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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ythology is the unconscious artistic processing outcome in human brains. Its producing,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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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变伏羲的文化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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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神话是人类头脑中不自觉的艺术加工的产物，其产生、发展以及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话中女

娲、伏羲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反映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必然结果。文章试图将女娲与伏羲放入其产生的社会时代中，通过考古资料

及文献资料研究这些形象神性的背后所掩藏的人性的光芒，这种人性恰恰显现着女娲与伏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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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谈到中国神话，女娲与伏羲是两位极为重要的人物。

在中国神话世界中，女娲俨如人类善良仁慈的母亲，她不

仅孕育了华夏民族的生命，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的儿女，

还为自己的儿女开辟广阔的生活空间，创造了安全稳定的

生活环境。如果将女娲比作慈母，那么伏羲就可比作华夏

民族的严父，他教导子民识文字习礼仪，使华夏走上文明

之旅。女娲、伏羲神秘而又充满魅力，他们吸引了学者探

索的目光。当我们试着将这两位圣不可亵的大神，请入那

个遥远又充满野性活力的年代，他们就变得亲近了许多。 

2．神话中女娲的产生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

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

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 神话是人类头脑中不

自觉的艺术加工产物，那它必然有加工对象，即任何神话 

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事实依据的。 

2.1  女娲的产生与人类对生的渴望密切相关 

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这无形中也限制了

人们的自我认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水平。此时的人类就如

同一个初涉人世的幼儿，周遭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

未知的，也是充满诱惑的；他们赖以生存的原始自然环境，

对于他们来说是异常强大的，任何一种猛兽、任何一种自

然天象都足以使渺小的人类从此消失，生命在这种环境中

显得那样的脆弱。但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吓倒自然

界万年才孕生的智灵，他们既敬畏自然，又充满了与自然

斗争的坚定勇气。生命的脆弱促生生存的意志，“生存下去”

成为人们坚定的信念，于是人类为了生存不断努力、奋争，

一部远古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求生的奋斗史。 

人们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需要精神上的自我激励

与支持，所以人们创造出许许多多神话人物，他们在神话

世界中帮助人们完成与自然界周旋中的夙愿。原始先民独

特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笃信神话人物的存在。那些英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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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神就成了人们反抗自然、追求生存的精神楷模。 

正如吴天明所说“求生是全部神话的共通话题”。[2]人

们对生存孜孜不倦地追求直接引发了人们对生殖的崇拜。

摩尔根在研究欧美原始部落时，从现存的原始部族中发现，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这些图腾大都是具有较强生殖

能力的动植物，人们将其当作自己的血亲，认为自己是它

们的后代。这正是人们对自身渴望的一种外映，人们认为

通过虔诚的祭祀，这种强生殖能力也会降至己身，从而使

自己的部族长久的生存下去。无独有偶，在我国出土的大

量史前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更确凿有力的证据：在典型的

母系氏族部落半坡遗址，出土了大量绘有鱼纹或变形鱼纹

的陶器。鱼，就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生殖能力的动物，所以

受到了此氏族的崇拜。1958 年，在甘肃省谷县西坪乡，出

土了一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瓶，瓶上以墨彩绘有

鲵鱼形动物（一说人首蛇身或蜥身等）。后来，考古学家发

现许多这样的鱼纹或变体花纹，有的学者甚至怀疑此可能

就是女娲形象的前身。 

2.2  女娲形象的文化学阐释 

人类最初的婚配制度（群婚制）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

展必将由母系社会开始。在群婚的制度下，很难发现男性

在衍生后代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女性十月怀胎，通过分娩

将新的生命带入人世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原始先民认为

女性在生养后代，维系氏族种群繁衍生息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从考古文物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先民这

一观念：母系社会出土的大量陶像都是女性，尤以孕妇的

形象居多。在先民眼中孕妇是最美的，因为在她们浑圆的

躯体中正孕育着生的希望。所以在上古社会早期，才会在

世界范围内出现女性世系（母系）以及女性（母亲）崇拜。 

正是这种崇拜使女娲以母亲神的形象出现：“俗说天地

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仍引

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女娲创造了万物之灵，她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从此则神话

中可看出，原始先民在解释人类的产生时，将自身的经历

和体验融入其中，人是由母亲孕生，所以部族的始祖也必

定是位女性。可爱的先民又用孩童的移情推理，将女性生

子的理论推而广之，认为万物也必有其所生，“娲，古之神

圣之女，化万物者也。”(汉·许慎《说文》)《山海经》中也

说女娲肠化众神，足见女娲不仅是人之母也是众神之母。 

女性世系时期，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决定了女娲的

母亲神地位。“根据当时人类简单的劳动分工，妇女是主管

采集经济的，原始农业就是那时由妇女从采集实践中逐渐

发明的”，“这时人们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妇女负责采集植

物果实及可食的根、茎，以及监守氏族财产，教养子女等，

她们的劳动在公社生活里起主要作用”，“由于农业逐渐成

为人类维持生活的必要经济部门，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

使妇女在经济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占有崇高的地位”[3]。

女性在当时社会中处于领导地位，体现在神话世界中，就

是女娲母亲的出现。作为母亲，儿女的幸福是她最大的心

愿，所以为了使人类安居，她又担当起抗击洪水、为民除

害的重任，“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

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

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

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今日

当我们读这则神话时，母亲的伟大以及先民对母亲的崇敬

和爱戴，依然清晰可得。母系氏族社会内，事无巨细，均

由族长——一位年高德重的老母亲来定夺，氏族中的婚配

理当是由“母亲”来操心，时至今日在儿女婚事上依然是母

亲在操持着。那么母亲神女娲更不可能免去此职，古书记

载她还创制了笙簧，建立了婚姻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的

第一位媒神。 

原始思维决定了神话对于原始先民来说，是自己生活

真实的再现，因此，可以说神话是在曲折地反映着当时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这种女尊的

社会氛围（母系社会）必然会反映在神话中，即此时出现

的神话人物都是女性神。据学者研究在国内外都较普遍存

在过史前女神崇拜现象，在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神

的出现是必然的。吴天明在其著作《中国神话研究》一书

中，使用详实的材料和严谨缜密的推理，论证了中国诸神

前身是女性神的可能性。此外，当时社会的分工尚未明细

化，所以我们看到女娲身负的神职非常之多：创世神、始

祖神、媒神，这也是与当时女性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和分

工甚多相关吧。 

3．神话中伏羲的产生以及文化学阐释 

自从人类拿起工具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社会必将

以它特有的规律向前发展。随着畜牧经济和农业种植的发

展，深耕农业代替浅耕农业，“男子在氏族中才占主要地位。

因为深耕必用笨重的农具掘松土地，这不是妇女之力所能

胜任，于是男子渐渐扩大其经营范围。更进一步，男子掌

握了农业生产，妇女变为辅助者。于是男子长期居家经理

财富，男子地位跃居首位；妇女反而退到第二位”[4]。生

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分工产生了重大的变化，男性在农业

和手工业这两个社会主要生产部门中，逐渐成为主要劳动

力；女性则从事纺织及家务等次要的劳动。这种转变是历

史性的，它必然会给社会各方面带来震动：社会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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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使男女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对换，

从而彻底颠覆了女性主导的社会生活结构。社会经济的主

要生产者既然已不再是女性，那她们也就随之逐渐失去了

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同时，在种植和饲养家畜的过程中，

人们对生殖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发现了“种子”在生物繁殖

过程中的巨大意义，这无形中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

母系氏族鼎盛时期人类开始实行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的

出现，改变了母系社会伙婚制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

象，人们渐渐开始明确父子之间的关系，人们发现男性在

生殖中的作用，“在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丰产视为最高需要

的文化里，男子的生殖作用一旦确认，这对男子的地位来

说，该是多么重大的转折”[5]。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

增长的同时，也促使私有财产的出现：房屋、家畜、土地

逐渐私有化。人类的私欲是种本能，他们总是尽可能多的

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后代，而不愿被同族其他人分

割。所以在父亲身份日益确定的情况下，在子女对财产继

承需要的推动下，女性世系向男性世系转变[6]，父系社会

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世变时移，男性逐渐开始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占据主

导地位，这就促使精神领域的统治者也必然有所改变。正

如前文所述，整个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共同目的就是求

生存，男性在生衍后代中重大作用被发现必然会导致男性

崇拜的出现，所以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史中，继女性及女性

生殖崇拜之后，都出现过男性及男性生殖崇拜。 

男性崇拜要求在精神世界中重塑男性的地位，同样要

求在神话世界中重塑众神的地位，甚至众神的性别。所以，

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变成了男性，婚姻之神变成了白胡子

月老，门神由原本代表女性的郁垒、神荼两种花，变成了

威风凛凛的男性……诸女神纷纷向男性神转变。但是，母

亲的功绩是永远无法磨灭的，是母亲孕育了人类，人类对

母亲的情感会永远激荡在历史长河中，日久弥深。即使父

系社会神话世界中的大神——伏羲也注定是由母亲所生：

其母华胥氏在“雷泽”踩到了巨人的脚印，有所感动，而孕

生伏羲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

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犧。”) 。 

女娲给与了华夏族人“形”，伏羲则给与了华夏族人

“灵”，他是华夏文明的缔造者。在迈向文明的征程中，是

伏羲引领华夏先民告别洪荒，走向文明。“古者包犠氏之王

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

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其“造书契以代结

绳之政，……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唐·司马贞《补

史记三皇本纪》)，教世人识礼仪，使社会井然有序。与女

娲相比，这位伟大的男神身上人性显现的更多一些。 

我们看到的伏羲像一位智者，他从感悟天地自然规律

中寻找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钥匙，并对他的子民倾囊相授，

这种情操和胸襟正是后代诸多先贤圣哲终其一生所追求和

向往的。 

伏羲造书契、作八卦、教佃渔等事，其实都是发生在

父系社会中人类的发明创造。考古学家在半坡、柳湾等地

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记事符

号，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两个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发现了一些图象文字，唐兰先生通过研究说：“这些象形文

字跟商、周青铜器文字、商代甲骨文字以及陶器文字，都

是一脉相承的。”[7]这恐怕是伏羲造书契的历史真实吧。

八卦，是华夏先民特殊的思维模式，其中所反映的对立统

一思想，构成了华夏民族独特的认知模式和审美心态。善

良的远祖先民将所有的荣耀与功绩都归属于这位男性神，

其目的无疑是为了提升他在神谱中的地位与份量。于是伏

羲王天下，女娲辅治国。 

4．女娲、伏羲关系演变的文化学阐释 

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发展，使男性逐渐在社会中取得

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女性成为社会的主宰。地位的改变，

使男性要求在精神领域里提高自身地位，所以神话世界中

必然会有所变化：众神在不知不觉中由女性渐渐过渡为男

性。然而母亲却无法替代，她的功绩和伟大不容否认，所

以唯有作为母亲神的女娲，因此逃过了被“变性”的劫难。

但其地位却每况愈下，由创世的唯一女神，降为伏羲的助

手、妹妹、妻子。这一变化也显示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已

从领导统治地位下降至从属地位，可见，男性大神的出现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纵观有关这女娲、伏羲两位神祇的文字资料，不难发

现，在秦汉之前的资料中，女娲和伏羲是各自独立的两位

大神，他们之间相互并没有什么关系，且各自有着自己的

神话功绩。但是，在汉代，就出现了许多有关二者关系的

记录，汉代的许多石刻画、砖壁画都呈现两者交尾的状态，

隐约吐露着二者夫妻的关系。与此同时，女娲的地位也有

所改变：《淮南子·览冥训》记：“女娲，阴帝，佐虙戏治者

也”，将女娲归为伏羲的治国助手；《路史·后纪二》注引汉

代《风俗通》说：“女娲，伏希（羲）之妹”；唐人卢仝又

说：“女娲本是伏羲妇”(唐·卢仝《与马异结交》)；直到唐

代李冗手里，女娲和伏羲的关系才被完整地描绘为兄妹夫

妻：“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

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

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

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唐·李冗《独异记》) 

其实，女娲、伏羲婚配的神话，可以归为推原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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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推原，就是推寻事物的开始、起源。这是由于初民对

事物的成因每每不能解释，只好创造神话以解释之，以满

足其求知欲望和属于人类本能的好奇心。”[8]就如同神话

中有关于女娲补天之事，女娲炼五色石补天，但是天为什

么会被破坏，神话中没有说明。于是人们又创造了一则神

话来解释，共工怒撞不周山，使“天柱折，地维缺”，所以

女娲要补天救民。同样，当先民对生育有了更明确的概念

和认识之后，女娲抟黄土造人就不能再满足人类起源之说，

于是他们又创造出女娲、伏羲结合成为人类共同的创造者。

因为神话中所述之事，在先民看来是真实存在过的，当女

娲造人神话存在的真实性发生动摇时，人们有必要重新创

造一个神话去补充和完善整个神话系统，从而保持其在先

民中的可信性。 

至于唐人李冗所记载的女娲、伏羲的故事，显然已是

几经加工的（它借鉴和吸收了瑶族等少数民族的神话传

说），其中可能保存着一些古神话的影子，但更多的融入了

后人的理性思考和后世的社会人文色彩：故事中二人“议以

为夫妻，又自羞耻”，此“羞耻”二字显然是封建礼教熏陶的

结果。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自议结

合的婚姻是被社会所不齿的，也是礼教所不能容忍的，可

见作者是将其受之文化过渡给了女娲伏羲二人。羞耻之心

可以说是人类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在蛇诱惑之前，夏娃

与亚当赤裸裸地生活在伊甸园中，并没有感到过羞耻。智

慧与欲望往往是并生的，欲望使他们抵不住蛇的诱惑吃了

智慧果，智慧使他们为赤裸的自己感到羞愧难当，同时也

使人类开启了通向文明的大门。 

兄妹成婚在古代婚姻史上确实存在过，而且持续时间

相当长久，其影响力也是极久远的。在中外许多文学作品

中，我们都可以很容易找到例证；而今天，在某些偏远的

山区依然存在兄妹成婚的情况。在人类婚姻史上，原始社

会早期，人类曾历过混婚制、伙婚制，这都是兄妹婚配的

婚姻制度[9]，且男女的结合往往比较自由随意。女娲伏羲

兄妹成婚的神话应是对上古这两种婚姻制度的一种朦胧的

追忆。 

在有关女娲、伏羲的资料中，有一点很有趣：所有的

文字和图像都显示他们具有相同的形体，都是人首蛇身，

如果模糊其性别的差异，他们则完全是同一种东西。闻一

多先生曾用音韵训诂学的方法考证了伏羲、女娲的读音，

他认为伏羲又写作“包戲”（较古的写法），在古代读音和“匏

瓠”相同，意为葫芦；“女娲”又叫做“①娲”，在古代读音和

“匏瓜”相同，亦指葫芦。所以闻先生说：“伏羲与女娲，名

虽二，义实只一。二本皆为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

别而已。称其阴性的曰‘女娲’，犹言‘女匏②’、‘女伏羲’

也。”[10]闻老意说二者皆为葫芦（或葫芦瓢），女娲就是

伏羲。其实我们不妨把此说反过来推，伏羲就是女娲，即

男女娲，二者实为一物。伏羲是神谱世系转变时，女娲神

由女性向男性转变的产物。女娲相比较其他诸女神是幸运

的，没有从神谱中消失，且依然稳固地保持着她的功绩和

神性，并与伏羲一同流传于后世。 

5．结束语 

社会的变迁给神话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

变了中国神话系统中神性结构。这种变革的出现恰恰说明

了中国神话的原始性，原始的神话应该是质朴的、松散的，

所以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中国神话虽然没有希腊神话那样

完整的结构和系统，但其却尽可能的保持着神话最原始的

风貌，以待后人去探求其中的奥妙。 

注释： 

①bāo 左右结构 女加包 

②xì  左右结构 戲将戈旁换为瓜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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