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瑶歌具有民间文学所共有的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特性，以口传为主，但也不乏借助手抄

本形式，由懂得汉语的师公、歌娘和歌手们用汉语夹杂着瑶用俗字的记录方式流传。瑶族手

抄歌本极其丰富，其中有一类与文字直接关联的歌谣，可称之为“文字歌”。它或出现在长歌

套曲里，或出现在盘歌互答中，或直接以短小歌谜现身，生动展示瑶族在文字运用上的集体

智慧和创造才能。本文拟通过对“文字歌”的构成解析、对其文化功用的探讨，来阐释瑶族“文

字歌”的文化价值以及它与当下民族文化建构之间的关系。

瑶族“文字歌”构成解析

瑶族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但这并不影响瑶族使用文字和运用文字进行文化创造。瑶语

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在语言类型上同为词根语形态，且同源词多，音韵相似，语法形态相

近。这种语系上的亲属关系，自然使瑶族对汉语有认同感，很容易直接将汉字拿来改造和使

用，使之成为瑶族传统社会主要的交际手段。

1.“字形歌”

“字形歌”是以描摹字形为对象的民间歌谣。广西全州东山瑶族乡婚仪坐歌堂时的“陪花

歌”，就有这样一首《字形歌》：一字写来像把枪，二字画短一画长。三字写来两画短，四字两点

肚内藏。五字写来盘脚坐，六字三点站四方。七字写来左脚撂，八字撇拉（捺）八两旁。九字写

瑶族“文字歌”的文化传统及当下意义

何红一 王 平

内容提要： 从歌谣学、文字学角度，解析瑶族“文字歌”三大构成在文化娱乐、

文化传习、文化创造上的功用，阐释瑶族“文字歌”文化传统的当下意义：提醒人们

重新认识瑶族与汉字的关系，重新认识各族民众与文字的关系，重视发挥传统“文

字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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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金钩挂，十字写来像把钗。十字形歌唱几句，凑个热闹来陪花。淤

湖南江华瑶族也有一首“十字歌”：一（乙）字写来像条龙，你看从前赵子龙；长坂坡前他

救主，千军万马逞英雄。二字写来像条沟，周瑜用计夺荆州。孔明八卦算得好，害死周瑜上高

丘。三（叁）字写来像楼台，无情无义蔡百锴，多多拜上赵氏女，衣襟兜泥垒坟台。四字有口又

无门，你看从前许汉文，那时水淹金山寺，法海救他命长生。五字写来背又弓，元霸抛锤打雷

公，天下算他是一将，铜锣落地命归终……于

广西桂北丧葬仪式歌中的“哭丧开堂引歌”中也有类似的“十字歌”。盂

这类数字歌或用比喻、象形、拟人、拟物等修辞手段，描摹十个数字字形，或先用起兴句

描绘字形，再引出民众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讲述与评价。其共同点都是用“十唱”套路，

从“一”唱到“十”，歌序排列生动有趣。值得注意的是歌中的异体字、俗字的运用，比如“一”

“乙”互用“三”“叁”置换。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乙）字写来像条龙”“叁字写来像楼台”（“叁”

与楼台之“臺”外形相近）之类的句子。其中不规范的汉字解读和认知途径来源于瑶族民间的

智慧，也正好说明民歌姓“民”的特性。

2援“拆字歌”

所谓“拆字”，是利用汉字笔划或部首交错的结构特点，对汉字进行拆解和组合而形成的

文字游戏。早在唐代，以《四字歌》命名的“拆字歌”就现身于瑶族《盘王大歌》中，随着瑶族的

迁徙广为流传，为后世同类歌谣之滥觞。瑶族婚礼对歌“坐歌堂”，亦有对唱“拆字歌”习俗。

淤 一笔写成 字，两边 变成門，門字肚里安开字，请动主人开大门。开开大门留俫榆

进，留俫进屋趁歌堂。

于 一笔写成草字头，人字写来在中央。木字写来脚下站，同伴接下主人茶。

盂 一笔写成是火字，西字写来右角安，土字写来脚下站，金童玉女奉烟来。

榆 一笔写成半边口，用字写来脚边安。走字打行脚下过，今夜酒筵来通杯。

虞 一点一横长，三步楼梯架到墙。大口肚里安小口，今夜酒宴第一高。

愚 一笔写成是木字，卜字写来在右头。早字写来脚下站，起动主人收开桌。

舆 門字肚里安市字，同伴如如闹歌堂。

余 另字扎刀别了姐，良字女边离开娘。虞

淤 农学冠、李肇隆：《桂北瑶歌的文化阐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 217页。

于 彭式昆：《江华民族民间歌谣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 232-233页。

盂 农学冠、李肇隆：《桂北瑶歌的文化阐释》，第 326页。

榆 俫：la，瑶语，小伙子之意。

虞 参见奉大春、任涛、奉恒陞《平地瑶歌选》，长沙：岳麓书社 1989年，第 141-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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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歌段分别通过字形拆解，把汉字的结构、形态、内涵生动地描绘出来。其中淤将繁写

的“門”字，拆成两个门扇，“ ”读“e”（轭）音，淤是个瑶用俗字，两“ ”成一門。用“門字肚里安

开字”来猜射“開”字；同样于则用“門字肚里安市字”，来猜射“閙”字。同时，“请动主人开大门

……留俫进屋趁歌堂”“同伴如如闹歌堂”句，也描绘出瑶族开门迎客，设宴对歌的热闹场景。

余用“另”“刂”和“良”“女”分别拆解“别”“娘”二字，句子中也透露歌堂散场时恋人间难

舍难分离的心情。于用“艹”“人”“木”拆解“茶”字，盂用“火”“西”“土”拆解“煙”字，同时也表

现瑶族歌堂对歌时用茶、烟招待歌友的好客习俗。与“字形歌”一样，拆字歌也体现出歌者在

汉字使用过程中敢于变通，用俗字来拆分构字的机智。

3.字谜歌

字谜歌是用歌唱形式来猜射文字的益智游戏。瑶族民歌中的盘歌和以歌斗智传统，孕育

了谜歌的产生。前面所举的“字形歌”“拆字歌”，其实都已具备了字谜的因素。只需稍加转化，

添上谜底，用于猜射游戏，遂成字谜歌。请看一组湖南八都平地瑶字谜歌于。

淤一点写来一横长，二点写来口四方；上面又有五官坐，下面双口讲文章。

于一对鸳鸯平排飞，一个瘦来一个肥；一年只能来一转，一个月里来三回。

盂东边人买白丝线，西边人买白花丝。人买八块去得早，我买十块去得迟。

榆言是青山不是青，两人土上说原因；三人寻牛牛无角，草木丛中有一人。

虞二人共凳不出头，丁字脚下打绣球；一人就把绣球遮，柑子树上结石榴。

其中歌淤，运用拆字法，将言字旁拆解成“一点一横长”“二点”“口四方”。再将右边的

“吾”拆解为“五官坐”的“五”和“双口讲文章”的“口”，合起来为“语”字。其中对笔划的描述，

也有不够准确之处。例如“二点口四方”，应为“二横口四方”，但由于是民间文学，只求大概，

不必细究，也不为错。

其中歌于运用了拟物法和诡词法。把数字“八”比作一对平排飞翔的鸳鸯，并用“一个瘦

来一个肥”，暗示“八”在书写时粗细不一的特点，这就是拟物。接下来两句“一年只能来一转，

一个月里来三回”，用诡词法提供猜射条件：一年之中只有“一转”，暗示在一年中只有一个

“八”月；而一月之中“来三回”则暗示在一个月时间内，有三个“八”日，即八日、十八日、二十

八日。这种指东道西，自相矛盾的制谜方法，就是诡词法。既提供出些许蛛丝马迹，为猜谜者

指出思考线索，又进一步误导对方，将其引入歧途。歌盂谜底为“樂”字，这里也运用了拆字

法。将“樂”字的上半部分拆解成糸、白、糸；下半部分的“木”字拆分为“八”和“十”字。整首谜

淤“ ”读“e”（轭）音，门扇意，两“ ”成一門。“ ”字读音为《平地瑶歌选》作者之一，湖南江华民宗局任

涛（瑶族）先生指点，在此深表谢忱！

于 参见彭式昆《江华民族民间歌谣集》，第 26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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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还用了叙事手法，讲述“东边人”和“西边人”分别去买“白丝线”和“白花丝”，“去得早”的人

买得便宜，“去得迟”的人买得贵的小故事，使谜面听起来津津有味。

歌榆和歌虞为蝉联字谜。谜面互相关联，环环相扣，破其一字，则势如破竹，其余谜底很

容易被一一破解。歌榆“言是青山不是青”，“言”加青山之“青”为“请”；“两人土上说原因”，提

示“土”字上面有“两人”，为“坐”字；“三人寻牛牛无角”中的“三人寻牛”暗示出“奉”字的字头

结构；“牛无角”，“牛”字没有角，可以猜射为“奉”字的下半部分结构。上下合起来为“奉”字；

最后一句“草木丛中有一人”，隐射“艹”和“木”之间有一个“人”字，即为“茶”字。四句诗构成

的谜底为“请坐奉茶”。歌虞首句“二人共凳不出头”，“二”与“人”的组合，又不出头者为“天”

字；“丁字脚下打绣球”为“丁”字下面加一点，是个“下”字（“丁”字缺勾，为不规范写法），用了

拆解加象形的手法；“一人就把绣球遮”，“一人”为“大”，再加上一个“绣球”，即“一点”，遂构

成“太”字；“柑子树上结石榴”，“干”与“柑”谐音，用“干子树”代替“柑子树”，“结石榴”用了象

形法，将“干”字左右加上两点，变为“平”字。谜底为“天下太平”。

谜底巧妙拆解出字形，再现了汉字的形象性。其中“丁字脚下打绣球”“柑子树上结石

榴”，将汉字的基本笔画点比喻为“绣球”和“石榴”，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字形，又表达了瑶乡风

情和老百姓朴素的生活理想。同时，四句七言构成的歌句也朗朗上口，带来听觉上的美感，让

人过耳不忘。

瑶族“文字歌”的文化功用

瑶族“文字歌”的文化功用，主要表现在文化娱乐、文化传习、文化创造上。

1. 文化娱乐

人类的生活少不了娱乐和消遣。饱含着“游戏精神”的民间文学，从古到今，一直是民众

生活的开心伴侣。游戏是为了体验游戏本身的乐趣，是自由的活动，贯穿着娱乐性和快感体

验。席勒也说过“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并且，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

他才是完整的人”。淤歌唱与猜谜就是民间文学中最具娱乐性的形式，也是民众生活中非常人

性化的精神消遣方式。这里所指的“游戏精神”不同于现在市场化倾向影响下所流行的所谓

“娱乐化”“庸俗化”。瑶族生存环境恶劣，不断迁徙流离，生活中的艰辛需要用歌唱娱乐的方

式来调节，以维系精神上的平衡。“不唱山歌心好慌，好比家中断了粮；家中断粮吃野菜，嘴不

唱歌断肝肠”于。瑶族祭祀祖先盘王，通常是一个盛大而漫长的过程。除了请神等仪式歌曲外，

淤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 76页。

于 农学冠、李肇隆：《桂北瑶歌的文化阐释》，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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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穿插一些轻松、调侃和益智方面的歌调来调节气氛和愉悦身心。在婚丧礼仪中，也需

要用歌唱来营造气氛和疏导情绪，拆字猜谜歌应运而生。

“文字歌”的娱乐性来源于字谜引人入胜的游戏规则。《文心雕龙·谐隐》：“谜也者，回互

其辞，使昏迷也”，“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淤谜是让人动脑筋来猜的，既要使人感到有难

度，百思不得其解。又要提供线索，启发思路，引导破谜者穷追不舍地去探寻谜底。好的字谜，

初看使人“昏迷也”，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产生浓厚的审美期待，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获

得“顿悟”，心情豁然开朗，享受到“柳暗花明”的精神愉悦，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谜语是各民

族感受语言魅力，满足好奇天性的文字游戏。谜语带着欢快的心情、发散的联想抒发对事物

的观感体验和见识，并以垂询的姿态寻找和等待玩伴。它既有守口如瓶天机不可泄露的骄傲

与矜持，又有迫切的渴望不耐寂寞的期待和顾盼。二者构成巨大的张力，使谜语拥有无穷的

吸引力，‘谜’惑着我们。”于瑶族“文字歌”充分体现作者对汉字结构揣摩的睿智，故意设置猜

射障碍，又运用指东话西、谐音别解、模糊概念等方法，制造显与隐的矛盾，将人引入歧途。增

加了谜面与谜底的距离，令人费解与玩味。

瑶族“文字歌”的娱乐性还来自于它的互动性。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文字歌”的歌

唱需要回应和破解，虽取材短小，但不乏绘声绘色，勾勒出趣笔趣事，构成小谜歌中的大手

笔，将民间文学的娱乐性发挥到极致。看似轻松的盘歌和应答中，既有设谜方的挖空心思和

巧设陷阱，又有破谜方百思不解的焦虑和一旦射中谜底，验证智力的快感。紧张疲惫的身心

得到放松，何乐而不为？

2.文化传习

民间文学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寓教于乐”。作为识字游戏的“文字歌”，这一功能格外明

显。因为单纯的娱乐是不存在的，“文字歌”的演唱，在娱乐之后总会带给人们某种思索和启

迪，收获认字习字解字的乐趣。

“文字歌”的“寓教于乐”功能首先在于化难为易，趣味教学。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曾说过：

“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盂。

提倡将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汉字拆分为数个独体汉字，使汉字识读由难变易。“文字歌”的

作者谙熟汉字拆分道理，运用拆分识字结构成歌，使汉字的结构在游戏中烂熟于心。“文字

歌”均为歌谣体，可吟可唱，异文繁多，并形成固定套路，例如“一笔写成是某字”“一字写来

……”“哪字写来……”“一点写来……”，朗朗上口，易传易记，也大大降低了习字的难度。“文

淤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 160页。

于 王燕：《谜语策略及认知机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 3期。

盂 王均：《文字蒙求》自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2年，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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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歌”的演唱，都是在还盘王愿或婚丧仪式中进行的，不需要另设歌唱语境和习读空间，“教

育即生活”，歌堂即课堂。把原本严肃的教学融于生动的民俗情景中，在有意无意之间，进行

情景式的认知学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完全宽松自由的状态下进行汉字文化的普及，而

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和强制命令，更不是灌输，这种自然状态中的歌唱教育，是“寓教于乐”

的最高境界。

3.文化创造

“文字歌”从常见的文字中重构、演绎出新的文化内涵，体现了瑶族在参与“说文解字”、

修辞比喻、俗字创造等方面的聪明才智，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化创造精神。

文字的创造，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只是文人墨客、士大夫的专利，也可以是山野村夫、农

妇孩童参与的精神活动。老百姓不是只知道春种秋收和柴米油盐的泥腿子，作为文化的创造

者，他们的社会知识面也相当丰富。其中的佼佼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及人事，加上年复

一年歌场的实战演练和实践熏陶，个个出口成章，满腹文才。瑶族与壮族一样，喜好作歌，歌

成后先抄成范本，供奉后珍藏。歌本历来是当地民歌流传的重要载体之一。加之年复一年的

歌场对歌熏陶，培养了歌手们的汉字认读水平。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人们，其汉字修养和认读

水平都不可小觑，有时候当地汉族都不敌。

汉字的魅力体现在使用和创造之中。汉字中 95豫以上是合体字，偏旁有千余。汉字的笔

画和偏旁部件的可拆分性为汉字字谜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汉字的可拆分性使汉字的重

构呈万花筒效应，变幻无穷。利用汉字的形、声、意，加入编者的经验和感受，来实现汉字的拆

解与转换，给予该汉字从内涵到外部结构的重新建构，这实际上也属于一种文化创造。瑶歌中

的拆字游戏，不拘“六书”，既有按常规结构、部首、笔画的拆分，也有反常规的拆分。商承祚释

“天”为指事字，因“天在人上，故绘人形在后，作一注或两画一画以指其处，只求表现其意”淤。

而瑶歌中的“天”被解读为“二人共凳不出头”，或“二人并排不出头”。因为瑶歌的功用主要是

娱人娱己，寓教于乐，而不是科学考证。故而在对汉字的解读上发挥了巨大的艺术想象，天马

行空，无拘无束，丰富了汉字形象的内涵。

瑶族“文字歌”的文化创造，还体现在歌中所呈现出的审美情趣上。民间艺术是民众智慧

与美感的结合。“中国自古就有许多由‘趣’组成的审美范畴，像雅趣、俗趣、天趣、奇趣等，这

些趣味形态内涵不同，各具风韵，体现着一种独抒性灵的智慧和快乐，每一种趣味形态，都以

其独特性造就一种魅力，它能给人以异乎寻常的体验，而这体验又能让人快意于心。”于瑶族

淤 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 163页。

于 徐放鸣：《审美文化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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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歌”传达的是带有民间美学趣味的情感体验，这种美学趣味可概括为以下“三趣”。

其一是天趣。“一笔写来是三字，中央一站便成王。王字镶边是田字，田字过头就是由。由

字过尾成申字，两头提划便成車。車下走耳成連字，連字連城好唱歌”淤。这首添笔歌发挥孩童

般的想象力，一句一字，不断添加，在游戏中巧设语言连环，变化文字戏法，又显得自然天成。

其二是奇趣。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好奇是人类审美期待的原动力。“文字歌”对汉字采用

不规范的破解方式，或绕弯子说话、或随性附会、或巧设关节，制造误读和歧义。这些都突破

了人们的惯性思维，反映出谜者出奇制胜的认知心理，构成幽默诙谐的修辞效果，使人开心

快意，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请看以下对唱：

女：上也勾勾挂，下也挂勾勾；中间打一棍，满地血流流。

男：昔日孟母择邻处，三次搬家为孟家；孟子成为大文豪，母教儿孙方法佳。于

这是一段五言和七言的谜歌互答。“妹”巧设谜局，将“子”字喻为上下两个勾勾的物体，

酷似一个“了”字，但中间被拦腰打了一棍，带来“满地血流”的后果。“中间打一棍”，既拆解出

“了”字加一横的外形，又是导致“满地血流”的原因，引出“皿”字的出现；由于被打了“一棍”，

“血”少了一撇，“皿”字遂成。短短四句歌，紧扣谜底“孟”字做离合解构，一石双鸟，出奇制胜。

“哥”的回应也很巧妙。不仅深谙字形，还能引申出与“孟”字相关的历史故事，可谓才思敏捷。

歌中出现的“上也勾勾挂，下也挂勾勾”句式，形式上循环往复，妙趣横生。

其三是俗趣。相传南宋女词人朱淑贞有首著名的《断肠谜》：下楼来，金钱卜落；问苍天，

人在何方？恨王孙，一直去了；詈冤家，言去难留；悔当初，吾错失口；有上交，无下交；皂白何

须问；分开不用刀；从今不把仇人靠；千里相思一撇消。盂

这首诗与前文所引瑶族“字形歌”一样，都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字作为猜射和描摹对象，但

是两者在文化趣味和审美取向上，有着天壤之别。瑶歌所用的是口语，浅显通俗，联想丰富，

讲述的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文化故事，抒发的是大众情怀。朱诗为书面语，工整精致，浅唱轻吟

中掩不住才情四溢。运用文人灯谜中的减笔格，抒发的是怨妇之情。

瑶族“文字歌”的创造性，还在于形成了一套别致的抒写与歌唱形式，既是“寓教于乐”游

戏精神在瑶歌中的体现，又显示出瑶歌叙事套路的独创性。例如同是“一笔写成是某字”开

头，可组成以下不同的“文字歌”：

一笔写成是木字，米字写来右边安，女字安在米脚下，同伴来到新娘楼。

一笔写成是木字，王字写来右边安，燕子衔泥枉费劲，歌情逢娘枉费心。

淤 奉大春、任涛、奉恒陞：《平地瑶歌选》，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 133页。

于 农学冠、李肇隆：《桂北瑶歌的文化阐释》，第 82-84页。

盂 转引自刘华明、郭运河《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卷，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 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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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写成是木字，人字写来右边安，母字写在人下头，知姐杨梅落哪方？

一笔写成是木字，目字写来在右边，心字写来脚下安，今夜歌情想在心。

一笔写成是木字，寸字写来右边安，望姐歌情留下俫，望姐歌情留俫村。

一笔写成是木字，弟字写来在右头，木字弟字并排站，几时踏上姐胡梯。

一笔写成是木字，豆字写来在中央，寸字写来右边站，空挂鸟笼在“木豆寸”头。

一笔写成三江水，乌云肚里八八飞，木字写来脚下站，海水鲤鱼离水深。

一笔写成三江水，又字写来在中央，佳字写来右边站，同伴受缠姐滩头。

一笔写成三江水，工字写来右边站，工字受逢三江水，隔江看见难得逢。

一笔写成三江水，小字写来在右头，月字写来脚下站，有福逢娘无福消。

一笔写来是言字，土字写来右边安，寸字写来脚下站，诗歌拆字姐聪明。

一笔写来是言字，主字写来右边安，月字写来脚下站，几时同伴请行娘？淤

在固定的套路中展开变化，分别解构出“楼”“枉”“梅”“想”“村”“梯”“木豆寸（樹）”“深”“滩”

“江”“消”“诗”“请”等字，和而不同，相映成趣，具有独特美感。此套路还可以无限地编唱下

去，充分展示歌手们以口代笔，妙“笔”生花，即兴编唱才能。

瑶族“文字歌”的当下意义

瑶族“文字歌”的个案提醒我们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有必要重新审视如下问题。

1. 重新认识瑶族与汉字的关系

汉字是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财富。它不仅对汉族文化生活产生着

巨大影响，对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以及世界文化也产生着巨大影响。汉字是民众的创造，汉字

只有在不断使用中，才能焕发出生命活力。瑶族与汉字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除

了瑶族固有的对歌习俗与歌堂传书传统外，还得助于道教的传播。宋代传入瑶区的道教，其

传播载体主要是汉文经书，一般瑶族男子到了成年时期都要由瑶族师公、道公举行“挂灯”

受戒仪式。“挂灯”、受戒时除师父秘授仪式与法术外，抄写师父传予的汉文经书，便是一大功

课。先由师父逐字逐句逐篇教念教写，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把全部经书念熟抄下方算结业。云

南蓝靛瑶“度戒期间，受戒者住在度师家中，……由师父传授各种宗教仪式和课目，学到一定

程度后，可自己回家念诵经书，念完 18本后，度戒才算结束”于。这些经书也就成为瑶族可读

汉文的教科书。在瑶乡，男性青年即使没有机会进学堂，也能通晓汉字，甚至有着较高的汉文

淤 此处引文参见奉大春、任涛、奉恒陞：《平地瑶歌选》，第 135-200页。

于 黄贵权：《瑶族———河口瑶族乡水槽村（云南民族村寨调查）》，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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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修养。瑶族为了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后代进行历史文化教育，也会通过宗教拜师途径

和乡学、自学方式接受汉字扫盲。部分瑶族迁徙到东南亚和欧美以后，也将这种崇尚文化的

风气带出国门。在老挝、泰国和欧美，瑶人都曾编汉文启蒙课本，在族人中传授本民族历史文

化。所以，尽管现在客居他乡，但仍珍藏祖宗传下来的汉字抄写而成的经书和歌本，不少人还

能认读。“文字歌”的出现，非一日之功，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

2. 重新认识各族民众与汉字的关系

汉字究竟是汉民族所创，还是各民族共创？持汉字“是汉人创造文明的工具，是汉民族智

慧的结晶”淤的观点，仍有一定的代表性。瑶族“文字歌”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少数民族在汉字构

成和运用上的贡献。瑶族同胞使用的俗字，像 、满、木豆寸、木卓、 等，都记录在生动有趣的“文字

歌”中，代代传承下来，反映当地丰富的语言资料，为汉字系俗字补充了珍贵字例，为研究俗

字的构造理据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将有益于瑶族方言俗字研究，为少数民族认知科学理论的

建立提供语言样本。

在中国民歌中，“文字歌”只是一个很小的类别，微不足道，容易被忽略。“文字歌”的研究

也属于薄弱环节，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歌”，更是弱中之弱，这与社会上的偏见有关，一方

面传统观念鄙视文学艺术的娱乐性，否认艺术的“游戏精神”；另一方面对民众“舞文弄墨”，

从事文字游戏的资质持怀疑态度，这都影响着“文字歌”的搜集、抢救与研究。故建立包括少

数民族拆字歌、字谜歌在内的中国民歌或中华字谜库，对保护中国民歌与字谜文化的多样

性，有着重要意义。汉字之所以博大精深，色彩纷呈，毫无疑问，少数民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少数民族“文字歌”中总结汉字在少数民族方言中运用的特殊规律，为汉字文化在不同族

群中的传承和运用提供借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有力依据。

3.发挥传统“文字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民歌历来都是民众的开心伴侣，养心良药。任何时候，只要唱起民歌，就会忘却烦恼。“文

字歌”有极大的娱乐性，具有趣味之美、修辞之美、诗性之美与智慧之美，是民歌中的珍贵品

种，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过程中，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发扬光大。

现代社会对娱乐、休闲的要求比传统社会更为迫切。作为民歌的一种，“文字歌”用智慧

建构汉字迷宫，供民众劳动之余斗智逗趣，娱情怡性，恢复身心活力。它的几大传统功用：游

戏、欣赏、教育、创造都可以在现代社会人群中继续发挥作用。瑶歌“文字歌”寓教于乐，既能

放松心情，又能普及汉字文化知识，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续。这种方式也适用于现代不同层次

的汉字教学。

淤 李纯甫：《汉字体现的汉人自然观念及原始崇拜》，《抚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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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歌“文字歌”所体现的文字传统为瑶族新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文化建设是一个逐步积累、持续发展的过程。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传统文

化的根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素质固定由某一种文字形式来体现，在长期的历史承袭

过程中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使这种文字成为该民族文化特点之一，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文字的文化特质既体现在文字形式本身之中，也体现在用该种文字所记录的

文献之内。”淤瑶歌“文字歌”及其文化传统，体现了瑶族人民在统治阶级文化垄断和文化压迫

下，争取文化自主和文化平等的积极抗争精神。瑶族历史上不断迁徙，居无定所，又经常受到

迁徙地文化的冲击，保留祖先传下来的文化尤为重要。瑶族保留民族文化的方法除了口传心

授外，还借助于汉字的书写习读，将民族记忆用纸笔传抄下来，使本民族历史不至于在颠沛

流离的迁徙中流失、中断。“文字歌”就是他们在被剥夺接受正规文化教育权力的条件下，自

我教育，文化自救之良方。

“文字歌”虽然可以书写出来，借助抄本流传，但它的本质是属于人民大众的。通常是为

“唱”而写、为“传”而写、为“记忆”而写，而不是相反。在形式上它以歌体形式呈现，比之散文

体字谜更有优势，更利于流传。借助文字的书面载体，瑶歌也获得更为丰富的传承传播范式，

超越时空局限，流传得更广泛、更久远。

（何红一，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毛巧晖】

淤 张公瑾：《汉字的文化属性》，《民族语文》1999年第 1期。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