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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蜀鸟崇拜的起源、发展和内化为文化因素，有其自身的演进轨迹。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古蜀

的鸟崇拜经历了起源、繁荣和演化三个阶段，核心特征是原始信仰、神权统治和世俗作用等方

面。最终，这种鸟崇拜又与其他文化因素有机结合，体现了古蜀多元化共生性的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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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的鸟崇拜与演进轨迹
◎ 王 凯

文献对古蜀政权或族系的称呼中，显现了丰

富的鸟崇拜痕迹。相关考古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

鸟纹和鸟形器物，表现出鸟在古蜀历史上的特殊

性和重要地位。本文旨在运用训诂学、人类学和

历史实证的方法，分析古蜀鸟崇拜的演进轨迹及

其成因与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一、文献和遗存中的古蜀鸟崇拜

在古蜀文化中，鸟的存在颇为丰富。文献中把

早期古蜀纳为“三代”。《蜀王本纪》载：“蜀之先

王名蚕丛，后代曰柏濩，又次者曰鱼凫。”“三代”

之后，又有“杜宇”、“开明”。“后有一男子，名曰

杜宇；荆有一人，名鳖灵。”可知古蜀的族系或政

权有五个，即蚕丛、柏灌（或作濩）、鱼凫、杜宇、

鳖灵。“三代”、“两帝”之说不过是附会之言。段

渝师指出，“三代”的名称首先分别是三个族系的

共名，为族系所世代承袭〔1〕。之后的两个族系亦

同此理，杜宇和鳖灵是本名；蒲卑、开明则是族系

共名。而共名的使用，是以共名的形式对其族系

进行概括化和象征化的描述，故通常保留了丰富

的历史信息。可先从这些名称中去探求鸟崇拜痕

迹。

与鸟有关的名称始见于“柏灌”，或作“柏

濩”。柏可通伯，上古均铎部，同在帮纽，声韵全

同。而伯即大也，《释名》说“柏车，大车也”；灌

与濩通，均从隹，鸟形，《山海经》云：“有鸟焉，

其状如鸠，名曰灌灌。”郭璞注：“灌灌，或作濩

濩。”因此，“灌”或“濩”即鸠鸟，柏灌是指鸠鸟

之大者。《吕氏春秋》有：“鹰化为鸠。”《礼记·王

制》有：“鸠化为鹰。”故时人认为鹰幼小时为鸠，

鸠之大者为鹰。可知“柏灌”即指大型鹰隼类鸟。

另有“瞿上”一词，《华阳国志》：“杜宇⋯或治瞿

上。”《路史·前纪》载：“蚕丛，纵目，王瞿上。”

瞿字从目从隹，金文有 （商鼎），或为瞿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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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之前，处于成都平原边缘的哈

休遗址、刘家寨遗址、营盘山遗址中，就均发现

有变体鸟纹陶器〔6〕。后来的三星堆二至四期，大

量出土鸟头勺把〔7〕。一号坑出土金杖（K1：1），

鸟、鱼、人三种形象相串联；B型璋（K1：235附

5），“射部镂刻成鸟形”〔8〕。二号坑的三鸟三羊

尊（K2②：127），八鸟四牛尊（K2②：146），小型

凤鸟饰（K2②：70附9）和鸟形饰（K2③：4附l），

I号大型青铜树和II号大型青铜树上的立鸟，神

坛标本（K2③：296）的鸟身人面像和顶部四角各

立的鸟，青铜大立人（K2②：149、150）其身上阴

刻鸟纹〔9〕，青铜鸟脚人像（K2③：327）〔10〕。另外

还有人首鸟身像和解释为鸟形的A型青铜人面像

（K2②：148）〔11〕，等等。与三星堆二期“相差不到

一百年”的成都十二桥早期中，也出土了与三星堆

形态相似的鸟头勺把（I T313：7）和鸟纹陶器〔12〕。

成都金沙遗址中，出土刻有鸟、鱼、人的金冠带

（2001CQJC∶688），形制各样、数量众多的鸟形

青铜饰，其中又以一件鸟首为典型。将鱼、鸟化为

一体的鸟首鱼身金箔饰（2001CQJC∶687-1），带

柄铜有领壁形器（2001CQJC：588）中环绕飞翔的

三鸟，著名的太阳神鸟金箔（又名金四鸟绕日饰，

2001CQJC∶477）〔13〕。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非其鬼而祭之，

谄也。”出土如此丰富的鸟形器物，且多为作祭祀

礼器，正是体现了鸟在古蜀文化中首屈一指的重

要性与对鸟的崇拜。

二、古蜀鸟崇拜的演进

既然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中都可见古蜀的鸟

崇拜痕迹，而且几乎贯穿于发展历史中，那么，时

间上处于不同时段的鸟崇拜之间是否有所联系

和区别，或者说古蜀的鸟崇拜是否存在阶段性的

演进特征？这就需要对古蜀的鸟崇拜文化进行分

析。

如上所述，文献中鸟崇拜前后经历了柏灌、鱼

凫、杜宇三个族系，故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

柏灌时期，对鸟的崇拜从无到有，不仅族系名称与

文。“瞿”字上部双目与下部“隹”字不相连属，当

是用眼观鸟之意，显与管理、饲养鸟类之事有关。

关于瞿上之所属，段渝师认为《路史》“当属臆

说”，瞿上不可能与蚕丛对应〔2〕；徐亮工考证之后

则认为“瞿上为柏灌氏所建之都”〔3〕，瞿上或与

柏灌有关。

再有“鱼凫”。“凫”字甲骨文作 （《合集》

14161），金文作 （周中爯  ）。在甲骨文中一般用

作地名，例如：

贞王入于凫朿（《乙》580）

参考于省吾先生将下部与“凫”相似的 字

释为“象人坐于人上之形”〔4〕，凫古音又同伏，作

声，故“凫”字当为从隹从人，人作伏状，“象人之

伏”〔5〕。看上去像是鸟凌驾于人之上，或者是人

拜伏于鸟之下。“鱼凫”之“凫”字形象，说明鱼凫

时期古蜀人与鸟的特殊关系给商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鱼凫时期古蜀人的象征，

应视为古蜀鸟崇拜的生动写照。

关于杜宇，有“从天而下”、“从天堕”、“从

天下”等记载，均言杜宇及其族系来自于“天”，

隐喻其为鸟的化身。《华阳国志》载，杜宇“更

名蒲卑”。蒲卑之“蒲”，郑玄注“周以蒲勺”说：

“蒲，合蒲，如凫头也。”蒲与凫音近，其义当同。

后来，杜宇曾和周交好并献上珍物，《逸周书·王

会》说：“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孔晁注：

“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将与凫鸟有关的“蒲

卑”作为共名，把凫鸟列为珍宝，当知鸟崇拜有其

根据。杜宇死后，还有化身为鸟的故事，《蜀志》因

云：“杜宇⋯⋯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

曰子规鸟。”

此外，《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青鸟，名

曰鸀鸟。”鸀和蜀古音同在屋部，侯纽，同音而形

近，鸀或为鸟、蜀二字之合文。据蒙文通先生考

证：“《山海经》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

巴、蜀文化的古籍。”这也多少反映出一些古蜀的

鸟崇拜影子。

以上都从文献资料层面昭示着古蜀的鸟崇

拜，在考古中的鸟崇拜遗存更是处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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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丛族系有了由虫到鸟的根本性变化，而且还将古

蜀的都城与对鸟类的管理和饲养相联系。第二个

是鱼凫时期，从“瞿”到“凫”就是这个时期变化的

一个缩影，之前是人眼在上鸟在下，而现在成了人

拜伏于鸟之下，鸟的地位提升了，鸟的崇拜得到了

强化。第三个是杜宇时期，鸟崇拜又向另一个方向

演化。杜宇不仅自化为鸟来强化统治，后来为了巩

固政权又将鸟作为礼物进献以交好周室，还改造

鸟崇拜的内容以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

从考古遗存来看，时间最早，地处古蜀文化

边缘的哈休遗址、刘家寨遗址、营盘山遗址等所

发现的变体鸟纹陶器当为鸟崇拜的源头，图案风

格原始而朴素，与后来的鸟形象有所区别，当为第

一个时期。三星堆二至四期，开始有了鸟形器物，

而这些器物中鸟的造型的均为鹰嘴、钩喙、大眼，

恰似猛禽或鸾凤形象，显得神秘而肃穆，再联系

出土器物多为祭祀礼器，这显然与第一个时期不

同，应作为第二个时期。稍后的成都十二桥遗址和

金沙遗址中晚期，也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鸟形器物，

但鸟的造型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与三星堆一

脉相承的长喙带钩的猛禽造型以外，还有五件小

鸟形象，虽说与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立鸟相似，但

其喙的弧度明显不如前者，显得更加温和。这是

第三个时期。

不管是文献还是考古材料中，古蜀的鸟崇拜

文化显然都经过了起源、繁荣和演化三个演进阶

段。换言之，文献和考古材料中的鸟崇拜痕迹，

是古蜀鸟崇拜文化三个阶段演进轨迹的两方面体

现。如下表。

古蜀鸟崇拜的演进阶段表

演进轨迹 文献资料体现 考古材料体现

起源阶段 柏灌时期 三星堆文化二期前

繁荣阶段 鱼凫时期 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

演化阶段 杜宇时期 十二桥和金沙文化中后期

下面将对这三个阶段的演进原因和文化内涵

进行分析。

（一）起源阶段

古蜀的鸟崇拜从无到有，地理环境、经济活

动和文化传播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原始信仰是

这个阶段的特征。

第一，地理环境。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距

今五六千年的气候必然比现在温暖潮湿〔14〕。当时

成都平原非常湿热，丛林密布，正是《山海经》中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

琴”之境。这样的环境一方面提供了食物来源，另

一方面却“爰有百兽”，充满危机。不仅如此，“盆

西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岷江顺势从西北

而来，流贯其间，每逢夏秋上游涨水，平原必受其

害”〔15〕。古蜀文明的发展可谓就建立在治理水患

的基础上。面对复杂的环境，古蜀人自然期望能够

获得鸟类展翅高飞的能力，以躲避灾难。对于原始

人类而言，万物都是“神秘的”，其思维往往为互

渗律所影响。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服从于

集体表象，而集体表象又受到互渗律的支配〔16〕。

弗雷泽所谓的“接触巫术”的原理就是“物体一

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

的互相作用”〔17〕。因此，古蜀人可能就通过这种

基于互渗律的原始巫术和原始崇拜，以求获得鸟

的能力。出自于《山海经》的“精卫填海”神话，正

是这样一种希望以鸟的飞翔能力来对抗洪水的美

好愿望的真实体现，“女娃”死而复生，则可能被

视作鸟的另一神秘能力。杜宇死后也有死而复生，

化生为鸟的传说。并且还能和《山海经》中“有鱼

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相印证，其痕迹

在三星堆的金杖、金沙遗址的鸟首鱼身金箔饰和

金冠带上亦有体现。另外，鸟能飞天，那么天上所

发生的一切“神秘的”现象也就都和鸟有关了。从

而，鸟与天之间产生了基于互渗律的联系，对鸟的

崇拜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天的崇拜了。这就为

以后古蜀的鸟崇拜与日崇拜和神秘主义相联系做

了铺垫。

第二，经济活动。鸟崇拜是古蜀人在长期的经

济生产中不断增强了解才产生的。鸟崇拜的起源，

应在考古学中有所体现之前还有非常长的发展时

间。距今5500年，茂县下关子遗址所出土的鸟骨

正是古蜀人早就与鸟接触的例证；而营盘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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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陶片上的鸟纹则表示古蜀人已对鸟的形态有

了一定的认识。

柏灌是鸟崇拜兴起的体现，这和当时原始的

半农半牧经济形态有直接关系。一般认为，蚕丛

活动于岷江上游岷山山脉，鱼凫已进入成都平

原，柏灌介于二者之间，当活动于山地和平原交

界一带，其经济形态尚未能将完全转变为低地农

业。半农半牧经济形态，不发达的农业，再加上极

不稳定的气候〔18〕，全靠农业无法满足需求，还必

须依赖于渔猎畜牧的补偿。因而柏灌时期渔猎经

济必然占了一定的比重。如上所述，柏灌是指大型

鹰隼类鸟，是一种长钩带喙、隼目凌厉的食物链

顶端食肉鸟类。其族系以猛禽为名，大概是他们

利用鹰隼猛禽协助狩猎之盛景的一个侧面体现。

“人们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

就是神”〔19〕。鸟作为和柏灌族系生命和存在息息

相关的一种动物，自然倍加崇敬。

第三，文化传播。早于古蜀文明，位于四川以

北的马家窑文化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痕迹。其

林家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傅家门遗址、福临堡

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鸟纹陶器〔20〕，特别是青海宗

日遗址出土鸟头碗的把部鸟头，与三星堆遗址的鸟

头把勺被认为“有异曲同工之妙”〔21〕。其文化向南

影响至四川境内，岷江上游岷山山脉地区的刘家

寨遗址、哈休遗址、营盘山等一系列遗址中均出土

了与之极为相似的鸟纹陶器〔22〕。不管从空间还是

从时间上，勾勒出一幅鸟崇拜文化从甘肃途径四川

岷江上游向南传播的至成都平原的生动画面，构成

了马家窑-营盘山-三星堆-金沙的鸟崇拜文化传播

序列。这可能是和氐羌族系的南迁有关。

（二）繁荣阶段

古蜀的鸟崇拜走向繁荣，用作祭祀的精美而

肃穆的鸟形器无不彰显着神权的光辉。其主要原

因是神权统治及其崇拜体系的建立，特征是具有

浓厚的神权色彩。

第一，神权统治。原始信仰的鸟崇拜很难催生

如此复杂、精美、数量庞大的鸟崇拜文化，必然还

有他因。三星堆文化坚厚的城墙、巨大的青铜器和

黄金权杖，无不显示着这个阶段神权王国的巨大

威力和宗教权力的集中化。“每一种文化都区分神

圣领域和世俗领域”〔23〕，进入文明时代的古蜀统

治者正是结合了所谓神圣和世俗领域，把自己塑造

成为了弗雷泽所说的“祭祀王”的形象〔24〕。鱼凫时

期之前的鸟崇拜是原始和自然的，但当鱼凫族系统

治古蜀，摆脱落后的部落或酋邦政治结构进入神

权王国时，其权力结构也就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凫”字看上去像是鸟凌驾于人之上，或者是人拜

服于鸟之下。以凫为共名，以鱼凫代指首领，正是

利用了鸟在古蜀原有的崇高地位。通过进一步强

化鸟崇拜来神化自己，以鸟的化身的角色自居，充

当起古蜀人与天之间的代言人和媒介，宣称自己像

神鸟一样“上下”于天，成为天的代言人。于是鸟就

成为了鱼凫王神权的象征，鱼凫王赋予了鸟更加神

圣的含义。这一点从考古成果上来看也正是如此：

三星堆出土器物故意塑造得“非人化”，强调普通

人与之的距离感，其金杖上刻鸟、鱼、人三种形象，

“此金杖既是神权的象征，又是王权的凭信，是王

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

另一方面，鱼凫政权统治者一旦化身为鸟，鸟就又

成为了作为古蜀人世俗和神圣领袖的先祖符号，对

鸟的崇拜还反映出一种祖先崇拜。

第二，目崇拜和日崇拜。鸟崇拜不应该是孤立

的，其必然包含了超出对鸟的崇拜的丰富内涵。首

先是鸟崇拜和目崇拜的关系，古蜀是一个对眼睛

特别重视的族群，眼崇拜在很多地方都有痕迹，甲

骨文“蜀”的起源就和眼崇拜有很直接关联〔25〕。

不仅如此，古蜀还创造性地将目和鸟崇拜结合在了

一起，几乎所有鸟的眼部，都被刻意的放大和夸张

了，而其他动物形器物却鲜有这一特征。其次是鸟

崇拜和日崇拜的关系，日作为轻易能够观察到并存

在感特别强烈、威力巨大的一件事物，对其崇拜

在世界上古民族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鸟能够展

翅飞翔，往往能引起古人的联想，认为太阳就是鸟

或者太阳就是由鸟背负着运作于天穹的。古蜀人也

自然地将日与鸟结合在了一起，三星堆遗址出土的

青铜神树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足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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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蜀人就将鸟、目、日三者的崇拜结合在了一

起，三者互相补充相互印证。鸟可高飞，日可照明，

目可极视，这反映了古蜀鸟、目、日相结合的崇拜

体系。

（三）演化阶段

农业形态由以粟作农业为主转变为以稻作农

业为主，神权政治转变为世俗政治，这成为古蜀

鸟崇拜最终演化的原因。经济形态起了主导作用，

而政治的世俗化是这个阶段的特征。

第一，经济形态的转变。“根据浮选结果，成

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农业形态有一个从种植小米到

普遍种植稻米的转变过程”〔26〕。或者说农业形

态从普遍的旱作农业转变为稻作农业。基于桂园

桥遗址浮选结果来看，这个转变很可能初步完成

于这个阶段。基于这种转变，古蜀的鸟崇拜也增

加有关农业的内容，其内涵开始向农业倾斜。金

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上有四只环绕太阳

的飞鸟，四只飞鸟和12齿的太阳可能是分别指代

四季和12个月，这首先是和鸟类具有随季节迁徙

往复的物候性特征是分不开；同时12齿的太阳造

型，和金沙出土的可能代表古蜀人最高统治者形

象的青铜立人像所佩戴的“太阳冠”保持基本一

致，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古蜀的鸟崇拜实质上就已

经演化成太阳崇拜，或者说是农业崇拜。

第二，世俗政权。杜宇“教民务农”，耕战

治水，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政治结构的变化，

国家组织由王权国家开始向较成熟的世俗国家

过渡。“从正式发掘的成都十二桥遗址和成都指

挥街周代遗址的情况看，没有任何足以表示神

权至上的遗物遗迹”，“无不带有显著的务实特

点，⋯⋯宗教神权已成为统治机制中较次要的成

分”〔27〕，这是很有根据的。杜宇时期，虽还有一些

鱼凫神权王国的影子，但神权体系已经崩溃，国家

政权已不赖于神威。大概古蜀也如同中原诸侯国

一样，经历了“‘共主’政治的解体与向领土国家

演进”以及官员设置专业化、官僚化，神职人员在

整个官吏体系中的比重降低的过程〔28〕。故古蜀人

对鸟的崇拜也随之发生转变。杜宇死后化身为布

谷鸟，形态小巧可爱，全然没有高高在上的神的

威望，同阶段金沙遗址出土的鸟的造型较三星堆

也更加温和。这意味着鸟崇拜已具有了一些安定

与温和的因素，乃至于鸟崇拜最终内化到蜀人社

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仙道文化方面。《后汉书》：

“（张）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鹤

鸣山即“张道陵登仙之所”。道教视为“天师”的

张陵“学道”、“登仙”之所都在鹤鸣山，将神仙

道术与鹤联系在一起。“登仙”的故事又竟与鱼凫

“忽得仙道”完全如出一辙。《晋书》说：“莫测所

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羽化”作为道教称

呼得道成仙的专称，当也和鸟文化有关这类例子

不胜枚举。大概这就是古蜀鸟崇拜最终内化为文

化因素、藏寓于仙道文化的归宿了吧。

结语

综上所述，古蜀的鸟崇拜不仅充斥于古蜀的

文明进程，而且有着起源、繁荣和演化三个阶段

的演进轨迹。三个阶段各有成因，特征鲜明，不管

是起源阶段的原始信仰，繁荣阶段的神权统治，

还是演化阶段的世俗作用，都显现出古蜀鸟崇拜

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同时也对中华文化产生了

重要影响。然而，同时期国内外古文明中，鸟崇拜

绝无仅有，古蜀的鸟崇拜与之必然存在着一些共

性，这种共性是否为文明间交流与互鉴的结果？

还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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