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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KUSHU TO KENKYU

日本
“新尝祭”与中国苗族
“尝新节”
浙江工商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摘

要]

李国栋

日本“新尝祭”与中国苗族“尝新节”都以“卯日尝新”为基本特征，同时也都表现出尚黑倾

向和中柱情结。日本“新尝祭”在农历 11 月中卯日举行，与“苗年”日期相近。日本皇宫中举行的“新
尝祭”仪式也与苗族的“冬月扫寨”习俗相似。因此从这三个层面讲，日本“新尝祭”是中国苗族“尝新
节”
“苗年”和
“冬月扫寨”的组合，
兼具尝新、祭祖和祈祷太阳再生的三大功能。
[关键词]

新尝祭 尝新节 卯日尝新

冬月扫寨

一般来说，苗族“尝新节”分为三个时间节点，
1 最古老的
“尝新节”
所有传统的稻作民族都过“尝新节”。摘几株
新稻，
祭祖敬神，
然后人神共尝。
贵州东部苗语称“尝新节”为“NONGX MOL”
（苗语拼音最后一个字母不发音，仅表示声调）。
“NONGX”意“吃”或“尝”，
“MOL”指“卯日”，所以
“NONGX MOL”可直译为“吃卯”，意译为“卯日
尝新”。
贵州东部侗语称“尝新节”为“JIL OUX MEIK”

即“蕊卯”
（MOL LIS，农历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
“抽卯”
（MOL HSUD，农历 7 月上旬至 7 月中旬）和
“谷卯”
（MOL HNIANGB，农历 8 月上旬至 8 月中
旬）。根据“先居为主，后来为客”的传承，后来者
过“蕊 卯”或“抽 卯”，而 最 早 的 先 居 者 则 过“谷
卯”。由此文化背景而言，
“谷卯”应该是“尝新节”
的核心。
苗族这种以卯日为时间节点的“尝新节”最早
可以追溯到何时，学界尚无定说。有学者根据天
文岁差计算，推定苗族“尝新节”始于公元前 7879

（侗语拼音最后一个字母不发音，仅表示声调），可

年；也有学者根据汉族农历（朔望月阴阳合历）前

直译为“尝新稻”，一般在农历 6 月 6 日或农历 7 月

身上元太初历，推测苗族“尝新节”始于公元前

上中旬过。当然，贵州东部“北侗”地区的有些侗

4721 年；还有学者以苗族十月太阳历为切入点，认

族村寨受苗族影响，也会选择“卯日”过“尝新节”，

为夏王朝以前苗族就已经过“尝新节”了。不过，

但毕竟是少数。

所用历法不同，结论也相差甚远，所以基于历法的

贵州的布依族和广西的壮族都称“尝新节”为
“GENL HAUX MOS”
（布依语拼音最后一个字母

推测还不足以确定苗族“尝新节”的起始年代，我
们还需要更多的客观依据。

不发音，仅表示声调），也是“尝新稻”的意思。他

3000-2200 年前，起源于长江中游的稻作文化

们一般会选在农历 6 月 6 日、农历 7 月的“辰日”或

由朝鲜半岛和长江下游传入日本列岛，所以日本

农历 8 月的“巳日”过“尝新节”，由此我们也可以

也有“尝新节”，只不过按照日语“宾谓”结构表述，

看出，古越族系统的少数民族基本不会选择“卯

称作“新尝祭”
（NIINAMESAI）。根据日本第一部

日”过“尝新节”，但苗族却非常重视“卯日尝新”。

正史《日本书纪》的记载，
“新尝祭”的明确记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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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639 年正月的“乙卯、新尝”。

RA），可见“汤津香木”为一种枫树。由此推测可

但是，此次“新尝祭”在“正月”举行并不正规，因为

知，
“汤津香木”氏族可能源自蚩尤。

公元 638 年 10 月舒明天皇临幸有间温汤宫而未曾

4000 多年前，蚩尤曾率领苗族在黄河下游组

举行当年的“新尝祭”，所以次年“正月”举行的“新

建九黎稻作联邦。后九黎稻作联邦被华夏联盟击

尝祭”具有临时补办的含义。不过，到了公元 642

垮，蚩尤后裔大批流落到江淮一带，被中原华夏族

年 11 月，皇极天皇则按时举行了“新尝祭”「
： 十一

称为“淮夷”。这些“淮夷”继承了蚩尤的枫香树信

月…丁卯、天皇御新嘗。是日、皇子大臣、各自新

仰，并在 3000-2900 年前出海逃亡，经舟山群岛，乘

嘗。」
“十一月丁卯”即农历 11 月 16 日，正值该月的

黑潮海流逃往日本列岛或朝鲜半岛，部分苗人便

“中卯日”。此后，677 年 11 月“己卯”，天武天皇再

在日本九州岛唐津湾登陆，聚居于“菜畑”遗址一

次举行了“新尝祭”，可见日本的“新尝祭”也具有

带。笔者推测是苗族“尝新节”传入日本的最早的

“卯日尝新”的特点，
月份为农历 11 月。

时间点[2]。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用西洋历法，从 1873

古时，日本伊势神宫的内宫和外宫每年农历 2

年起“新尝祭”改为 11 月 23 日举行。但是，1873 年

月都要举行播种仪式。在外宫，首先由神职人员

11 月 23 日也是“中卯日”。1948 年以后，
“新尝祭”

“祢宜”率“菅裁物忌”等人上山采伐一棵“栎木”，

改称“勤劳感谢日”，但日期仍然是 11 月 23 日。随

用其制作一把“汤锹”
（YUGUHA），然后把“汤锹”

着时代变迁，日本“新尝祭”的日期和称呼都发生

请下山，由“菅裁物忌”在“太神御馔所御田”挖下

了变化，但“卯日尝新”这一特征丝毫没有改变。

第一锹，播下“汤种”
（YUDANE），并有“田儛”相

诸多中国大陆的文化现象最后都会传到日

伴。待“太神御馔所御田”的播种仪式结束，其他百

本，并以初始发音和初始形态保存下来。当大陆

姓才可以开始在自己田里播种 [1]。这个播种仪式

文化先后以多种形态传入时，日本也会选择最古
老的形态加以传承，并保留其最根本的文化特
征。因此，从日本的这一文化传统反推，
“卯日尝
新”应该是中国“尝新节”最古老的文化特征。倘
若由此继续反推，我们又会发现，贵州东部苗族传
承至今的“NONGX MOL”是最古老的“尝新节”。
其实，
《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皇族及大臣过“新
尝祭”的公元 639-642 年，正是日本“苏我”
（SOGA）氏族完全控制朝政的年代。贵州西部六枝特

极像贵州东部苗族每年插秧前举行的“开秧门”。
在伊势神宫外宫的播种仪式中，
“汤锹”和“汤
种”值得特别注意，其中“汤”字的发音也是“YU”，
与“汤津香木”或“汤津枫”的“汤”字完全相同。由
此综合判断，日本的稻作农耕文化确实有可能源
自蚩尤，所以由此反推，苗族的“尝新节”应该可以
追溯到 4000 多年前的蚩尤九黎稻作联邦时代。
（李国栋，程海芸，2018）

区梭嘎乡就有一个苗族支系叫“SOGA”，支系名
2 黑壳糯稻的意义

称与“苏我”近似。
“苏 我”
（SOGA）氏 族 出 自 奈 良 的“葛 木”

根据贵州省雷山县报德苗寨的尝新节文化传

（KATSURAKI）氏族，而“葛木”氏族又非近畿土

承人余正清介绍，
“尝新节”当日（卯日）凌晨，家庭

著，笔者认为其源于日本九州岛南端的“汤津香

男主人要到稻田里摘 3 株或 5 株粗壮的黑壳糯稻，

木”
（YUTSUKATSURA）氏族。
“汤津香木”的“汤”

挂于家屋中柱旁边祭祖（见下页图 1），并取十余粒

读“YU”，而该发音与蚩尤苗语实名“YUL”
（最后

新谷剥成新米，放在木甑中央与普通糯米饭同

一个字母“L”不发音，仅表示声调）相似。
“津”读

蒸。在这里，黑壳糯稻和中柱的意义值得特别

“TSU”，在古日语中表示“的”；
“香木”读“KATSURA”，指连香树一样高大的枫香树。在《古事记》
中，
“汤津香木”亦作“汤津枫”
（YUTSUKATSU2

重视。
贵 州 东 部 苗 语 称 黑 壳 糯 稻 为“NAX NINF
DLAIB”[3]，收获时用“摘刀”摘（见下页图 2），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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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田野调查来看，苗族所有的祭祖仪式
都需要供糯米饭，黑糯米饭最佳，但占米饭（粳米
饭和籼米饭）则被禁止。也就是说，糯稻具有一种
粳稻和籼稻所没有的神圣性。这也表明苗族老祖
宗吃的是糯米饭，黑糯米饭曾是他们的美味，但他
们没有吃过占米饭（粳米饭和籼米饭）。由此看，
苗族老祖宗最早采摘的应该是接近黑壳糯稻的野
生稻稻穗，所以苗族“尝新节”时折黑壳糯稻这一
行为，表达的是一种对于野生稻采集时代的记忆
和怀念，具有强烈的祭祖意味。
注：李国栋拍摄于贵州省雷山县报德苗寨。
图1

苗族“尝新节”
祭祖

根据湖南省城步县苗族学者雷学业介绍，城
步县一带的苗族有“吃乌饭”的习俗 。
“乌饭”是用

明显的采集时代特征。用“摘刀”摘而不用镰刀割

乌泡草（又名“过江龙”）、南天竺、夏巴藤等草木叶

这一行为就告诉我们，古苗人曾采集过野生稻稻

浸成的乌汁煮的糯米饭。相传城步蓝姓苗族祖

穗。另外，从“DLAIB”
（黑色）这个颜色特征判断，

先，明朝开国大将蓝玉因功高震主被朱元璋诛杀，

他们用“摘刀”摘的黑壳糯稻很接近稻壳发黑，稻

其族人冒死将蓝玉头颅藏入谷萝内，赶回其祖籍

米外皮发红的野生稻（Oryza rufipogon）。

地城步扶城峒（今丹口）埋葬。但到达时，蓝玉的
头血已将萝内稻谷染得乌黑，族人不忍吃，便留作
种子。到了第二年，撒在田里便长出了紫黑色稻
谷，米粒也呈血紫色。于是，蓝姓后人为纪念蓝
玉，便将其被杀的农历 4 月 8 日定为忌日，当日各
家各户不得生火煮饭，但在前一天的 4 月 7 日要煮
乌饭，做乌糍粑祭祖，并与祖先同吃一餐乌饭，糍
粑则留第二天冷食。
这个传说虽然把时间设定在明朝，但明显具
有“猎头”祭祀稻种的痕迹，所以传说本身所反映
的应该是远古的稻作习俗。云南佤族往昔的“猎

注：李国栋拍摄于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
图2

苗族摘刀

头”习俗广为人知，笔者曾去云南省沧源县翁丁佤
寨调研，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曾经放置猎来人头的

在野生稻采集阶段，长江中下游的稻是糯稻

人头桩。据翁丁佤寨的佤族人介绍，
“猎头”的目

还是粳稻，学界意见尚未统一。有农学家认为，粳

的是为了保证稻种发芽，确保稻作丰收。他们相

稻与糯稻的区别是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区别，

信，用“猎头”的血浸染过的稻种一定能够发芽。

并根据直链淀粉的遗传基因被破坏后则变成支链

听到这样的说明后，笔者不由得联想到了湖南省

淀粉的科学定论，认为粳稻比糯稻古老。但是，野

城步县苗族“吃乌饭”的习俗。

生稻、糯稻和粳稻的性状分析又会给我们带来相

在中国，血祭稻种的习俗可以追溯到 6000 年

反的结论：野生稻稻米比糯稻稻米颗粒小，颜色

前湖南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稻田旁边的祭坛

深，产量低，所以野生稻比糯稻古老。同理，糯稻

出土了四具用于祭祀的人骨和若干牛骨。这个习

稻米比粳稻稻米颗粒小，颜色深，产量低，所以糯

俗也传到了日本，公元 713 年成书的日本《风土

稻又比粳稻古老。

记》中便有如下记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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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妹妋（笔者注：女+夫是一个汉字，反映了
母系社会“夫从妻”的现实）二柱、
各競占国之時、
妹玉津日女命、捕臥生鹿、割其腹而、種稲其血。
仍、
一夜之間、
生苗。即令取殖。[4]
有一对大神互相争占领土，妻子玉津日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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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女神视为谷神并加以崇拜，
也是可以理解的。
伊势神宫外宫的《止由气宫仪式帐》在记录
“神尝祭”时，将“白酒”记录为“火无净酒（HONASHIKIYOSAKE），将“黑酒”记录为“火向神酒”
（HOMUKENOMIKI）。由此可知，
“白酒”即没有
用火烤过的冷酒或没有蒸馏过的甜酒，而“黑酒”

捕获一只活鹿，剖开其腹部，将稻种撒于鹿血中，

则是用火烤过的热酒或蒸馏过的辣酒。在这一冷

一夜之间便长出秧苗，随后便令人插在周围的水

一热或一甜一辣之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

田里。鹿是日本山野中常见的动物，因其旺盛的

“白酒”与“黑酒”所具有的一阴一阳的特性。

繁殖能力而被视为瑞兽。以上这段引文虽然是对

综上所述，日本伊势神宫举行“神尝祭”时所

地名
「讃容」
（SAYO）的解释，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

供奉的“白酒”与“黑酒”明显具有阴阳搭配的含

知晓，在稻作农耕传入不久的弥生时代，日本确实

义，表现出从事稻作农耕的男人对于女性谷神的

有过血祭稻种的习俗。

崇拜。这其实就是日本“新尝祭”尚黑倾向所要表

其实，日本“新尝祭”也表现出尚黑倾向。根

达的文化含义。

据伊势神宫内宫《皇太神宫仪式帐》记载，伊势神

本文第一节曾根据氏族间的演变关系等证

宫每年农历 9 月 15-17 日都要举行“神尝祭”
（明治

据，推论苗族的“尝新节”最早可以追溯到 4000 多

维新以后则改为公历 10 月 15-17 日举行）。
“神尝

年前的蚩尤九黎稻作联邦时代。现在我们又得到

祭”是“神新尝祭”之略，此时神职人员要特别制作

一个旁证，即苗族的“尝新节”产生于男人开始从

“白酒”
（SHIROKINOMIKI）和“黑酒”
（KUROKI-

事稻作农耕的时代，而蚩尤九黎稻作联邦时代正

NOMIKI）供奉祖灵。在日本神道教的世界里，白

是这样一个时代。

色为神圣色，
所以“白酒”应该代表神的一方。
根据伊势神宫内宫《皇太神宫仪式帐》和外宫
《止由气宫仪式帐》的记载，伊势神宫的神职人员
在 正 月 朔 日 参 拜 御 酒 殿 时 要 供 奉“白 散 御 酒”

3 中柱的蕴含
长江流域最早最确实的稻作祭祀可以追溯到

（BYAKUSAMNOMIKI），但并不供奉“黑酒”。也

湖南澧阳平原 6500-4200 年前的城头山遗址。该

就是说，不是“新尝祭”时，仅供奉“白酒”就行，而

遗址不仅出土了 6500 年前的稻田和 6300-5800 年

不需要“黑酒”与之搭配。由此反观，亦可知“神尝

前的祭坛，还出土了大量的 6000 年前的枫香木。

祭”与“黑酒”的特殊关系。

经日本学者检测，该遗址出土木材的 80%以上都

日本宗教学家村上重良在其著作《天皇的祭

是枫香木，
而且遗址周边的枫香树孢粉比例很低[6]，

祀》[5]中指出，日本“新尝祭”所祭祀的神灵现在多

说明遗址周边并不存在枫香树自然林，遗址内出

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和天神地祇，但最古老的应该

土的大量枫香木是由于遗址内的宗教祭祀需要而

是具有生产力和生殖力的女性谷神，所以才需要

特意从远处搬运进来的。当时城头山遗址的人们

男性天皇来做祭司。由此推测，
“白酒”与“黑酒”

已经有了枫香树信仰，而说到枫香树信仰，我们又

的搭配具有阴阳搭配的含义，
“白酒”代表女神，而

会自然联想到苗族。

“黑酒”则代表男人。

对于苗族来说，枫香树主要用作中柱。苗族

从稻作史的角度讲，
天照大神是太阳女神，
但太

传统木楼的中柱必须使用枫香木，如果是宗教领

阳女神并不等于最早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女性

袖家的木楼，所有木材都要使用枫香木。苗族创

谷神。不过，
稻作农耕起源于长江中下游，
而并非日

世古歌《枫木歌》唱到，枫香树中飞出蝴蝶妈妈，蝴

本列岛所内生，
所以将能够左右稻作丰收与否的太

蝶妈妈生下十二个蛋，由鹡宇鸟（鹡鸰鸟）孵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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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后便从其中的一个蛋里孵出了苗族男性始祖

当然，日本出云大社的干栏式正殿也有中柱，

“姜央”。从《枫木歌》判断，苗族的中柱崇拜来源

但其中柱是穿出楼板，直达屋顶的，所以出云大社

于他们的祖先崇拜，而这一点亦与日本伊势神宫

干栏式正殿的中柱并不具备显示“高天原”与“中

的“神尝祭”相通。

津国”的空间结构，在神圣性上远不及伊势神宫。

农历 9 月 16 日清晨，伊势神宫外宫的神职人

（李国栋，2012）虽然出云大社规模宏大，其正殿的

员“大内人”和“大物忌父”带八荷“摘稻”进入内

高度亦远超伊势神宫内宫正殿，但在建筑结构及

院，将八荷“摘稻”置于干栏式正殿的楼板之下，而

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上，还是不能与伊势神

楼板下面则有“心御柱”
（SHINNOMIHASHIRA），

宫相提并论的。

即中柱。同时，其他神职人员则将一百八十荷“悬

《古事记》仁德天皇段中出现了一座具有通天

税稻”挂在作为围栏的“玉垣”之上。日本学者小

柱意义的山，
叫“仓椅山”
（KURAHASHIYAMA）[8]，

岛璎礼推测：
“所谓置于正殿之下，从其他悬税稻

可知具有“通天柱”意义的山既与谷仓有关，也与

来看，我们很容易产生原本八荷摘稻也是悬挂在

椅子有关。谷神住在谷仓里，人们需要通过谷仓

[7]

心御柱之上的联想” 。
至于为什么要将八荷摘稻置于“心御柱”下，

的中柱（通天柱）将新年的稻谷献祭给谷神，所以
“仓椅山”与谷仓有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

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日本稻作文化中具有中柱情

么还会与椅子有关呢？笔者到贵州进行田野调查

结的缘故。根据《古事记》记载，日本远古有“高木

之前也不懂这层意义，但当笔者在苗族家屋的中

神”
（TAKAGINOKAMI）。
“高木神”亦称“高御产

柱下发现小板凳时，终于明白了椅子或板凳的含

巢日神”
（TAKAMIMUSUHINOKAMI），在《日本

义。根据苗族的传统信仰，祖神从天国降临到人

书纪》中亦被称为“高皇产灵尊”
（TAKAMIMU-

间时是坐着椅子或小板凳降下来的，婴儿出生时

SUHINOMIKOTO），他与天照大神一起统治“高

也一样。因此，当请祖神降临时，或为出生时没有

天原”
（天国），主管“高天原”与“中津国”
（人间）的

坐稳椅子或板凳的人增寿时，就需要在中柱前安

交通往来。他曾将“天若日子”从“中津国”射上来

放板凳。

的箭矢射回去，射死了“天若日子”，也曾用“真床

苗族在家屋中柱下祭祀祖神或为人增寿时，

覆衾”裹住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使其从

需要请鬼师举行神圣的祭祀仪式。鬼师首先要在

“高天原”降临到“中津国”。所谓“高木神”就是通

中柱下摆放几把糯稻，然后再供上糯米饭和彩蛋，

天柱的象征，而伊势神宫外宫干栏式正殿楼板下

然后再用土将糯稻埋好，插上三根竹子，最后才在

的“心御柱”便是这样的通天柱。因此，置于其下

糯稻土堆上放上小板凳（见下页图 3）。由此笔者

或悬于其上的八荷“摘稻”便可以由此送达“高天

联想到了伊势神宫将八荷“摘稻”置于正殿“心御

原”，
祭献给天照大神。

柱”之下的“神尝祭”，同时也从中柱与小板凳的关

伊势神宫内宫干栏式正殿楼板下也有一根

系中再次确认到，日本古代倭人的“心御柱”信仰

“心御柱”，而“心御柱”顶端的楼板反面，即正殿内

确实与苗族的中柱信仰相通，两者在思维层面是

正对“心御柱”顶端的楼板处则供奉着“八咫镜”。

完全相同的。

“八咫镜”是天照大神的化身，所以“心御柱”之上
可以理解为“高天原”，而“心御柱”下端所接触的
地面则表示“中津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伊势神

4 “撒谷在池塘”的奥妙
苗族过“尝新节”时，鬼师要唱《谷穗歌》：

宫的干栏式建筑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意
义，而且还体现出“高天原”和“中津国”的空间结

央与仰和妮，居泉水坡脚，造田开水沟，撒

构。以此将天照大神尝新稻这一愿望具象化，这

谷在池塘，捉住水牯牛，教水牛犁田。牛轭挂肩

确实可以说是伊势神宫内宫的一个创意。

头，叫它犁池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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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苗语黑糯稻“nax ninf dlaib”中的“ninf”
（“用摘刀
摘”这一动作）很可能也是“nik”的鼻音化。综合上
述三个苗语，我们可以知晓在古苗人的生活中，采
集野生稻穗的工作是由女人承担的，
而且就是在这
一过程中，
女人们将野生稻驯化成了栽培稻。
不管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苗语都称“na”
（此
处为比较方便起见，姑且不标声调），可知苗族一
直与稻有亲密接触，且不在意野生稻与栽培稻的
阶段性变化。古日语中最古老的稻音也发“na”，
日本最古老的稻作遗址“菜畑”
（nabatake）遗址便
可视为例证。
“na”这个音明确地告诉我们，
“菜畑”
注：吴小花拍摄于贵州省丹寨县扬颂村。
图3

苗族家屋的中柱与小板凳

遗址实为“稻畑”遗址，日本列岛的稻作文化应该
源自苗族。
（李国栋，2012）
古越族也是传统稻作民族，他们称“稻”为

“央”即苗族始祖“姜央”，他的两位夫人“仰”

“kgou”
“khao”
“hao”
“ao”或“ou”。 有 学 者 认 为 ，

和“妮”则是稻作农耕的创始者。这里值得注意的

“kgou”才是“稻”最古老的称呼，再加上广西又有

是“撒谷在池塘”。不是在稻田里“撒谷”，而是在

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所以应该是古越族最早创造

“池塘”里“撒谷”。

了稻作文化。但是，古日语中保留的“na”向我们

野生稻一般生长在湿地边缘，所以在野生稻

反证，
“稻”最古老的称呼是“na”，而不是“kgou”。

被驯化为栽培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稻作农耕

另外，
“na”在壮语和布依语里都是“稻田”的意思，

是在湿地里进行的。笔者亲自考察过湖南省道县

从先有稻，然后才会有稻田这个常理来讲，最早创

12000 年前的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万年县 12000 年

造稻作文化的也应该是苗族，而不是古越族。前

前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从周边环境判断，

文说过，日本学者村上重良认为稻作神话中最古

这三处都是野生稻采集阶段的稻作遗址，12000 年

老的神灵应该是具有生产力和生殖力的女性谷

前都应处于湿地环境之中。笔者也亲自考察过江

神。笔者认为，这个最古老的谷神应该就是苗族

西省东乡县野生稻原位保护区、湖南省茶陵县湖

《谷穗歌》中所记录的“妮”
（nil），而苗族“尝新节”

里湿地野生稻国家级保护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隆

所祭祀的祖神也应该是这个“妮”，而不是一般意

安县野生稻保护区，亲眼看见野生稻生长在池塘

义上的苗族始祖“姜央”。

里。因此，笔者认为《谷穗歌》里所唱的“撒谷在池

湖南澧阳平原分布着许多古老的稻作遗址，
前

塘”是真实可信的，这里的“池塘”其实就是在大河

文提到的城头山遗址最为著名。该遗址祭坛附近

边或湖沼边缘围起来种稻的湿地，
而且原始湿地稻

出土了一具男性遗骨和两具女性遗骨（见下页图

作确实都是“撒播”，
不插秧。日本伊势神宫的播种

4），年代距今 5800 年。男性遗骨脖颈上佩戴着玉

仪式之所以在农历 2 月举行，
也是因为日本远古时

璜（见下页图 5），可知他生前是城头山古城之王。

代的稻作农耕是直接在田里撒播稻种的缘故。

经复旦大学基因学专家李辉教授检测，
其 Y 染色体

作为姜央夫人，
“妮”这个名字颇有深意。
“妮”

基因谱系为 O3-F11，属于苗瑶系统。埋在旁边的

的本义为“阿妹”，
贵州东部苗语作“nil”。但是，
“阿

两个女性应该是他的两位夫人，
这就不由得使我们

妹”含义的“nil”又与“采摘”含义的“nik”相通，
由此

联想到苗族《谷穗歌》里提到的“央”
“仰”和“妮”。

可知“阿妹”专事采摘，
采集野生稻穗可能就是她的

苗族形成于何时何地，众说纷纭。如果说一

主要工作。另外，从音声变化规律来看，前文提到

个民族的形成需要有统一的精神信仰和能够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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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所以也许是与农耕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命再生
祭典“冬至节”复合后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日期。
（村上重良，1977：
13-14）
（笔者译）

大宝令的原文已经失传，但其大部分在公元
833 年成书的《令义解》中有收录，所以今天我们仍
然可以知道其基本原貌。
《令义解・神祇令》中明
确写道：
「 仲冬下卯大嘗祭。謂。若有三卯者。以
中卯為祭日。不更待下卯也」[10]。此处所说的“大
注：李国栋拍摄于城头山遗址博物馆。

尝祭”即“大新尝祭”之略。
“大尝祭”有“每世一年”

图4

和“每年”之分，
“每世一年”的“大尝祭”仅指新天

城头山遗址出土遗骨图片

皇即位之年的“践祚大尝祭”，而“每年”都举行的
“大尝祭”则专指“新尝祭”。
当然，不管是中卯日还是下卯日，仲冬 11 月的
“新尝祭”都显得过晚。村上重良认为这可能是
“新尝祭”与“冬至节”相结合的结果，
“新尝祭”同
时兼有了年终祭祀大典的意味。这一观点在日本
具有代表性，日本史学家田中卓也持有相似的观
注：李国栋拍摄于城头山遗址博物馆。
图5

城头山遗址所配玉璜

点，并认为“新尝祭”与“冬至节”的结合也许可以
追溯到 4 世纪末至 5 世纪初的“仁德天皇时代”。

其发展的生计方式的话，那我们则可以断定苗族

村上重良在上述引文中也提到了“五世纪”，二人

形成于 6000 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一带。她是以稻

意见不谋而合。

作农耕为基础，以枫香树信仰为核心凝聚而成的。

笔者认为，伊势神宫农历 9 月 15-17 日举行的
“神尝祭”才是日本原初的“新尝祭”。
“神尝祭”的关

5

日本
“新尝祭”与苗族的
“苗年”及
“扫寨”
在“卯日尝新”这一点上，日本“新尝祭”与苗

族“尝新节”相同。但是，在时间节点上两者却有
很大差异。关于这一点，村上重良在《天皇的祭
祀》中指出：

键，
是将刚刚成熟的稻谷摘下来供奉在神田旁边的
“八神殿”和“高萱御仓”里，
请天照大神尝新。殿内
设竹制神龛，将采摘下来的“摘稻”置于神龛之上。
“摘稻”四把为一束，
将最先采摘下来的四束“摘稻”
供于“高萱御仓”内的竹制神龛上，以备 11 月中卯
日或下卯日“新尝祭”的“新尝”之用，
其余“摘稻”则

在 701 年
（大宝元年）颁布的大宝令中，举行

作为“黑酒”和“白酒”的原料。所谓“高萱御仓”，
就

新尝祭的日期定于十一月下卯日，
当月有三个卯

是茅草顶干栏式谷仓，
应该与伊势神宫的干栏式谷

日时则为中卯日。这个日期比水稻的收获日期

仓相同，
也与贵州苗族干栏式谷仓相似。

晚了很多，
作为收获祭祀会有不自然的感觉。原

“神尝祭”结束后，供奉在“八神殿”和“高萱御

本新尝祭应该是晚秋举行的祭祀，
但五世纪原本

仓”里的“摘稻”被运往京都的“八神殿”和“高萱御

祭祀于宫中的天照大神被迁至伊势，
从那时起就

仓”，并于 11 月上旬再举行一次“新尝祭”，名曰“相

已经是伊势神宫先举行向皇祖神祭献新谷的新

尝祭”
（“相新尝祭”之略）。这次是请天照大神的

尝祭，然后皇宫中再举行新尝祭了。另外，作为

下属神尝新，请神尝过两次的“摘稻”才可以用于

皇室神道的新尝祭具有强烈的天皇再生仪礼性

11 月中卯日或下卯日的“大尝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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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中卯日或下卯日，天皇在宫中举行“新尝

年，十月吃中年，冬月吃晚年”。所谓“冬月”指的

祭”，将供奉于“高萱御仓”的四束“摘稻”祭献给天

就是农历 11 月，而农历 11 月过的“晚年”则与日本

神地祇，天皇亦亲自尝新，
“新尝祭”在“人神共尝”

“新尝祭”的日期非常接近。另外，苗族在冬月还

中达到高潮。根据村上重良的介绍，
天皇在皇宫中

有一个重要的稻作习俗，也是一年之内最后一项

需要举行两次“大尝祭”的仪式，即“夕仪”和“晓

稻作祭祀，叫“扫寨”，其主要内容是“灭旧火换新

仪”。
“夕仪”在悠纪殿举行，
“晓仪”在主基殿举行。

火”，
祈祷火神或者说太阳神的再生。

届时殿内要设两张“神座”，一座供祖神就寝用，另

日本《古事记・天之岩屋户》中有一段太阳女

一座供天皇就寝用。从两张“神座”的安排上就可

神“天照大神”在“新尝祭”时躲进岩洞，然后又被

以看出，
宫中“大尝祭”的殿内是按照《日本书纪》所

众神请出来的描写，与苗族冬月的“扫寨”相通。

记载的天照大神的旨意安排的，
而这种安排则具有

日本“新尝祭”时间上接近“冬至”，正是太阳最弱

天皇每年继承天照大神之神性而再生的含义。

的时节，而且进入稻作农耕时代以后，日语的“火”

日本有一篇 8 世纪的“大尝祭”
（大新尝祭）祭
文流传至今，
特录如下：

与“太阳”都称“HI”，显示出“火”与“太阳”在人们
思维上的同一性。因此，太阳女神隐藏到岩洞里
则可以理解为“旧火”的熄灭，然后又被请出来则

侍奉神主・祝部等、諸聞食宣。
高天原神留坐、皇睦神漏伎・神漏彌命以、天

意味着“新火”的诞生。
另外，在日本神话脉络上，
“天之岩屋户”与具

社・國社敷坐、
皇神等前白、
今年十一月中卯日、

有强烈统治意味的“天孙降临”一脉相承，而且举

天都御食長御食遠御食、皇御孫命大嘗聞食為

行“新尝祭”的前日，即寅日还要先举行“镇魂祭”，

故、皇神等相宇豆乃比奉、堅磐常磐斎奉、茂御

所以日本学者松前健曾在《日本诸神》中，从祭典

世幸奉依、千秋五百秋、平安聞食、豊明明坐、皇

国家化的角度这样指出：

御孫命宇豆幣帛、明妙・照妙・和妙・荒妙備
奉、
朝日豊榮登、
穪辭竟奉、諸聞食宣。
事別、忌部弱肩太襁取掛、持由麻波利仕奉幣
帛、
神主・祝部等請、事不落捧持奉宣。[11]

如果说新尝祭前日的镇魂祭是日神天照大
神隐去（死）以及为其招魂的祭祀的话，那翌日
的新尝祭则是为了新出生的充满活力的太阳而
举行的祭祀。换句话说，如果说前者的对象是

全 文 由 日 式 汉 语 写 成 ，中 国 人 读 来 似 懂 非

死去的衰老的太阳的话，那后者的对象则是再

懂。其大意为：侍奉神主、祝部等人听宣：奉高天

生的新的太阳。新尝祭其实是将原始的冬至

原男女皇神之命，告天社、国社之皇神。今年十一

节所具有的“日子降诞”仪礼作为王权祭祀仪

月中卯日，皇御孙举办大尝闻食，铺陈天国之美

式而采用，并与“天神御子降临山峰，然后称王

食，摆开长桌之筵席，众皇神齐聚于此，久久不

统治全国”的大陆王朝神话结合后才成为国家

散。幸逢盛世，祈愿千秋百代平平安安。皇御孙

祭典的。[12]

（笔者译）

酒润红颜，现将其所献丰厚之幣帛置于亮色木棉、
闪光木棉、细丝木棉、粗丝木棉之上。诸闻食宣，

松前氏最后还是认为日本的“新尝祭”受到了

请竞相念诵赞词，其势犹如丰荣朝日之升起。神

大陆北方“冬至节”的影响。当然，苗族的“冬月扫

官忌部将粗绳挂于柔弱之肩，担来祭献幣帛，恳请

寨”在日期上与黄河流域的“冬至节”相近，所以日

神主、祝部等捧持进献，不可遗落。

本学者如果不知道苗族“冬月扫寨”习俗的话，很

这篇祭文里出现了
「天都御食長御食遠御食」

容易推测日本的“新尝祭”是受到了大陆北方“冬

一词，即天国摆开了长桌宴，而贵州苗族也有苗年

至节”的影响。但是，作为在贵州实地调研 6 年之

祭祖时摆长桌宴的习俗。其实，贵州东南部的苗

久的学者，笔者还是认为《古事记・天之岩屋户》

族还有过三次苗年的习俗，当地说法叫“九月吃初

所反映的是苗族的“冬月扫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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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日本“新尝祭”的日期之所以与中

国家化的过程中日本“新尝祭”也可能会受到黄河

国苗族的“尝新节”相差很大，主要是因为它综合

流域“冬至节”的影响，但“卯日尝新”这一基本点

了中国苗族的“尝新节”，苗年“晚年”以及“冬月扫

没有改变，所以从这一基本点判断，日本“新尝祭”

寨”习俗，兼具了尝新、祭祖和祈祷太阳再生的三

本质上所继承的依然是中国苗族的“尝新节”文

大功能。当然，从一般逻辑上讲，在 7、8 世纪祭典

化，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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