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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鰐」读音作“wani”，常出现在《古事记》《日本

书纪》（以下合称“记纪”）《风土记》等日本古典的

神话传说中。「鰐」被尊为海神，是日本古代重要的

信仰对象。

有关「鰐」的研究主要探讨「鰐」是什么。核心

观点有鲨鱼论和鳄鱼论。西宫一民（1978）、神田

典诚（1997）、冈崎正继（2007）、杉山和也（2011）、

及川智早（2011）等认为「鰐」是鲨鱼，鲨鱼论学者

依据日本列岛有人居住以来未有鳄鱼栖息的事

实，提出古代日本人将“素未谋面”的鳄鱼视为海

神是不合理的，并从各个角度论证鲨鱼作为海神

的合理性。鳄鱼论学者提出「鰐」海神信仰是“舶

来品”的假说，如久岛君子（1991）指出日本古代

「鰐」信仰可能受到了我国华东以及华南地区鳄鱼

图腾信仰的影响，木村成生（2012）认为对鳄鱼的

认识可能是随稻作文化从我国江南传入日本的，

相关研究尚停留在推测阶段，缺乏具体论证。本

文以鳄鱼论为出发点，结合江南自古就是鳄鱼的

栖息地，吴越先民素有以鳄鱼为原型的龙水神信

仰，以及始于绳纹时代末期的吴越移民东徙日本

的史实，指出古代日本「鰐」海神信仰源自吴越移

民的水神信仰。

1 古典中的「鰐」信仰

「鰐」，另有汉字表记为“鰐魚”“和尓”“和邇”，

在《古事记》（712）《日本书纪》（720）《风土记》

（733）中共计出现 15处，其中有 14处直接或间接

记载其生活于水中，且体格巨大、性情凶猛，由此

可知古典中描述的「鰐」是一种水生猛兽。一直以

来的「鰐」研究主要依赖上述史料，而史料中没有

明确的表述足够分辨「鰐」究竟是鲨鱼还是鳄鱼，

但仔细推敲一些细节描写还是能够获得一些有效

信息的。

1.1 鲨鱼或鳄鱼

首先，“记纪”中有关「鰐」体态的描写非常值

得关注。

日本神话中的日本神话中的「「鰐鰐」」与吴越水神与吴越水神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陈 馨

[摘 要] 在日本神话中「鰐」被称为海神，是古代日本人重要的信仰对象。通过研究文献及考古资

料可知，古代日本的「鰐」海神信仰继承自吴越移民以鳄鱼为原型的龙水神信仰。理由有二：第一，考

古资料显示，代表吴越龙信仰的文身习俗很可能与绳纹人的黥面之俗融合并演变出弥生黥面的固定

纹样，沿稻作传播的路径从九州经濑户内海传至伊势湾沿岸；第二，在九州到伊势湾的广大区域出土

了大批弥生时代的，绘有以鳄鱼为原型的龙形象的求雨祭祀土器，这说明弥生时代已有普遍的祭龙祈

雨仪式和龙水神信仰，而伴随在龙形象旁的雷电状图案则表明弥生龙信仰体现了典型的龙致雨思想，

源自吴越的稻作文化。

[关键词] 吴越移民 水神信仰 鰐 海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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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八尋和邇而、匍匐委蛇。[1]

（2）時豊玉姫化為八尋大熊鰐、匍匐逶虵。[2]

这两则引文分别出自“记纪”的山幸海幸神

话，记录的是海神之女豊玉姬分娩后化身为「鰐」

的故事。豊玉姬由于丈夫山幸彦破了约定，偷窥

了她分娩的过程而变回原形，成为一条“匍匐逶

虵”的“八寻和迩（八寻大熊鳄）”。有关“逶虵”，

《日本书纪》兼方本训其为「モコヨフ」，《日本纪私

记》神代卷亦训其为「モコヨフ」，真福寺本《古事

记》付注其为「モコヨヒキ」。小学馆《新编古典文

学全集 古事记》参考《日本纪私记》训其为「モゴ

ヨヒキ」，并作注释“身体呈弯弯曲曲状向前移动

的样子”（笔者译）。小学馆《日本书纪》训逶虵为

「モゴヨフ」，校注“逶”“虵”均表示身体呈弯弯曲

曲状向前移动的状态（笔者译）。如此看来，所谓

“匍匐逶虵”是指匍匐在地身体扭曲着向前移动。

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919）曾以此为据提出「鰐」

是海蛇的说法。参考上述文献及蛇行的姿态，可

以认为“匍匐逶虵”时身体应为 S形，而鲨鱼的身

体最多只能呈现出弧度较大的C形，显然不符合

这一特征。而 S形不仅是鳄鱼的常见体态，其作

为爬行动物，肚皮贴地行走的姿态也更加符合匍

匐的意思，因此“匍匐逶虵”应该是在描写鳄鱼。

其次，《风土记》中也有两处值得分析的细节。

（3）又、此川上有石神、名曰世田姫。海神謂鰐

魚。年常逆流潛上到此神所、海底小魚、多

相従之。或人、畏其魚無殃、或人、捕食者

有死。凡此魚等、住二三日、還而入海。[3]

（4）古老伝云、和尓、恋阿伊村坐神玉日女命而

上到。尓時、玉日女命、以石塞川、不得会

所恋。 （风土记，1997：254）

引文（3）出自《肥前国风土记》，描绘的是海神

「鰐魚」为追求石神，从海洋游回河流的故事。引

文（4）出自《出云国风土记》，故事情节与（3）类

似。在这两则故事中，值得关注的是划线部分，它

们暗示了「鰐」具有自由进出海水和淡水的属性。

然而绝大多数鲨鱼生活在海洋里，世界上唯一能

够进入淡水的鲨鱼也只出没在热带和亚热带海

域，在日本列岛附近并无分布，并且日文古典中也

没有关于鲨鱼出没于淡水的记载，说明古代日本

人并不具备相关认知。而鳄鱼按其生活区域可划

分为淡水鳄和咸水鳄，直到10世纪前期都曾大面

积活动在我国华南地区的湾鳄既栖息于海滨，也

出没在河口或近海的河流中。虽尚不可断定《风

土记》中的「鰐魚」就是湾鳄，但从概率而言，显然

「鰐」作为鳄鱼的可能性更大。

综上可知，古典中的「鰐」更接近鳄鱼。另外，

「鰐」的15处记载中14处为神话传说，说明「鰐」很

可能是人们想象中的生物，“素未谋面”的鳄鱼显

然更符合这个神秘的身份。

1.2 海神「鰐」

无论是“记纪”还是《风土记》，「鰐」都被描述

为海神。日本列岛四面环海，海神信仰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不仅如此，「鰐」还被认为是天皇的先

祖，可见其地位之特殊。

（5）是天津日高日子波限建鵜葺草葺不合命、

娶其姨・玉依毘売命、生御子名、五瀬命。

次、稻氷命。次、御毛沼命。次、若御毛沼

命。亦名、豊御毛沼命、亦名神倭伊波礼毘

古命。 （古事记，1997：136-138）

（6）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以其姨玉依姫

爲妃、生彦五瀬命。次稻飯命。次三毛入

野命。次神日本磐余彦尊。凡生四男。

（日本书纪，1994：186-188）

以上两则分别节选自“记纪”的山幸海幸神

话，记录了日本首代天皇神武天皇的诞生。鹈葺

草葺不合命（鸬鹚草葺不合尊）是天神山幸彦和海

神豊玉姬的孩子，由豊玉姬的妹妹玉依姬抚养成

人。如引文所示，鹈葺草葺不合命（鸬鹚草葺不合

尊）长大后娶姨母玉依姬为妻，并育有四子，其中

神倭伊波礼毘古命（神日本磐余彦尊）就是后来的

神武天皇。也就是说，神武天皇的母亲和祖母都

是海神「鰐」。

那么古代日本人为何描述海神为神武天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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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祖母呢？依照“记纪”分析天皇谱系可知，

神武天皇是天照大御神的第六代孙。天照大御神

之孙迩迩芸命降临苇原中国，与山神之女木花之

佐久夜比売结合生下山幸彦，山幸彦与豊玉姬结

合诞下鵜葺草葺不合命，鵜葺草葺不合命娶姨母

玉依姬生下神武天皇。此谱系中隐含的自然力量

除了海神，还有天照大御神所代表的太阳神以及

木花之佐久夜比売所代表的山神。神武天皇的血

统表明他身具来自太阳、山和海的三方神力，而这

显然是他宣告其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威的

必要条件。结合日本列岛的地理特点，有理由认

为，对列岛居民而言，日、海、山是最为重要的自然

要素，也是最为重要的信仰对象。

海神信仰作为古代日本最重要的信仰之一，

却以世人不甚了解甚至可能从未见过的鳄鱼为原

型，关于它的神话传说还被载入史书以传后世，这

是一个看似无解的巨大矛盾，然而也暗示了另外

一种可能，海神信仰是“舶来品”，它源自对日本土

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外来文化。

2 吴越水神信仰

吴越先民的以鳄鱼为图腾的龙水神信仰已久

经论证，在此择要简述。

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的各个氏族中，几乎都

存在过图腾崇拜，文身是原始图腾崇拜的重要表

达方式。正所谓“吴越之俗，断发文身”（《论衡·四

讳篇》），吴越先民素有文身之俗，这一习俗随着吴

越文物的出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宁镇地区丹

徒山春秋末年吴墓出土的青铜鸠杖末端塑造的裸

身跪坐铜人，其胸部、背部、臀部以及腿部皆有花

纹，青铜悬鼓环坐四个跪坐人像，额前短发如刘

海，身上亦布满花纹。绍兴 306号战国墓出土方

形插座足部跪伏人亦文身遍布周身。关于吴越先

人文身的目的史书中亦有记载，“剪发文身，烂然

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说苑·奉使

篇》），也就是说躲避水中蛟龙是吴越人文身的主

要原因，水神蛟龙也由此成为吴越先民的原始图

腾信仰。

吴越人所崇拜的蛟龙，其原型就是鳄鱼。“渔

师伐蛟取鼍，升龟取鼋”（《吕氏春秋》季夏纪），“季

秋之月，伐蛟取鼍”（《礼记月令》），记载的都是春

秋战国时期中原一带定期捕杀栖息在河川和沼泽

里的被称为蛟和鼍的鳄类的古俗。一般认为鼍指

扬子鳄，蛟是另一种性情凶猛的鳄鱼。吴越人用

龙舟竞渡的方式祭祀水神鳄鱼，李可可（2013）指

出，由于依水为命受制于水旱无常，吴越人在每年

夏天鳄鱼出没的时节，雕画龙形、装饰龙纹于龙

船，同时断发文身“以像龙子”，举行龙舟竞渡，以

取悦于龙，达到“避蛟龙之害”，保障生命与财产安

全的目的。祭祀时，他们击鼓、呼唤（唱歌），把稻

米做成的食物投入水中以献给龙神。

吴越人视鳄鱼为水神并非偶然。首先，这与

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江南古地水网密集，人们

操舟渔捕，以舟代车，甚至“习于水斗”（《越绝

书》）。傍水而生意味着受制于水患水害，河姆渡

遗址出土了大量鱼骨却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表明

下水作业是渔猎的主要形式，不难想象鳄鱼造成

的困扰和威胁。对鳄鱼的畏而敬之是鳄鱼水神信

仰诞生的根本原因。其次，这与吴越的稻作文化

相关。长江中下游的原始居民早在 7000年前就

已经掌握了水稻栽培技术，并学会了利用相关的

自然现象。鳄在风雨将至时会发出低沉的吼叫

声，好似大雨倾盆前的滚滚雷鸣，古人遂认为鳄鱼

发出的巨响能带来雨水，鳄与风雨雷电有关，于是

也就有了“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

（《海外东经》），“土龙致雨”（《淮南子・坠形训》）

和“辰日称雨师者龙也”（《抱朴子》）的说法。雨水

是古代农业的福泽，鳄鱼与雨水的紧密联系自然

成为人们视其为水神的原因之一。可见，源自渔

猎和农业生产的鳄鱼（龙）水神信仰是吴越人最为

重要的信仰之一。

3 吴越水神信仰在日本列岛的传播

西周末年，周王室衰微，已是“王室之尊，与诸

侯无异”（《郑玄诗谱·王城谱》），列国争雄拉开序

幕。齐、宋、晋、鲁、卫等国逐鹿中原之时，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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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吴、越之间也展开了激烈征战。公元前 510

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左传》昭公三十二

年），此后吴几度伐越，公元前494年大败越军；公

元前 506 年吴大举攻楚，五战皆捷，自此称霸江

南。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于公元前473年灭吴，

此时天下已进入征战更为激烈的战国时代，越终

因勾践不懂韬光养晦，贸然北上争雄而于公元前

333年为楚所灭。百年征战令吴越百姓惶惶不可

终日，无奈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其中一部分便东

渡日本。这些吴越移民从生产技术、生活习惯、思

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影响了弥生文化。首先，日本

学者研究水田遗构认为，弥生时代的水田可分为

大区划水田和小区划水田两种类型，且这种划分

方式在日本稻作农耕开始时期就已经存在，表明

水稻种植是外来技术，而其中的大区划水田的技

术谱系被认为与我国江南地区的稻作技术谱系最

为接近（罗二虎，2001）。其次，弥生土器上的人像

和古坟时代出土的女巫埴轮的衣着同春秋时代越

国人所穿贯头衣如出一辙。再次，《魏志·倭人传》

所载古倭人妇女的结发与春秋以前就在吴越流行

的椎结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日本文化中根深

蒂固的万物有灵论也被认为与滛祠滥祭的古越文

化有着渊源关系。

可见，吴越文化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在弥生文

化中，这其中就包括龙水神信仰。

3.1 绳纹以及弥生的文身之俗

文身是吴越龙水神信仰的主要表

达方式，考古研究显示，日本列岛也存

在文身习俗，且至少可以追溯到绳纹

时代晚期。日本的土壤偏酸性使得尸

体无法长久保存，因此目前相关研究

只能通过出土文物上的人物造型进行

推测。绳纹土偶有不少脸部和身体上

雕刻有网状纹，但由于身体上的花纹

难以与衣物区分，因此通常以面部纹

路为主要参考依据。面部刻画有线条

的绳纹土偶被考古学家称为黥面土

偶，它的出现证明了绳纹人具有纹面

的习俗。参考图 1[4]可知，黥面土偶出现在绳纹晚

期后叶至弥生前期，以关东及中部地区为中心广

泛分布。继绳纹黥面土偶之后，弥生时期又出现

了土偶容器以及绘有人像的土器，统称黥面绘画，

主要分布在关东地区、关西的伊势湾、濑户内海以

及九州地区。古坟时代则出现了黥面土偶。这说

明从公元前 5世纪的绳纹晚期后叶到 4世纪的古

坟前期，日本列岛的居民都保持着黥面的习俗。

从绳纹黥面土偶的分布区域而言，很难判断

吴越文化是否对其有直接影响。而且考古学家在

绳纹和弥生人头骨中发现了患有外耳道外生骨疣

的病例，这是海女的职业病，这些头骨证明绳纹人

和弥生人采用的是潜水渔捞的作业方式，因此千

田稔（2014）等学者认为黥面是海洋民族共同的特

点，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水中防止凶猛鱼类的

攻击。那么绳纹黥面很可能是绳纹人的原创。

时至弥生时期，黥面绘画较绳纹黥面发生了

较大变化，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从图 1 可知，首

先，二者的分布区域不同。以关东和中部地区为

中心的绳纹黥面，在弥生时代已转变为集中分布

于九州、濑户内海以及伊势湾沿岸等关西和中部地

区。其次，纹样差异大。考古学家设乐博己（1999）的

研究显示，弥生黥面纹样继承自绳纹纹样，经历两

轮变化后于弥生时代后期形成了最终版本。分布

区域的南辕北辙以及纹样样式的几番变化使人不

得不认为，弥生黥面或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

从其分布而言，这些地区皆为最早接受吴越文化

注：引自『三国志がみた倭人たち』，山川出版社，2001。

图1 黥面土偶以及黥面绘画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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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是否是吴越文化影响了弥生黥面绘画？

仔细分析弥生黥面的分布及其纹样变迁传播

的路径，不难发现其与稻作文化有着紧密的联

系。首先，绘画土器集中出土的九州、濑户内海以

及伊势湾沿岸地区均是稻作文化集中分布的区

域。其次，弥生黥面绘画纹样的演变和传播路径

与稻作传播途径一致。稻作是从九州北部开始传

向濑户内海，再至近畿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

到达伊势湾，而后继续北上至下总半岛，另一路通

向石川县然后沿海岸线一路向东直达本州东北

部。弥生黥面则经历了ABC三种样式的变迁，设

乐博己（1999）提出纹样A由绳纹黥面进化而出，

出现在岛根县加茂岩仓遗迹，A向东传播至九州

福冈地区演变出纹样B，它出土于福冈上鑵子遗

迹，B并没有继续东传，而是回折向西传播，在传

播途中形成了定版C，濑户内海及伊势湾沿岸都

有定版C的出土。（主要有冈山上东遗迹、香川仙

游遗迹以及爱知龟塚遗迹等）。值得注意的是，B

向 C 变迁并传播的路径并非沿原路走日本海沿

岸，而是沿太平洋沿岸北上经濑户内海最终到达

伊势湾，这是一条稻作传播的路线。黥面绘画分

布在稻作核心区，纹样B向C，也就是从九州向西

传播的路径与稻作北上路径吻合，说明作为海洋

民族图腾的绳纹黥面在农业文明出现后已更新了

文化内核，成为了与水稻文化紧密结合的风俗。

对九州北部绳纹时代晚期水田遗迹的研究表明，

日本列岛的稻作文化无法割裂与吴越文化的联

系。或者可以认为，吴越移民自九州登陆，其文身

习俗与当地土著的黥面发生融合形成纹样B，其

在向濑户内海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与地方土著的黥

面融合最终形成了定版C。

在此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虽然畿内地区

也是稻作文化区，却并未出土弥生黥面定版 C。

奈良县唐古·键遗迹（弥生后期）出土的绘有汉风

楼阁建筑的土器早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土器，

表明汉文化在畿内的传播更早更强势（设乐博己，

1999）。受汉文化中墨刑的影响，在弥生末期畿内

地区已开始使用墨刑。《日本书纪》记载，履中天皇

元年 4月，阿云连滨子因涉嫌预谋杀害天皇罪被

施以文身之刑代替死罪，雄略天皇 11年 10月，鸟

饲部因疏忽造成天皇的鸟被狗所食，作为惩罚对

其实施文身。这说明，畿内地区已接受了来自大

陆的更为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

弥生时代文身从海洋民族的图腾转变为农耕

民的象征。正如《倭人传》所载“今倭水人好沈没

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所示，

文身从具有实际功能变成了身体的装饰。在人类

文化学中，这种伴随着疼痛将某种图案永久留在

皮肤上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仪式。有观点指出

“这些斑纹通常是在举行成人礼或献身仪式时刻

画在身上的，作为已是成年男子和属于某一特定

部落的标记”。[5]也就是说，文身是归属于某个集

团的身份象征。倭人“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

或大或小，尊卑有差”（《倭人传》），体现的也是文

身的这一属性。“（倭人）男子皆黥面文身，闻其旧

语，自谓太伯之后”（《魏略》），“倭者,自云太伯之

后。俗皆文身”（《梁书·东夷传·倭传》）等史料或

可揭示文身的集团属性与吴越文化的关系。倭人

自诩为吴太伯后裔的记载在我国史书中并不少

见。王勇（2016）指出，这属于“汉人始祖说”中，起

源于汉族外徙的类型。即，汉人迁居异族之地，播

种文明，教化土著，当土著民族逐渐汉化时，移民

的祖先或者他们本人便被奉为始祖。众所周知，

太伯是吴人先祖，列岛上的太伯集团当指带来稻

作文化的吴先民的后裔，以及习得了吴文化的原

住民。在这重含义下，集中于稻作区域的整齐划

一的C纹样应该还发挥着标记移民后裔集团，或

者标记稻作民集团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海洋民

变身为农耕民后，文身得以保留并得到发展的主

要原因是其发挥了身份象征的属性。

综上可知，弥生时代的文身文化深受吴越文

化的影响，从“厌大鱼水禽”到“以为饰”，文身从海

洋民族的图腾转变为稻作民的身份象征。

3.2 龙水神信仰的传入

吴越文身习俗不仅改变了绳纹黥面的意义，

更带来了龙（鳄鱼）水神信仰。不仅在我国江南、

云南地区，越南、老挝、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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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等地都有龙纹或鳄鱼纹文身的古俗，大林太

良（1977）认为从日本列岛向西直到老挝，是一个

以水稻和渔猎文化为主体的连续的文身习俗分布

带，其中心是我国江南地区，日本也属于这个以龙

信仰为图腾的文化圈。金关丈夫（1975）指出，北

九州海部的子孙宗像氏，胸有龙鳞状文身；北九州

和濑户内海西部的海部英雄们，由于其先祖与龙

蛇交合，身具龙尾和龙鳞的花纹；丰后的绪方和伊

予的河野都是龙神的子孙；《尘添壒嚢抄》（室町

末）记载应神天皇有龙尾。

考古资料也显示，弥生时代确实存在龙信

仰。1954年，在大阪的船桥池上遗址出土了第一

只被认为绘有龙形象的弥生土器。此后日本列岛

东至静冈西至鹿儿岛、宫崎，出土了弥生时代的龙

绘画土器70余件，可见彼时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

区都已经有了和龙的接触情况。

弥生龙绘画土器集中分布在九州、濑户内海

和幾内地区，每个区域的龙形象虽各成体系，但在

表达手法上有共同之处。春成秀尔（2011）认为，

幾内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船桥池上遗迹出土的龙

形象，该地区的其他龙形象很有可能是在池上龙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池上龙整体呈爬行动物体

态，身躯扭摆呈 S形，身上有若干三角鳍形突起。

森浩一（1966）指出池上龙不是依照日本的动物描

绘的，其所表达的应该是中国文化中的龙。池上

龙用鳍表现出的水栖兽属性及其S形的体态足以

表明，现实中的动物与其最接近的是鳄鱼。而吉备

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冈山天濑遗址出土的龙形象则

更能反映鳄鱼的特征，其除了整体与池上龙相似

之外，表达眼部的半圆形突起高于鼻梁，这是非常

明显的鳄鱼的特点。因此，日本的考古学家认为，

弥生的龙形象很有可能来自中国龙，也就是鳄鱼。

同时考古发现，这些龙绘土器多是祭祀用

具。从池上龙出土于祭祀用水井，天濑龙描绘在

用来盛水和食物的托台柄上，矢部龙形土器是储

水器具，以及弥生龙形象本身表现出的与水的深

刻关联出发，考古学家认为弥生龙土器是求雨祭

祀专用器具。更有趣的是，在池上龙旁边刻画有

一个倒置树杈状图形，兵库县的玉津田中遗迹、冈

山县横寺遗迹的龙形象等也伴有类似的图案，春

成秀尔（2011）认为这些图案表现的是雷电，奈良

县四分遗迹、香川县旧练兵场遗迹中与龙形象组

合的带状绫杉文，奈良县唐古·键遗迹、宫崎县中

冈遗迹中的波状纹，也都是雷电的记号。雷电与

龙的结合揭示了弥生人用龙绘土器求雨的原因所

在，他们认为龙和雷电有关，龙带来雷电，雷电又

能带来雨。这样的龙致雨思想是典型的稻作文化

的产物。

祭龙祈雨在我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很常见。

“雩者，为旱术者也。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

四月昏，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

求雨。”（《春秋谷梁传》），描述的就是我国春秋时

期的祈雨习俗。龙星始出的4月，是祭雨的时节，

此时万物开始生长，需要雨水的滋润。古人认为

龙星的出现，是万物始盛的标志。王兆乾（1992）

指出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我国古人在旧石器时

代末期就已学会用龙星来分辨季节，他们发现每

当冬眠的鳄鱼再次出现，万物即复苏，天空中一颗

明星具现：当鳄鱼进入冬眠，万物萧蔽之时，神秘

的明星也随之消失，所以龙星实际是由古人依鳄

鱼的生活习惯而命名的。而将鳄鱼与雨联系在一

起，是因为鳄鱼会在风雨将至前发出低吼，古人遂

认为其与风雨雷电有关，称鳄鱼，也就是龙为雷

神。这一系列基于鳄鱼（龙）与雨、雷的认识都是

源自农业生产的需求，是稻作文化的产物。

结合弥生龙呈现出近似鳄鱼的外形和属性以

及弥生人祭龙祈雨的龙信仰，可以认为对龙的认

识是随稻作文化一同传入日本列岛的，弥生时代

的龙信仰是对吴越移民龙水神信仰的继承。龙信

仰能够传遍从东海地区到南九州的几乎整个日本

列岛，没有稻作文化作依托，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吴越移民登陆日本列岛，带来了稻

作技术，也传播了与之相关的文化，这些文化沿稻

作传播的路径在日本列岛播散开来，最终成为了

具有普遍性的弥生人的共同信仰。

4 鳄鱼和龙的分离

3世纪末期，龙的记号在幾内完全消失，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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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冈、爱知、滋贺、三重、爱媛、以及福冈、宫崎、鹿

儿岛等周边地区仍有分布。这与弥生末期黥面绘

画定版C在幾内没有出现有着惊人的巧合。不得

不认为吴越移民形成的部落集团确实受到了更先

进的大陆移民文化的挤压，被排挤出了幾内这个

权力中心。

考古研究显示，古坟时代在一部分统治阶层

的陪葬品中发现的龙纹或龙型装饰，基本是来自

我国或朝鲜半岛的舶来品。如奈良县新山古坟和

京都府谷塚古坟出土的金具上施有龙纹的腰带被

认为来自我国东晋；大阪府丸山古坟（5世纪初）的

龙纹金鞍具，是我国5、6世纪流行的样式；大阪府

海北塚古坟（6世纪中）的龙装饰环头大刀则是来

自朝鲜半岛的舶来品。时至奈良时代，最具代表

性的高松塚古坟壁画中的青龙和药师寺本尊药师

如来座像的坐台上刻画的青龙，均表现出我国唐

朝龙的特点。这证明从土坟时代开始，以畿内为

核心的地区不断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对龙的认

识也不断发生变化。《日本书纪》记载齐明天皇元

年夏五月「空中有乘竜者。貌似唐人。著青油笠、

而自葛城嶺馳隱胆駒山。及至午時、從於住吉松

嶺之上西向馳去」（日本书纪，1994：202），这种腾

云驾雾的龙形象与吴越文化中的水栖兽已判若两

物，此时的龙就是龙，再也看不到鳄鱼的影子。

即使如此，正如黥面定版C和龙绘画广泛分

布在周边地区所示，吴越文化仍活跃在幾内之外

的很多地方。《风土记》中有关「鰐」的6处记载，除

1处在摄津国属幾内，其余5处均出现在山阴的岛

根县，本州北部的新潟县，以及九州的长崎和佐贺

县。《古事记》的《稻羽的白兔》传说以九州为舞

台。《日本书纪》中事代主神变身巨鳄走婚的传说

属于以岛根县和新潟为背景的出云系神话。这些

史料的存在证明直到奈良时代早期，吴越的龙（鳄

鱼）信仰仍在九州地区、本州北部以及山阴等地

流传。

汉字“鰐”最早出现在汉代的《说文解字》中，

卷十三虫部记载“鰐”：“似蜥易，長一丈，水潛，吞

人卽浮，出日南。从虫屰聲。吾各切”。无论从身

体特征，亦或“吞人卽浮”的进食特性来看，汉字

“鰐”所指确为鳄鱼无误。在“记纪”和《风土记》中

都同时出现了「鰐」和「龍」，说明彼时日本人已将

鳄鱼和龙区分开来，而畿内地区对新文化的摄取

和周边地区对吴越文化的继承无疑是鳄与龙被区

分开来的最大原因。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在描写神武天皇的诞

生部分的分歧也恰好能反映出畿内和周边地区或

有不同的龙信仰。《古事记》描写海神豊玉姫分娩

之时化身为鳄，而《日本书纪》本文却记载「化身為

竜」（一书第一和一书第三为鳄）。关于「化身為

竜」荒川纮（1996）等学者解释认为其旨在模仿汉

高祖刘邦以及高句丽始祖朱蒙为龙所生的传说，

以抬高天皇的身价。这一观点既符合奈良时代畿

内人对龙的理解，又符合《日本书纪》作为对外国

史的创作意图。虽同为史书，《古事记》的使命是

「欲流後葉」（《古事记》序），正如其序所言「諸家之

所齊帝紀及本辞、既違正実、多加虚偽。当今之時

不改其失、未経幾年其旨欲滅。斯乃、邦家之経緯、

王化之鴻基焉。故惟、撰録帝紀、討覈旧辞、削偽

定実、欲流後葉」（古事记，1997：20-21），整理、统

一神话传说，巩固天皇统治是其编纂动机，那么承

认天皇的鳄鱼水神之血统，无疑能够从意识形态

上加强周边地区对天皇的信任，以达到巩固皇权

的目的。

可见，在弥生时代末期古坟时代初期，畿内地

区已经接受了来自大陆的新的龙信仰，吴越的龙

（鳄鱼）水神信仰则活跃在九州、山阴和东北等周

边地带。人们开始区别认识鳄鱼和龙，至少在奈

良初期，鳄鱼和龙就成为了各自独立的概念。

5 结 语

从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1789）中注释「鰐」

为鳄鱼以来，关于「鰐」身份的研究已持续了百年

有余，观点在鳄鱼论与鲨鱼论之间兜转，也曾一度

在上世纪 30-50年代出现过认为「鰐」是来自南方

诸岛的“南方鳄鱼论”，但将其与江南文化联系起

来却是90年代以后的事，这与绳纹和弥生时代的

史料太少有直接关系。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

不断完善，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也开始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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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文献和考古资料，了解到吴越先民

代表龙（鳄鱼）图腾信仰的文身习俗与绳纹黥面之

俗发生了融合，黥面从海洋民族的图腾演变成隶

属稻作文化集团的身份标识；吴越的龙水神信仰

随稻作广为传播，在弥生时代掀起了一场祭龙求

雨的龙信仰风潮。日本的「鰐」信仰是对吴越龙

（鳄鱼）水神信仰的继承。

龙水神信仰是日本列岛众多古老信仰之一，

也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对它

的层层剥析从构造上具现了吴越文化与列岛土著

文化融合的过程，从文化生成的角度立体展现了

两种文化的融合所到达的深度，最终使古代日本

文化与大陆文化之间的关联得以具体把握。历来

的日本文化起源或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多习惯

运用充足的史料详实地论证我国的先进科技和文

化是如何具体影响日本列岛的，研究广度颇为可

观，但对某一文化现象的逐步剥析无疑能更为深

刻地了解文化融合的过程。

因此，吴越龙水神信仰的东传不仅暗示了“江

南和日本”的主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

性，更表明日本文化与大陆文化之间的关联还有

待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掘。

[本论文为2016年度广东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青年创新人才类

项目“《风土记》视域下的日本古代自然观研究”（2016WQNCX019）

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陈馨;2018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

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日本《风土记》中的古代自然信

仰研究”（GD18XWW03）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陈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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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i": The Crocodilian in Japanese Mythology and the Wu Yue Water God

Abstract: In Japanese myths and legends "wani" is honored as the god of the sea and was an important object of belief in an-

cient Japa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ancient Japanese faith of the "wani" dragon inherit-

ed the belief in dragon based on crocodile by Wu Yue immigrants. There are two reasons: Firstly, archaeological data show that

the tattoo custom representing Wu Yue's belief is likely to merge with the custom of tattooing faces in the Jomon age and

evolve into the fixed pattern of the Yayoi tattooed face, which is transmitted from Kyushu to the coast of Ise Bay via Seto In-

land Sea along the rice propagation path. Secondly, ancient artifacts depicting rain have been excavated in the areas of Kyushu

and Ise Bay, which elucidates the sacrifice for rain and the belief in dragon are universal. Also, the lightning pattern near the

dragon indicates that the belief in a Yayoi dragon must have been inherit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rice cultivation.

Keywords: Wu Yue immigrants; Faith of the "wani" dragon; Japanese "wani"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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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辞典使用技巧

附录附录11

电子辞典在高校日语教学中的应用—教案２电子辞典在高校日语教学中的应用—教案２

读解篇读解篇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 李广悦 韩 辉

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朱 宁 张天舒

一一、、概要概要

课 文

教学对象

教学重点

建议时间

研发教师

日本語中級読解

日语专业大三

1.让学生提高朗读日语文学作品的能力；

2.掌握阅读技巧；

3.课堂练习N1阅读模拟题

90分钟

梁燕碧（广东财经大学日语系）ryoleung@hotmail.com

二二、、操作操作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1.朗读作品『走れメロス』第1～10页

2.有难懂的词语可以即时查字典

教师课件讲授阅读技巧

全班一起做N1阅读模拟题

三三、、教案教案

（（一一））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文学作品朗读文学作品朗读

1、在Casio中选择“日本文学作品 200篇”，根据作家查询“太

宰治”，选择作品『走れメロス』。

2、从第一页开始，每人朗读一句，按学号顺序接力朗读到作品

的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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