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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鸟生商"——商族人原始崇拜的内涵及演变

朱凤祥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商丘476000)

摘要：在中国古代氏族社会时代，每一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将其奉为“祖先”而加以崇

拜。文献中关于“玄鸟生商”的传说，说明商族人的图腾就是“玄鸟”。这一传说自商周至秦汉虽然

有所演变，但传说的主题始终没有改变。即人们始终把玄鸟作为商族的图腾，认为殷商王朝的始祖

契是由玄鸟所生。契之前无父而生，契之后子孙相承，反映了商族由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真

实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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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人类最初的活动，

总是充满着灵异而又富有想象的神话色彩。中国神

话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绚丽夺目而又纷繁无比。尽管这些神话传说

中包含着不少合理的臆造与失衡的夸张，但历史就

是要通过各种途径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的存在。那

么，在先商民族的历史中，“玄鸟生商”的美丽传说，

到底留给人们哪些启示呢?

一、玄鸟——商族人的图腾
图腾崇拜是母系氏族的共生物，是一种最原始

的宗教形式。从宗教方面说，在氏族社会之前是信

仰万物有灵，到氏族社会时代，便发展为图腾崇拜，

或称图腾主义。“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

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图腾的首要

标志是被奉为“祖先”，有“血缘”关系。在原始人的

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

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

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

话中，氏族人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来源于某种动

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

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

图腾崇拜的深刻程度远胜于一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

拜，是真正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与万物有灵的不

同之处是：万物有灵是对一般的自然现象及动植物

的盲目崇拜；图腾崇拜则是对一种或数种特定的自

然现象及动植物的崇拜。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

图腾信仰，中国也不例外。据民俗学和传说资料所

示，在中国历史上，自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以至夏

代，都有图腾信仰的存在。《左传-昭公十七年》郯

子语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日云师而云名。炎

帝氏以火纪，故以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以

水师而水名。大(太)嗥氏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

名。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

鸟师而鸟名。”这里所谓云、火、水、龙、鸟，都是当时

氏族社会的图腾。

学术界普遍认为，商族的祖先为东夷人，而少嗥

氏为东夷人的祖先。《左传·定公四年》注：“少嗥

虚(墟)，曲阜也，在鲁城内。”即今山东曲阜。以鸟

为图腾的少嗥氏之族，是由几个胞族所组成的一个

部落。其中属于第一个胞族的五个氏族，即以凤鸟、

玄鸟、伯赵(劳)、青鸟、丹鸟为图腾，其中“凤鸟氏历

、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

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这里的少嗥部落俨然

成了鸟的王国，少嗥氏便是这个鸟王国的首领，是百

鸟之王。诸鸟后面的“氏”字，诸如“风鸟氏”、“玄鸟

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等，说明这些

鸟名乃是一个个氏族名或氏族酋长名称，意味着少

嗥所领导的，正是一个由许多鸟图腾氏族联合而成

的大部族。

和东夷族一样，商族也是一个鸟图腾部落。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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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信录》等书，有好多著作都严辞批驳“玄鸟生商”

的传说。王充在《论衡·奇怪篇》中说：“儒者称圣

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

禹，故夏姓日姒。高(即契)母吞燕卵而生成，故殷

姓日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日姬。”

“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对于

汉儒们的这种论说，王充不以为然，他说：“且夫薏

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

气也，安能生人?说圣者以为禀天精微之气，故其为

有殊绝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鸟、以土，可谓精

微乎?今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

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

清朝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一书

中，对这种说法曾作过总的回答。他说：“《玄鸟》诗

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契生于岛乙卵甚明，若但以

为玄鸟至而祀鸟乙生契，何言天命，又何但言天命玄

鸟?作此诗者，近不辞矣。《诗经·商颂·长发》

云，有贼方降，帝立子生商，《列女传》高诱《吕览》注

引皆无帝字，诗称有娥，不及其夫，自不以为帝喾所

生，则契非帝喾所生甚明。”又说：“且据诗而论，无

论事之有无，而诗人所言，明以为有，如必断为理之

所无，则当起周鲁与宋，作诗之人，责以诬祖之罪，不

当谓三家说诗为误，责以诬古之罪也。”又说：“尝谓

后世说经之弊，在以世俗之见，律古圣贤，以民间之

事，拟古天子。仲任生于东汉，已有此等习见。即如

其说，亦当以为诗人之误，不当以为儒者说诗之误

也。”皮氏以为作诗的人，是相信感生之事，相信契

本无父、玄鸟生商的。他反对古文经学家附会解经，

以及王充等人的所谓科学之见，说：“无论事之有

无，而诗人所言，明以为有。”18j(嗍’认为既要解诗，
就应当承认诗人确是相信那些传说的。

其实这些神话传说，说它真有其事，当然不能；

说它荒诞无稽，完全没有道理，恐亦不妥。作为一个

无神论者，王充对当时儒学之士的批评是有一定背

景的。当时，儒生们自幼诵习的是记载和颂扬上古

及三代的儒家经书，他们崇古卑今，迷信古代达到是

非颠倒的境地。因此，王充对儒生们强加在夏商周

三族创始人身世上的神秘色彩极力驳斥。这在当时

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现在看来，王充完全否认这

些神话的可信性，其弊陋在于他不能从现代民族学

的角度、从人类学的角度、从图腾标志和祭祀礼俗的

方面解释玄鸟生商的史实，看不到这～传说背后所

透视的重要史学信息。对于这种时代的局限性，我

们不必苛求。

传说契本无父，同文献中常见的“古者知母而

不知父”的说法相类似，都是远古母系氏族制度曾

经存在过的一种反映和形迹。传说玄鸟生商，则是

早期商族崇拜鸟图腾的遗存。图腾崇拜是在原始人

联合成为早期氏族的家长式集团的时期产生的，这

种集团由于起源于共有的女祖先，因而彼此又常常

统一结合在一起。早期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便是荒

诞地把这一部落的人，说成是起源于玄鸟。而《诗

经·商颂》的传说，又恰恰把女祖先有贼和鸟图腾

统一地结合起来。“玄鸟生商”的神话，我们当然不

会完全相信。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创世神

话，大都是该民族早期发展、社会状况、民族精神以

神话形式进行表述的历史文本，它是该民族文化在

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表现形式。尽管其中有不少前

人臆想和后人附会的成分，但都能反映出真实历史

的一些影子。

今天，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契

本无父、玄鸟生商这一感天而生的传说，至少说明了

契之前无父而生，契之后子孙相承，它反映了商族由

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真实史影，也反映了商

族在远古时期以玄鸟为图腾这一历史的残迹。因

此，它对于研究商族起源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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