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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二元对立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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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结构主义神话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并结合精神分析学和考古学，认为天照大神是天

界、复生、集体、祭司、男性气质、恋父情结、湿润的典型象征符号；而建速须佐之男命则是地府、死亡、
个体、武者、女性气质、恋母情结、干旱的典型象征符号。神话是由象征语言所书写，而二元对立则是
它的基本结构，其功能在于通过神话叙事化解人类无意识思维中存在的对立矛盾，
恢复内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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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1》
（2006）中认为神话如语言一样也具有以上三
引

言

结构主义神话学发端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瑞
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
（1980）中
提出了三个核心概念：
第一，语言与言语。语言是集体行为，是个体
必须遵守的规则，属于深层结构；而言语则是个体
在日常沟通时进行的具体语言活动，属于表层结
构。语言支配着言语，而又在言语中获得存在。
第二，历时与共时。历时研究的是在时间上

个特点：
第一，神话属于语言。它和语言具有相同的
结构与功能。神话的“语言”指的是神话传说的系
统规则，是人类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属于深层结
构。该“语言”以神话素的形式呈现，所谓神话素
就是经过压缩之后的叙事性语句。神话素本身并
无意义，只是象征符号，它是神话“语言”的基本单
位；而神话的“言语”则是具体的一则则神话传说，
它属于表层结构。深层与表层的二元结构是神话
的本质结构。不仅如此，列维·斯特劳斯还一再演

彼此代替的各项相互连续要素间的关系；共时研

示了结构主义神话学作为方法论的具体操作办

究的是语言在相对静态中各种共存要素之间的

法：尽可能将一则神话以一系列简短的句子来描

关系。

述，通过分析这些句子就可以看到神话叙事表象

第三，二元对立。语言各要素是在两个不同

下存在的对立结构，也就是人类思维的模式。

的范围内展开的，这两类间的对立可以加深对其

第二，神话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神话永

中一方的了解，并且对立的二元本来就是人类心

远涉及过去的事情，因而具有历时性；同时神话又

理活动的两种形式。二元对立原则是真正了解语

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结构，所以又具有共时

言性质的必要方法。事实上索绪尔确实大量使用

性。也就是说神话是一种既是历史的又非历史的

到了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和言语的对立，

双重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世界各地广泛分

历时和共时的对立，
所指与能指的对立等。

布着情节非常相似的神话，很难将这些相似性简

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

单归类于传播或者偶发的结果。在千变万化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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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表象背后一定有一种稳定的结构存在，神话总

其中涉及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的主要神话

是试图通过自身的叙事在人类心灵中解决现实生

传说大致可以分为：1 三贵子的诞生；2 天之岩户

活中出现的矛盾。神话是人类无意识心灵活动的

神话；3 五谷起源与斩杀八岐大蛇；4 出云国传说；

映射，是跨越时空存在于全人类的。

5 天孙降临这五部分。本节的主要研究思路和方

第三，神话具有二元对立结构。神话形成了
一种对称而相反的结构，这是神话思维的基础。

法就是按照结构主义神话学的要求，尽可能将古
事记神话用简短的句子即神话素来进行描述。

二元对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逻辑模式，以便解决
某种矛盾。列维·斯特劳斯甚至把人类的亲族关

1.1

伊邪那岐在河边清洗污秽，从左眼诞生了天

系、婚姻习俗、饮食方式、图腾观念等都纳入二元
对立的结构中来考察。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模
式乃是结构主义分析的核心方法，也是人类思维
的普遍特征。
比较神话学方面，吉田敦彦（2013、2018）认为
天照大神背后隐藏着绳纹时代的农业祭祀礼仪。
而大林太良、吉田敦彦（1997）则认为建速须佐之
男命是暴风雨之神。精神分析学方面，弗洛伊德
（2012）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具有普遍性，恋父和
恋母情结存在于每个人的无意识内心之中。考古
学方面，吉田敦彦（2018）指出早在绳纹时代玉器
就被当作祭祀器具。高仓洋彰（2004）证明作为祭
祀器具，铜镜最早出现于弥生时代中期。以上诸
多先行研究都在不同角度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线
索，为本文接纳并继承，或者成为本文如此证的
对象。
本文以结构主义神话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并结
合精神分析学和考古学，以《古事记》文本为依据，
对围绕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的二元对立结
构进行分析，利用神话素结合表格的形式抽离出 6
组典型的对立项。二元对立作为神话的深层结构
是由象征符号所书写，它与作为表层结构的神话
叙事之间具有辩证关系：象征符号决定了神话叙
事的展开，并存在于叙事当中。其功能在于通过
神话叙事化解人类无意识思维中存在的对立矛
盾，恢复内心的平衡。

三贵子的诞生

照大神，右眼诞生了月读命，鼻孔里诞生了建速须
佐之男命。伊邪那岐分别命令天照大神统治天
界，月读命统治夜晚，建速须佐之男命统治大海。
并将自己佩戴的勾玉赐予了天照大神。但建速须
佐之男命不仅拒绝前往大海，还嚎啕大哭以至于
青山枯萎，江河湖海悉数干枯。伊邪那岐问其原
委，他回答因为思念所以要前往母亲所在的地
府。此举惹怒了伊邪那岐于是遭到了放逐。
1.2

天之岩户神话
建速须佐之男命决定去天界与姐姐天照大神

辞别，山川国土都因他的神威而震动，天照大神得
知后不仅佩戴着八尺勾玉，而且梳着男人的发饰
雄赳赳气昂昂地严阵以待。二神立于天安河起
誓，天照大神吞下了建速须佐之男命的佩剑而诞
生了三位女神，由于诞生于佩剑故为建速须佐之
男命之女；而建速须佐之男命则吞下了天照大神
的勾玉而诞生了五位男神，由于诞生于勾玉故为
天照大神之子，
其中就包括日本皇室的先祖天之忍
穗耳命。建速须佐之男命认为三位女神是他内心
洁白无瑕的象征，所以自己是胜者。于是骄傲起
来，开始肆意破坏天照大神亲自耕种的田地，填埋
沟渠，
并在举行大尝祭的神殿里大便。天照大神却
说他的行为没有恶意，
然而他却变本加厉将天马的
皮剥了并将尸体扔到了天照大神纺织神衣的神殿
里，
导致天服织女刺伤阴部而亡。天照大神躲藏到
了天之岩户当中，
普天皆暗，恶神峰现，灾祸不断。

1 古事记叙事中的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命
本文所依据的文本是日本岩波书店于 1954
年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1——古事记祝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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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下分别是天界（高天原）、人间（苇原中国）、地

1.3

五谷起源与斩杀八岐大蛇
被放逐的建速须佐之男命向食物女神大气津

比卖神讨要食物，因为目睹女神从口鼻肛门中取
出美食而将其杀害，女神尸体上化生出五谷。来

府（记纪神话中“根之国”与“黄泉之国”的界限通
常十分模糊，二者并无明显的区分，都是死者前往
的地方，本文将二者统称为“地府”。
）天照大神接
受伊邪那岐的命令统治天界，是天界的主宰者，众

到人间的建速须佐之男命为了拯救用来祭献给八

神以她为首。其名字训读“アマテラスオオミカ

岐大蛇的栉名田比卖姬而将她变为了一把梳子戴

ミ”直译为“照耀天空的伟大神明”。也说明了作

在了自己头上，并设计斩杀了大蛇，还把在蛇尾获

为太阳神是和天空有关，她的主要神格是高悬于

得的天丛云剑献给了天照大神。

天普照万物的太阳。无论是接受创世大神的命令

1.4

出云国神话
大国主命是建速须佐之男命与莭名田比卖姬

的第六世子孙，为了躲避兄弟们的杀害而来到了
地府。经历了种种考验与建速须佐之男命的女儿
须势理比卖成婚，并盗走了建速须佐之男命的武
器。建速须佐之男命追至黄泉比良坂后告诫他可
以用所持的武器讨伐他的兄弟，并祝福大国主命
为人间的帝王。大国主命果然利用建速须佐之男
命的武器驱逐了自己的兄弟成为了人间的王者。
1.5

天孙降临
天照大神在天安河召集众神，
商议如何夺取被

成为天界的主宰者还是其太阳神的神格都显示了
她与“天界”的密切关系。
第 二 ，天 照 大 神 的 活 动 舞 台 始 终 局 限 在 天
界。和她有直接关系的故事均发生在天界中，不
仅如此，围绕天照大神的一系列神话中集中出现
了多处带有“天”的词汇，如天石屋、天安河、天坚
石、天金山、天香山、天之日影、天儿屋命、天手力
男神、天宇受卖命、天之忍穗耳命等。这些地名或
者神名都是和天照大神有密切关联的对象，也在
一个侧面印证了天照大神作为最高天神与“天界”
这个符号的对应关系。
其次，建速须佐之男命是“地府”的象征。

大国主命占领的人间。前后派遣多位神祇经历种

第一，建速须佐之男命的目的地和归宿点都

种困难最终收服了出云国。随后天照大神的孙子

是地府。建速须佐之男命拒绝了父亲伊邪那岐的

日子番能迩迩芸命带着稻穗和镜剑玉三神器与众

命令，而执意要前往母亲伊邪那美所在的地府。

神一起自天而降来到高千穗山开始了正式的统治。

被父亲驱逐之后来到了天界，经历了天之岩户事
件又被众神驱逐来到了人间，在人间斩杀了八岐

2

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的二元对立

大蛇之后的最终归宿点是地府。在出云国神话中
他俨然是地府王者。如此而言，与始终活动在天

以上五段就是《古事记》中有关天照大神与建

界的天照大神不同，虽然建速须佐之男命的活动

速须佐之男命的主要神话传说，在其中可以看到

舞台跨越了天界、人间和地府，但是他的目的地和

一系列典型而强烈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现依结构

归宿点只有地府。

主义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将《古事记》中出现的主
表 1 “天界”与
“地府”
的二元对立

要 6 组对立项以神话素的形式摘取出来，通过表
格呈现并逐一分析。

对立项
主人公

2.1 “天界”与“地府”的二元对立
首先，
天照大神是“天界”的象征。
第一，天照大神是天界的主宰者。日本神话
中的他界观是由垂直分布的三个世界构成的，从

天照大神

M1 天界

M2 地府

成为天界的主宰；
活动舞台始终在天界；

建速须佐
之男命

目的地和归宿点都是地府；
成为地府的主宰；

注：
表格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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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建速须佐之男命是地府的主宰者。与天

天照大神的主要神格为太阳神。古代日本人

界的主宰者天照大神相对应，
在斩杀八岐大蛇后建

对于突然发生的日食现象——太阳的消失和再

速须佐之男命成为了地府的主宰者，
以地府主宰者

现，无法做出科学解释，这样的背景下神话作为古

的身份给予前来地府避难的大国主命种种的考验

代人群解决现实矛盾的一种思维方式，就将现实

与试炼。而且很明显，作为地府的主宰者，建速须

世界中“太阳的消失和再现”以神话语言的“太阳

佐之男命已经无法离开地府了，
所以在黄泉比良坂

女神的死去和复活”来加以解释。这是天之岩户

这个地府与人间分界线的地方，
他没有继续追赶盗

神话的本质。

走武器的大国主命，
而是赐予了对方祝福。
这样，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就构成了
“天界”与“地府”的二元对立。

其次，建速须佐之男命是“死亡”的象征。
建速须佐之男命的死亡象征主要体现在由他
引发的一系列死亡事件中。来到天界的他先是杀
死了天马，并将天马的尸体投入到天照大神纺织

2.2 “再生”与“死亡”的二元对立

的神殿里导致天服织女死亡。藏身天之岩户的天
照大神，实际也是因为须佐之男命的暴行而亡。

表 2 “再生”与“死亡”的二元对立

被众神驱逐出天界的他到了人间后引发的五谷起
源神话中又杀死了食物女神大气津比卖神，在女

对立项
M3 再生

M4 死亡

主人公
天照大神
建速须佐之男命

神尸体上化生出了五谷。吉田敦彦认为：
“绳纹时
代的人们也在某一场合实施同样目的的将活人作

天之岩户中再生

为牺牲的事情。
”[3] 可见日本绳文时代存在杀死活
造成一些列的死亡

注：表格作者自制。

人的祭献仪式，五谷起源神话的背后与绳纹时代
的人牲献祭直接关联。如此而言，建速须佐之男
命杀死食物女神的行为与在人牲献祭仪式上负责

首先，
天照大神是“再生”的象征。

杀死并肢解人牲的行为类似都造成了一方的死

详细讲述天照大神死而复生的天之岩户神话

亡。那么则可以视为建速须佐之男命造成了三位

是她作为“再生”象征符号的最大理由，其中最明
显的两个证据是石洞与勾玉。天照大神藏身之处
是天之岩户，本质上就是石洞这类的洞穴。瑞士

女神的死亡。
这样，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就构成了
“再生”与“死亡”的二元对立。

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认为：
“石洞也许是大地之母子
宫的象征，生命在这些神秘的洞穴中，也许会发生

2.3 “集体”与“个体”的二元对立

转变和再生。
”[1]可见洞穴是举行再生仪式的场所，
表 3 “集体”
与
“个体”
的二元对立

天照大神的死后再生正是发生在天之岩户中。此
外，还需要注意在复活天照大神的仪式上所使用
的神宝。特别提及了八尺镜和八尺勾玉，前者由

对立项
主人公

M5 集体

M6 个体

于具有反射阳光的物理特性所以是太阳神的象
征。那么八尺勾玉有何象征呢？日本考古学者寺
村光晴认为：
“勾玉的翡翠色在古代人心目中是植
物春天萌发的颜色，代表了生命力。
”[2]因此勾玉也

天照大神

与众神关系紧密

建速须佐之男命

被众神驱逐

注：
表格作者自制。

是再生和复活仪式的神宝。复活天照大神的仪式
上使用具有再生能力的勾玉，也凸显了天照大神

首先，天照大神是“集体”的象征。

强大的复活能力。

主要理由在于她是众神集体意志的体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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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神之首，她的活动始终与众神相伴。天照大

贞（1965）就认为建速须佐之男命是与大和朝廷敌

神的叙事往往与她麾下号称八百万之众的神祇都

对势力的神格化表现罢了。如果说天照大神作为

有密切联系，尤其在天之岩户神话中最为明显。

王室的祖先神，是大和豪族联合政权的象征的话，

众神协同努力一起举行祭典复活天照大神。只见

某种意义而言，与天照大神作对而被驱逐的建速

众神齐集天安河，架起神木，挂起神宝，各司其职，

须佐之男命确实代表了某个反对大和政权的势

各显其能。其间突出描写了天宇受卖命，她俨然

力。这在某种意义而言也可谓“个体”。

是一个萨满巫祝的形象，赤裸身体伴随着音乐而
激烈旋转，引得洞中的天照大神想窥探外界状况

这样，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就构成了
“集体”与“个体”的二元对立。

之时，被守候在一旁的天手力男神一把拉了出
来。天照大神在八百万神的共同努力下离开了洞

2.4 “祭司”与“武者”的二元对立

穴，重现人间。而后处罚作恶多端的建速须佐之
表 4 “祭司”与
“武者”
的二元对立

男命时也不是身为最高神的天照大神单独发号施
令，而是众神共同商议，一致决定放逐建速须佐之
男命。天孙降临神话中，当决定要夺取大国主命
统治的出云国时，天照大神再次召集众神共同商
议对策。平定出云国的过程中也是众神各显其

对立项

M7 祭司

主人公

具有祭祀行为；
天照大神 与作为祭器的勾玉联系密切；
大和王权来自于祭祀权；

能。最后众神随同天孙日子番能迩迩芸命一起降
临开始了对人间的统治。
之所以天照大神的神话会涉及天界众神，可
能和大和王朝初期实施的豪族联合制度有关。在

M8 武者

建速须佐
之男命

武力强大；
与金属武器联系密切；
出云王权来自于武力；

注：
表格作者自制。

大化革新之前，大和的王族并没有绝对统治权，大
和政权是通过各豪族共同商议与合作实现其统治

首先，天照大神是“祭司”的象征。

的，颇有氏族联合政权的意味。也正是由于这段

第一，天照大神本身具有祭祀行为。天照大

历史的原因，神话语言下作为王权神圣性来源的

神作为众神之首的同时也在祭祀更高级的神祇，

天照大神也自然与其它豪族的祖先神共同决定重

虽然被祭祀者为何人在神话中并没有明言，但是

要事务，
也就自然是“集体”的象征了。

通过她所主持的大尝祭，她所耕种的神田，她和天

其次，
建速须佐之男命是“个体”的象征。

服织女所纺织的神衣均暗示了天照大神具有的农

主要理由在于他两次被“集体”所放逐。建速

业祭司的形象，因为这些祭祀活动都是农耕民族

须佐之男命在出生之际就公然反抗造物主伊邪那

的典型行为。日本学者折口信夫认为：
“她起初是

岐的命令，执意前往母亲所在的地府，最后遭到了

一位负责祭祀太阳神的神妻，后来才与被祭祀的

父亲的放逐。伊邪那岐创造了世界与众神，在这

太阳神混为一人。
”[4] 天照大神的神格起源可能是

个意义上可以将他理解为集体意志，被父亲放逐

古代担任祭司的巫女。

也就是被“集体”排斥。而后在经历了大闹天界，

第 二 ，天 照 大 神 与 作 为 祭 器 的 勾 玉 联 系 密

破坏了以天照大神为首的统治秩序之后，作为个

切。当然必须指出在记纪神话的体系中三种神器

体的建速须佐之男命再次遭到了众神的放逐。日

之一的八尺镜毫无疑问是天照大神的神体象征，

本神话中须佐之男命的这两次被放逐都是“个体”

这和铜镜能反射阳光的物理特性有直接关系。但

与“集体”斗争的结果。

是我们更要注意到，以考古的文物遗存来看，勾玉

所谓“个体”并非单指“个人”，也可能是被“大

作为祭祀礼器的出现远比金属器的铜镜要早许

集体”所排斥的“小集体”。日本历史学者井上光

多。玉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产物，通过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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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符号有关。

关玉制品的贸易路线，其源流可以追溯到绳纹时

其次，建速须佐之男命是“武者”的象征。

代。其中尤以翡翠最为知名，吉田敦彦指出：
“日

第一，建速须佐之男命拥有强大的武力。他

本各地大约出土了两百多件绳纹时代制作的翡翠

前往高天原之际，天地为之颤动，与作为佩戴勾玉

勾玉，遍及北海道到九州。
”
（吉田敦彦，2018：82）

的祭司形象的天照大神形成鲜明对照，建速须佐

（笔者译）而最早发现的铜镜则几乎都只能追溯到

之男命只佩戴了金属宝剑，凸显了他的武者形

弥生时代中后期而已。高仓洋彰认为：
“日本列岛

象。当然建速须佐之男命武力最直接的一次体现

弥生时代中期的中后段时，在北部九州的瓮棺葬

是在遭到放逐来到出云后斩杀八岐大蛇这一传说

中出现了用汉镜随葬的现象。这是最早传播到日

当中。八岐大蛇是一只生有八个头颅，八条尾巴，

本列岛的中国系器物中的一种。
”[5] 此时日本列岛

身躯有八个山谷排列起来那么巨大的蛇，每年要

从小国分立逐步统一，通过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

吃掉一名少女，旁人对此毫无办法。正是建速须

岛的交流，铜镜、铜剑等各种青铜器才逐渐被带到

佐之男命设计斩杀了这头怪物，拯救了少女。其

了日本。可见三种神器中最早出现并且在宗教祭

武力之卓越可见一斑。

祀中作为礼器使用的必然是勾玉。天照大神的统

第 二 ，建 速 须 佐 之 男 命 与 金 属 武 器 联 系 密

治权来自于伊邪那岐的委任，信物就是伊邪那岐

切。他的故事总是与刀枪弓箭这类金属武器相

所赠与的勾玉。而且身为天界统治者的天照大神

伴。建速须佐之男命在天安河与天照大神互换了

在面对建速须佐之男命的挑衅之际也不忘佩戴着

宝物，借由他的佩剑诞生了三位女神，被判定为他

勾玉，可见对于合法统治者的天照大神而言，勾玉

的女儿。而后建速须佐之男命斩杀八岐大蛇，并

作为祭祀法器成为她统治权的象征器物。

在蛇尾发现了天丛云剑，遂将宝剑贡献给了天照

第三，
大和王权来自于祭祀权。

大神。这与日本历史上各豪强世族归顺大和朝廷

大和王族诞生于天照大神所佩戴的勾玉。天

之后，将各自的神宝敬献的记载如出一辙。也就

照大神和建速须佐之男命交换了各自的神宝之

是说天丛云剑这样的金属武器原本就是建速须佐

后，从天照大神所佩戴的勾玉中诞生了“天忍穗耳

之男命所拥有的，是作为建速须佐之男命的神宝

命”，其中的“穗”日语训读作
「 ホ」，意为“稻穗”。

而敬献给了天照大神的。这进一步说明了他与金

后来奉天照大神之命降临人间的则是天忍穗耳命
的儿子，天照大神的孙子“日子番能迩迩芸命”。
“日子”顾名思义为“太阳的儿子”，
“番能迩迩芸
命”的训读为
「ホノニニギ」，意为“丰饶的稻穗”。
而且天孙降临来到的地方也是日向高千穗山。又
是一个结合了太阳与稻穗意义的地名。神话语言
下大和王族诞生于玉器，吉田敦彦（2013）认为八
尺勾玉作为三种神器之一，具有象征农业生产的
能力。大和王室祖先的名字又与祈愿五谷丰登这
样的农业生产有关。而农业生产正是天照大神除
了太阳神这个神格以外另一个神格——谷物神的
神格表现。也就是说，基于农业祭祀最有代表性
的神宝是勾玉，而大和王族又来自农业祭祀活动

属武器之间密切的联系。
第三，出云王权来自于武力。建速须佐之男
命。大国主命在神统上是一脉相承可以称之为出
云王者的而出云王权的建立过程就是出云王者彰
显武力的过程。建速须佐之男命不仅利用他的武
器来考验大国主命，而且大国主命正是盗走了建
速须佐之男命的武器才得以驱逐了竞争者，成为
出云国王者。大和王权来源于拥有祭祀权的天照
大神，而建速须佐之男命这一脉的出云王权凸显
了武力。
这样，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就构成了
“祭司”与“武者”的二元对立。

中使用的勾玉。因此，祭祀、勾玉、王权三者有机

2.5 “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二元对立

结合是三位一体的一个符号，而天照大神又与这

首先，天照大神是“恋父情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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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建速须佐之男命对于父亲的反抗虽然没有
表 5 “恋父情结”与
“恋母情结”
的二元对立

希腊神话彻底，结构模式却是相同的：儿子亲近母
亲并反抗父亲的统治。日本神话与希腊神话间的

对立项
M9 恋父情结

M10 恋母情结

类似性只是出于偶然吗？亦或只是同一个故事在

主人公
天照大神
建速须佐之男命

不同地区传播的结果？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点，
亲近父亲无视母亲

弗洛伊德（2012）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具有普遍
亲近母亲敌视父亲

性。它存在于每个人的无意识内心，男孩会爱恋
自己的母亲并仇恨自己的父亲，女孩则会爱恋父

注：表格作者自制。

亲并仇恨母亲。通俗来说，就是女孩具有的恋父
具体而言就是表现得亲近父亲而无视母亲。
《古事记》神话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作为女儿

情结和男孩具有的恋母情结。这样的叙事结构在
人类神话和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例举。
这样，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就构成了

的天照大神只和自己的父亲伊邪那岐亲近，
伊邪那
岐没有选择两个儿子作为最高天神，
而是选择了女

“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二元对立。

儿，
天照大神依照父亲伊邪那岐的命令成为了天界
的合法统治者，
并获得了父亲的勾玉。而通篇没有
提及天照大神与伊邪那美的关系，
事实上二者在古

2.6

湿润与干旱
首先，天照大神是湿润的象征。

事记的神话体系中没有发生任何交集。
表 6 “湿润”与
“干旱”
的二元对立

对于女儿与父亲的亲近，弗洛伊德认为女孩
的性心理发展使她渴望成为父亲所要求的那样的孩
子。而对于女孩早早开始疏远自己的母亲，弗洛

对立项
主人公

伊德则利用“阉割情结”来加以说明：
“出于对拥有
阴茎的男孩的嫉妒羡慕，使得女孩的自爱心受到

M11 湿润
天安河边起誓；

天照大神

天安河边再生；
天安河边夺取出云国；

[6]

损伤，
开始疏远母亲并否定自己对于母亲的爱。
”

其次，
建速须佐之男命是“恋母情结”的象征。
具体而言就是表现得亲近母亲而敌视父亲。

哭泣导致干旱；
建速须佐之男命

破坏天界的供水；
斩杀八岐大蛇；

与忽视母亲的天照大神不同，作为儿子，建速须佐
之男命很显然更加亲近自己的母亲，他执意要前

M12 干旱

注：
表格作者自制。

往母亲伊邪那美所在的地府。并表现出对于父亲
的敌视，拒绝执行父亲的命令，公然挑战父亲伊邪

第一，天照大神迎接危机而起誓的地点是天

那岐的权威,因此遭到了父亲的放逐。随后前来

安河。当建速须佐之男命气势汹汹地前来天界之

天界与姐姐道别的建速须佐之男命又因为一系列

际，因为担心自己的统治权会被夺取，天照大神不

的破坏行为再次遭到了天界众神的放逐。考虑到

仅身着男装并且佩戴了象征统治权的勾玉前去会

天界众神之首天照大神的权威来自于父亲伊邪那

见弟弟，二神最后立于天安河边互相起誓，分别诞

岐的命令，对抗姐姐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生了五位男神与三位女神，其中就包括了大和王

理解为对抗父亲的权威。那么建速须佐之男命两

族的祖先天忍穗耳命。

次被放逐不都是因为反抗父亲的权威吗？

第二，天照大神的再生仪式在天安河举行。

当然，下一辈神祇反抗上一辈神祇的叙事模

由于遭遇了建速须佐之男命的暴力袭击导致了天

式在希腊神话中也一再上演，如克洛诺斯推翻父

照大神的死亡，而她的再生仪式是在天安河边举

亲乌拉诺斯的统治，宙斯又推翻父亲克洛诺斯的

行的。众神集结在天安河边举行祭祀活动将天照
31

日本神话与民俗信仰
大神复活。这就是著名的天之岩户神话。

2019 年 第 4 期 总 203 号

男命的叙事涉及了以下几个不同的主题：1 三贵子

第 三 ，天 照 大 神 在 天 安 河 边 决 定 夺 取 出 云

的诞生；2 天之岩户神话；3 五谷起源与斩杀八岐

国。在决定收复被占领的出云国之时，也是天照

大蛇；4 出云国传说；5 天孙降临这五部分。通过

大神在天安河召集了众神出谋划策。最后经过一

以上叙事，构成了以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命为代

系列斗争将建速须佐之男命一脉的出云王族统治

表的一组二元对立系统：天照大神象征着天界、再

的国土抢夺了过来。这就是著名的出云国让国

生、集体、祭祀和湿润；须佐之男命则象征着地府、

神话。

死亡、个体、武者和干旱。这组二元对立来自于人

神话世界中这位太阳女神与河水息息相关，

类的无意识思维，并存在于神话叙事当中。

而在现实世界中供奉着她的伊势神宫也被五十铃

神话与语言具有相似的结构与功能：二者都

川、宫川、朝明川等溪流环绕。吉田敦彦（2013）也

具有双层结构。神话的“表层结构”是具体的一则

曾经指出天照大神具有河流女神的神格。天照大

则神话传说，具有叙事性。也可以称之为“神话的

神不仅是太阳神，也具有水神的资质。自然也具

言语”。
《古事记》通过一系列叙事的展开，讲述了

有了象征“湿润”的能力。

大和王权的正当性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突出了作

其次，
建速须佐之男命是“干旱”的象征。

为高天原主神的天照大神的权威性，并说明了其

第一，建速须佐之男命的哭泣造成了严重的

统治合法性源自创世大神伊邪那岐的委任。并在

干旱。建速须佐之男命拒绝统治大海，他的哭声

随后与须佐之男命的冲突中一再强调了这一主

造成了严重的干旱，不仅让青山枯萎，更造成了江

旨。而统治大和朝廷的天皇家族正是源自天照大

河湖海的枯竭。从拒绝统治大海到造成严重的干

神一脉，通过与神话叙事中统治高天原的天照大

旱来看，他无疑象征了“干旱”。

神的联系，进而强调了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

第二，建速须佐之男命破坏了天界的供水。

其统治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与正当性。与之对应，

建速须佐之男命来到天界的暴行之一就是捣毁沟

须佐之男命作为与天照大神对抗的一方则受到了

壑，破坏了天照大神农耕的给水系统。由于日本

惩罚与放逐，被迫来到人间。最后须佐之男命的

传统的耕作是基于水路供给的稻作，水源的供给

后裔将自己所统治的出云国出让给了天皇家族的

就显得尤为紧要了。建速须佐之男命的破坏行为

大和国。神话叙事中无论是神所在的高天原还是

导致了供水系统的瘫痪，造成了农业用水的中断，

人所在的苇原中国，世间的统治权都归于天照大

也是“干旱”的象征。

神极其一脉的天皇家族。这是典型的君权神授的

第三，建速须佐之男命斩杀八岐大蛇。蛇在
世界各地神话语言中多是水神的化身，与水源有
关。而建速须佐之男命斩杀了有水神性质的八岐
大蛇，也可以理解为有制伏水神并造成干旱的能
力。虽然此前研究多认为建速须佐之男命是暴风
雨之神。本文认为他作为一个相当复杂的神祇，
具有明显的干旱之神的意味。
这样，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就构成了
“湿润”与“干旱”的二元对立。

传统叙事，但这只是这则神话的表层结构而已。
神话的“深层结构”指的是神话传说的系统规
则，也可以称之为“神话的语言”。该语言以神话
素的形式呈现。神话素本身并无意义，只是象征
符号。本文以表格的形式对古事记神话中涉及天
照大神与须佐之男命的神话素进行了配对展示，
可见作为女性神祇的天照大神具有着象征着天
界、再生、祭司、男性气质、恋父情结、湿润的符号；
而身为男性神祇的建速须佐之男命则象征着地
府、死亡、个体、武者、女性气质、恋母情结、干旱的
符号。神话正是由象征符号来书写的，而二元对

3

结

语

《古事记》神话中有关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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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集中体现，具有普遍性。神话叙事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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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二元对立的功能，通过神话叙事可以化解人

的产物；作为“符号的深层结构”则是人类无意识

类无意识思维中存在的对立矛盾，恢复内心的平

的产物。神话的“深层结构”支配着“表层结构”，

衡。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

而“深层结构”又在“表层机构”中得以存在。这是

男命二者之间构成了整个古事记神话系统中最为

二者的辩证关系。

典型且突出的二元对立结构。二者间的二元对立

[本文为 2017 年度东北财经大学科研项目“日本民族源流研究

结构支配着神话叙事的同时又存在于神话叙事当

—— 比 较 神 话 学 视 角 下 送 灵 仪 式 为 中 心 ”
（项 目 编 号 ：

中。这是因为作为“叙事的表层结构”是人类意识

DUFE2017Q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技人：况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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