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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古老的國度，都有其遣

木星，職司神王、雷神。宙斯到

宙斯長大後，在諸神的紫助

留下來的古老故事，中國有、羅

底有甚麼本事能成為希臘神話中

下，打倒父親，奪取王位，並救

馬有、埃及有、希臘有，這些古

諸神之王呢？

出了被父親吞下的兄姊們。當一

老的故事，就是神話。不同的國

切平靜下來後’宙斯跟 他的兄姊

度自有不同的神話故事，故事雖

們瓜分天下——上天下地，全宇

然不同，卻有其共通點：同樣精
采！

宙斯的父親叫克隆納斯

{e^cms)，他曾聚取推翻當

宙盡歸宙斯統治管轄’並支配可

時宇宙的統治者，棄得王位，並

怕的雷電。他的權力在萬神之

與 自 已 的 妹 妹 莉 亞 （ 紛 S A )結

上’故成為眾神之王。

神話故事雖不盡是事實，然

婚。克隆納斯因而被卩且咒，説他

而觀其內容豐富，情節曲折，我

會被自己的兒子所打倒，於是為

們不得不佩服先民的驚人想像

糊 一 雄 麵 t t

力；而且，不論哪處的神話，背
後都隱藏著先民的生活文化和人

維納斯女神，即使是對希嫩

文精神，是極佳的人類文化研究

神話一無所知，也會聽過她的名

材料。

字。維納斯的希臘名字是阿佛寐

i

達底（A7^or>r7s),她是
掌管「愛」和「美J的女神。
這次想談的並非神話文化研
究，而是想介紹幾位神話人物及
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中，她

他們的故事，所選的是希臌神

是被畫家及雕刻家描緣鎮刻得最

話。希臘神話的人物冢多，不少

多的一位，她有著古希臘最完美

是大家所熟悉的，如維納斯、雅

的身段，所以自..來就被認為是女

典娜、邱比特，然而真正有關他

性髏格美的最高象徵，亦是希腺

們的故事各位又知道幾多呢？

諸神中’最美麗的一個。

衆神之首
保統治權，每當妻子生下孩子，
他隨即便把孩子吞下肚去。莉亞
在古希臘神話中，權力最

自然不忍心，到了生下第六個孩

大，地位至高無上的，是主神宙

子，便偷偷以石塊包成小孩狀，

斯。「宙斯J是希臘名字，羅馬

代替初生的婴兒給丈夫吞下，而

人叫他朱彼得（f^wpitm，
在同名行星裡，他屬於

維納斯的出生，有兩種不同
的説法，一説她是天神宙斯的女
兒：另一説是愛琴海曾泛起一陣
海水的泡沫，而維納斯就是從海
水的泡诛中冒出來的。

，將替換下來的孩子收藏撫養，這
’’fe子便是宙斯。

關於維納斯，我們聽得最多

李子紐

的是其愛情故事’因為她是愛與

攻破特洛亞城，這也就是著名的

美的女神，然而有誰知道，她曾

「木馬屠城記」故事。

為了一個「金頻果」，導致希股
另一個為人熟悉的神，就是

一場歷時十年的大戰。

智慧女神雅典娜。雅典娜在希臘
神話裡，是智慧、科學和藝術之

話説專門鬧事的女神愛麗

神，也是希臘首府雅典的守護

斯，在一個諸神參加的婚宴中’

神°

投下了一個金蘋果，上書「贈給
最美麗的女神J。宴會中，天后
希拉、正義女神雅典娜和愛神維

關於雅典娜的出生也很有

納斯都認為這個金蘋果應該屬於

趣，她是被人「努J出來的。她

自已的。三位女神爭持不下，主

的父親是宙斯，母親是海洋女神

神宙斯便提議請當時世上最美的

美狄絲°當美狄絲懷孕後，宙斯

男子，特洛亞王的兒子派里斯

恐怕生出來的孩子會推翻自己，

、染A効S、作決。三位女神在

就像他推翻自己的父親一樣。他

J^K里斯面前各顯美態’且以利引

比父親厲害，其父只把生出來的

薄°希拉説若把金雍果給她’便

孩子吃掉，而他竟將懷孕的妻子

使派里斯成為世界之王；雅典娜

整個吞入肚中。誰知吃了美狄

則答應令他成為大智大勇者，因

絲後，宙斯就頭痛不已，腦袋脹

T她本身是智慧的化身；維納斯

得難受，神界因此大亂。在忍無

，懂男人的心，她許派里斯’若

可忍之下，宙斯召來火神，用斧

=金蘋果給她，就給他世上最美

頭努開自己的頭戯，看看到底甚

麗的女人作妻子。

麼在作怪，就在努開的一刹那，
突然跳出一個全副戎裝，手持長

^

結果如何？男人當然是好色

矛的女神，女神出來後，宙斯的

’派里斯把金類果給了維納

頭痛便好了。而這位女神就是雅
典娜了。

為了踐約’維納斯把當時希
，的美人，斯巴達王的妻子海偷
拐編給派里斯0斯巴達王這下可
I了

雅典娜是如何成為雅典守鑊

’他為奪回孝子’竟動員全

神的呢？傳説英雄刻克洛甫斯在

=職十萬大軍圍攻特洛亞城。雙
【在械前平原血戰十年，不分勝
^’結果希臘軍用木馬誘敞’才

阿提加建立了一個城市，他請海
所以説’女人的影零（破
壞）力不可謂不利害！

.

神和雅典娜為新城命名，他們為
爭取這份光榮，決定每人送一件

的當然是他手上的弓箭。（他的

姬，於是他便化成一無形的精

箭分「金」和「錯」兩種），所

靈，偷偷與赛姬在一座宮殿裡相

有人都知道，只要被他的「金

宿相棲。但每次幽會，都是在累

箭」射中，就會愛上第一眼見到

暗中進行，因此赛姬從不知道丈

的人，即使原本是冤家也變成佳

夫的面目。

偶，其愛情亦一定甜蜜快樂；相
反，中了他「船箭」的，佳偶也

隱

此事被*姬的姐姐知道了，

成為冤家。世間愛情不盡如意，

她們您恿她設法看看自己的丈

總有些是悲劇，不用抱怨啊，因

夫，因為星象家曾預言，她將來

為，據説小邱比特是個盲童。

一定會被毒蛇吞唾，而現在的丈
夫，可能就是蛇精。

邱比特能憑他手上的弓箭，
成人美事，可是他自己的戀愛，

於是一天晚上，赛姬乘邱比
特熟睡，偷偷拿燈湊近去看他，
怎知人間的燈火把他灼傷了，他
忍痛飛走，一去無蹤。邱比特走
後，赛姬非常後悔，踏遍天涯潘
角，希望尋到丈夫，但事與戚
違，在絶望之降，她只有去求維
納斯，妒恨的維維斯卻乘機給姊
各種各樣的毒辣贲罰，百般折

禮物給新城的居民，誰的植物最

磨。邱比特知道赛姬為了他竟受

受歡迎，命名權就歸誰。海神的

著母親的折磨，深受感動，決到

禮物是碧波飛激的海馬和壅(一

主神宙斯處求助，結果宙斯出

説更精采，説是海神用三尖叉，

面，並得眾神幫助，勸服維納斯

向地上一擊，地上立刻衝出一匹

讓邱比特與赛姬結合。而赛姬也

駿馬，是為世間第一匹験馬）：

由凡人變成眾神之一。

雅典娜贈的是橄槐樹。大家可能
會奇怪，橄槐樹有何特別？當時
城中的人也這麼想，於是雅典娜
解釋：「橄欖果可以吃，油可作
菜，葉可做藥做肥阜，橄槐葉是
和平的象徵，它為全體市民帶來
永遠和平。」大家聽了，都佩服
雅典娜的智慧，喜歡她的禮物，
於是此城便由雅典娜命名，她亦

卻曲折悲哀。説來話長，某國國

順理成章地成為此城的守護神。

王有三個女兒，俱都姿色出
眾，而三女兒赛姬尤為美麗絶

小愛神一越比糖

偷，凡間男子無不為之傾倒，竟
把美神維納斯忘了，維納斯妒恨
之下，命兒子邱比特替她出氣，
要他放箭，使賽姬愛上世上最窮

小愛神邱比特，相信是最為

最苦最醜的男人。邱比特無奈，

人所熟悉的希臘神了。提起邱比

惟有奉母之命找赛姬，那知一見

特，人們就會聯想到一個身上長

之下，竟立刻愛上她，下不了

著一對翅膀，手拿弓箭的活潜可

手。如此可難為了邱比特，他既

愛小孩子。關於邱比特，最著名

不願躺怒母親，但更捨不得赛
34

這是希臘神話中一個可歌可
泣的愛情故事。希臘神話中任何
人物故事，其實都有它的主題意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原來普
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是他創造

激 漫 ， 因 而 變 成 現 在 的 世
界……。

人類的）創造了人之後’在教育

織，如這個故事，説明了在愛情

的時候，發覺沒有火是不行的’

中，雙方都需要信心和忍耐，任

因此冒著生命的危險到眾神居處

何一樣動摇，結果只是惹來罪

奥林匹斯山偷得了當時只有神才

良，就像赛姬輕信人言，懷疑丈

能享用的火給人類。他並教人類

夫是蛇精，致使她飽嘗虐待與考

營建、文藝、醫藥等一切於人有

驗’幸而她能後悔和誠心以付，

益的技藝，同時，把一切痕疫、

才能大團圓結局。這個主題意

痛苦、仇恨、戰爭等都封閉在一

織，對於剛談戀愛和一些用情不

隻箱子裡，不讓人們受危害。

專的年輕朋友’可説是一個警
悔°

希腦神話中的神人，當然不
只這麼少，随便説的邇有太陽神
阿波羅、月神袋安挪、天后希
拉、勝利女神維多利亞等等，他
們各有其獨特的故事，曲折感
人，精釆紛呈。

希服神話’實在值得一看。
邱比特與赛組

但他偷神火的事給宙斯知道
了，宙斯非常愤怒，把他鎖起施
如都説紅顏禍水，中國古代有
；^已、褒拟、妹喜，在希臘神話
干’有潘都拉。

以酷刑，且禁鋼了三萬年’宙斯

先叫火神造了一個女人’取名泽

米修斯的弟弟。婚後’有一次潘
人類初誕生時，世界是完美

都拉在料理家務時，發現了普羅

声’充滿著美好，那時候，天氣

米修斯封閉罪惡的那雙箱子，雖

四季常春’地上遍是芬苦

然普羅来修斯曾警告過弟弟萬萬

，草，樹上鳥兒快樂地歌唱，

不能打開箱子’而潘都拉也知道

樂網泉水综涼，像奏著美妙的音

r的’但她難以克制自己的好奇

叉有須偏、沒有仇恨的日子。

洲A術中的种括與傳抚》和何恭
上《’《种話•術欣賞》兩本

餘怒未息’決心把人類消滅。他

都拉，並把她帶下凡間嫁給普羅

“人類過著的是和平、安樂、

備枉
本文内容舍考自王觏泉著，《敞

心’還是把箱子打開了，結果被
封閉的人類罪惡全部飛出，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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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裡只敢介轻幾位大家秋為
抓惠的，»在只是冰山之一角。
由於种括歷峰久逮，加上維轉相
傳，各版本有異，故事内容成有
不同，進祖只遭擇其中一穗；用
樣It种名稱’發出》音鋒，不同
的畲會有所出入。
原故事有驻實在太精釆，曲析異
常，枝鼓繁多，進祖可•限於篇
«，R敢略違大鼓，希St仍敢51
起大家的輿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