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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国家编正史、地方纂方志、家族修家谱，

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三大支柱。在全国各
地学者多年通力协作下，由上海图书馆主持
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和《中国少
数民族家谱目录》正式出版，首次摸清了我国
少数民族家谱的“家底”。这些珍贵的少数民
族“传家宝”，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提
供了生动见证。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家谱逾万种

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由 55
个少数民族创造的少数民族家谱，数量可观，
类别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家谱文化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 年，在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的资助下，上海
图书馆王鹤鸣、陈建华等专家启动了中国少
数民族家谱整理与研究工作。

在长达 8 年的研究中，上海图书馆联合
云南省图书馆、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
所等全国各地专家，采取大协作方式共同完
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课题组成员先后到达吉
林、辽宁、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
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山东、浙江、台湾
等地区，搜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家谱资料，同
时聘请有关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和家谱收藏
者直接参与到课题研究。

据上海图书馆陈建华研究员主持的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家谱目录》最新
统计，我国 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朝鲜族、赫
哲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回族、土
族、裕固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门巴
族、珞巴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傈
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
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苗族、布依族、
侗族、水族、仡佬族、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
族、土家族、黎族、畲族、高山族等 42个少数民
族均有文字家谱，数量达 10231种。

据《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作者之一、
上海图书馆王鹤鸣研究员介绍，我国少数民
族家谱分布区域性特色显著：东北和内蒙古
地区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家谱不仅数
量较多，类别多样，发展也比较成熟。西北地
区的少数民族家谱，用哈萨克文、锡伯文、维
吾尔文等书写的家谱有一定数量。西南地区
地理环境比较恶劣，众多少数民族都有着强
烈的氏族观念与家族观念，流传和遗存有心
授口传家谱的文化习俗，其中哈尼族、彝族口
传家谱数量最多。中南、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
成份相互交错，不少家谱揭示本族的族源时，
“时苗时侗时瑶时土时畲”，或与汉族交错，提
供了中华各民族相互融合过程的重要资料。

独具特色的口传家谱和实物家谱

调查发现，我国少数民族的家谱种类多
样，除了文字家谱，还有独具特色的口传家谱
和实物家谱。

口传家谱，即心授口传流传下来反映家
族世系的家谱，是我国家谱文化中形态最原
始、最古老的家谱。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口传家
谱的习俗一直流传和遗存到近代和现代。

例如，我国的彝族、怒族、哈尼族、纳西
族、高山族、羌族、苗族、佤族、傈僳族、普米
族、拉祜族等，都流传和遗存有心授口传的家
谱。这些口传家谱大多为连名家谱，既可区分
辈份，又朗朗上口，便于背诵记忆、心授口传。

进一步剖析各少数民族口传家谱的形式
和内涵，则又可细分为父子连名家谱、母女连
名家谱、逆推反连口传家谱和神人连名谱系

等类别。例如，彝族口传家谱大多是父子连名制，而“女儿国”摩梭人的口传
家谱则采用母女连名制。

以实物作为记载家族世系的载体，是我国少数民族家谱中最具特色的
一类家谱。调查发现，遗留至今的实物家谱主要有结绳家谱、无字精制布家
谱、绣片家谱、猪下颌骨家谱等类别。

结绳家谱，即结绳记事。鄂伦春族的“马鬃绳”、满族的“子孙绳”、锡伯族
的“丝绳”，都是我国家谱文化中最古老的实物家谱。用一块精制青布或黑
布，置放在小竹筒内，作为铭记家族世系成员的实物载体，是我国苗族家谱
文化的重要特点。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中村乡阿勒村的彝民，还将家
谱绣在色彩鲜艳的“绣片”上。

最特别的“猪下颌骨家谱”，则是用排列在门楣上首的猪下颌骨来记述
家族世系。四川黑水县色尔古藏寨的嘉绒藏人，至今有在门楣上首悬挂猪下
颌骨的文化习俗。一块猪下颌骨代表一代，门首上挂几块猪下颌骨，就表示
本家族世系传承多少代。

这些猪下颌骨必须来自没阉割过的公猪，新一代的传承人结婚以后，由
这个家庭的当家人主持隆重仪式，才能正式悬挂上去。每年除夕、春节，都要
在门楣挂猪下颌骨的地方，贡物上香祭祖。这种独创的“猪下颌骨家谱”，为
我国家谱文化增添了一个新的实物家谱品种。

生动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

少数民族家谱，作为记载各少数民族家族世系、人物和事迹的历史图
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最生动、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例如，新疆的锡伯族几乎家家户户皆编修保存家谱。这是因为乾隆二十
九年(1764)，为了加强新疆伊犁地区的防务，清政府决定“由盛京锡伯内拣
其精壮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

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西迁新疆
的锡伯族官兵携家属 4000 余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
京的锡伯族家庙——— 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
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跋涉，西迁的锡伯族人终于到达新疆的伊犁
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当地的锡伯人就是
他们的子孙。为了不忘祖根，西迁的锡伯族至今完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
和浓厚的风俗习惯，世代延续编修家谱。

为了纪念这次西迁，锡伯族还把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西迁节”。每逢这
一天，全国各地的锡伯族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隆重开展各
种纪念活动。“西迁节”已成为锡伯族的民族传统节日。2006 年，“西迁节”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再如，湖南的少数民族众多，无论是历史上编修的旧谱，还是近几十年
来新修的家谱，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你来我往、我来你往、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融合过程。大量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家谱揭示：土家、苗、
侗、瑶四族世代杂居，相互交错，相互交融。许多家族“时土时苗时侗时瑶”，
或“亦土亦苗亦侗亦瑶”，或与汉族相互交错，相互交融。

“大量的少数民族家谱告诉我们：中国的各族人民之间经历了很长时间
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是几年、几十年，而是千百年。这样长久的相互交流，结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特殊亲缘关系，最终形成了由 56 个民族
共同组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王鹤鸣说。

他认为，中国家谱文化宝库，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历史文献。微观而
言，家谱作为记载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是家族的百科全书，是
平民百姓珍贵的“家族记忆档案”。宏观视野，绵亘数千年的中国家谱文化，
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堪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档案”。

（本报记者张建松）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宋瑞、张宇琪、郭
方达)“镜头开始航拍了云南地区的山脉，按
理说山上应长着葱葱茏茏的树木，但也不
尽然。”55 岁的郑伟一手持着话筒，一手攥
着文稿，紧盯银幕，随着电影画面的切换，
讲述得绘声绘色。

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宫放映厅内，馆
长郑伟正为一群盲人观众讲述电影《杨善
洲》。

台下的观众微扬起脸，时将耳朵朝向
屏幕静静倾听，时而转身轻声与旁边的同
伴讨论交流。

59 岁的邵玉香和老伴是“心目影院”
11 年的忠实粉丝。此次前来，邵玉香精心
梳妆，身着黄色带水晶坠饰的毛衣，外边套
着红色的羽绒衣，参加“观影日”活动。

自 2007年 11月起，郑伟始终按照和盲
人观众的约定，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上
午九点三十分准时讲电影。

“盲人应和普通人享受同样的观影体

验。我们这里灯光、音响、投影、幕布设施样
样齐全，就为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电
影。”郑伟说。

11 年间，郑伟带领“心目影院”团队一
共讲述过约 150 部电影，累计为 2 万余人
次的盲人朋友提供免费观影服务。

时针拨回到 2007 年 5月，郑伟偶然得
知王伟力和郑晓洁夫妻在北京举办“心目
影院”的消息，当即决定前往北京取经。与
夫妻俩深聊之后，他愈发坚定了信念。

返回天津后，郑伟筹备播放了第一部
电影《甲方乙方》。来自天津市内和郊县的
50 余名盲人前去欣赏了从未感受过的“文
化盛宴”。

在电影选择上，郑伟有不少心得，“我
大多会选择贴近现代社会、有正能量的故
事片，在节日期间还会讲些应景儿的电影，
比如国庆就讲《建国大业》，现在就把贺岁
片提上日程。”

选定电影后，郑伟要提前看几遍，查询

资料充分了解电影内容，捋顺“人物关系
图”。此外，他还会剪辑电影，将剧情拆分
组合。“有些电影情节跳跃，咱能看懂，但
盲人朋友会听得云里雾里。”

接下来要编写脚本，补充人物对白
以外的细节。电影主人公的样貌、体型、
衣饰，场景等郑伟都会一一记录。

“《杨善洲》中有一幕我讲解的是‘土地
干裂得都能伸进去拳头，老乡眼巴巴地蹲
在地上盼着打水’，这样才能在他们脑海中
形成具象。”郑伟说，他每天都在和电影
“玩儿命”，最长的脚本多达 8000余字。

谈起这十余年的历程，最让郑伟印象
深刻的是在 2008 年与电视同步“直播”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他亲手用泡沫板制作了
立体五环，彩绘喷漆，让盲人零距离“接
触”奥运。

“大伙儿热情太高了，提前两个多小
时赶来。”郑伟说，他赶忙拿出准备好的
几百页奥运会小知识，分享给盲人朋友。

举办盲人电脑培训班、带领盲人赴
北京触摸法国卢浮宫十八件复制品活
动、赴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触摸神舟飞
船、赴南戴河听海、触摸五大道……盲人
朋友通过郑伟“看”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
世界。

每年 12月底，郑伟都会组织一场联
欢活动。首次举办联欢活动时，志愿者向
郑伟抛出一个问题：咱们穿演出服吗？

郑伟郑重地说：“一定要穿，盲人眼
睛看不见，但心能看见，这是一种尊重。”

“心目影院”的志愿者张浩运说，多
年以来，郑伟的助盲热情从未消减，他还
曾将“心目影院”推广到河北沧州和西安
等地。

面对一群乐观积极的盲人朋友，郑
伟说：“我会退休，但‘心目影院’永远不会
退休。”郑伟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人接
力，用恒心、爱心、细心，带领更多盲人
“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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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们的眼”，他带领盲人“看”世界

拉祜族村庄的音乐故事

“除了一个你，我不会再恋爱。爱你一
辈子，我永远不后悔。”这段充满深情的歌
词来自歌曲《真心爱你》。19 年前，一位拉
祜族少女正是唱着这首歌，把心上人唱回
到身边。

如今，这位拉祜族女孩已经成为村里
演出团体的台柱子和负责人，她的心上人
和她相依相伴，弹着吉他，唱着见证他们爱
情的歌曲，生活在爱的歌声里。

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的老达保村，
李娜倮和丈夫张扎思因歌声长相厮守，用
歌声表达和见证爱情的故事，成为大家眼
中的传奇。李娜倮说：“我用歌声把老公唱
了回来。”大家都说，这是充满爱的歌声。

云遮雾绕，满目苍翠。老达保村位于大
山深处，拉祜族村民淳朴勤劳。

上世纪 80 年代，村民李石开外出学
习，首次听到吉他弹唱就动了心，他便买了

村里的第一把吉他，拉开了村民吉他生
活的序幕，大家开始学吉他弹唱。多年
来，动听的吉他声也越传越远。

1983 年出生的李娜倮在父亲李石
开和村民们的吉他声、歌声中长大，耳濡
目染中，她的血脉中融入了音乐的成分。
在父母的精心教授下，李娜倮很快就学
会了唱歌、跳舞、弹吉他，成为村民们眼
中的小明星。

长大成人的李娜倮长得像一朵花一
样，并且歌声动人。她和同村同样能歌善
弹的小伙张扎思一起长大，互生爱意。

“我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
跳舞，可这又换不来钱！”偏远闭塞、交通
不便，又没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子，贫穷曾
如影相随，当年的老达保村民们烦恼不
已，这也让张扎思产生离开村子到外面
闯世界的想法，两个人因而产生隔阂，随

后他们便分开了一段日子。
那段日子里李娜倮无精打采，心神

不宁。可怎么能留住爱人的心呢？她咬咬
嘴唇，要用歌声表达心声。于是，白天她
坚持干农活，晚上回家写歌。“我就是把
心里想的，顺着旋律就写了出来。”一周
后，每一个字都凝聚着自己心思的《真心
爱你》完成了。

“我的眼泪就像流水日夜为你流，受
伤的心很快要破碎。我亲爱的不论你在
哪里快回来，你是我一生的依靠……”在
村里广场上，歌声充满深情、充满期盼，
也是一声声对爱人的呼唤。

很快，李娜倮为自己写歌的事就传到
了张扎思的耳中，他决定回村看看。“那时
候晚上没有电视看，坐在篝火边听李娜倮
唱自己写的歌，太美了。”张扎思被打动
了，听懂了歌声里的语言，感受到了真爱，

也懂了姑娘的心，便决定留在村子里，和李
娜倮厮守在一起，携手迈进婚姻的殿堂。
相爱的日子如蜜一样流淌。
结婚三年后，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

的李娜倮又写了新歌《永不分离》：“我俩是
人间最纯洁的爱，今生今世永在一起，永
恒的爱情与天地同在，永远永远在一起，
永远永远都不分离……”在李娜倮和张扎
思心中，这既是爱的写照，也是爱的誓言。

现在，夫妇二人有了两个孩子。夫妇
二人教他们唱歌跳舞，两个孩子听到歌声
就会动起来。

“蜜样的幸福生活滋润着我，拉祜人纵
情歌唱……”刚进老达保村，嘹亮的歌声就
已响在耳畔。如今，村民伴着悠扬动听的
琴声，正迈开步伐奔向好日子。

2013 年，在县里的支持下，老达保村
成立了由全体村民持股的老达保快乐拉
祜演艺有限公司，修建了演艺广场。现在，
490 多名村民中有 200 多把吉他，从六七
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登台演
出，光靠唱歌跳舞一项，村民人均年收入
就有四五千元。

父亲李石开买吉他回村的时候，女儿
李娜倮才一岁。现在，她已是这个“吉他村
庄”的著名音乐人和演艺公司的一位负责
人，创作的《快乐拉祜》等歌曲颇受游客喜
爱。

“我都写了 40 多首歌曲了，但最喜爱
的还是《真心爱你》和《永不分离》。”今年已
经 36 岁的李娜倮脸上泛出微微害羞的神
情，而 35 岁的张扎思在一旁深情地望着
妻子，不自主地拨动着琴弦。

修通了柏油路，修了公厕、垃圾池，村
民住房变得宽敞，人畜混居成为历史，四面
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一睹 200 多把吉他
齐奏的盛况。李娜倮、张扎思和村民们会一
同站在村中的舞台上，为四方游客快乐地
歌唱，这就是现在快乐幸福的老达保村。

李娜倮说：“未来我们会继续写歌，传
承拉祜族文化，为爱而歌。”

(记者谢锐佳、王长山、吉哲鹏、何春
好) 新华社昆明 2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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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达保村的年轻姑娘在演唱（1 月 8 日摄）。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新华社长沙 2 月 13 日电(记者柳王
敏)新春伊始，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浦
尾村的女书生态博物馆内一片生机盎
然，油菜花已竞相开放，前来游园和探访
神秘文字女书的人络绎不绝。

“正月初二开园，春节假期接待游客
近 2 万人次。我们在博物馆内写‘福’字，免
费为喜欢女书文字的人送‘福’。”31 岁的
女书传承人胡欣告诉记者。

“女书是世界迄今发现的唯一女性专
用文字，女书包括女字、女歌、女工、民间
习俗等。”胡欣表示，女书的一笔一画，都
彰显女性的温婉和细腻。

“女书的写法都是从右往左，从上到
下，字形的特点都是右高左低，呈斜菱形，
基本笔画非常简单，只有点、竖、斜、弧这 4
个。”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内，胡欣一边为
游客讲解，一边现场书写。

作为一种独特而罕见的文化遗存，
女书仅在上江圩镇及周边 3 个乡镇流
传，2 0 世纪 8 0 年代一经发现，即引起

国内外轰动。2 0 0 6 年女书习俗入选
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女书文字非常独特，仅用当地方
言发音，传女不传男，习俗是‘人死书
焚’，人去世后，女书也被焚烧或者陪
葬。”胡欣告诉记者，女书留存的原件
非常少，而女书起源何时，由谁创造，
为什么仅在江永县小范围传播，这些
至今都是待解之谜。

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和当地政府
的重视与推广，以及院校学者和民间
人士的研究，女书逐渐广为人知，先
后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和瑞士日
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展出，女书传承
人也受邀出访讲解和传播，古老的文
字正焕发出新活力。随着时代的发
展，女书也在追求创新，从以前的抒
写女性情感为主，到现在可写诗词、
名言警句、春联等，还可制作成书法
作品。

女书
女性文字里的新春祝福

说春
山沟里的“中式说唱 PK”

新华社银川 2 月 13 日电(记者张
亮、温竞华)大年初八晚饭刚过，宁夏西
吉县震湖乡立眉村村口锣鼓喧天，彩旗
飘舞，全村人早早出动，等待着邻村三支
社火队的到来。一场以“说春”为重头戏
的“接社火”活动即将上演。

“邻村社火队来我们村耍社火，我们
本村的社火队就要在村口接社火，不同
的社火队同台演出，既是一种交流，也暗
藏了一份竞争。而这其中最激烈、场面最
好看的当属春倌‘说春’了。”立眉村村支
书郭瑞军说。

“说春”，是传统民间曲艺中的一种
说唱艺术。在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接社火
中，“说春”演变为祝词对垒，双方“说春”
的春倌轮流即兴编词，或七言，或五言，
高声说唱出来，最先词穷者即败下阵来。

晚上 7 点刚过，李章村、张撇村、和
平村三个村的社火队如约而至。在喧天
的锣鼓声中，各社火队的春倌站在最前
排，他们身穿戏服，手拿羽扇，互相“PK”

了几句祝福和恭维的唱词小试牛刀后，
开始了真正的较量。

主队春倌、立眉村村支书郭瑞军大
步上前，左手举扇，右手抚髯，高声吼道：
“党的政策真的好，老弱病残吃低保，活
到六十领养老，身患大病有医保。”既切
题又押韵的唱词立刻博得村民们的喝
彩。

李章村社火队的春倌略一沉思，也
上前高声唱道：“锣鼓喧天实在欢，震湖
人民笑开颜，勤劳致富乐翻天，党的恩情
记心间。”话音刚落，又是一片叫好声。

“‘说春’的规则很像现在非常流行
的嘻哈说唱，既有‘f r e e s t y l e (即兴发
挥)’，又有‘battle(对垒)’，回乡的年轻
人都说这就是中国的说唱艺术。”震湖
乡副乡长陈晓宁说。

场内“说春”斗得不相上下，场外各
社火队的舞狮、秧歌也在争奇斗艳。立眉
村的春节氛围在这一晚接社火的活动中
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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