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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历史文化三题
———以四川理县桃坪羌乡为例

　　　　李绍明

[摘要 ]本文通过对阿坝州理县桃坪羌族地区远古文化 、历代建制与族体 、铁林等三寺民间信仰等三个

问题的考察 , 说明该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即有人类生息繁衍 , 自秦汉以来即纳入中央王朝版图 , 汉代的

族体为氐羌系的冉駹 ,隋唐以后的族体为白苟羌 , 而铁林等三寺为羌族独有的寺庙 , 系原始宗教向人为

宗教信仰过渡的典型个案 ,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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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乡位于该州东

部岷江支流杂谷脑河畔 ,是一个羌族聚居地区。

桃坪乡有桃坪 、增头 、古城 、佳山 、东山等五个自然

村寨 ,其中以桃坪村寨的建筑最具特色。雄伟的

碉楼 、石砌的民居 、自然的供水系统将整个桃坪村

寨联为一体 ,为羌族传统建筑中的一朵奇葩。且

当地民族风情浓郁 、文化积淀丰厚 , 早已蜚声中

外 ,成为到阿坝州者不可不去之地。近年来桃坪

羌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纷纷前往考察研

究 。 20世纪末期四川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

组团对该地考察并形成《四川省理县桃坪羌族乡

1988— 1999年度羌族社会历史文化调查研究》
[ 1]
,

即是此中重要成果之一。

桃坪乡属羌语南部方言地区 ,又具有这一地

区一定的代表性。因此 ,对桃坪乡历史文化的研

究可以揭示出这片地区历史文化的某些特点。但

桃坪乡的面积毕竟有限 ,我们在探讨该地历史文

化时 ,还必须涉及与此相邻的有关地区并加以考

虑方能奏效。本文仅对桃坪远古文化 、桃坪历代

建置与族体 、桃坪铁林等三寺民间信仰等三个问

题 ,进行必要的讨论 ,是否之处 ,请读者予以指正。

一 、桃坪远古文化

桃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未经科学发掘 ,仅

有一些实物被采集者发现。如桃坪寨杨天林家中

有块磨制石锛 ,宽 6厘米 ,长约 13厘米 ,可能是新

石器时代晚期器物。据他介绍 ,石锛出土于该乡

佳山寨的黄泥巴坪。 1998年春 ,四川大学与日本

早稻田大学联合组成的 “羌族社会历史文化合作

研究课题组”在桃坪寨和佳山寨调查时 ,在很多农

户的家里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石斧和石锛 ,据了

解这些石器均出土于佳山寨山坡
[ 2]
。此外 ,在与

桃坪相去不远的理县薛城乡箭山寨 ,以前还发现

过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该遗址约 1500平方米 ,

文化层距地表深 3. 5— 4. 5米 ,文化层厚 0. 35—

0.8米 ,内含大量泥质灰陶 、粗砂泥质红陶 、粗砂泥

质褐陶 、夹砂红陶以及烧红土块 、木炭硝 ,还有磨

制石器 、彩陶片等。该遗址同汶川县威州姜维城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样 ,主要为本地区粗砂陶

文化 ,经测定属新石器晚期遗存。根据陶片纹饰

风格与甘肃马家窑文化极其相似 ,反映出二者间

的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
[ 3]
。由此可见 ,桃坪一带

自远古以来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

桃坪除远古文化外 ,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还

在佳山寨出土有 “石棺葬 ”。石棺葬是我国古代先

民以石材 (片石 、石板 、卵石)构造墓穴而葬的一种

形式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主要集中在岷江及其支

流杂谷脑河 、黑水河一带 ,也在与此相邻的大渡河

上游小金东部等处有所发现。这一带石棺葬的年

代约在西周至东汉对期 ,延续时间相对长久 。一

般认为该区石棺葬的墓主与古代氐羌族系的冉駹

人有关
[ 4]
。在桃坪佳山寨 , 1984年阿坝州与理县

文物管理部门共发掘了 15座石棺葬及一个祭祀

坑 ,其时间由秦至汉初乃至西汉中晚期不等 ,为当

地古代民族的活动提供了实物佐证
[ 5]
。从出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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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也有延续与更迭 ,但这里上自秦汉以来 ,迄今二

千余年 ,一直是羌民聚居地区则是客观存在的事

实 。

三 、桃坪铁林等三寺民间信仰

在桃坪一带的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中有一个

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 ,即铁林 、天元 、白空等三座

寺庙所反映出的羌族历史与文化特点。此三寺今

分属理县桃坪乡和通化乡 ,排列在杂谷脑河北岸

相近的三个山头上。这三个寺庙可谓是羌族传统

信仰的典型神庙 ,其祭祀的神祗及形式均属羌族

所固有 ,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研究价值 。

铁林 、天元 、白空等三寺羌民传统信仰的状

况 ,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美国学者葛维汉 (Dav id

C rockettG raham)所著《羌族的习俗与宗教》一书。

他在此书中说:“从理番 (按:指当时理番县治薛

城 )过河的山上有座寺庙叫白空寺 ,内有三块白石

被作为神灵来供奉。有四名汉族巫师负责照看神

庙 ,为免除灾病 ,这一带的羌族 、汉族和其他民族

的人民都要来此地祭拜 。人们烧香祭供 ,牦牛 、羊

和其他牲口常常养在寺庙近处 ,它们不是作为有

罪之身被放生的 。本来人们可以在适当时候把它

们杀了吃 ,但却通过放生作为一种积德手段 ”
[ 8]
。

在此之前 ,还有另一位英国学者陶然士 (Tom as

To rrance)也曾在他的一本著作《羌族的历史 、习俗

和宗教 ———中国西部的土著居民》中有过类似的

叙述。他说:“神性是一个整体 ,不容对此抱怀疑

态度。神还被视作三位一体。对这种宗教概念的

准确特性 ,难以下界说 。但他们为了支持这种信

念 ,在屋里较高的墙上立有三块白石头 ,在某些神

龛和庙宇立有三块的石头 ,也许还根据他们的崇

拜理由 ,在它们两者后面各设三个祭坛。他们有

一间空荡 、简陋的祭祀房 ,那是一间真正的神殿 ,

尽管不含有这个词华美和现世的意味。那里就安

置着的石神。神庙就建在灌木丛或矮树丛中 ,有

时就在附近 ,有时一英里左右 ,有时却得到山顶

上 ”
[ 9]
。这极可能是他对羌民白石崇拜的一般概

述 ,或许也包括着他所见到的铁林寺等三座羌族

神庙内的情况 ,由于其叙述较为简单 ,现已不知其

详了。以上两位外国学者所述的都是新中国建立

前的情况 ,亦为迄今仍存在于当地的客观事实 。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 、历史学家马长寿亦曾于

新中国建立前的 1937年和 1941年两次赴羌族地

区考察 。他在其后所著《氐与羌》一书中对铁林等

三座神庙作了如下叙述。他说:“茂汶各地羌民来

源是多元的。试以威州西南杂谷河南岸佳山三寨

羌民为例 。据入达寨一个 70多岁的杨姓老人说:

‘三寨最早的居民来自距上孟董沟进头寨还有二

日程的莫尼谷挑。再早莫尼谷挑的羌民来自产牦

牛的康藏地面。’佳山寨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传

说 ,康藏某一地区有兄弟三人 ,最幼弟名白拉拉 ,

留居康藏;长兄名白安安 ,迁到佳山寨西面的白孔

(空)寺;次兄名白西西 ,迁到西山寨 ,今两地都立

有庙宇 ,纪念他们祖宗的渊源。西山寨的白王庙

有三块白石 ,纪念他们的祖先驱逐戈人 (葛人 )出

境的事。佳山寨白孔 (空 )寺每年公祭一次 ,参加

公祭的村寨 ,除佳山 、入达二寨外 ,西山六寨 、增头

三寨 、牛罗二寨 、九枯六里的羌民都来致祭 ,所以

叫做 ‘还牦牛愿 ’ 。买牛的价由西山六寨 、增头三

寨 、牛罗二寨公摊 ,佳山寨则出黑羊一只。牦牛到

达通化 ,便由通化的居民焚香迎接 ,然后每到一

寨 ,各寨羌民迎送 ,直到白孔 (空 )寺 , 献牛于神 。

从这一事实说明佳山 、入述 、西山 、增头 、牛罗 、九

枯的羌民祖先又是从康藏地区来的 。”
[ 10]
马先生

引用这段资料 ,主要在于说明羌族来源于西北以

及其族源的多元性。因此 ,我们以往在编写《羌族

史》时 ,又再次引用了他的这段调查资料而加以申

述
[ 11]

。实际上 ,上述羌族这一民间信仰与习俗还

有其自身深刻的文化内涵 。

最近新编的《理县志》对此也有一段明确的叙

述:“理县羌民的神庙 ,只有通化乡的西山村山顶

的‘白空寺 ’ 、桃坪乡增头村的 ‘铁林寺 ’ 、牛山村

的‘天元寺 ’ ,寺内皆供白石 。相传这三寺的菩萨

是来自草原的三兄弟:白西西 、白哈哈 、白身小身小 ,由

于他们‘显圣 ’护卫羌民 ,清末民初 ,羌民才择地修

白空寺供奉白西西;修铁林寺供奉白身小身小;修天元

寺供奉白哈哈 。民国时期 ,来此三寺者络绎不绝 ,

特别是白空寺 ,一时香火不绝 ,草原男女藏胞不辞

长途跋涉亦常结伴来此朝山还愿 。铁林寺影响较

大 ,民国时期 ,汶川县信众还给该寺赠送木匾:‘泽

被绵虒 ’ 。由于年久失修 ,各庙均已残破。又谓:

正月初九在白空寺举行的玉皇会。当时县属 ‘三

番 ’ (按:即旧番 、新番 、后番 ,今茂县曲谷 、雅都 、维

城三个乡 )、‘四土 ’ (按:即梭磨 、卓克基 、松岗 、党

坝四个土司区 ,今马尔康 、黑水县一带 )及邻近的

善男信女 ,不辞长途跋涉 ,务于初八赶到。该寺海

拔高 ,曾发生上香者被雷击毙几个 。 ……但虔诚

的信徒们 ,仍不以为惧 ,甚至有为父母消灾祈寿 、

许愿 ‘拜香 ’的 ,自山脚一跪一拜直至山顶 。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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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寺庙供应斋饭 ,每餐几十席 ,朝山的人除给寺庙

捐献‘功果 ’外 ,有的还以牦牛 、羊 、雄鸡放生在寺

庙后山 ,以求消灾免难 ,多子长寿。”
[ 12]
从以上叙

述中 ,我们可以见到羌族民间传统信仰的一个发

展过程 。

本来羌族信仰的原始宗教尚停留在自然崇

拜 、祖先崇拜乃至某些图腾崇拜阶段 ,其特点便是

万物有灵和多神信仰 ,而多神又均以白石作为象

征加以祭祀 ,本无寺庙的存在 。后来因受邻近汉 、

藏等民族的人为宗教文化的影响 ,于是才修建起

自身的寺庙。这便是桃坪 、通化的铁林等三座寺

庙的由来。此三座神庙所祭祀的皆是这支羌民传

说中的祖先 “白 ”氏的三兄弟。他们或与 “白石”

崇拜有关 ,或与古代的 “白苟”羌部落有关 ,尚难作

出定论 。此实际上为一种将祖先崇拜加以公众化

和地域化的形式。羌民原始宗教信仰本无寺庙 ,

桃坪铁林等三寺建寺的历史亦均在清末民初 ,迄

今也不过百年左右 ,可见羌族信仰中这种由无寺

庙向有寺庙的过渡与发展 ,也仅是近代才发生的

事 。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寺中供奉的神仍是羌族诸

神的表征三个白石 ,而非其它塑像。这可说这三

座羌族神庙尚保留着羌族民间信仰形式的精髓 ,

但它却已经向寺庙过渡了。这一羌族信仰形式的

个案为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发展的理论提供了有

力的佐证。据闻白空寺中 ,近来村民还建了一些

泥塑木雕的神像 ,不过尚未完全取代作为白石象

征的神之主体地位
[ 13]

。我们从此亦可看到羌族传

统信仰的形式迄今亦仍在发展和演变之中。总

之 ,桃坪铁林等三寺在民族学 、宗教学 、历史学与

文化学上的意义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事 。

(本文系应理县桃坪父老相邀而作 , 只谈三

题 ,不求全面。余曾多次赴桃坪考察 ,承蒙羌乡父

老诸多关照 ,借此机会 ,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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