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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英雄史诗）

赛音塔娜

摘 要：文章主要探讨了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英雄史诗）的

内容分类、特征等问题。随着历史的变迁，达斡尔族的史诗面临着

失传的危机。达斡尔族史诗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史诗的概念以及达

斡尔族莫日根故事（史诗）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

在挖掘达斡尔族文化资源的时代潮流中，它是寻求文化多样性的源

泉之一，并为近北极民族地区英雄史诗的研究纳入中国史诗体系提

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莫日根故事 英雄史诗 近北极民族

作者简介：赛音塔娜，内蒙古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研究方向

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一　从莫日根故事说起

达斡尔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有 13.1992 万人（2010 年）。达斡

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主要分布于我国嫩江中下游及新疆塔城地区。

达斡尔族有语言无文字。现在通用汉文，还有的人使用蒙古文﹑哈萨克文，

根据科研等方面的需求，创制了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萨满教是达斡尔族民间

重要的信仰。他们与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蒙古族都相邻而居，都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这些居住在这一带的各民族都拥有丰富的民

*  本文系 2014 年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特别项目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子课题“达

斡尔族民间文学概论”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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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口头文学遗  产。

在目前的史诗研究中，达斡尔族得到承认的史诗仅有两篇，即《阿尔腾

嘎勒布日特》和《绰凯莫日根》。其实，达斡尔族还有 16 篇莫日根故事，也

应该纳入史诗的范围内。这个问题与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的理解有关联。对

此有不同的见解。仁钦道尔吉（1989）在《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英

雄故事的一些共性问题》中探讨了英雄史诗、英雄故事在“题材、情节和结

构”“英雄与恶魔搏斗”“英雄特征”等方面的共性，提出有的整体相似、有的

部分相似。并没有把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归为一类。但是，也有的人认为两

者相同。如阿地利·居玛吐尔地（2011）在《论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类型及分

类》中认为，两者虽然在术语上自相矛盾，但不能无视它们的关联。在 2012

年第四期 IEL 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报告上，他提出要把英雄故

事纳入英雄史诗范围，两者属于一个类型。就在这次史诗讲习班上，斯钦巴

图也提出相同的观点，他以青海民众对蒙古英雄史诗与英雄故事散韵形式都

认同为依据，提出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没有分界线。吴刚（2015）在《英雄

故事与英雄史诗的同源、转换关系》一文中也提出两者为同源。两者归为同

一类的观点较为符合达斡尔族史诗的实  际。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观点，让我们回顾一下对北亚史诗研究的简单情况。

早在 30 多年前，马名超和郭崇林两位先生在《终结期北亚民族史诗诸类型及

其文化》中提出：“综合性应用比较文化学方法进行实地考察，使沿我国东北

边缘区诸原住民（部落）中曾经长期地广布一条民族史诗传播纽带的论断，

相继得到了更大范围的确证”（仁钦道尔吉和郎樱 1990：33）。最近笔者又一

次阅读日本姬田忠义先生指出的北亚史诗当时的现状，得到很大的启发，让

我们看看一位日本学者 a对北亚史诗带的现存（30 年前）情况的大体认  定。

1. 以“莫日根”（中国北方）、“勇士”、“英雄”（日本北方阿伊奴族）以

及“汗王”（以及蒙古诸部）等蒙古语﹑通古斯语族中较通行词语命名并以之

作为主人公的长篇传奇性征战叙事文学，今天不论它们以哪种传播形式（口

头的或文字的），也不论采取哪种形体（咏唱的、宣讲的、或讲唱间杂的等），

更不论其遗存在北亚冻土带哪一个国度哪一个原住民（或部落）之中，都迥

非孤立的精神文化现象，完全相反，从他们各自纵向与横向文化联系上，不

a  参见日本民族映像研究所所长姬田忠义先生等拟定的《日中联合考察北方民族长篇叙事

诗计划书》，1986 年，东京。引自马名超，郭崇林：《终结期北亚民族史诗诸类型及其文

化》。引自仁钦道尔吉，郎樱编：《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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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看出脉脉相通的诸多内在的共同点，从而形成一个跨地区跨疆界的原始文

化（属于古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类型学整体。并在深入考察基础上，其

布列空间大有朝向它东西两侧翼持续延长的总趋势。这一与本区间物质文化

遗存相对应的古老精神文化沉积物的大面积覆盖，毋宁说是世界文化中的一

大奇  观。

2. 前记民族叙事文化群体中，隶属于社会史比较深层次的英雄史诗类

型，最具有特征性意义。它集中分布区，乃在兼有渔、猎、游牧等原始采集与

驯养生产最佳环境的“满蒙文化区”腹地，即包括今大、小兴安岭系南沿﹑ 

呼伦贝尔草原和三江水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在内的北纬 45 度线

以北的冻土带。大量采集证明，这一故事文化宝库应属于北亚史诗带上的一

大叙事文学中心传播区域（仁钦道尔吉和郎樱 1990：33—40）。

虽然这段话是 30 年前说的，但是它较贴切地阐释了北亚英雄史诗带的概

貌。当时就有不同的观点，至今还影响着学界的认  识。

在北亚史诗带居住的民族有满族、东部蒙古族（杜尔布特、郭尔罗斯）、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由于缺乏著录与调查，过去一直认为这

里无史诗，或者认为极少流传近似作品。所以，从整体文化联系上，似乎在

这些地区之间，出现了长诗彩练的空缺。事实上，根据后来在这些地区相继

的调查采录，在巴尔虎、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中早已剥离

出了一批属于变异﹑衰变类型的史诗传承的线索，这也算是北亚史诗研究的

新进  展。

中国最早记录伊玛堪的是著名的民族学者凌纯声先生，20 世纪 30 年代，

他实地考察了赫哲族的文化﹑民间故事。他在 1934 年出版《松花江下游的赫

哲族》一书中记录了 19 篇故事，实际只有 14 篇为伊玛堪作品。近半个多世

纪以来，我国各民族都挖掘出了一些英雄史诗。1958 年，中央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小组，曾到各个民族地区调查，他们在民间文学方面也有很大收获，

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

关于达斡尔族的史诗，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搜集﹑翻译﹑出版。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孟志东和奥登挂﹑呼思勒三位老先生都做了很

多工作。多次到达斡尔地区调查研究，搜集到了不少莫日根故事，并已出

版。他们说当时民间艺人都是唱的，遗憾的是没有录音设备，只好采取记笔

记和用脑子记的方式采录，又由于汉译成韵文体有一定的困难，只好在笔

记基础上译为散文故事。同时，我国黑龙江地区先后出版了鄂伦春族“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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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昆”a和赫哲族“伊玛堪”等部分史诗。这方面黑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做了

不少工作。还有许多东北地区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撰写过许多评介该地区史

诗的文章。这些成果说明北亚史诗带的考察研究从未停止  过。

近些年，又有中青年学者们正深入研究这一带史诗，如吴刚副研究员于

2013 年６月将达斡尔族两部英雄史诗搜集在一起出版了达斡尔语与汉语对照

的《达斡尔族英雄叙事》一书（吴刚和孟志东等 2013），并写论文阐释相关

达斡尔族史诗的诸多问题，如提出“英雄史诗与英雄故事同源”的观点，值

得关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汪立珍教授也在关注并指导硕士

撰写相关论文，培养年轻学子。大连民族大学郭淑云（2001）教授认为《乌

布西奔妈妈》为满族英雄史诗的文章，反映很好。这些文章更深入地探讨了

近北极民族史诗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年轻学子加入这个

研究的行列，使我国史诗的研究领域更加开阔，理论更加深入。有关的研究

文章很多，不便一一介绍。现在，上述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都已进入国家级

或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引起各方面的

注意，开始得到保护和研  究。

山东聊城大学的曲枫先生 b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在聊城大学建立了北冰

洋研究中心，将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学者组织起来，方便了相互切磋和

交流，已初现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中国北方民族，如

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布里亚特等民族生存在属于次北极

生态系统的泰加林边缘地带，称他们为近北极民族”（曲枫 2020）。北冰洋研

究中心研究的方向就包括这些民族的各个方面，把近北极民族的文学也包括

在内，其中不乏他们的英雄史诗的研究。将我们近北极民族研究带入国际和

国内研究的前沿阵地，这样，如果把北亚史诗带称为北极民族史诗带比较合

适。达斡尔族的史诗当然也包括在  内。

2018 年 5 月，为了加强我国三少民族各方面的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鄂

伦春旗成立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研究基地，为他们的研究提供

了一个更好的平台。这将在文化类型地理区位上展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视野。

a  歌手孟淑珍搜集了一些“摩苏昆”“坚珠恩”等作品，发表在《黑龙江民间文学》（十七、

十八集）。

b  曲枫，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分别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于荷

兰莱顿大学获考古学硕士学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

北极考古学和民族志学，北极环境史，宗教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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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小民族就不再是小民族，文化不再是碎片化、残存的文化，而是一个全

球性的北极民族的大文  化。

这些科研成果及研究机构的成立，可以看出国家对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研

究高度重视。相关的成果更是证明了“中国东北边缘区诸原住民（部落）中曾

经长期广布着一条民族史诗传播纽带”的说法是准确的。但是时至今日，在我

国史诗研究 70 年之际，在一些综述类文章中始终未得到充分重视。说明学界

对这一史诗带的学术价值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史诗观念与研究范式转移

的今天，希望加强对近北极民族史诗的关注，再一次转变史诗的观念。

二  达斡尔族英雄史诗的内容和类型

仁钦道尔吉在《关于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英雄故事的一些共性问

题》中提出：我国阿尔泰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与英雄故事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似、

相近和相同的现象。这种现象涉及作品的各个方面。如在题材、情节、结构、

人物、母题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仁钦道尔吉和郎樱：11）。

这个共性在达斡尔族是如何体现的呢？在达斡尔族史诗内容的分析中，可以

看出其衰变﹑世俗化﹑故事化﹑散文化的轨迹。本文分三个类型进行介  绍。

（一）征战型史诗

早期氏族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成果，

没有明显的剥削和被压迫，还未出现氏族内部矛盾的现象。主要的矛盾是氏

族与氏族之间的矛盾和人类同自然界的矛盾，早期的史诗正是反映了这种矛

盾和斗争。因争夺的对象不同，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仅仅是和社会恶势力的

斗争，氏族复仇型；是由一个或两个母题系列构成。另一种不仅仅是和社会

恶势力的斗争，又增加了和自然界的斗争，由两个母题系列构  成。

1. 氏族复仇型史诗。勇士与恶魔战斗题材的史诗，在史诗中勇士代表的

是一个氏族的群体力量，恶魔代表的是另一敌对氏族的力量。达斡尔族史诗

中的恶魔主要有莽盖、坏国王、恶魔等。两方斗争的结果，一个氏族杀绝另

一个氏族，反映了原始社会氏族复仇观。如下：主人公有奇特的出生和成长

经历。他是由仙女为无嗣的老两口投生的儿子，是从温贡呼兰老妈妈长在左

膝上巨如牛头的肉瘤中蹦出来的，刚落地就能跑东跑西，孩子的前胸后背都

有碗大的金痣在闪闪的发光。故起了名字“阿尔腾嘎勒布日特”（有金痣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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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但能吃能喝，力气也非常大，长得快。5 岁时，背着父母偷偷去北方

杀死了经常危害百姓的花公野猪拯救了不少百姓的性命；10 岁时，射死了遮

天盖地飞来的巨凤，救活了黄骒马的黄骠马，得到了自己的助手；18 岁时，

一顿能吃一头牛半斗米。有一天，白那查托梦说“在西海中央，簇立着三棵

宝树，你用它做弓箭”，取树的过程中遇到巨蟒，英雄因中了蛇毒而死。天

神知道后来救他，死而复活回到家。刚刚过上平安的日子不几天，西方的耶

勒登给尔莽盖（九头莽盖）和哈日谢勒莽盖（十二头莽盖）却不让人们安生，

经常抢劫财物，杀的人布满屯子城堡。阿尔腾嘎勒布日特拿着用宝树、巨凤

的羽毛和花公野猪的筋做的弓箭，骑上黄骠马，率领二十屯的几千勇士，射

死了从西方来的一群一群魔鬼，让百姓过上了安乐的日  子。

这篇史诗是由与自然界的斗争和恶魔斗争两个母题系列构成。约 600 余

行。这篇史诗本来是能唱几天几夜的长诗，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曾流传在

达斡尔族民间，到五六十年代已无人会唱或系统地讲述了。由此可以看出，

达斡尔族的这首史诗是一种衰变期的史诗。从故事情节来看，我们看到的这

部分，可能是原作的冰山一角。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它是一部很有

研究价值的早期史诗。故事主要有英雄神奇诞生——苦难中成长——少年立

功。在一次与自然界恶势力的斗争中被害死，获白那查﹑神骑的帮助死而复

生。为保卫家乡，在与西方的莽盖斗争中获全胜。但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

佚失，未能提供打仗的细节、宏伟的场面唱词，留下几多遗  憾。

2. 掠夺财产型史诗。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

化，在社会上产生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出现了对财产、人力争夺的情况。在

这类史诗中，勇士的敌对势力，已从恶魔变成了人世间的勇士（国王），他

们不仅抢劫女子，还要掠夺牲畜和财产、主人公的父母以及整个氏族的族众

做家奴。这就是这类掠夺者和奴役者的特征。如《德洪莫日根》情节内容是：

“德洪莫日根是一位为民除害的英雄。在他们部落的西北有一个残暴可恨的国

王，他用武力征服了很多部族，劫掠财产；每天还杀害无辜的百姓。这时，

德洪莫日根挺身而出，在神骑的帮助下战胜了坏国王，解救了自己部落的民

众。”从上面史诗的比较中看出，两类征战型史诗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争

夺的对象上。在《阿尔特嘎勒布特》的征战对象是莽盖（敌对氏族的首领），

德洪莫日根斗争的对象已是国  王。

氏族社会末期，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在社会上发生了争夺

牲畜、财产和劳动力的现象，勇士的父母﹑妻子和氏族的百姓被俘虏当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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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现了财产争夺类的史诗。在这类史诗里，勇士的斗争对象由莽盖变成

了国王或勇  士。

（二）婚姻主题与氏族制的分化

这类史诗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抢婚型史诗，二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考

验型史  诗。

1. 抢婚型史诗。为妻室而远征反映了父权制氏族的族外婚风俗，这种史

诗歌颂了勇士在远征途中先后战胜种种自然力和社会敌对势力，在到达目的

地后，以自己的力量打败情敌和女方父亲的阻挠而得到未婚妻的英雄行为。

这种史诗我们称为抢婚型史诗。如《库楚尼莫日根》的情节内容是：“库楚尼

莫日根的姐姐被苏加尼莫日根抢走，他在白那查帮助下了解到情况，又得到

了神奇的坐骑火红马。在火红马和白那查的帮助下顺利克服了三大难题：过

天剪﹑过天铡﹑打败一群乌鸦的围攻，终于找到了苏加尼莫日根的住处，并

在与其激烈的战斗中最终获得胜利，将姐姐从苦海中解救出来。”这类型的史

诗属于单一母体类型，情节并不复杂，此外，还有一种复合型抢婚史  诗。

2. 考验型史诗。在抢婚型史诗基础上，出现了岳父考验的情节。考验型

史诗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古代社会的向前发展，原始抢婚制不适应于社会现

实，出现了新的社会意识和新的婚姻观，于是就出现了种种有偿的和有条件

的婚姻形态。在这种有条件有偿的婚姻形态基础上，便出现了种种不同形式

考验女婿的史  诗。

在抢婚考验基础上，不但有考验的情节，而且有的更为复杂。如《绰凯

莫日根》：岳父以掠夺财产为目的，把女儿当成摇钱树想掠夺对方的财富﹑还

杀了不少人，只有遇到了绰凯莫日根后才被铲除。这首史诗是 20 世纪 60 年

代孟志东先生从民间收集到的，在达斡尔族史诗中属于较为精彩的作品。《绰

凯莫日根》共有 2000 行，情节内容是：“绰凯莫日根和纳日勒托莫日根两者

俱是部落的首领。先是纳日勒托莫日根偷走绰凯莫日根的 70 匹白马。为了找

回自己的马，绰凯莫日根在家奴陪同下出发，半路上被管家害死。后被纳日

勒托莫日根的女儿安楚莲卡托和仙女救活，与安楚莲卡托结为夫妻。纳日勒

托莫日根设毒计想害死他。岳父提出个难题考验他，在妻子的提醒下，他才

识破岳父的阴谋。据说岳父世世代代惯用招女婿为名陷害年轻人。绰凯莫日

根在妻子、仙女、神骑的帮助下，终于铲除了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将他四

马分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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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史诗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史诗。一种是《库楚尼

莫日根 》这种抢婚型英雄史诗；第二种在抢婚型情节基础上，又增加了考验

型的情节，如《洪都尔迪莫日根》和《绰凯莫日根》中都有了考验型情节，

而且《绰凯莫日根》中有一种有偿婚姻的观 念。

（三）家庭、氏族内部斗争型英雄史诗

家庭内部斗争型史诗是晚期出现的史诗类型。这类史诗描述的是氏族内

部的斗争、家庭内部的斗争以及亲人之间的谋杀。有新题材、新内容、新的

情节结构和新的人物形象，并继承和发展了古老的英雄史诗的传统，丰富了

史诗的内容，开拓了英雄史诗新的理 论。

从题材上讲，其内容已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开始转向家庭生活中的伦理道

德、价值观。故事中的矛盾世俗化，更加接近现实。如《阿波卡提（柞木）

莫日根》的故事（孟志东 1979：43）由两个母题系列构成，第一部分是哥俩

型的故事，弟弟死后，哥哥和嫂子嫌弟妹（眼瞎）是累赘，害死了她。第二

部分，与英雄史诗的情节相似。《阿波卡提（柞木）莫日根》的情节内容是：

“讲述了他和伯父斗争的故事。阿波卡提（柞木）莫日根的诞生很神奇。他妈

妈被大哥大嫂扔到荒山野林中，喝了一股泉水后生了他，故给孩子起名柞木

英雄。妈妈的眼睛也好了。在妈妈的精心养育下，白那查送给他弓箭和神骑

赤红马，他奇迹般地成长为一位能武能战的英雄，伯父看到后还不甘心，和

一位富人勾结想害死他。他在曾被征服的天狗、天鸟、还有嘎拉斯鹰的帮助

下，战胜了他的伯父和哈拉巴热汗。”这个故事中的矛盾就是伯父和侄儿之间

的矛盾，其实还是和家庭之间的经济利益有关。勇敢机智的阿波卡提莫日根

在众人帮助下，终于战胜了狠心的大 爷。

又如《珠贵莫日根》《德莫日根和奇尼花哈托》（呼思勒和雪鹰 1991：201— 

218）等等，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再介绍。这些作品大都反映了家庭成员之

间的矛盾，在这类史诗中鞭挞了多疑、嫉妒、自私自利的人，肯定大公无私、

主持正义、助人为乐的传统  美。

三  达斡尔族英雄史诗的民族特色特点

（一）具有与国内其他民族史诗相同的模式

1. 叙述模式。达斡尔族的史诗基本上采取由本及末的叙事方式，即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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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自然顺序，按照人物的生命节奏、事件发生时序，对于人物与事件进行叙

述。达斡尔族英雄史诗的叙述模式如下：英雄特异诞生——苦难的童年——

少年立功——娶妻成家——外出征战——家乡被劫——再次征战——杀死入侵

之敌——英雄凯旋。有的史诗包括上述模式的各个部分，而有的史诗则缺少

其中的一部分或两部  分。

2. 回归模式。达斡尔族的史诗与其他民族的史诗比较，可以看出，在

史诗中都有一种叙事回归模式。这就是“英雄出发——劫难——回归——报

应——成婚”回归模式。在反映家庭斗争型史诗《绰库日迪莫日根》在这篇

史诗中，既有抢婚的情节，又有征战的情节。英雄出发时遇到的三个难题被

一一克服，在多方的帮助下取胜回归，使贪心的国王得到了报应。而他得到

了两个妻子，过上了幸福生活。许多史诗中都有这种模式。往往莫日根在一

次战斗中因为某种原因失利，因而死去，但是，通过爱人或仙女和神骑的救

助，死而复生，并恢复如初，继续战斗终于获 胜。

（二）英雄史诗与萨满教观念

从作品的内容看，英雄史诗是在萨满教世界观指导下产生的 a。在史诗中

包含着图腾崇拜、三界观念、万物有灵观等。下面我们通过对勇士莽盖、白

那查和马的形象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这个问  题。

1. 勇士的形象与萨满教。勇士的形象是根据萨满教观念创作的。他既是

现实生活中的人，又是超自然的人物；既有人的性格，又有神的功能，是人

性与神性相结合的半人半神似的人物。《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谢·尤·捏克

留多夫 1991：110）一书对英雄史诗中主人公特征的概括，比较符合达斡尔族

史诗的实际：法伊特在研究“勇士”这个概念的局部含义时，列举了蒙古阶

级社会叙事文学主人公（勇士）的以下特征，同样符合达斡尔族勇士的形 象：

① 他生来就有神奇的本  领；

② 他生活在他和他的人民的幸福存在受到外敌破坏的变化时  期；

③ 他受到双亲和夫人的挚爱和信任，并肩负着对他们的责  任；

④ 预言、占卜或梦兆向主人公预示了他的历险活动或冒险经  历；

⑤ 他无限勇敢，但缺少智谋，从不说谎；诡计和魔法往往出自他的

骏  马；

a  曲枫认为，神话故事的基本脉络与萨满进入迷幻状态相似（曲枫 201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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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他的勇敢很少是一种纯粹的冒险愿望，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秩  序。

达斡尔族的勇士莫日根也具有类似的品质和能力。这些勇士的形象是在

萨满教观念指导下创作的。尤其是关于英雄起死回生的情况，与萨满教有密

切的关系。萨满教信仰的因素还表现在英雄的妻子和仙女的形象  上。

达斡尔族萨满教认为宇宙由三界形成，上界是神的居所，中界是人和动

物繁衍生息之地，下界是鬼魂所居之地。史诗中英雄和马一遇到危机的情况，

就到天上找仙女解决。史诗的主人公和他的神骑在三界中任意驰骋，能呼天

唤地，可以上天请仙女下凡，使他们可以起死回生。这里的妻子和仙女都是

萨满的形  象。

2. 莽盖形象的塑造与萨满教。达斡尔族的英雄史诗和其他阿尔泰语系各

族一样，他们按着萨满教观念创造了这个形象。他们认为人有三种灵魂，一

是生存的灵魂，人死它不死，照样和人们一起生存，帮助子孙后代；二是临

时性的灵魂，它可以附身，也可以暂时离开人体。在睡眠中它离开躯体去各

处去活动，返回来附体时人才能醒过来；三是投胎转生灵魂。莽盖的灵魂就

是在这种灵魂观的支配下产生  的。

莽盖是史诗中英雄的对立面，它在名称、外貌、神力和性格等方面都有

不同程度的相似现象。它是人格化的形象，它的相貌丑恶无比，既有思维，

也懂人的语言，力气也很大，经常夺人妻、抢人财。在达斡尔族史诗中还有

七头、九头或十二头的莽盖。达斡尔族将九头莽盖称为耶勒登该莽盖、十二

头的称为哈日谢勒莽盖。莽盖除了多头外，还有几个或多个灵魂。如《德洪

莫日根》，在史诗中莽盖有附体的或离开身体而独存的几个灵魂，如果不先打

死这些灵魂就不能消灭它的躯体。达斡尔族莽盖各种化身的灵魂，有的是放

在一棵树上面一个盒子里，或是在什么地方，或大拇指里。从上面的分析来

看，莽盖的形象是在萨满教万物有灵观指导下所创作  的。

3. 白那查的形象。达斡尔族民间故事以及史诗中，经常出现白那查的形

象。他是一位达斡尔族供奉的山林神，这是达斡尔族萨满教自然崇拜观念的

反映。达斡尔语中词义为“巴音·阿查”（Bayin aqaa），意为“富有的父亲”。

在达斡尔人意识中，白那查是隐居深山密林中的白发老人，他主宰山林和山

林中的飞禽野兽。对于曾世代从事狩猎生产的人们来讲，白那查就是他们的

财神爷。故达斡尔人认为他们所获之猎物及采伐的木材都是白那查所赐。所

以，猎人进山有许多禁忌。在达斡尔人心目中白那查是善神，从不无端加害

于人。过去猎人或伐木者所到之深山密林处都有白纳查的画像。通常是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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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高数尺高的桦树上用斧头劈成两个交面，以墨线绘成老人像。猎人或进

山采伐者，都要在像前停步祈祷，祈求保佑，同时将猎物奉献于像前，再祈

祷后方可离  去。

在史诗中经常出现白发老人，他帮助英雄出谋划策、送战马和弓箭、预

测战况、战胜敌人。当英雄遇难时，他就会出来相救。白那查的形象根据情

况变化，他可以变化为房子，给勇士准备一屋的吃喝。他可以变成老太太，

老头，或站在天上，或在河边给予帮助。总之，勇士在哪儿有困难，白那查

随时随地来帮助，克服困难，战胜困  难。

4. 马的形象。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中的英雄有三宝：骏马、妻子和弓

箭。不仅达斡尔族的史诗如此，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史诗大都有此情节，不

过所持的武器不同而已。三宝中骏马是首位，充分反映了马在英雄心目中的

位置。莫日根故事中蕴藏着丰富的马文化，莫日根故事中的马有以下特点：

自然属性的马﹑人格化的马﹑神性化的  马。

首先，马的自然属性。达斡尔族历来善于养马和调教马，故他们的马一

般都比较粗壮结实﹑膘肥﹑肌腱发达。在史诗中处处看到对马的赞美之词。

达斡尔族对马情有独钟，他们用尽世界上最好的语言根据马的颜色、走的步

法、年龄各方面给马起名字。在达斡尔语中有关马的词汇非常丰富。这是由

于马在达斡尔族生活中的重要性，尤其早期生活中，征战﹑打猎﹑赶车拉东

西都离不开马，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日常生活中，在男子三项比赛中也有一

项赛马。在史诗中马是英雄寸步不离的坐 骑。

其次，人格化的马。在史诗中马能与人说话，和人一样会考虑问题，有

感情。所以在史诗中马就成了英雄的伙伴和助手，帮助主人出谋划策，替主

人排除困难。在《绰凯莫日根》中黄骏马“在主人休息时，它一边把马尾当

蝇甩子，来回驱赶扑来的瞎虻蚊子，又用身体挡阳光”。种种的描述，反映了

马与人之间几乎是一种亲兄弟之间的关  系。

再次，马的神性化。从史诗中可以看到马在征战中，在攻克考验时，在

与恶魔激战中，它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这样人们对

马就产生崇拜的心理，神化它。如在描写马的特异功能时，往往写到它具有

感知和预知能力，有“非凡的神力”和“神奇的魔力”，它们能在天上飞翔、

在水中酣战、在大地上奔跑。这些马都不是一般的马，主人在生命危机的时

刻，它与魔鬼决战，舍身救主人，具有神奇的本领，更为神奇的是在达斡尔

族民间故事中多次出现白马和多腿马的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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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在达斡尔族生活生产中得到了升华，它与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密切

相关，于是马在达斡尔族心目中成了具有神性的马，成了英雄的保护神。我

们可以从对马的感情看出达斡尔人在马身上寄托了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象征

的是达斡尔族民族的精  神。

结  语

达斡尔族中流传着与英雄史诗相似或相同的莫日根故事，除有两篇被公

认为是英雄史诗之外，对其他的莫日根故事仍有不同的理解。主要的观点是

“韵文还是散文”的问题。关于该问题已经说清楚了，这是翻译的问题。采

录时民间艺人是唱的。现实的情况是，都以散文形式出版了。我们就否认它

是史诗吗？回答是“否”。劳里·航柯先生也曾说：“我们可以保留一个统一

的史诗的定义，但不必非把它放在世界上每一个史诗传统上。”（劳里·航柯 

2001）这些说法应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学界对待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上，

也应该如此。总之，经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的介绍，可以看出，达斡尔族莫

日根故事就是近北极民族史诗带上的一颗明 珠。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达斡尔族的这些莫日根故事的特点，有的是残缺不

全，有的已变异、世俗化、散文化，但是从它们的题材、情节、结构上来说，

都保留着史诗的遗迹和特质，包括所有北亚史诗带的作品，仍然可以将他们

纳入史诗的范畴。它们对我国史诗学科体系及史诗各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我们不应该抛弃“世界文化中的这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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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ur Morigen Story（Heroic Epic）

Saiyin Ta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ur Morigen stories. The epics of the Daur people are facing the cri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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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lost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 Thus the study of the Morigen stories （heroic 

epic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oncepts possesses important cognitive 

and academic value. Further more the study of Daur cultural resources will assist 

in identify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heroic epics in the Near Arctic ethnic areas， which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epic system.

Keywords: Daur； Morigen epic； heroic epic； Near Arctic Peoples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犆犐犘）数据

　北冰洋研究．第四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２０２１．１１

　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５４２６ ７６４２ ９

　Ⅰ．①北…　Ⅱ．①曲…　Ⅲ．①北冰洋 区域 丛刊

Ⅳ．①Ｄ５ ５５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２１）第２５５４１４号

北冰洋研究（第四辑）

主　　编 ／曲　枫

责任编辑 ／郑秀艳

装帧设计 ／一本好书

监　　制 ／姚　军

责任校对 ／张大伟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２０００３０）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３３１号犃座６楼

邮购电话 ／０２１ ２２８９５５４０
印　　刷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开　　本 ／７１０犿犿×１０００犿犿　１／１６
字　　数 ／２６０千字

印　　张 ／１９．５
书　　号 ／犐犛犅犖９７８ ７ ５４２６ ７６４２ ９／犇·５２３
定　　价 ／８０．００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０２１ ６３７７９０２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