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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天熊神话再钩沉
———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申论

●叶舒宪

摘 要：通过从西北考察所见博物馆藏文物图像入手，旁及近年来出土的图像学新资料，提示鸮与熊形象的史前文
化大传统渊源及其神话学蕴含，以尝试重建汉代天熊神话观中具体解析为六类不同功能的图像谱系：其一

为天国中占据中央神位的天熊形象，堪比天帝或北极星（太一）；其二为汉代器物常见的三熊足造型，隐喻

神熊顶天立地，贯通神人鬼三界；其三为象征生育与生命再生的母熊形象，突出刻画雌性生殖特点；其四为

象征神仙不死的单熊、双熊或多熊；其五为代表草原游牧文化的猛兽神。其六为发挥群邪驱鬼功能的方相

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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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7年出版《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

源》一书，笔者针对当年甚嚣尘上的狼图腾说，提出

司马迁记录的华夏国族祖先黄帝“有熊”圣号中潜含

着一种失落已久的神熊祖先崇拜观念，并根据考古

发掘的 5000 年前红山文化女神庙中神熊塑像和真

熊头骨等证物，运用国内文学人类学一派在 21世纪

建构出的方法论———四重证据法，尝试论证华夏熊

图腾祖先神话记忆来自史前狩猎文化想象的近万年

大传统。《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问世 10年

来，又陆续有新的熊崇拜神话图像资料出现，就相继

撰写系列后续探索文章，如《鲧禹启化熊神话通

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①《“太初有熊”到

“太一生水”———四重证据探索儒道思想的神话起

源》②《鹰熊、鸮熊与天熊———鸟兽合体神话意象及其

史前起源》③《天熊溯源：双熊首三孔玉器的神话学解

释》④《又见熊图腾》⑤《〈天问〉虬龙负熊神话解》⑥等，

希望充分利用新发现的神话图像资料，对汉代以前

的华夏传统中曾经流行数千年的神熊崇拜做层层深

入的讨论，并解读从楚帛书“天熊”创世神话，到《天

问》“虬龙负熊以游”等上古文献中诸多无解之谜。本

文从 2016年 1月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关陇古道）所

见新的文物材料入手，以西北地区几个县的馆藏文

物为引线，旁及考古发掘新出土的文物图像系列，进

一步探讨汉代神话世界观中的天熊形象及其谱系。

一、镇原县出土的汉代鸮与熊

2016年 1月 29日，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团一行

十人，自甘肃通渭、庄浪、华亭、崇信、平凉一线辗转

东行，翻过有“黄土高坡第一大塬”之美称的董志塬，

来到位于泾河流域上游的蒲河边之镇原县，在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王佐东陪同下到县博物馆参观考察。

该博物馆的突出特色在于常山下层文化展厅。常山

下层文化因 20世纪后期发现于镇原县城郊的常山

村而闻名于考古学界，成为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一

个重要来源。在该展厅中，有一个从大塬遗址发掘现

场移植来的佩玉巨人墓葬模拟景观，给大家留下深

刻的印象和更多的思考。4500年前身高 2.1米的巨

人随葬 72 件陶器和 2 件玉器，大家震惊之余，百思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阶段性成果。
淤陈器文主编，台湾《兴大中文学报》第二十三期增刊《文学与神话特刊》，台湾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2008年 11月。
于陈器文主编，台湾《兴大中文学报》第二十七期增刊《新世纪神话研究之反思》，台湾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2010年 12月。
盂 鸮叶舒宪《鹰熊、 熊与天熊———鸟兽合体神话意象及其史前起源》，《民族艺术》2010年第 1期。
榆叶舒宪《天熊湘源：双熊首三孔玉器的神话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 9月 14日。
虞叶舒宪《又见熊图膳》，《丝绸之路》2013年第 11期。
愚叶舒宪《〈天问〉虬龙负熊神话解》，《北方论丛》2014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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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其解。馆中还有两件不大起眼的器物，对别人似

没什么吸引力，但对笔者而言，却如遇神助一般。这

就是出土于当地汉代墓葬中的两件彩釉陶器：一件

是现场展出的黄釉鸱鸮立像（图 1），出土于屯子镇包

城村，高 18厘米；一件

是 2015年出版的《镇

原博物馆文物精品图

集》中展示的红釉神熊

坐像（图 2），该文物是

当地文物工作者在城

关镇东关村征集而来，

通高 19厘米①，其形象

特征是熊被塑造成如

同人一般的端坐姿势，

丰乳而鼓腹，明显是要

表现母熊，突出刻画其

性别特征。汉代人为什

么喜欢在制作随葬冥

器时，除了批量制作出

常见的陶猪、陶狗、陶

鸡之类家畜家禽形象

外，还要较少地塑造出

此类的鸮与熊之形象

呢？这一禽一兽的陶瓷

塑像，承载着什么样的

文化蕴涵？

一般把带有釉色

的陶器看作瓷器，汉代

冥器中最常见的釉色

瓷器以绿釉为多，业界俗称汉绿釉；黄釉的相对较

少，大约不足绿釉的三分之一；红釉则比较罕见。这

就使得镇原出土的两件彩釉动物形象愈发显得非同

一般。

2015年，笔者出版一部国学新知识普及型的图

书《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总结出一个从华夏文化

大传统到小传统的远古神圣图腾大置换原理。这个

原理在近年来的讲学中被概括为两句顺口溜，叫作

“姬姜从女王”和 鸮“ 熊变凤龙”。说的是从大传统遗

留下来的 鸮崇拜对象以女神及其象征动物为主， 和

熊都曾经是史前女神的化身形象。姬和姜是黄帝和

炎帝的姓，喻指黄炎二帝为早期华夏社会形成期的

统治领袖。姬和姜二字皆从女旁，这似乎表明远古姓

氏由来以女性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现象，学术上与此

相对应的术语叫作“母系氏族社会”，古书上则称为

“知母不知父”。笔者主持的“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

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2016年 3月推出第

三部书《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

读》中译本，原作者马丽加·金芭塔丝是 20世纪后期

“女神文明”论的代表人物，书中论证距今 30000—

5000年前的欧洲和西亚史前宗教崇拜的偶像是以女

神为特色的，女神除了以女性人体形象加以表现之

外，其常见 鸮的动物象征主要有八种，其中熊与 （猫

头鹰）的形象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女神的语言》

第十三章题为“作为太初母亲的鹿和熊”，其中有关

熊崇拜的论述是从“熊妈妈”开始的：

熊作为一种强大、雄伟的动物和森林的

荣耀，其神圣性在北半球极为普遍。作为植

物的灵魂，公熊每年都要被用作一次献祭，

以确保生命在春季的更新。旧石器时代晚

期的一些画像中，熊的嘴巴、鼻孔和耳朵都

在流血，身上还有标枪的痕迹（马沙克

［Marshack］1972：237），这些画像可能与一

年一度的熊的献祭相关。熊的神圣性的另一

面，确切地说是与母熊有关的一面，是她与

母性的联系。民间的记忆告诉我们熊是一

位女性先祖，也是一位赐予生命的母亲，如

同鹿一样。语言学证据表明，熊与生育（即怀

胎和生子）及孩子之间存在着联系。古欧洲

词根 bher-，日耳曼语 beran的意思是“生小

孩”“怀胎”。日耳曼语 *barnam意为“孩子”，

古挪威语 burdh意为“生育”。③

金芭塔丝女神研究的方法特色，在于对考古文

物图像的意义解释，有类似于四重证据法的多方面

文化对照和古今对照的内容，比如她能把数千年前

的古物的辨识和意义解读，同以活态文化形式存留

至今的欧洲民间习俗相联系，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第

三重证据对第四重证据的参照性解释作用。她注意

到公熊的献祭与植物灵魂的信仰观念相关，而母熊

的崇拜则与生育及再生的信仰相关。她接着举出东

欧地区的民俗情况，作为史前熊崇拜一直延续至今

的文化遗留现象：

图 1 汉代黄釉鸱鸮（局部），
2016 年 1 月摄于甘肃

镇原县博物馆

图 2 汉代红釉陶熊②，甘肃

镇原县博物馆藏品

淤于王博文主编《镇原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 42页。
盂〔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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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世纪末，熊宴在斯拉夫人中还

有记载。保加利亚人在圣·安德鲁（Saint

Andrew）这天（11月 30日）准备的膳食中，

包括各种谷物、玉米和豆类。膳食中的一部

分会被扔到烟囱里面，这时有人说道：“祝您

健康，熊奶奶！”（Da si zdrava，baba meco）。在

保加利亚，人们会把熊引到住宅中，让它坐

在墙边悬挂着神像的尊贵角落（神圣角落，

这是史前时期祭坛所在的位置）。白俄罗斯

人相信熊在村庄中出现会给人们带来好运，

因而他们会领着熊穿过村庄中的每一个角

落。屋内的桌子上，为熊摆放着蜂蜜、乳酪

和奶油。如果熊吃掉了食物，将是鸿运的征兆。

熊有治病的能力，人们会让病人躺在地板上

以便熊可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不育的妇女

会向熊祈福，祈求其神圣力量对自己施加的

影响（莫什琴斯基［Moszynski］1934：575）。

直到 20世纪，在斯拉夫东部地区，新生

婴儿仍会被祖母放在熊皮上。同样的做法

在公元 3 世纪时波菲利（Porphyry）所作的

描述中也可以发现。在立陶宛东部，妇女产

后立即行动受限，当分娩四五周后到桑拿室

中举行仪式性洗浴时，人们会用“熊”（Mes-

ka）这个名字称呼她。当准备仪式的妇女们

突然看见年轻的母亲时，她们会惊叫：“熊来

了。”这听起来像一个程式，它一度是仪式

的组成部分，至今还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洗浴后，年轻的母亲向莱尔玛女神献上几份

礼品，其中包括亚麻布和各种织物，如毛巾

和腰带———这正是献给生育女神（人类生命

编织者）的合适礼物。①

此类习俗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保留至今的文化

大传统的情形。不过在华夏文明中，熊崇拜的遗留形

式有所不同，汉字作为象形字本身就能提供丰富的

证明，那就是从植物精灵信仰乃至一切生物的神圣

生命信仰中提炼出的关键概念———“能”，这个汉字

本来就是熊的本字，后来才在下面添加代表熊掌的

四个点。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引王筠曰：“动

龍物之象形而兼意与声者，能与 是也。”又引徐灏曰：

能，古熊字。《夏小正》曰：“能罴则穴。”

即熊罴也。假借者为贤能之能。后为借义所

专。随以火光之熊为兽名之熊矣。②

熊的冬眠夏出体现着大自然生命力的季节性循

环过程，所以代表生命潜能的“能”这个汉字符号，原

来就像是熊的素描形象。华夏的造字者先民就这样，

采用世间可见的最大的冬眠动物熊，来指代自然生

命的自我更新（死而复生）能量。第三重证据的生动

实例，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华夏古人身体修炼秘

方，以华佗五禽戏中的“熊戏”而著称的操练秘法，用

模仿神熊楷模的各种动作练习，以求得仿生学的生

命能量积聚之效果。华夏的修身健体古老礼俗，要比

欧洲的熊宴之类习俗，更能体现熊崇拜的本来意义。

至于古文字中的能字，其写法类似鹿字的写法③，

难怪许慎《说文解字》要说：“能，熊属，足似鹿，从

肉。”如今知道甲骨文中没有“能”字，金文中始见这

个字，其象形的写法中果然保留着鹿的身体特征，不

过看上去不是像鹿足，而是像鹿角的形状。熊字与鹿

字在写法上的相似性，古今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如

今看到金芭塔丝把鹿与熊并列作为女神象征物的处

理方式，似乎可以获得神话信仰方面的观念解释，即

熊的冬眠循环现象和鹿角的周期性生长与脱落现

象，被神话思维看成是同一种神秘的生命能量作用

的结果。这就应验了金芭塔丝说的“熊的神圣性的另

一面，确切地说是与母熊有关的一面，是她与母性的

联系。民间的记忆告诉我们熊是一位女性先祖，也是

一位赐予生命的母亲，如同鹿一样。”中国东汉的古

文字专家许慎没有说清楚的汉字字形雷同问题，在

20世纪的女神神话专家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很好的诠

龍释和参照。至于熊字与 字的相似性问题，只要知道

中国的龙形象常常以熊头蛇身加鹿角为特色的表现

模式，就能够有所领悟。

回看镇原出土的这件红釉陶熊形象，其母熊特

征十分明显，若出土地点是在墓穴之中，这件汉代冥

器当能发挥祈祷死者魂灵再生的祝祷功能。从史前

欧亚大陆的整体情况看，这样的冥器功能早在新石

器时代已经十分流行。如古欧洲陶塑中常见的熊形

陶瓶：

熊在古欧洲仪式中的重要性从熊形瓶

可得到证实。一些熊形瓶做工精美，它们是

从公元前 7千纪到公元前 3千纪相继制作

淤〔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 126—127页。
于古文字诂林编委会编《古文字诂林》第八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635页。
盂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 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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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陕西华县出土仰韶文

化陶鸮面，距今 6000

年，2012年摄于北京大

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

博物馆

图 6 商代鸮尊是汉代陶鸮
的原型，安阳殷墟妇好

墓出土，2014年摄于国

家博物馆

而成。

在包括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

新石器时代塞萨利遗址、南斯拉夫的黑塞哥

维那、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以及阿尔巴

尼亚和西西里北部的利帕里诸岛在内的广

泛区域中，发现过一些造型奇异的容器，这

些容器有着熊腿和环形手柄，上面装饰有条

纹或网纹三角形、带状纹和 Z形纹。

这些容器在每一个生产地都呈现出显

著的区域性变异，不过，环形手柄和肥壮的

兽形腿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类型。此外，对于

表面装饰的处理也明显表现出同一性，它们

包括装饰性边缘上红彩边线的使用、黑色或

灰色抛光的表面以及白色刻纹。这些类同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一种制约着礼器

造型和装饰的共同传统。

带环状手柄的熊形容器似乎在公元前

5000年之后逐渐消失，但是与象征性母题

相结合的熊的重现，表明熊几千年来在神话

中一直很重要。①

熊作为“女神的语言”之一种特色鲜明的表达形

式，经常以熊形陶灯的面貌出现在史前文化中。而在

华夏文明传统，只有距今 2000年左右的汉代才是熊

形陶灯流行的真正年代，在史前文化中却难以觅见

其踪影。在图文并茂的

《女神的语言》书中的图

187（图 3）就展现出两

件熊形红陶灯，其中一

件上面饰有平行线条

纹。这两件文物属于捷

克斯洛伐克西部的早期

朗耶尔文化，年代约在

公元前 5000—4500年，这个年代相当于中国史前的

仰韶文化时期。为什么在东亚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

化和夏商文化中都不见熊形陶灯的制作传统，而到

了汉代则小批量地出现这种动物造型的冥器呢？笔

者管见所及，似乎迄今为止还没有学人思考此类问

题，更谈不上解答。为此，需要结合汉代其他出土文

物的神熊图像（图 4），重构出汉代神话世界观，这才

有利于解说神熊在神话世界中的角色位置及其意义

功能。这就需要再度诉诸于四重证据之间的证据间

性，立体地重现那个时

代的模式化的神话想

象景观，而不是就事论

事地为单个的文物形

象勉强做解说。

至于鸮，即猫头鹰，

从仰韶文化到红山文

化一直崇拜为尊神化

身（图 5）。江汉平原上

距今 4000 多年的石家

河文化还出土有批量

生产的祭祀用的陶鸮。

和整个欧亚大陆上史

前时代发现的母神信

仰一样，猫头鹰是代表

昼夜更替现象的阴阳

转换之神，隐喻着生命

和死亡相互转换的母

神。到商代时其作为鸟

图腾的正宗形象，压倒

夏代的熊图腾，大量出

现在殷商文物造型中。

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

物院的双料镇馆之宝，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的一对精美的青铜鸮

尊（图 6），就是商代图

腾信仰以鸮为“玄鸟”

的明证。西周人推翻商

朝，为取代玄鸟崇拜而

特意炮制和宣扬“凤鸣

岐山”神话，从此后的

国家意识形态将鸱鸮

完全妖魔化，将其打入

冷宫，成为凤凰的对立

面③，并影响到随后3000

年的中国文学表现传

统。文人墨客附和儒家

的道德话语，将鸱鸮贬

斥为恶鸟和不孝鸟，让

它再也无法翻身。虽然

有西汉大文豪贾谊作

图 3 捷克出土红陶熊形

灯，早期朗耶尔文化②

图 4 宁夏固原出土汉绿釉

熊形陶灯（灯柱局部），

2006 年摄于银川宁

夏自治区博物馆

淤于〔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 129—130、第 131页。
盂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 576—602页。

汉代的天熊神话再钩沉———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申论

29



663

《鵩鸟赋》，依然让鵩鸟

即猫头鹰充当智慧大神

的角色，但是时代语境

变迁，大传统的神圣已

经日渐失落。猫头鹰还

是被后人曲解为勾魂的

神秘使者，暗示着死亡

与灾祸。唯有在汉代文

物造型中，在陪伴死者

进入阴间冥府的冥器一

项中，保留着远古母神

鸱鸮的身影，那就是形

形色色的陶鸮。最显著

的一件是三门峡博物馆

展出的汉绿釉陶鸮，器

形硕大而威武，多少保

留着商代青铜鸮尊的神

圣性色彩。相比之下，镇

原县博物馆展出的那件

黄釉陶鸮就显得小巧玲珑一些，唯有圆圆的一对大

眼睛，似乎在活灵活现地注视着千古之后的所有参

观者。

鸮与熊合为一体的神话化形象，在上古艺术中

也有所表现，如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战国时代的“鸮

熊抱双羊”金饰件（图 7）。成语“一代枭雄”的原型，就

应该是此类神话化的鸮熊形象。至于“英雄”与“鹰

熊”的谐音联想关系，已经有乾隆皇帝的御制题玉器

诗在先，这里无需再费笔墨。有关鸟女神在新石器时

代宗教神话观念中的发生原因，金芭塔丝还是从再

生信仰加以论证的。其《女神的语言》第三部分“死亡

与再生”指出：

尽管我们的主题是死亡与再生，不过图

像学中更多强调的是再生而非死亡。这反映

出每一次死亡都有新的生命诞生这一信仰。

死亡与再生女神也是鸟女神，即这位

生命赐予者夜间的一面。不过，她能够以无

数化身出现。作为死亡，她是一只猛禽———

兀鹫、猫头鹰、渡鸦、乌鸦、鹰隼；她也可以是

一只动物———野猪或狗。不过与此同时，这

些象征死亡的符号又有着再生的力量。与死

亡最为密切的象征符号是一具白骨。作为死

亡形象的呆板型裸体像呈现骨头的颜色，它

由大理石、雪花石膏或骨头本身制作而成。

然而，这些呆板型裸体像上面又有着超自然

的阴部三角区或形似太阳的猫头鹰圆眼，其

中充满了生命之水。作为促使生命开始循环

的力量，女神又化身为微小而神秘的胎儿或

子宫形状的动物———蛙或蟾蜍、蜥蜴、乌龟、

野兔或刺猬、鱼。①

在陇东黄土高原上出土的两件汉代彩釉冥器形

鸮象 与熊，就是这样和欧亚大陆的大传统信仰观念

密切联系在一起。虽然其作为女神动物化身的文化

记忆早已经模糊不清，但仍然能够默默无言地见证

着死后再生的神话信仰。因为冥器的文化功能就是

指向来生的。

二、清水县出土的天熊博山炉

2016年 2月 1日，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团取道

陕西陇县的关山牧场，翻越陇山，到甘肃最东端的两

个县张家川县和清水县考察。在清水县博物馆拍摄

到一件西汉时期的博山炉（图 8），其 1975年出土于

黄门乡常谷村。这件文物的特殊性在于，博山炉高耸

的仙山上中央部位端坐着一位熊神。大自然中体型

巨大的食肉动物熊，是如何跑到汉代人想象的永生

理想国———神山仙境

中去的？

博山造型是以先

秦神话想象的昆仑和

蓬莱两大神山为原型

的。除了博士炉，在汉

代冥器的陶奁、陶樽等

器物上，在汉画像中，

都有所表现。博山炉从

西汉时代开始流行，作

为一种熏香仪式行为

的实用法器，拓展到专

门为陪葬用的冥器。从

“物的叙事”或“物的社

会生命”角度看，从《楚

辞》和《庄子》表达的仙

人逍遥飞升境界，到秦

皇汉武等国家最高统

图 7 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

的战国黄金镶嵌绿松

石饰件“鸮熊抱双羊”线
描图。笔者绘图，根据

2015年元月西安博物

院羊年文化展的照片，

该金器出土时为一组

六件，现存河北博物院

譹訛〔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 218页。译文略
有改动。

图 8 甘肃清水县黄门乡常谷

村出土汉代青铜博山

炉，2016年 1月摄于清

水县博物馆

神话图像

30



63

治者冥思苦想追求长生的努力，为催生这种充分体

现时代理想的神话器物提供了现实土壤。换句话说，

博山炉和金缕玉衣之类出于神话想象的器物一样，

是见证汉代版的“神话中国”特色的标志性器物，它

在中国香道文化传承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推波助

澜作用。昆仑山在《山海经》中被认定为“帝之下都”①，

是天神降临人间和仙人升天的中介站点，与河源、玉

泉、玉树、不死树、不死药、凤凰、鸾鸟、西王母等神话

母题相联系。博山炉以昆仑仙山为原型，理所当然地

寄托着伴随袅袅香烟的升腾，焚香者自己也能成仙

得道的理念。石家庄市博物馆藏东汉尚方四神博局

纹铜镜的外缘上有一圈铭文，总计 35字，其辞如七

言诗：

尚方佳镜真大好，

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饮玉泉饥食枣，

浮游天下敖四海，

寿如金石为国保。②

博山上端坐着的熊人，究竟是天上降下来的神

人形象，还是不死仙人的一种神话变体写照？暂不能

贸然得出结论。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博山上

的熊不是现实中的动物写照，而是超现实的存在，是

汉代人神话想象中的一种生命存在。2015年 6月，我

们第六次玉帛之路考察组（黄河河套地区至晋陕峡

谷线）一行三人在包头

市博物馆拍摄到的汉

代黄釉陶樽③，有丰富

完整的仙山琼阁神话

图像，可以引为参照。

该陶樽出土于包头市

九原区召湾 47 号汉

墓，带有一个变体博山

式器盖，器身一周都是

故事性的图像，其中包

括月兔捣药、西王母坐

仙山、仙人仙果、九尾

狐，飞禽、神树、坐鸮、

蟾蜍、野猪、天马、大角

羊等近三十种角色。在

西王母的侧下方、坐鸮

的两侧分别有两只蹲

坐姿势的神熊（图 9、图

10），双熊掌作捧腹状，

突出指向其雌性生殖

部位。这件陶樽的图像

整体显而易见表达的

是超自然的神话景象。

西王母和玉兔捣药的题材④似乎指向昆仑神界仙

山，所以其神熊形象也不是地上的四足野兽，而是

神仙界的天熊形象。结合欧洲西亚史前期的母熊形

象强调其母神的再生功能，包头黄釉陶樽上突显雌

性生殖部位的神熊的图像意义，也大体上可以不证

自明。

从古文献中留下的线索看，如果说华夏的熊图

腾崇拜始于黄帝族有熊氏的文化记忆，则《竹书记年》

说黄帝国号亦为有熊。从黄帝的孙子颛顼，到夏代始

祖鲧和禹，再到后代的楚国王族，崇拜熊的文化现象

一直没有中断，表现为鲧化黄熊神话，大禹治水化熊

开山（轩辕山，这个山名就隐喻着黄帝族名号记忆）

神话，以及历代楚王登基后由芈姓改称熊某的惯例。

最近热闹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芈月传》让“芈”这个冷

僻的姓风靡天下，变得尽人皆知，却很少有人明白，

这本是楚王族的尊姓，却在登上王位后一律不再称

“芈”，而要改称“熊”。有学者解释说这是以氏为姓。

其实也不尽然，这里有对黄帝有熊圣号的一种隔代

呼应，隐含着熊图腾的远古信仰真相。不然的话，楚

族记忆中的始祖“穴熊”，莫非是以“穴”为氏？这只有

参照《山海经》中的熊山熊穴神话，才能得到确切理

解。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所记，楚国始祖从穴熊开

始，到周文王时的鬻熊，再到熊丽、熊狂、熊绎、熊艾、

黮熊 、熊胜、熊杨、熊渠、熊毋康、熊挚红、熊延、熊勇、

熊严、熊霜、熊徇、 咢熊 、熊仪、熊 眴坎、熊 、熊通、熊

貲 囏、熊 、 惲熊 、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一直到亡

国之前不久的楚考烈王熊元，一共有三十代王者，都

淤《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
时。”《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

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

玕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 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瞂。”见袁柯《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 30、第 225—226页。
于张巍《东汉尚方四神博局纹铜镜》，《文物春秋》2000年第 1期。
盂内蒙古包头博物馆编《内蒙古包头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 54—55页。
榆关于玉兔捣药图像的起源，参见刘惠萍《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第 258—276页。

图 10 包头市九原区召湾 47

号汉墓出土黄釉带博

山形盖陶樽线图（局

部），2015 年 6 月摄于

包头博物馆

图 9 包头市九原区召湾 47

号汉墓出土黄釉带博山

形盖陶樽（局部），2015

年 6月摄于包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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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熊为圣号①。楚国被秦国所灭，而秦人“赢”姓中也

隐含着熊崇拜的意蕴②。熊图腾或熊神崇拜之文化记

忆通过汉代的文物造型而继续着其深远的神话脉络

传承，那就是汉代图像艺术中常见的多种多样的神

熊形象。具体辨析，约可分为以下六类：

其一为天国仙境中占据中央神位的天熊形象，

堪比天帝或北极星。有时神熊形象位于西王母和东

王公的中间，显得非常突出和无比神圣。古代天文神

话观认为天空的中央是北极星，号称帝星，又被抽象

为“太一”，与地上位于五方之中央位置的黄帝形成

上下的对应。如下页图 12和图 13所表现的中央熊

神，或为太一神的动物化身表现。图 12中的神熊四

边围绕着四只凤鸟，下方有标准的二龙穿璧升天图

像模式，其位置显然是天界的中央，非帝星北极星所

在莫属。后者位于伏羲女娲二大神的头顶上方，且以

两足生物的舞蹈形象出现。类似的文物还有甘肃礼

县秦先公墓出土青铜车形器，神熊端坐铜车中央，四

周有四鸟和四虎拱卫；陕西神木大保当汉画像门楣：

右为西王母与月亮图像，左为东王公与太阳图像，中

央为舞蹈状两足生物熊，等等。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

出土的白玉环浮雕图像，也是此类文物的代表：独立

的熊神，由五只螭龙和一只仙兔所围绕，仙兔团身抱

持一株巨大灵芝状植物。总共七只神兽形象③。由于

天熊居于天国之中央的位置，与本文图 12所示河南

新野汉画像砖上的双龙四凤拱卫中央熊神的情况，

形成绝妙的对应。

其二为汉代陶器和青铜器常见的三熊足造型模

式，其隐喻的神话宇宙观是：神熊顶天立地，贯通天

地和下界，即贯通神人鬼三界。这方面的文物案例不

胜枚举，还可参看本文图 4所示汉绿釉熊形陶灯之

类文物，体会其宇宙论的象征蕴含。

其三为象征生育与生命再生的母熊形象，如镇

原县博物馆藏红釉陶熊和包头博物馆藏汉代黄釉陶

樽上的多个母熊形象。

其四为象征神仙不死的单熊、双熊或多熊。清水

县的天熊博山炉和下文所举例的安徽巢湖放王岗一

号汉墓出土 A型漆樽之天国熊神乘云遨游图，或皆

可归入此类。另外，还有陕西华县出土的一对汉代熊

形陶尊（图 18）。

其五为代表草原游牧文化的猛兽神，如图 17所

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黄金腰牌。此类图像题材

及其表现风格来源于北方草原游牧族金属器传统。

卢岩、单月英《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牌饰》一文

认为，出土黄金腰牌的墓葬主人地位极高，属于诸侯

王一级的，这些腰牌是当时社会中上层贵族的标志

物和专利品。④此类猛兽扑咬一类的题材不是中原文

化的特产，而是接受北方游牧文化艺术风格的产物，

所以其猛熊形象的文化内涵也自然不同于汉文化的

天国仙境想象。

其六为发挥辟邪驱鬼功能的方相士形象。

以上六类汉代艺术中的神熊或天熊形象划分是

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之所以做出如此的分类，针

对的是以往不加区分地将汉代熊形象解说为方相氏

的笼统做法，希望能够推进对古代神话图像的认知

程度。一些出土的汉代文物图像至今还处在误读和

无解状态，需要有系谱性的总体把握。从大传统中探

明其形象来源，再努力重建同时代的器物所体现的

神话观。

例如与清水县出土汉代天熊博山炉形成对照的

文物，有近年来在安徽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出土 A

型漆樽图像，笔者拟名为“天国熊神乘云遨游图”。据

考古发掘报告称，这件漆器上面的图像内容以云气

为主，当是指向天界的神山或仙山：“云纹间有站立

的鸟、奔跑的兽和兽首

人身的怪物。”⑤所谓兽

首人身的怪物，即是天

界神山所表现的主

人———神熊或天熊。因

为这一形象的图绘风

格为细瘦灵巧型，不像

一般肥硕型的大熊，所

以造成辨识上的困难。

只要把同一个时代的

类似形象加以对照，情

况就能够豁然开朗。如

把图 11 的巢湖漆樽圆

盖描绘的博山，同图 8

所示的天熊博山炉加

淤［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 1690—1735页。
于叶舒宪《秦人崇拜熊吗》，《光明日报》2007年 6月 7日。
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 126页。参见叶舒宪《再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从巢湖汉墓玉环图像

看楚族熊图腾》，《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 6期。
榆卢岩、单月英《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牌饰》，《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 4期。
虞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 58页。
愚采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 60页。

图 11 安徽巢湖放王岗一号

汉墓出土 A型漆樽：

天国熊神乘云遨游图⑥

神话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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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河南新野出土东汉

伏羲女娲加天熊画

像砖②

以对比；把图 11 所见

腾云驾雾的“兽首人身

的怪物”同图 12 所示

天国中央的细瘦形天

熊形象加以对比，画面

内容的性质的辨识和

解读就有了相互参照

的“证据间性”。

结合清水县出土

天熊博山炉的神话蕴

意之讨论，下文举出新

出土的一组有明确系

年的西汉文物图像，那

就是有八代九王皆葬于

此的河南商丘市永城

县芒砀山一带，发掘出

西汉梁国王室墓葬的

文物。当地的保安山一

号墓为梁孝王墓，开凿

于西汉初年。1986年考

古工作者清理僖山一

号石室墓时发现金缕

玉衣。1987年柿园村村

民又发现保安山大墓，

墓顶保存有 30 平方米

西汉墓很罕见的彩色

壁画，墓道内填有 2000多块“黄肠石”。目前已经发

掘的王和王后、嫔妃墓 8座，出土了一批高等级文物。

其中明显表现出神熊形象或主题的文物计有五种。

第一种（图 14），保安山二号墓（李太后墓）1 号

陪葬坑出土车牌饰。确定为 4式车牌饰 2件，“标本

BM2K1:97，左下角一羊卧姿，右下角一人如猴相跽

坐。中间一动物身躯胖大，双乳与腹部突出，上肢下

垂，似是一熊。各动物之间的空隙处填以曲折回绕的

古树作衬托，视之虽紧凑而不拥挤，复杂而不繁缛。”④

第二种，保安山二号墓（李太后墓）1号陪葬坑出

土车马器：32铜泡 911枚。鎏金。分为 4型。“I型 12

枚。作球面形。其中 10枚在球面铸出熊的形象。熊

首及四爪清晰可见，身躯隐形。背后有两个平行的横

梁。标本 BM2K1：690，径 3.45、高 1厘米。另外 2枚在

球面铸出弯脚羊的形象，背部一横梁作连缀用。标本

BM2K1：700，径 2.4，高 0.7厘米。”⑤

第三种，“33节约 5件。铜质鎏金。作球面形，球

面上铸出熊的形象，作蹲坐状，熊首及四爪可见，身

躯隐形。背部四个环形钮，作二横二竖排列，斗合成

四方形。标本 BM2KI:1601，径 4.2厘米。”⑥

第四种，30项节 408件。分为 4型。“I型，6件，

银质。正面为凸起的隐身熊形，背部素面。”⑦

第五种，“10仪仗顶 2件。铜质鎏金。作球面形，

中空，底平。标本 BN2K1：1753，在球面上浮雕熊的形

象，可见熊首及四肢，身躯隐形。边侧一周饰阴线流

云纹。熊的头顶及下肢的底部对称在边侧开长方形

孔以贯销钉。平底下有銎以安杖。⑧

除此之外，有形制和规格类同于第一种的铜鎏

金车牌饰，其图像也是表现神话景观，但内容各异：

1式 5件。标本 BM2K1：87，图案为主

宾相对跽坐于一株枝叶茂密的松树下，主人

双手捧一物献于宾客（图 14-1）。

2式 3件。标本 BM2K1：92，左端一兽

首人身者站于树干之上。中间一虎昂首张

口作卧伏状，一异兽骑坐于虎背上。右端一

仙人跽坐于树下，似与对面兽首人身者对语

（图 14-4）。

3式 2件。标本 BM2K1：95，一兽面人

蹲坐在飞奔的麒麟背上，回首张口似在呼

唤，右手持铎状物，左手后伸。右端一人蹲坐

在飞腾的翼龙背上，面如猴相，脑袋后边飘

图 12 河南新野出土汉画

像砖二龙穿璧、四凤

拱卫中央熊神天国

图，新野博物馆藏。①

图 14 河南商丘永城县芒砀山西汉墓出土铜鎏金车牌饰：

“天界神熊仙果及其祭拜者图”。③

淤于采自中国画像砖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砖全集》河南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 121、第 103页。
盂榆虞愚舆余采自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 48、
第 48、第 48、第 58、第 55、第 64—65页。

汉代的天熊神话再钩沉———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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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山西右玉县大川村

出土胡傅温酒樽，铜

鎏金，西汉河平三年

（公元前 26年），2010

年摄于山西博物院

淤采自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 47—48页
于采自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 49页。
盂黄佩贤《汉代墓室壁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 204—209页。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44页。
榆关于“四重证据法”的来龙去脉可参看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 343—408页。

扬着羽带，一手前伸，掌中托一鸟。动物的

下方及前端衬以流云纹，使人身者对语（图

14-5）。①

由于上古信仰中的马和车都被神话化想象为升

天工具，故王公贵族的马具和车马饰一般突出神话

表现的主题和风格也就在情理之中。据考古报告之

推测，“以上各件牌饰有可能是饰于车舆板上，或组

合镶嵌于车窗之上。”②可以肯定的是，西汉梁王墓出

土的五种神熊图像都是表现的天界或仙界形象，没

有一种是所谓方相氏。

如今学界流行的

做法是，只要在汉画像

石或汉代文物中看到

熊的形象，就不分青红

皂白地解释为方相氏

（傩）的形象③。笔者对

此已有明确质疑。本文

列举的汉代造型艺术

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

门，其中的神熊形象可

以出现在玉器、金银器、

陶器、铜器、画像石、画像砖等。不论是单独出现的

熊，还是双熊和多熊的成组表现，基本上没有一个可

以贸然指认为方相氏的。这可以从神熊出现时周围

的背景图像加以辨识。再如著名的山西博物院藏右

玉县出土铜鎏金胡傅温酒樽图像（图 16），其中的神

熊作舞蹈状两足动物，下方有飞升在天空的羽人，左

边还有飞鸟在翱翔，一看便可知不是表现大地上的

世俗景观，而是天国仙境的景观，其神熊也应视为名

符其实的“天熊”。各地汉画像石所见的神熊也大多

符合此类情况。只有少数案例才属于假扮为熊的方

相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胡傅温酒樽出土

时有两件，器物完全

相同，通体鎏金，显示

出不同凡响的高级

别。盖中央有提环，周

围三个凤鸟形钮，器

底座为三熊足，器盖

和器体满饰高浮雕形

象，有虎、牛、羊、猴、

禽鸟、仙人等，其中神

熊形象位于上界仙

山，其下方有两只天

虎，鱼贯前行。学界一

般都承认此类神兽形

象的功能在于驱邪或

镇鬼，但是对神熊形

象的多功能角色却认

识不足。这正是本文

特别留意之处。有些

器物的图像内容是比

较简单明确的，有些

器物的神话学内涵却不能一目了然（图18），需要充分

地发挥第四重证据的证据间性作用，在同一个时代

的多方面文物图像的反复比较和对照中，求得对其文

化意义的系统性合理诠释。

结 语

文学人类学方面提出的新方法论“四重证据法”④

至今已有十年，但是对证据间性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笔者确信其所能够拓展的学术研究空间和效果是

可以期待的，本文权且算是又一次的抛砖引玉之举，

尝试为汉代的神熊或天熊形象梳理出一个分类的

系谱。

图 17 徐州狮子山汉墓（楚

王墓）出土黄金腰牌：

熊虎扑咬马怪图，

2011年摄于徐州博

物馆

图 18 陕西华县城南关出

土汉代熊形陶尊（一

对），现存陕西考古研

究院，2009年 9月 22

日摄于首都博物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60周年考古

与发现展”

神话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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