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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片长仅有十五分钟零一秒
的纪录片。

随着一个浑厚的男声，字幕淡入：
“九龙县境内居住着以藏、汉、彝为主

的十多种少数民族。他们世代相依相存，在
这片热土上保存着各自绚丽多彩的民族文
化，呷尔坝、斜卡地区尼汝人的阿勒拉姆山
歌；乌拉溪、大河边的汉族四句子山歌；三
岩龙、魁多地区的普米么么山歌；汤古地区
的木雅人锅庄；七个彝族乡境内的彝族阿

莫尼惹民谣等都在逐渐减少乃至消失，甚
至终结。特别是边缘民族‘死了一个人，亡
了一门艺’已不是一个特别现象……”

字幕淡出，在以几座云雾氤氲的山峦
为背景的画面上，出现片头：玛达咪，我的
玛达咪。

紧接着，一段悠扬的歌声仿佛从山间
传来：“玛达咪——”

解说声起：“认识这一支自称‘纳木
子’，译为天神之子或大地之子的族人，是

从认识他们的一种山歌开始的，……”
在这部片名叫《玛达咪，我的玛达咪》的

纪录片中，拍摄者讲述了他们去探访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玛达咪”山歌以及它
的传承人的故事。

片中，“玛达咪”山歌曲调深沉悠长，低
回婉转，很容易让人沉浸于其中。

不过，相对于山歌，我更感兴趣的是这
个纪录片背后的人——海日尔他和他的同
事们。

2002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九龙县文化馆的文艺创作办公室里，

做音乐舞蹈创作的工作人员海日尔他和
馆长王孝康正就音乐舞蹈创作的事情进
行着探讨。

“对了，子耳彝族乡的万年村尼玛组的
有一种曲调、唱腔都非常独特的山歌，有机
会你们可以去挖掘一下。”探讨间隙，王孝康
突然说。

酷爱民间文艺的海日尔他立即就记住
了这个名字。后来，他听文化馆的老工作人
员也多次谈起这种山歌，说起它的独特之
处。于是，他想要亲自去感受这种山歌的渴
望也与日俱增。

“总有一天，我要去那个地方，亲耳听听
那动人优美的山歌……”他这样想。

时光似水，转眼就到了2004年。
清晨，太阳刚从山头撒出第一缕光线，

海日尔他、李多杰、王小康三人就聚在了县
城街头的街心花园处，他们都是馆里做音乐
舞蹈创作的。今天，他们要在馆长王孝康的
带领下，去往子耳彝族乡的万年村尼玛组开
展实地采风活动，准备收集资料作为以后创
作的原始素材。

“东西都带来了吗？”海日尔他问。
“带了带了，这是我们一周的干粮。”李

多杰说。
“录音机在这里，磁带带了十多盘，笔和

笔记本都准备好了。”王小康也点了点头说。
“摄像机呢？”忽然，海日尔他发现计划

同往的人中少了一个，“尼克尔他呢？”
“他去洪显烈那去取摄像机去了，说马

上就来。”其他两人回答道。
正说着，尼克尔他扛着一个老式的摄像

机已经朝着他们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来了，来了！”尼克尔他有些气喘吁吁

地说，明显跑得很着急。
“好，那我们准备出发了。”海日尔他一

边说着，一边招呼他们租来的那辆车的师傅
上车。

那是一个录音笔和摄像机都并不普及
的年代。当时，他们打听到有一个叫洪显烈
的摄影爱好者自己买了一台摄像机，便去
将摄像机借了过来。而“录音笔”这个名称
在当地甚至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

就这样，一行人带着准备好的“装备”匆
匆奔赴目的地。

到了烟袋乡后，由于道路原因，车子不
能再往前走了，于是他们干脆下车，租了几
辆摩托车，最后终于抵达目的地——人称

“尼玛铺子”的子耳乡万年村尼玛组。
这是一个坐落于半山腰的美丽小村子，

村民们属于九龙藏族支系里的西番藏族，他
们自称为“纳木子”。

进村后，他们打听到了能完整讲述族群
历史并能演唱“玛达咪山歌”的“帕茨”（文化
传人的意思）——萨达泽仁。当得知老人的
孩子都在县城，村里只有他一个人居住时，
海日尔他等人在征得老人同意后，便住进了
萨达泽仁家里，这一住就是五天。

住下后的当天晚上，吃过晚饭，萨达泽
仁就给他们演唱了几首山歌。

“怎么每首歌都是以‘玛达咪’开头和结
尾呢？”听了几首之后，他们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每首山歌都会以“玛达咪”为衬词开头，
同时也以“玛达咪”来收尾。

萨达泽仁说，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
因，但是村里几代人都是这么唱的。

当他们询问“玛达咪”三个字的意思时，
萨达泽仁告诉他们说，在他们“纳木子”的语
言里，“玛达”是太阳的意思，而“咪”则包含
赞颂、称颂、祝福之意，“玛达咪”如果翻译过
来可以叫“太阳赞”或者“太阳颂”。

“既然这种山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名
称，而且每首开口必唱‘玛达咪’三个字，不
如我们就把它叫做‘玛达咪山歌’吧。”有人
提议道。

“好，就叫‘玛达咪山歌’。”大家都觉得
这是最符合这种山歌的名称。

对于用“玛达咪”来命名自己这个族群
的山歌，萨达泽仁也点头表示非常赞成。

从此，这种独特的山歌终于有了名字
——“玛达咪”山歌。

那一次，海日尔他和他的同事用五天的
时间走访了十多个会唱“玛达咪”山歌的村
民，收集到了30多首“玛达咪”山歌。

五天的日子是单纯而快乐的。
每天白天，海日尔他他们在萨达泽仁的

带领下到村里会唱山歌的人家里去摄影、录
音。晚上，他们在萨达泽仁家的火塘边整理
一天的工作，记录下翻译出来的歌词，并按
照歌词的内容将歌曲归类，做完这些之后，
他们就坐在火塘边静静地听萨达泽仁老人
讲述“纳木子”这个族群的历史和传说……

“我们的祖先最先生活在西藏一个叫
‘普木拉支古’的地方，他们信奉原始苯教，
并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后来他们迁徒
到了一个叫‘江都’的地方，在‘江都’生活了
两代人之后，他们又迁徒到了今天的德格，
因为不适应德格的气候，他们又再次迁徒来
到了今天的康定新都桥。在那里，经家族大
会商议决定让族人们分两路迁徙，分别前，
他们将一只海螺一分为二，分别交给了两路
迁徙的族人，作为以后相认的信物。分为两
路后，族人中的一支翻越折多山进入大渡河
流域，另一支则翻鸡丑山沿松林河进入雅砻
江流域来到了尼玛铺子，并在这里定居了下
来。从最先的‘卓呷’到今天的‘颂古喳’，我
们这支族人已经在尼玛铺子生活了四十四
代人，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萨达泽仁说着拿出一个海螺，说，现在
他们的“帕茨”在举行宗教祭祀时都会吹响
海螺，用螺声来召唤离失的族人。

随后，老人又拿出一幅图。老人说，这是
他们族群世世代代保存下来的迁徒地图，叫
做“措普鈤蛊”，这张地图详细地记载了他们
的迁徒路线。

看到地图上那些象形文一样的图形，大
家都很好奇这些图形究竟是什么意思。但
是，萨达泽仁却摇着头遗憾地说，意思已经
不知道了，现在大家仅仅知道这是祖先们当
年的迁徙路线图，但这些象形文似的标记到
底是什么含义已经没有人能看懂了。

映着火光，喝着酒，听着古老的传说和

录音机里隐隐传来的悠长的山歌，恍惚间让
人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听说你的儿女全部在县城，他们也多
次叫你到县城去跟他们一起生活，你怎么还
要一个人留在村里？”在萨达泽仁讲故事的
间隙，海日尔他好奇地问道。

萨达泽仁沉默了一会儿，说起一件往
事。多年前，他的儿子出车祸身亡，他把儿子
葬在了村里。

“他活着的时候喜欢热闹，现在村子里的
人越来越少了，我怕他会觉得孤单，所以想留
在这里，留在他身边陪陪他。”萨达泽仁黯然
地说，“而且，我还是‘帕茨’，目前也没有传
人，要是我现在就走了，那村里连祭祖仪式都
举行不了，到时候，祖先一定会怪罪我的。”

那一刻，海日尔他从萨达泽仁的眼神中
看出了一种深深的忧伤。

五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萨达泽仁和海
日尔他也已经由陌生到了熟悉。临别前，萨
达泽仁再次真诚地向他们提议，能不能多呆
两天再走。因为还有别的工作等着做，在婉拒
了老人的挽留之后，海日尔他一行一早便收拾
好东西准备出发了。

“你们还会来吗？我还有好多山歌没唱
给你们听呢。”萨达泽仁依依不舍地问道。

“会来的，下回来继续听你唱歌。”海日
尔他郑重地向老人点了一下头。

“哦，那就好，那就好！”萨达泽仁孩子般
开心地笑起来，“今天有一户人家结婚，顺
路，我可以跟你们走一段。”

海日尔他说，那天，萨达泽仁跟他们“顺
路”走了很远。他们走出了很远还能听到老
人唱“玛达咪”的悠长音调。

海日尔他说，那天，听着身后遥遥传来
的萨达老人的歌声，他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对于这个人数越来越少的村落，对于这个村

布谷鸟在树枝上叫
听见布谷叫声可播种
我们开始种地忙
山上放狗打猎猎物获

——“玛达咪”劳动歌谣

用山歌唤醒沉寂的

村落

上八位娘舅坐
村庄里面姑娘多
村庄没姑娘冷清
村庄大了姑娘多

——“玛达咪”情歌

隐藏在大山深处的

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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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莫阿莲回家

他们绕过一块麦田，顺着一条小水沟直接
走到了一所看起来新建不久的棚子门口。里面
亮着一盏小油灯。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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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年的单声道
听克莱姆佩雷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从未有过失望的感

觉！才华横溢的指挥杰作，洋溢的才情又很好地捅摄与雄浑大
气的风格中。

特别策划

玛达咪，我的玛达咪
我曾尝试给这篇文章拟过多个标题，却又多次进

行修改，直到最后才发现，任何标题都不及“玛达咪，
我的玛达咪”这句话。

7版

2006年的一天，九龙县文化馆收到一份
上级部门发下来的关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文件。

“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具有
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
具有在一定群体中世代传承、活态存在的特
点；具有鲜明特色，在当地有较大影响……”

看到文件列出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申报条件后，当时已任职九龙县文化
馆馆长的海日尔他的脑海中第一个跳出的
就是“玛达咪”山歌，接着就是那个把他们
送了一程又一程的萨达泽仁老人。

九龙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每个民族都
有着各自不同的传统文化。那个时候，九龙县文
化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分组将本县的各个乡基本
上走了一遍，对各个乡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情
况也有了基本的了解，也做了相关资料的整理。

因此，在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
项目的讨论会上，大家纷纷各抒己见。有提
议报阿勒拉姆山歌的，有提议报么么山歌
的，有提议报阿莫尼惹民谣的……

（下转第六版）

落里正在消失的“玛达咪”山歌，对于这个
还在坚守着自己民族文化的老人，他不知
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他说，也在那一刻，他对民间传统艺术
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些劳动人民长期以来
从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化艺术，
不仅是现代文艺创作的源泉，更是祖先留
下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族群的
根，而这种根，是不应该消失掉的，那样实
在太过遗憾和可惜。可是，要怎么样才能留
住这个根呢？

随后的几年间，海日尔他带着他的同
事多次深入尼玛铺子收集整理“玛达咪”山
歌。通过几年的收集整理，海日尔他他们梳
理出‘玛达咪山歌’的调式32种，并根据歌
词内容将山歌分为抒情山歌、劳动山歌、丧
歌、婚仪歌、家乡赞歌等等。

“呷拉宏、夏姆呷、史记歌谣、阿史咪
格、鱼卓、呷日各、咪拉卓卓、拉卓卓、措呷、
丧歌、热措、尼木呷……

呷日各、咪拉卓卓、拉卓卓、措呷、丧
歌、热措、尼木呷属于婚礼歌谣……

最有代表性的是劳动山歌……”
在海日尔他的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

着“玛达咪”山歌的各种调式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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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达咪”山歌演唱者李季娃。

“玛达咪”锅庄。

“玛达咪”山歌传承人萨达泽仁。

身 边 文 化 遗 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