夜出世——亥時人（窖死人
。兩種手法皆是言在此，意在彼
又妙絶°

精巧的歇後語’晚是藝術的語言，也是
最簡短的民間文學怍品。它們來自現實生活
，閃雄着民間智慧的火花。在藝術表現上’
它講究語言的高度鐘鍊，貴乎鮮明、生動、
巧妙、深刻，有專語口語色彩。後語的表現
手法需富多姿，這點是不容置疑的’現試就
所知舉其最常見的十種表現手法，以爲佐澄

引用便是引用歷史名人、神话人物、地方
掌故來表遣意思°引用歷史人物的，如「美
太公封神it剩自己」；引用神話傳說人
物的，如「四金剛擇地——大材小用J ；引
用寓言人物，如「縈公好龍——口是心非」
•等。

詞讀音的相闞，如：「秀才手巾-

後記

0

直鼓也講白描法，就是以簡軍說話說明，
不加任何雅辟。如：「西瓜路——蝙(滑）
死人」、「盲頭烏叙——礼撞」等，看來雖
像隨口而出的淺近話，實則却是經過深刻觀
察才能得到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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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翁這是採用人們熟悉的人、物、事來給
生破的東西或道路打比方，使它的特性更鮮
明突出；如「生虫拐杖^•靠哈住」、「一
根勝子通到底——只會說直話」、「黃連刻
壽星——苦老頭」、「黃連樹下彈琴——苦
中作樂」。

此外，遣有引用小說人物、戲曲人物、
’地方掌故、地方風習、特產的，都給耿後語
注入不少民族文眷色彩和鄉土生活氣息。
對保敢後語中的對俱形式，是口語化的，
容許在兩句，出現某些相同的字或詞，不需
厫格約平反相對，所以它比古詩甸、對辨嚴
格的平反、對偶來得更通俗、音律自然，更
易記憶。如「吸子說，勢子聽——兩不悝」
等。
設問 「客麻袞掛狗皮——那是什麼畫（話
)？」用的便是設問法，使歇後語的表達更
法港、更有吸引力。

主要有兩•因素促使我自動請瓔替文藝
版作民間文學的專輯，其一是爲了配合今期
「謂南人的大專題；其二則是想把較「陌
生J的事物介紹給同學，而民間文學則剛好
符合薦不是條件的「條件J。
其實，要說中•民閭文學是「新事物J
，寅在是很牽強，也叫人感到可悲的。中國
民間文學無論在質、量方面，都既多且豐；
其消源之流長抓與正統文學不遑多讓；其表
達手法之多采多姿更和任何形式的文學不相
泊丨中。然而，肯致力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者較
之正統文學，則是少得可憐1 ‘
在搜集有關這方面資料的過程中，面對
浩如烟海的民間文學作品，一方面總爲這些
珍賁的民間寶庫而感到騖喜、自傲，另一方
面卻因篇幅有限而深以爲憾。唯有拉雜談談
，把民間文學的一小點展現同學眼前，望能
引起同學的_趣。然而，三言片語的介說，
又豈能盡道中國民間文學的特點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