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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萨满教（Shamanism）是一种流行于多民族与

多地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

别在于萨满巫师入巫时具有的异常恍惚的心理状

态（Trance）。不同研究者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

入迷、昏迷、恍惚、出神、入神、入巫等。本文将此

状态统一称为“失魂入巫”。依据萨满巫师失魂入

巫的不同状态又可以细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种是

脱魂型（Ecstasy），萨满巫师的灵魂脱离其身体与神

祇、精灵进行沟通。第二种是凭灵型（Posession），

神祇、精灵等附身于萨满巫师传达某些信息。

关于萨满教的性质研究：史禄国（Sergei Mikh-

ailovich Shirokogorov）认为萨满教在本质上是一

种基于万物有灵思想的哲学体系（史禄国，

1985）。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将癫狂

入迷、多层宇宙、宇宙树等看作是萨满教的核心要

素，并将萨满巫师脱魂之后飞行于多层宇宙视为

萨满教的本质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伊利亚德似乎

并不认为凭灵型也属于典型的萨满教形式（米尔

恰·伊利亚德，2018）。这也招致后来学者们的批

判。I.M.刘易斯（IoanM.Lewis）就批判伊利亚德关

于附体不是萨满教核心要素的主张是不妥当的（I.

M.刘易斯，2019）。色音（1998）则认为治病才是

萨满教的本质特点，而不是脱魂或者凭灵。

关于日本萨满教的起源研究：卡门·布莱克

（Carmen Blake）认为日本的萨满教是多源头的，

包括西伯利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萨满教（卡门·布莱

克，2017）。宫家准（Hitoshi Miyake）认为卑弥呼

的神谕技巧中存在东北亚萨满教的元素（宫家准，

2008）。

关于日本萨满教的分布研究：色音（1998）认

为日本的萨满教从东北的青森县到南部冲绳，几

乎遍布日本列岛。樱井德太郎（Tokutarou Saku-

rai）认为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萨满

教文化最浓厚的地区。虽然有证据表明日本全域

范围内在19世纪末以前都有活跃的萨满教活动，

但是目前相对活跃的地区是东北与西南诸岛，二

者的萨满巫师在成巫（Initiate）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性：东北地区的巫师以后天修行者居多，且需要通

过严格的考试选拔；而西南诸岛的巫师以偶然病

愈为契机者居多，并无特别限制（樱井徳太郎，

1987）。

论 日 本 神 话 中 的 萨 满 教 要 素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况 铭

[摘 要] 以萨满教视域来审视日本神话，运用文本分析并结合比较神话学与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可

以发现其中包含着日本现今不可见的脱魂型萨满，其脱魂的方式以巫梦和化鸟飞翔为主；同时也存在

歌舞赛神的凭灵型萨满；日本神话中的宇宙观也与萨满教宇宙观相似，宇宙树在日本神话中拥有多种

形式，且其核心功能都是连接不同宇宙。由于日本神话中包含着相当程度的萨满教要素，故推测其在

起源上与萨满教有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日本神话 萨满教 脱魂 凭灵 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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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萨满教的类型研究：伊利亚德（2018）

认为日本萨满教与东北亚流行的脱魂型萨满教不

同，主要是一种凭灵型萨满教，萨满巫师也主要为

女性。樱井德太郎（1987）认为日语中的「神懸か

り」和「神憑き」基本相当于萨满教中普遍存在的

凭灵型萨满。佐佐木宏干（Kokan Sasaki）认为现

代日本社会基本看不到灵魂游离他界的脱魂型萨

满（佐佐木宏干，1992）。堀一郎（Itiro Hori）认为

日本东北地区被称作伊塔考「イタコ」的巫女不仅

成巫类型中缺乏神召，也没有恍惚和脱魂的状态，

甚至凭灵过程中也无歌舞赛神（堀一郎，1971）。

盐月亮子（Ryoko Shiotsuki）以在冲绳的田野调查

为基础，分析了该地区存在的脱魂型萨满，认为脱

魂型与凭灵型之间不是排斥性关系，存在复合类

型的萨满（盐月亮子，2010）。

以上诸研究基本透露出日本萨满教的两个突

出特点：

第一，现代日本萨满教以凭灵型为主，少有或

无脱魂型。

第二，现代日本凭灵型萨满在行巫过程中鲜

有歌舞赛神。

针对上述两个特点，本文将以文本分析（Text）

为主，并结合比较神话学（Comparative Mytholo-

gy）与考古资料（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对日

本神话中出现的萨满教要素进行分析研究，主要

创新有三点：日本神话叙事中存有脱魂型萨满；凭

灵型萨满有歌舞赛神仪式；萨满教宇宙观影响了

日本神话的宇宙观。

最后本文需要就萨满教与巫术（Magic）之间

的关系进行定位。学界主流观点有二：其一认为

二者并无关系乃是不同的宗教。如刘建国认为

“巫虽然也有击鼓、舞蹈降神之风，但这只是原始

宗教的共同特点，而不是萨满教”[1]。其二认为萨

满教与巫术是原始宗教的一体两面。但在二者的

具体关系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巫术包括了

萨满教，如宋兆麟（2013）提出了巫教的概念，认为

萨满教属于巫教的北方类型。另一种认为萨满教

包括了巫术，如白庚胜（2006）认为广义萨满教包

含一切巫术信仰及其文化。

笔者认为造成这样不同意见的根源在于无论

萨满教还是巫术都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二者之

间具有相当共性。故本文采取将萨满教与原始巫

术视为同一种宗教的观点。这是本文立论的一个

前提，即日本神话中巫祝（神祇）的行巫可以纳入

萨满教的视域下进行分析研究。

1 日本神话中的脱魂型萨满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当今日本萨满教以凭灵型

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神话的文本叙事中可见

相当数量的脱魂型萨满。佐佐木宏干（1992）认为

能够访问他界的萨满就是所谓的脱魂型萨满。这

类脱魂型萨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点：

其一为巫梦（Shaman Dreams），即萨满巫师在

梦中与神祇相见并得到神启。伊利亚德认为“正

是在梦里，萨满进入了纯粹圣神的生活状态，并与

天神，神灵和祖先灵魂重新建立直接联系[2]”。佐

佐木宏干则直言“脱魂是白天清醒时的梦；梦是夜

里睡眠时的脱魂”[3]（笔者译）。可见巫梦是脱魂型

萨满失魂入巫的有效手段之一，萨满巫师在梦中

脱离现世而得以与众神交流。

《日本书纪》本文曰：

时夜梦、天照大神训于天皇曰、朕今遣头八

咫乌。宜以为乡导者。果有头八咫乌、自空翔

降。天皇曰、此乌之来、自叶祥梦。大哉、赫

矣。我皇祖天照大神、欲以助成基业乎。[4]

传说中日本首位天皇——神武天皇在东征大

和国的过程中遇到障碍，行军受阻。手足无措之

时，神武天皇在梦中得到天照大神的神谕，八尺乌

自天而降带领神武天皇脱离险境。

《日本书纪》本文曰：

天皇乃沐浴斋戒、洁净殿内、而祈之曰、朕

礼神尚未尽耶。何不享之甚也。冀亦梦里教

之、以毕神恩。是夜梦有一贵人。对立殿戸、自

称大物主神曰、天皇、勿复为愁。国之不治、是

吾意也。若以吾儿大田田根子、令祭吾者、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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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矣。亦有海外之国、自当归伏。
（坂本、家永、井上、大野校注，1967：239-241）

崇神天皇在治世之初，国内疫病横行，人民死

伤惨重。于是天皇斋戒沐浴，祈祷神祇在梦中相

告是否自己的供奉尚有不足。果然当夜就梦到了

自称大物主神的神祇，他告诫崇神天皇国内疫病

乃是自己的神意，如果让大物主神的儿子大田田

根子来主持祭祀，不仅国内升平，外国也会自动

归附。

日本神话叙事中多有如神武天皇、崇神天皇

般可以在巫梦中实现失魂入巫的叙事。一方面是

脱魂型萨满入巫的一个例证，另一方面也佐证了

古时日本的政祭不分的情况，即萨满巫师可能就

是统治者的事实。如樱井德太郎（1987）就认为日

本最早的君王乃是巫王（Shaman-king），日本王权

的起源与萨满教息息相关。

其二为飞翔（Magic Flying），主要表现为萨满

巫师的灵魂化为飞鸟翱翔于天。堀一郎认为“至

少西伯利亚、爱斯基摩、东北亚的萨满相信自己有

飞翔能力，其服饰上有鸟纹，萨满巫师本身也会幻

化为鸟飞向宇宙树将魂魄之鸟带回来。鸟停留的

仗和棒都是其象征”（笔者译）[5]。伊利亚德认为

“萨满自己变为一只鸟或由一只鸟陪伴着，这表明

了萨满具有升天和出界的癫狂能力”（伊利亚德，

2018：98）。由于相信飞鸟有穿越他界的能力，因

此萨满巫师会身着鸟羽，或是模仿鸟的形态甚至

叫声，以期获得灵魂化鸟翱翔宇宙的能力。日本

神话中也多有化为飞鸟的叙事。

《古事记》曰：

于是化八寻白智鸟。翔天而向滨飞行。[6]

“八寻”，其日语训读是「やひろ」，「や」是虚

指，意为“非常”；「ひろ」则有“大”之意。皇子倭建

命死后，其魂魄化为巨大的白鸟，向着海滨翱翔而

去。这则神话是灵魂化鸟而飞的直接叙述。

《日本书纪》一书曰：

是时海上忽有人声。乃惊而求之。都无所

见。顷时有一个小男。以白蔹皮为舟。以鹪鹩

羽为衣。随潮水以浮到。（坂本太郎等校注，1967：131）

当大国主命准备镇座于出云国之时，有神之

子自海上来，以白蔹的树皮作舟，以鹪鹩鸟的羽毛

为衣。这则神话中出现了来自异界的神，且该神

身着羽毛衣服。关于羽毛衣服，极有可能是萨满

在行巫时所穿的法衣（Vestments）。色音认为“法

衣往往是模仿鸟的羽毛或翅膀而做成的，其功能

是作为萨满天界飞翔，地界下降时的翅膀[7]”。可

见用羽毛来做衣服或者装饰衣服也是萨满巫师惯

用的手法，旨在取飞鸟可以穿行三界的能力。

《古事记》曰：

乃于其处作丧屋而。河雁为岐佐理持。〈自

岐下三字以音。〉鹭为扫持。翠鸟为御食人。雀

为碓女。雉为哭女。如此行定而。日八日夜八

夜游也。 （倉野、武田校注，1958：116）

天若日子由于违背了高木神的旨意，并且射

杀了高木神派遣至人间的天鸣女而遭到高木神的

反杀。其家人专设殡宫为其举行葬礼，只见葬礼

之上雁、鹭、翠鸟、雀鸟、雉鸟各有分工，八日八夜

且歌且舞行巫。这则神话透露出古时葬礼上曾经

存在过萨满巫师装扮神鸟送灵的祭祀。其意图或

许是将死者的灵魂送往根之国，本质是一个装扮

为鸟类行巫的神话叙事。也就是说至少在奈良朝

之前，萨满巫师身着鸟羽化妆为神鸟的祭祀活动

是存在的。

上述三则神话叙事的共同点在于化鸟，而化

鸟巫术的一个具体方式则是身穿羽毛模仿该鸟的

行为。考古学材料也证实了萨满巫师在行巫过程

中的确会身着羽毛实现失魂入巫。下页图1[8]为日

本弥生时代的一件绘画陶器残片，出土于坪井·大

福遗址。该残片上下高约 13CM，左右宽约 9CM。

人物头部的五官清晰可见，右臂部分缺失，但是可

以推测应该也是高举手臂扇动翅膀的姿势。考古

学者认为这种形象是模仿振翅欲飞的鸟的姿势，

其他遗址也有类似的陶绘出土，说明弥生时代的

祭祀仪典中鸟装人物扮演了重要角色（陕西历史

博物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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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1出自：日本考古展——古都奈良考古文物精华。

图1 弥生时代绘图陶器残片橿原市教育委员会藏

饶有趣味的一个现象就是“化鸟而飞”不单在

日本神话中出现，在佛教与道教神话中亦有如“飞

天”、“羽化飞升”等意象（Image）。此间有无发生

学（Phylogenetics）之联系？这个问题可以从年代

（Time）与功能（Function）两个角度进行思辨。

其一，三者在年代上互有不同。图 1所示的

“鸟装陶片”据考证当为日本弥生时代中期，大约

为公元前180-公元50年之间所制。而佛教与道教

何时传入日本？据林屋辰三郎（1971）考证，佛教

由中国东传百济、再传日本的确切时间是在公元

538-552年之间。而我国本土目前所发现最早“有

翼天人像”大约绘制于公元 3-4 世纪（王诗晓，

2019）。道教方面，孙亦平（2016）所著《道教在日

本》一书认为中国的道家和道教文献大约在公元5

世纪经由百济东传日本。不仅如此，更有如张光

直（1986）、李泽厚（2015）、曾仲权（2018）、杨儒宾

（2019）等学者认为道教的源头之一就是萨满教。

此其一。

其二，三者虽有相似意象，实则在本质功能上

无共同之处。萨满教“化鸟而飞”意象之功能在于

沟通不同世界。而佛教“飞天”意象之功能在于象

征佛陀教诲（王，2019）。道教“羽化飞升”意象之

功能在于成仙与长生不死（崔俊，2007）。不可因

三者间有相似意象而认为必然有相同功能，此

其二。

综上可以认为日本出土“鸟装陶片”以及相关

神话是萨满教之意象产物。

不可否认凭灵型萨满是目前日本萨满教的主

流类型，但是在日本神话的文本叙事和考古材料

中都可见相当数量的脱魂型萨满的证据。且失魂

入巫的方式有两种，其一为萨满巫师通过巫梦使

灵魂脱离身体与神祇交流；其二为萨满巫师化为

飞鸟来往于不同宇宙间。

2 日本神话中的凭灵型萨满有歌舞赛神仪式

歌舞赛神也可谓歌舞娱神，即通过歌舞的方

式来召唤、祭祀、酬谢神祇。郭淑云认为“音乐、舞

蹈在萨满的祭祀活动中起着沟通人神、表达感情

的特殊作用”[9]。堀一郎（1971）认为当今日本东北

地区的盲目巫女属于凭灵型萨满，其失魂入巫过

程中不具备歌舞赛神要素。原因在于日本萨满教

在发展过程中多有与佛教等宗教相融合而失去原

有特征之故。反观日本神话叙事中的凭灵仪式则

和歌舞联系紧密。

《古事记》曰：

是以八百万神、于天安之河原、神集集而、

训集云都度比。高御产巢日神之子、思金神。

令 思 训 金 云 加 尼 而 、集 常 世 长 鸣 鸟 、令 鸣

而。……天宇受卖命、手次繋天香山之天之日影

而、为鬘天之真拆而、手草结天香山之小竹叶而、

训小竹云佐佐。于天之石屋户伏污气此二字以

音。而。蹈登杼吕许志、此五字以音。为神悬

而、挂出胸乳、裳绪忍垂于番登也。尔高天原动

而、八百万神共笑。 （仓野宪司等校注，1958：80-82.）

上述神话叙事构成了天之岩户神话的高潮，

为了让藏身他界的天照大神重返现世，众神云集

于天安河畔，以天宇受卖命为核心，举行了一场招

魂仪式：她以天香山的日影蔓束袖口，以葛藤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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髻，手持天香山的竹叶，脚踩在横放倒的空桶之上

而肆意舞蹈，更袒胸露乳并暴露下体。众神见状

哄笑不止。天宇受卖命终于让神祇附体，成功入

巫。上述叙事中包含了四个要素：辅助灵、萨满

鼓、萨满舞、观众的附和。

第一，辅助灵（Auxiliary Spirit）。

“集常世长鸣鸟、令鸣而。”——所谓长鸣鸟就

是公鸡，失魂入巫仪式始于长鸣鸟引颈高歌。一

般的解释认为公鸡有日出而鸣的习惯，故而在太

阳神的复活神话中出现了鸡鸣的场景。而在萨满

教视域下来看，长鸣鸟极有可能乃是促成天宇受

卖命失魂入巫的辅助灵，正如伊利亚德所言“动物

神灵也带领萨满升天入地，向他展示并教授他神

秘力量，等等”（伊利亚德，2018：94）。萨满巫师在

失魂入巫过程中需要辅助灵，辅助灵多以动物形

象出现。日本神话中也不乏多种神性动物，其中

出场最多的正是神鸟（Divine Bird）。通过长鸣鸟

的鸣叫，天宇受卖命可以更加顺利地陷入失魂入

巫的状态。

第二，萨满鼓（Shaman Drum）。

“于天之石屋户伏污气此二字以音。而。蹈

登杼吕许志、此五字以音。”——天宇受卖命将空

水桶倒置而站立在其上踏着鼓点作激烈舞蹈状，

继而达到一种近似恍惚的失魂入巫状态。入巫仪

式中使用的神宝与萨满教仪式中使用的法器（Sha-

man Apparatus）如出一辙。赵志忠称“萨满的法器，

也可以说是萨满的乐器。其功能是为萨满神歌、舞

蹈伴奏，以便造成浓重的音响效果，让神灵知晓，祈

求神灵保佑”[10]。而天宇受卖命脚下隆隆作响的空

木桶不正是一面萨满鼓吗？伊利亚德认为“萨满鼓

是实施萨满教降神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论是

携带萨满进入‘世界中心’，还是使萨满飞上天空，

或是召唤精灵将其‘囚禁’，还是击鼓使萨满入定

并与其正准备进入的神灵世界重新建立联系，无

一例外”（伊利亚德，2018：168）。可见萨满鼓具有

多重的作用，既可以是主动入迷的音乐道具，也可

以作为萨满巫师在异世界来往的载具。

第三，萨满舞（Shaman Dance）。

“为神悬而、挂出胸乳、裳绪忍垂于番登

也。”——“为神悬而”日语训读为「神懸かり」，正

是“神灵附体”之意。此时神祇附体的天宇受卖命

呈现出近乎癫狂的姿态：她双脚一边踩踏出鼓点，

一边扭动身姿肆意舞蹈。甚至解开自身的衣服，

双乳袒露，下体若隐若现，全然不似平常姿态。樱

井德太郎（1987）认为凭灵型萨满巫师在失魂入巫

后面色或红或白、双眼无神、身体微微颤抖。对于

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而其所述之语亦非常

人，多为神佛之人称。明显表现出被神祇、精灵、

亡灵等附体的状态。天宇受卖命异常的举动正是

她入巫成功的标志。此时的她已然失魂入巫，降

神成功。

天宇受卖命的舞蹈是典型的萨满舞的形式，

也就是一种通过舞蹈和音乐招致神灵附体的萨满

仪式。其舞蹈的基本形式就是萨满巫师手持法

器，采用回旋舞的形式不停旋转，然后随着音乐的

节拍越来越急促，舞者的动作也越来越快速，最后

到达一种恍惚的精神状态，神灵附体的仪式就达

成了（福田、宫田，1983）。乐舞对于萨满入巫是如

此的重要，一如北亚通古斯语中萨满一词“Sha-

man”的词根为“Sam-”具有舞蹈与跳跃之意一般。

关于天宇受卖命近乎赤裸的舞蹈，米哈伊·霍

帕尔（Mihaly Hoppal）认为萨满教曾存在过所谓的

“裸体仪式”，裸体象征了巫师的非常状态（米哈

伊·霍帕尔，2002）。考古材料也证实了日本萨满

教可能存在过这样的“裸体仪式”。日本大阪府野

田地区曾出土了一尊下体赤裸作持铃舞蹈状的巫

女陶像（荻原秀三郎，1983）。“裸体”与“着装”对应

了“非常态”与“常态”，而“非常态与常态之间的对

立”也正是人类宗教中常见的“圣俗对立”的一种

体现。这样，天宇受卖命在入巫仪式上近乎赤裸

的行为就有了人类学和神话学双重的解释：“裸

体”意味着“非常态”也即“神圣的状态（Sacred

State）”，萨满巫师在此状态下更容易实现神灵

附体。

第四，集体性（Collective）。

“尔高天原动而，八百万神共笑。”——还需要

注意到当天宇受卖命双脚踩踏鼓点，激烈舞蹈而

到达恍惚状态之时围绕着她的众天神也都被她所

73



日本文化研究 2020年 第5期 总210号

感染，一起哄然大笑，众神一起将仪式带入了高潮

阶段。观众的附和也是萨满失魂入巫的一个要

素。也就是天宇受卖命举行的入巫仪式具有集体

性：不只是萨满巫师，整个观众都是仪式的参与

者。对于类似的现象，史禄国认为“更有甚者，萨

满具有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对人施加影响的新能

力”[11]。米哈伊·霍帕尔认为“口头忘我表演与集

体性的歌颂是萨满降神时忘我阶段的主要特征”[12]。

两人都强调萨满巫师在入巫之际，带动观众的情

绪，让观看者自身也加入到降神仪式的过程中

去。也就是说当萨满巫师陷入恍惚状态而得以通

神之时，所有的观众其实是通过萨满巫师的调动

共同参与并完成了仪式。再看天之岩户神话中众

神附和天宇受卖命一起完成仪式将天照大神复

活，不正是萨满教失魂入巫仪式的反映吗？

将以上要素加以整理，可以得到如表 1所示

的一个失魂入巫要素图。

就天之岩户神话的性格而言，阐明天照大神

的权威固然是第一位。然细细来看其间也存在着

一个完整的萨满巫师被神祇附体从而失魂入巫的

仪式：伴随着神鸟的鸣叫和萨满鼓点，天宇受卖命

肆意舞蹈，在众神的唱和中达到了失魂入巫状态，

降神成功，天照大神因此复活。作为典型的凭灵

型萨满——天宇受卖命的失魂入巫过程中具有明

显的歌舞赛神的特点。

3 日本神话中的萨满教宇宙观

通过上述章节的论述，可知日本神话中同时

存在着两类萨满。而无论脱魂型或是凭灵型，都

要解释同一个问题：萨满巫师的灵魂要前往何

处？或者神祇来自何处？简而言之就是宇宙观

（Cosmology）的问题。

众所周知日本神话具有典型的三层垂直宇宙

观：高天原是众天神居住和活动的世界，属于上

界；苇原中国乃是国神和人类活动的场所，这里也

是众神争夺统治权的舞台，属于中界；根之国是亡

者居住的世界，这里十分阴森恐怖，属于下界。这

与萨满教宇宙观不谋而合，萨满教宇宙观认为世

界由垂直的三层宇宙构成：天空、大地、地下（海

底）。三层宇宙之间的交流通过一根中心轴连

接。伊利亚德认为“在宏观宇宙层面，这种交流是

通过轴（树，山，柱子等）来象征的”（伊利亚德，

2018：264）。而这根中心轴正是所谓的宇宙树

（Cosmic Tree）。抽象概念的宇宙树具有多样的具

象形式：或为山峰、洞穴、巨树，甚至人格化的神

祇。然而无论符号如何改变，其核心功能始终如

一，即连接不同宇宙。

日本神话中宇宙树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高千

穗山。

《日本书纪》本文曰：

于时、高皇产灵尊、以真床追衾、覆于皇孙

天津火琼琼杵尊使降之。皇孙乃离天磐座、〈天

磐座。此云阿麻能以簸矩罗。〉且排分天八重

云、棱威之道别道别而、天降于日向袭之高千穗

峰矣。 （坂本太郎等校注，1967：141）

天孙降临神话是日本神话的核心主题之一，

讲述了日本皇室的祖先神“天津火琼琼杵尊”受天

神委任而率领众神自高天原降于苇原中国，开始

统治日本。上述神话具有浓郁的君权神授的色

彩。作为日本神话的一个重要分野，天孙降临标

志着日本神话告别众神活跃的时代，进入了一个

以英雄（半神）为主角的时代。神话的主要舞台也

由众神居住的上界转移到了人类居住的中界。天

神降临的地点正是高千穗山，此处是这两个世界

的分界点与连接点。

日本神话中宇宙树的表现形式之二是真坂树。

《日本书纪》本文曰：

表1 天宇受卖命失魂入巫要素

萨满巫师

天宇受卖命

沟通的神祇

天照大神

失魂入巫的类型

凭灵型

失魂入巫的方式

歌舞赛神

使用的法器

萨满鼓

辅助灵

长鸣鸟

集体性

众神的合作与哄笑

注：作者依据本文论述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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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臣连远祖天儿屋命、忌部远祖太玉命、

掘天香山之五百个真坂树。而上枝悬八坂琼之

五百个御统、中枝悬八咫镜、〈一云真经津镜。〉

下枝悬青和币、〈和币。此云尼枳底。〉白和币、

相与致其祈祷焉。 （坂本太郎等校注，1967：113）

为了将天照大神从他界唤回，负责大和朝廷

祭祀任务的中臣氏祖神天儿屋命和忌部祖神太玉

命树立起天香山的树木作为降神的神树，上部枝

条悬挂着由勾玉、管玉等串联而成的饰物；中间枝

条悬挂着八尺镜；下部枝条悬挂着白色木棉币帛，

蓝色麻布币帛。两神在真坂树下做祈祷状。天香

山作为奈良盆地的圣山，自古以来颇受崇拜。真

坂树，训读「まさかき」，「さか」意为“边境”，故“真

坂树”象征着“异世界的边境”，代表着两个宇宙的

分界线，其作用乃是萨满教降神仪式中供神祇临

时栖身之处，即上界与中界的连接点。在降神仪

式上树立起挂满神宝的真坂树，不正是说明了该

树具有的连接异世界的功能吗？

日本神话中宇宙树的表现形式之三是黄泉

之穴。

《风土记》曰：

自礒西方有窟户、高广各六尺许、窟内有

穴、人不得入、不知深浅也。梦至此礒窟之边

者必死、故俗人自古至今号黄泉之坂、黄泉之

穴也。[13]

凡在梦里到达黄泉之穴的人都将死去，可见

确实是一条通向死者国度的洞穴了。而死亡本身

就意味着将要离开中界前往下界。黄泉之穴一头

连接中界，一头深入下界，不正是连接中界与下界

的通道吗？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是日本神话对于

下界概念的描述，除了使用来自汉文化的“黄泉”

一词以外，还有一个颇显怪异的称呼“根之国”。

《古事记》曰：

故伊邪那岐大御神。诏速须佐之男命。何

由以汝。不治所事依之国而。哭伊佐知流。尔

答白。仆者欲罢妣国根之坚洲国故哭。
（仓野宪司等校注，1958：72）

须佐之男命拒绝执行父神伊邪那岐的命令，

执意前往母神伊邪那美所在之地——根之国。为

何“根之国”是三层宇宙中最下层的死者之国呢？

结合连接三界的宇宙树观念来思考的话，处于垂

直宇宙最底端的下界不就正像是高耸入云的宇宙

树的根部吗？作为宇宙树的根须部分，地下世界

正是根之国。根之国作为下界的称呼也佐证了日

本神话中存在过明确的宇宙树的观念。

日本神话中宇宙树的表现形式之四是人格化

的至高神（高木神）。

《古事记》曰：

尔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诏太子正

胜吾胜胜速日天忍穗耳命。今平讫苇原中国之

白。故随言依赐。降坐而知看。

（仓野宪司等校注，1958：124）

“高木神”，训读为「タカギノカミ」，意为“降

临在高大树木之上的神祇”（朝倉、井之口、岡野、

松前，1983）。川濑一马（Kazuma Kawase）认为高

木神才是日本神话中实际的核心神祇。因此平定

了大国主命一脉统治的苇原中国之后，在天安河

召集众神，号令天孙降临人间的也是这位神祇（川

瀬一马，1985）。高木神授意天忍蕙耳命从高天原

降临到苇原中国，此举也符合宇宙树连接不同宇

宙的核心功能。

该神还有一个名字“高御产巣日神”，日语训

读为「タカミムスビ」，「タカ」为“高”；「ミ」为尊

称；「ムスビ」为“生成”或“生产”之意（大林、吉田，

1997）。而萨满教宇宙树也代表着永不枯竭的宇

宙生命的源泉（伊利亚德，2018）。其神名不正是

宇宙树本体或者其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吗？无论是

“高木神”还是“高御产巣日神”，该神其名符合宇

宙树概念；该神的主要功能符合宇宙树的功能。

以上现象都说明彼时日本社会是存在某种宇宙树

信仰的，可以认为作为至高神的高木神就是宇宙

树的人格化表现。

纵观而言，日本神话中出现的高千穗山、真坂

树、黄泉之穴、高木神，其外在形式虽具有多重性

但核心功能从未改变——具有连接异世界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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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符合萨满教宇宙树的概念与形象，基本可

以断定日本神话中三层垂直分布的宇宙观和可以

连接三界的宇宙树观念都极有可能来自萨满教。

4 结 语

本文以文本分析为主，并结合比较神话学与

考古学，分析了日本神话中典型的若干萨满教要

素，可以发现：

第一，日本神话中保留了当代日本社会已经

不可见的脱魂型萨满。按其脱魂的手段而言可以

分为两个不同类型，其一为巫师通过巫梦实现失

魂入巫。如神武天皇与崇神天皇等古代传说的君

王就属此类典型；其二为巫师化身飞鸟翱翔宇宙，

文本叙事和考古资料都说明飞翔型失魂入巫的主

要方式是身穿鸟羽法衣。现今日本萨满教行巫过

程中很难发现脱魂型萨满的原因尚不明了，有待

进一步发掘。

第二，日本神话中保留了当代日本社会已然

消失了的以歌舞赛神仪式实现失魂入巫的凭灵型

萨满。其典型为天之岩户神话中的天宇受卖命，

可见在辅助灵的协助下，巫师踏着鼓点旋转舞蹈

呈现癫狂姿态，展现神圣状态的裸体、集体性

附和。

第三，日本神话中存在萨满教宇宙观。高天

原、苇原中国、根之国三个世界对应萨满教宇宙观

中垂直的三个异世界；三者之间有通道连接，通道

的抽象形象为宇宙树。宇宙树在日本神话中的具

体形象为高千穗山、真坂树、黄泉之穴、甚至高木

神作为最高指导神之一，其本身就是宇宙树的人

格化表现。

综上所述，可见日本神话中包含着相当程度

的萨满教要素，这些要素散布在神话叙事当中而

不成体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以纪记

神话为代表的日本神话是在奈良时期由大和朝廷

官方统一编纂而成，目的在于通过神话叙事讲述

君权神授的思想，神话是为政治服务。而在此前

的日本神话一直是口传形式的，其中可能曾经存

在过完整的、体系化的萨满教神话。故可以认为

日本神话的起源与萨满教有密切的关系。

[本文为2020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文化人类学视域下日

本神话研究”（项目编号：LN2020Q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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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hamanism in Japanese Myths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Japanese myt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manism, based on text analysis in combina-

tion with comparative mythology and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is mythology contains a type of ecstasy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Japan today, and that this form of ecstasy is dominated by shaman dreams and flying; there is also a

type of spirituality which entertains the Gods with song and dance. The cosmology in Japanese mythology is similar to the sha-

manic cosmology, and the cosmic tree has many forms in Japanese mythology, but its core function is to connect different uni-

verses. Because Japanese mythology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shamanistic elements, it is assumed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hamanism in its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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