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瑶族盘王传说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寓意
——
—以广西贺州瑶族盘王文化为考察对象
肖 晶
内容提要： 以广西贺州为中心的桂湘粤三省交界处，
自秦始皇征岭南、开“新
道”以来，
潇贺古道成为瑶、苗、
壮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交融之地。盘王传说是南
岭瑶族信仰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创世说、救世说、盘瓠说三种。瑶族盘王信仰经历的
变迁，
折射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
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寓意。
关 键 词： 盘王传说

盘王

文化寓意

1992 年 11 月 6 日至 10 日，湘、粤、桂三省(区)第一届南岭地区瑶族盘王节暨第四届国

际瑶族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县（今贺州）隆重举行，来自北京、云南、贵州、广西、
广东、
湖南、湖北等省市和法国、美国、
越南、
老挝、
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的瑶学专家和瑶
族代表共 100 多人出席。此后，由湘桂粤三省（区）十二县（市）发起的盘王节，从民间活动成

为以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地级市轮流承办，现已成为
海内外瑶族祭祀祖先盘王的重大民族祀典，也是全国瑶族同胞最盛大的节日。祭祀祖先盘王
是盘王节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仪式，盘王传说的时代意义由此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盘古盘瓠盘王的辨识
关于瑶族盘王的身世起源，民间的传说甚多，主要有创世说、救世说、盘瓠说三种，这些
传说虽然内容各异，但恰恰体现了瑶族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
盘瓠、
盘王混同一谈，有盘古
对瑶族起源与文化变迁历史研究中，自古至今都有把盘古、
夫妇阴阳之始
即盘瓠、盘瓠即盘王的错误解读。早在南朝梁代任昉著《述异记》就有“盘古氏，
也，天地万物之祖也，
皆以盘古为姓，又犬名（盘瓠）”的记载；甚至有
“伏羲、庖牺、盘古、盘瓠，
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无问汉苗，
俱自承为盘古之后，两都同出一源也。”淤其实，
盘古、
盘瓠、盘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 70 页。
淤 袁珂：
《中国神话传说》，北京：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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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描述的神话传说，不管是时代还是历史都不同，它反映的是瑶族不同时代的崇拜对象，
淤
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

1.神话产生的时代不同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
关于盘古神话，三国时吴人徐整的汉文献史籍《三五历纪》述：
神于天，
圣于地。天
其中。万八千岁，
天地开辟，
阳清为天，
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
一日九变，
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
天数极高，
地数极深，
盘古极长。后乃有
日高一丈，
地日厚一丈，
于
三皇”
。瑶族《盘王大歌》
“远古天地人间”
词云：
“盘古开天又辟地，
置有山河与田园。浑沌初开

乾坤定，阴阳交错暗分天。”盂广西河池瑶族《盘古胜皇榜文券牒》记：
“上古世界不分，天地混
首先出身(生)置世。”榆
沌，
乾坤不正，
无日月阴阳，
不分黑夜白昼。是时，
勿（忽）生我盘古圣王，
这说明盘古神话是产生在人类三皇五帝出现之前的神话时代。关于盘瓠，晋代干宝的
《搜神记》述：
“高辛氏有老妇人，
居于王宫。得耳疾，医为挑治，得一虫大如茧。妇人置于瓠中，
复之以盘，俄倾化为犬，因名‘盘瓠’。”虞高辛氏为五帝之一，黄帝曾孙，从这个神话记载可以
看出，盘瓠传说出现的时间应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是部落图腾信仰的反映，盘瓠的传
说显然要比盘古要晚。关于盘王，清代闵叙《粤述》载:
“粤西瑶壮种类各殊，相传为盘瓠苗裔，
桂林府俱有盘王庙，瑶壮祀为始祖(盘王)。”愚瑶族《评皇券碟》述:
“榜文付与瑶人，千年收执为
照。大隋二年五月十三日给。贞观二年岁次戊子孟春月望十五日，敕下榜文一道，付与盘王后
代子孙。”舆从史书和瑶族《评皇券碟》记述年号与王朝授封盘王及十二姓瑶人为官等内容看，
盘王产生于封建王朝时期。上述内容呈现了盘古与盘瓠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
2.神话传说的对象不同

关于盘古，神话传递的内容主要是开天辟地、
创造万物、繁衍人类的历程，而盘瓠则是图
智勇双全的“始祖盘王”
的尊称。这种传说形
腾崇拜物，后演变为瑶族、苗族民间对杀敌护国、
象的变迁，实现了“告别抽象的神性过渡到具体的人性，
从虚幻的‘绝对精神’走向‘客观实在
性’。思维也具有了唯物意味和历史意识。”余正如瑶族《评皇券碟》所述:
“记典昔日上古，
天地
这里是盘古故乡》，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第 126 页。
淤 覃乃昌：
《开天辟地：
2009 年，
《先秦文学详解》上册，
于 范垂长：
哈尔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27 页。

盂 王朝林：
《瑶族〈盘王大歌〉与民间信仰》，
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3 页。

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年，
第 22 页。

虞 干宝：
《搜神记》，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68 页。

《广西民族研究》1991 年第 4 期。
愚 转引自黄钰《盘古盘瓠盘王辨识》，
舆 同上。

“盘古神话”研究》，
《民族论坛》2014 年第 2 期。
余 陈敬胜、
杨昌国：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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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乾坤不正。是时生我盘古圣皇，首先出身置世，凿开天，辟开地，置水土，造日月，分阴
阳，制星辰，造江河湖海，置山源水土，
置万国九州。”淤反映了瑶族民间传说与汉族关于盘古
说明中国各民族的同祖同源。关于盘瓠，讲述的是盘瓠为高
开天辟地的传说内容是一致的，
辛氏除暴立功授封并妻以美女的故事。范晔《后汉书》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
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
女。时帝有畜狗，
其毛五采，
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
将军首也……帝不得已，
乃以女配盘瓠……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
“评皇出
自相夫妻……其后滋蔓，
号曰蛮夷。”于关于盘王授封的故事，据瑶族《评皇券牒》记：
评皇龙颜大怒，
意欲谋杀外国高皇。群臣俱无承认，
惟龙犬姓
世，
得龙犬一只，智超群臣。一日，
盘名护，声言报主之恩。评皇大喜，将百味赐食之，如得功劳，朕将官女配合。盘护浮游大海，
咬取高皇头级，为国立功，评皇招为驸马。（盘瓠）夫妻生育六男六女，评皂闻知，喜悦传下圣
旨，敕封盘护（瓠）为始祖盘王，
六男六女为王瑶子孙，赐安十二姓。”盂瑶族盘王授封，可能是
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形成之始，同时瑶族从开端就是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盘王传说的变迁与文化认同
贺州地处桂湘粤三省（区）交界处，是费孝通提出的世界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民族
走廊”核心区域潇贺古道的腹地，也是南岭瑶族文化核心区域，瑶族盘王传说具有民族文化
代表性。潇贺古道连接潇水（今湖南境内）和贺江（今广西境内），地域上覆盖今天的湖南道
县、江永、江华，
广西恭城、平乐、富川、
八步、
钟山、
苍梧和广东怀集、封开等十余个县（区），面
积约 3 万平方千米，人口约 600 万。从族群看，区域内居住着汉、
瑶、壮、苗等二十多个族群，
区域内有十多个瑶族聚居县市，
瑶族人口约 100 万，占全国瑶族人口近三分之一。仅贺州有

瑶族近 30 余万人，占中国瑶族人口十分之一，主要以过山瑶、
土瑶、平地瑶为主。贺州瑶族自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
唐宋搬迁岭南，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文化体系。
（一）贺州瑶族盘王传说
贺州位于湘桂粤三省交界处，
《宋史·蛮夷列传》就有“蛮猺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
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人”榆的记载，说
第 146 页。
淤《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
于 范晔：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911 页。

盂 黄钰：
《盘古盘瓠盘王辨识》，
《广西民族研究》1991 年第 4 期。
榆 脱脱：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4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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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宋代之前，
在贺州这一区域就有瑶族同胞居住。瑶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却无文字，文学
以口传为主。
瑶族神话是瑶族远古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贺州及周边瑶族文化区域，影响最大的就
是盘瓠神话。这只五彩斑斓的“龙犬”，瑶族先民不仅把它当作图腾对象来崇拜，而且当作英
雄传颂。神话包含着对动物崇拜、
祖先崇拜和英雄人物的崇拜。
《伏羲兄妹》颂扬了洪水遗民
再创人类的斗争神话；民间传说《竹笛》，古歌《盘古造天地》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瑶族先民
的生活场景和思想状貌。
随着封建帝王“御旨高封盘护王”
，瑶族的生存空间扩大，在瑶族社会中产生了大量的诗
。现今最早的
歌、
传说、
故事。《盘王大歌》是瑶族集历史、
文学、
艺术、
诗歌于一身的
“百科全书”
《盘王大歌》手抄本出现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
抄于 1265 年，
至今已有 750 年的历史淤。贺州
莫纪灵等人收集
瑶族的《盘王大歌》内容与周边的大同小异，
从本土瑶族文化研究专家盘承乾、
均包括起身唱、
隔席唱、
轮娘唱、
日出早、
日正中、
日斜斜、
日落岗、
夜
整理的《盘王大歌》版本看，
葫芦晓、洪水发、洪水尽、为婚了、梁山伯祝英
黄昏、
天大旱、见大怪、天地动、天暗乌、雷落地、
台、
桃源洞、
闾山学堂、
造寺、
何物歌、
郎老了、
彭祖、
双杯酒、
亚六歌和完合歌等。从文学艺术价
同时又
值上看，
《盘王大歌》采用的是独特的比兴手法，对后来瑶族歌谣创作产生良好的影响，
集音乐、
舞蹈、
歌谣于一体，
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保存了瑶族七支古老的曲牌（七任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瑶族地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开启了瑶族文学的新阶段，涌现
出大量歌颂新生活的作品，盘王的象征意义也有了新的时代指征。在贺州产生了以瑶汉民族
融合的文学艺术精品，
“蝴蝶歌”
就是其中的代表。
“蝴蝶歌”，主要是流行于贺州富川瑶族自
治县的瑶族二声部民歌，用一种汉语方言土语“梧州话”演唱，内容涉及蝴蝶歌内容涉及记
述史等，结构严谨，曲调优美，体现了中国民族民间多声部音乐发展到了相当
事、传情、祭祖、
的水平，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在音乐艺术领域中的聪明与智慧，与侗、壮、布依等兄弟民族的
多声部民歌，
确定了中国民族多声部音乐在世界乐坛的地位于。其中祭祖、述史就是对盘王的
歌颂，
讲述盘王带领瑶族民众的迁徒的历史以及瑶族婚丧、节日等仪式的来源。目前瑶族蝴
蝶歌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盘王传说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认同
1.认祖归宗。从盘古到盘瓠再到盘王的神话传说，是汉族与瑶、苗、壮等少数民族文化互
淤 胡铁强、陈敬胜：
《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瑶族史诗〈盘王大歌〉的文化学解读》，湘潭：湘潭大学出版

社，2012 年，
第 13 页。

《贺州学院学报》
于 朱其现：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创意教学中的运用——
—以贺州历史文化资源为例》，

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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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认同、相互融合的反映，是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盘古成为包括汉、苗、瑶、壮等
南岭各民族共同的始祖。正如清代屈大钧《广东新语》所述：
“诸瑶率盘姓，
以盘古为始姓，
以盘
淤
“就是瑶汉文化相互适应与采借的结果”于。
瓠为大宗”
。因此，
从盘古神话到盘王名称的出现，

而瑶族中盘瑶、蓝靛瑶、八排瑶、平地瑶、白裤瑶等支系流传的盘古神话，进一步验证了“瑶族
尊盘古为人类远祖”盂这一理论依据。
2.语言相通。“最能表现文化特征的首先就是语言，语言（方言）的认同有时几乎就是文

化的认同，方言认同成为民族内部族群认同的一个标尺。”榆因此，从语言认同特殊方式来考
察南岭走廊潇贺古道区域的民族认同问题，是一把开启该区域民族、文化、语言特色与民族
和谐共存现象的钥匙。在贺州，
拥有全国汉语方言七大分区中的五区，除壮语、瑶族勉语、苗
语、标话等少数民族语言外，汉语方言也分官话、
客家话、闽语、
粤语、
湘语等。据实地调查，
在

汉族成年人群中，除使用本族群语言外，基本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其他族群语言的成年人比
例高达 90%以上，
瑶族、壮族的学生中 80%能熟练听说一种或两种其他族群语言。在南岭民
族走廊，瑶族按语系上分，可分为瑶语支、苗语支、汉语方言和侗水语支四大支系，从语言支
系中可以看出，瑶族盘王传说是在认同中变迁，
也在变迁中得到认同。
“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
曲加其祀礼。是以贤者荣其
3.崇拜祀礼。
《吕氏春秋·怀宠》：

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虞祭祀盘古、盘瓠、盘王是南岭民族走廊上汉、瑶、苗、壮等民族

普遍的民间信仰。祭祀仪式虽有不同，但三者都以是人神兼一的形象出现，盘古是创造天地
万物的人类始祖，民间设盘古祠、盘古庙，置木制或泥塑偶像，共同祭祀人类始祖。盘瓠是氏
族部落时期酋领人物，出现于原始社会高辛氏时期，晚于盘古，瑶族崇祀其为氏族始祖神。祭
祀盘王，民间称
“还盘王愿”，
在南岭山区中以过山瑶仪式最为隆重。祭祀盘古与祭祀盘王相
同之处是民间都设盘王庙，为日常人们供祀诸神场所。不同的是盘王庙供奉的神不是单一
的，而是同时共列诸多神。祭祀盘王一般进行家祭，
分“三年一庆，五年一乐”。有定期或不定
期两种:定期为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不定期择每年秋收后举行。祭祀有两种礼仪：小祭祀和
大祭祀，举行时间分别为三天三夜、七天七夜，其中大祭祀与瑶族“度戒”同时进行。凡祭祀盘
王，远近亲友都临门祝贺，参加祭祀人数少者近百人，多者超千甚至过万人。祭祀方式有独
户、
联户、村寨或联村寨 3 种。在祭祀中，始祖盘王的认同逐步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淤 屈大均：
《广东新语》，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年，
第 236 页。

“盘古神话”研究》，
《民族论坛》2014 年第 2 期。
于 陈敬胜、
杨昌国：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
盂 奉恒高：
《瑶族通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66 页。

榆 周振鹤：
《浅谈中国文化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2 月 9 日。
虞 吕不韦等撰《吕氏春秋》，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2007 年，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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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瑶族盘王传说的历史记忆
从分布地域和民俗风情的不同，贺州瑶族按不同方式可分十二个支系：富川山瑶、富川
平地瑶、钟山平地瑶、仙回瑶、包帕瑶、小尖头瑶、土瑶、东山瑶、西山瑶、开山瑶、天堂瑶和石
门瑶淤。各瑶族支系都有自己的师公，师公帮人度戒、
打醮、
超度亡灵、
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师
公做法事时一定要张挂一批神司的神像画，同时有祭词内容的手抄本。盘王的来历与盘王传
说内容是祭祀中师公唱颂的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瑶《过山榜》。
《过山牒》
《入山照》
在贺州沙田镇狮东村大冷水发现的土瑶《过山榜》又称《评皇劵牒》
《瑶人榜文》 等。它详细地记载了盘瓠传说：
“南京平王敕下榜文”
《盘古皇圣牒》
《盘王券牒》
“盘护龙犬出身”
“龙犬帮助平王杀了高王”
“ 王许配三公主与盘护结婚”
“生下六男六女为十
《过山牒》用白绸布抄成条幅式，
盖有圆形印模，绘
二姓瑶人”
“摇动长鼓吹笛笙歌祭盘王”等。
有花纹图案及人物，表现了瑶族祭祀祖先盘瓠的盛大仪式——
—“还盘王愿”。它是信奉盘瓠为
始祖，
是瑶族人民世代流传和珍藏的一种记载本民族历史的珍贵文献。它对瑶族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民族意识有深远影响。《过山榜》虽名称各异，版本多样，长短也不尽相同，但其内
容基本上包括了关于瑶族起源的盘瓠故事、瑶族先民的迁徙和封建王朝授予瑶族先民名义
上的官爵及瑶族耕种山场、免税役等“特权”，揭示了瑶族这一古老的山地民族从农耕劳作、
生存状态，以及艰难曲
征战、
信仰、祭祀、禁忌、
婚姻、
礼仪、
娱乐、宴饮、
对外交往等民族风俗、
折的民族发展历程；有的券牒文后还附上本地历史事件和当地山林土地的占有划分的记载
及本姓氏的宗支谱系。因此，它为研究瑶族的早期历史和唐宋王朝的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
史料；同时，对于人们认识和了解瑶族人民开发祖国南部山区的贡献以及加强各民族的团
结，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王皇”
瑶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原始宗教。瑶族主要祟拜“盘瓠神”，祭献“伏羲姐妹”
“杨
能歌舞，敬
六朗”
“四大元帅”等 40 多个神祇。贺州瑶族人民渴望光明幸福生活，
他们善耕织，
奉盘瓠为祖先。瑶民居地多建盘王庙，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盘王节，节日期间举行“还盘王

愿”，请师公设坛请圣，祈求祖先保佑物阜人安。祭祀毕，乡老、
师公、
歌者与会者一起用餐，席
间交换讯息，
共议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民族利益大事。
南岭瑶族盘王传说的文化寓意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盘王传说是
《贵州文史丛刊》2008 年第 1 期。
淤 刘挺颂：
《论盘古神话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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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典型代表，其内容主要是述说历史上的不幸遭遇，歌颂反抗压迫的起义斗争，揭露封建
剥削的残酷，歌颂男女青年爱情的坚贞，呈现了瑶族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种种
场景，
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学艺术、文化传承价值。
（一）历史价值
阐释自然现象、反映劳动生产生活、伦
贺州《盘王大歌》内容涵盖了宇宙创生、人类起源、
理、祭祀礼仪、崇奉神祇以及憧憬美好爱情等主题。如《造天地》既有瑶族的历史传说，又融合
了汉族的民间传说，把后羿改为瑶族的始祖神平王，出现了瑶族人物“龙定”，同时出现了民
。
间歌仙刘三姐的形象。广西贺州市长坪的瑶族就称自己为“三妹瑶”，所居村寨叫“三妹村”
可见汉族、壮族、瑶族在历史上关系密切。
贺州《盘王大歌》保存了颇具价值的史料，它是瑶族人民的史歌，是瑶族历史文化的浓缩
和反映，是研究瑶族民间文学的活化石淤。如《盘王大歌》之《洪水尽》：
“龙王绑弓射明日，李广
尚留二个照凡人。”于诗中
攀弓射上天。三百贯钱买弹子，又添四百买弹堂，李广将军射十个，
把汉文献中英勇善战的名将李广替代传说中的后羿，既是瑶族人按历史事实的思维理解神
化人物的产物，又是崇拜英雄人物的表现。《唐王出世》又言：
“月亮光光照下海，照见刘王书
案头，
颜王执镜拦胸照，照见唐王出世州。出世唐王出世，唐王出世在连州，唐王出世连州庙，
金漆台盘银焊边。”盂诗中表现了明王朝时期瑶汉关系紧张，明王朝对瑶族人民进行屠杀，把
唐王解释为李世民之弟弟，
也只是瑶族人民对清明政治的想象和愿望。
（二）文学艺术价值
贺州《盘王大歌》大量采用比兴手法，丰富了歌谣的表现方式，对后来瑶族民间歌谣的创
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时，民间歌谣在题材和审美情趣上不断发生变化，与书面文学互相
激扬，
共同创造出为一个民族所集体记忆的文学典范。通过拟人、
比喻等文学表现手法，生动
地表现了男女青年的爱情。这说明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作家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上
都存在着与民族民间文学难以割舍的联系。贺州瑶族民间文学确实具有诸多语言文学艺术
歌谣的抒情、
谚语的精练，都可以带给人们
的特点，如神话的想像、史诗的磅礴、故事的趣味、
精神的愉悦。
（三）文化传承
贺州瑶族民间文学构成了地方社会的文学活动，成为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精神伴侣。它
所表达的是广大民众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历久不衰的主题和艺术形象，都为以个性
《价值工程》2011 年第 21 期。
淤 唐玉泉：
《论湖南江华瑶族〈盘王大歌〉的价值》，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0 页。
于 盘才万、
房先清收集《盘王歌》，广州：

第 70 页。
盂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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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瑶族民间文学，
尤其《盘王
创作为特征的作家书面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营养。因此，
传说》体现了作为原初的、人类本能的语言艺术实践方式，记录了贺州社会的巨大变化，谱写
了人的觉醒和奋起的精神历程。这是民族民间文学传统在社会中的顽强存在，我们不能忽略
这个传统在广大
它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传续与再造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
的乡村与都市中依然多样和丰富地存在着，不像某些工业化国家那样很快就受到严重冲击，
代表着民众在自己生活空间中
它面对着不断涌入的外来文化，
竭力地保持着乡土文化的本色，
的现实话语权力，
因而是
“时代的，
是不朽的”淤。另一方面，
它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变革当中，

曾几度成为作家们热心讨论的对象，
还成为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自觉借鉴的本土文学资源于。与
大部分书面文化相比，民间文化的传播与继承需要倚重语言的生动和感人，但是民族民间文
学与各种社会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既是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
分，也是传统得以延续的精神载体。
贺州瑶族盘王传说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主要代表着广大民众的人生观和对自然与社会的
认识，
在生活实践的层面上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研究其民间习俗、婚姻关系、社会结

构、族群互动、宗教信仰、
神话传说等，无疑具有“历时性”和“静态性”形态，又具有“当下性”
和“动态性”形态。因此，盘王传说的文化变迁，是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融合的典范，是贺
整体呈现，
具有时代的现实意义。
州瑶族的“活性文化”
规划 2011 年度项目“从互动到和谐——
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
—桂湘粤结合

地带民族交往的历史与现实考察”
（项目编号：11BSH023）阶段性成果。

（肖 晶，
《贺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毛巧晖】

《青海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
淤 李雄飞：
《中国民间文学经典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 页。
于 刘铁梁编《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经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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