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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渔猎资源
极为丰饶，向有“棒打獐子瓢舀
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说法。在
清代，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
都有貂皮之贡，作为赋税，以表臣
服之义。达斡尔人的狩猎，具有季
节性：春夏打鹿获取鹿茸等珍贵药
材，秋天打狍子获取肉食和皮张等
生活用品，冬天打紫貂、松鼠等细
毛兽，皮张多用于出售，冬末春
初，猎取鹿胎。

达斡尔人的捕鱼方法有网捕、
叉鱼、钩鱼和挡亮子等，其中最擅
长的是凿冰取鱼。

采集是渔猎经济的重要补充。
在达斡尔族居住区，可供采集的野
菜、野果和菌蘑类植物种类丰富，如
柳蒿芽、黄花菜、白蘑、木耳、小根
蒜、稠李子、山里红等等。达斡尔族
各家各户普遍饲养牛马等牲畜，集
中放牧到氏族公共的牧场上。马用
于驾车和狩猎时运人载物，牛用于
农耕、拉车和生产乳食品。

辽朝灭亡以后，达斡尔人的先
民迁徙到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在村落四周种满大麦、燕麦、糜
子、荞麦和豌豆，菜园里种植着大
豆、蒜、香瓜、西瓜和黄瓜。同
时，他们还种植苹果、梨和胡桃，
较早地过上农耕和定居生活。

达斡尔人时常在冬春时节进山
伐木，运到江边捆扎成木排，等到
江河通航、水流平稳时，再将木排
运回，用于盖房、制作家具以及各
种交通工具：陆路有马或者牛拉的
勒勒车、爬犁、滑雪板等；水路有
独木舟、桦皮船、木排和木船。

勒勒车，又名大轮车、磊磊
车、大轱辘车，其使用历史可以上
溯到以“车居民”之名而著称于世
的斯基泰人。这种车轮高 1.6 米，
辕长约 3 米，车体、车轴和轮子都
是采用黑桦木、柞木为材料制成
的。其自身重量在 200 公斤左右，
载重量可达 500 公斤以上。勒勒车
一般用牛驾辕，一个成人最多时可
以赶二三十辆勒勒车，犹如一条长
龙，穿山越岭，其场面蔚然壮观。

在清代以前，达斡尔族保持着
以皮衣为主的传统服饰文化。在冬
季，男人们穿的皮袍多采用立冬至

春节前后的兽皮或牲畜皮制作，绒
毛密实，皮板厚重，不仅保暖抗
寒，而且经久耐穿。春秋两季，男
子们穿一种长至膝盖的皮袍，叫

“哈日密”。这种皮袍采用春、夏或
秋初的狍皮制作。由于缺少布匹，
男子们一年四季都穿皮裤。男人们
冬天戴皮帽，春秋戴毡帽，夏天戴
草帽，见客戴礼帽，郑重场合戴官
帽，狩猎时戴狍头皮帽，脚穿“奇
卡米”（用袍皮、鹿皮作的靴子）、

“斡洛奇”（布靿布底或皮底的便
靴） 或靰鞡。妇女穿长袍，不束腰
带，不穿短衣，颜色以蓝为主。冬
季也穿“奇卡米”；夏天穿白布袜
子、花鞋。年节或者喜庆时穿各色
绣花的绸缎衣服，外面套的斜襟坎

肩叫“奥勒情”，与清朝满族样式
基本相同，内吊皮里，外加缎面，
美观而保暖。

达斡尔族喜欢吃“稷子米”，
经常吃加牛奶的热稷子米饭、荞麦
面、荞麦饼、燕麦粥和大豆等。带
牛奶和狍肉的燕麦粥和荞麦粥，是
老年人最喜欢的食物。

古老的达斡尔族村屯大多坐落
在依山傍水、土壤肥沃、地势较高
的地方。房屋院落修建得十分整
齐，环绕着红柳条编制的各种花纹
的篱笆，马棚和牛舍一般修筑在离
院较远的地方，使院内经常保持清
洁。外族人评价说，“有达斡尔人
家的地方不怕水灾”。

达斡尔族老年人在社会上威信
很高，在各种场合里都受到后辈的
尊敬。人们不论彼此是否认识，都
有互相帮助的义务。某家生活上有

困难，屯里的人
都 设 法 帮 助 解
决。家里杀牲时
都分送给邻居和
亲友共享，狩猎
或捕鱼回来，所
有在路上碰见的
人都分赠他们一
份。

“ 阿 涅 节 ”
是达斡尔族最盛
大的传统节日，
相当于汉族的春
节。腊月三十，

为了纪念逝去的长辈和亲友，通常
要祭祖、扫墓。除夕夜，在大门外
点燃篝火，全家人汇集在一起吃团
圆饭，通宵守岁。手把肉是家家必
吃的年夜饭，人们把煮熟的带骨肉
拿在手上，用刀子割成小块，蘸韭
菜花、白菜末和盐一起吃。吃时热
气腾腾，香味扑鼻，堪称人间美味
之上品。正月初一，人们一早就梳
洗打扮，先给本家长辈请安、敬
烟、磕头，然后是在村屯中挨家挨
户地拜年。正月十六为黑灰日，老
人们提前起床，往未起床的儿女脸
上抹一点锅底灰，随后人们走上街
道，往同伴的脸上抹灰，每一个人
的脸上都抹得黑乎乎的，作为吉利
的象征。

80 多年前的一个秋日，我爷爷
赶一辆木轮马车把我奶奶娶回来。

那时，他抓一杆赶马鞭，举脖瞭望
浮吊在头顶上黑沉沉的阴云，连连抽
打马屁股，往河边赶。河岸上站着叶
子微微黄的柳树。车轮方在岸畔刹住
脚，天上就砸下来颗颗雨粒，我奶奶抱
着布包袱，急急忙忙钻进车底下。而
我爷爷弯腰折下粗些的柳枝，忙忙地
往两边的车帮上搭设半圆形的篷架，
又急急忙忙地脱下袍子盖在上头，给
我奶奶造了一间新崭崭的小屋。

这种弯制车辋，并用车毂和辐条
制作车轮的木车，就是达斡尔车，俗
称“草上飞”。《黑龙江外记》 记述，
达呼尔随意造辘辘车，轮不求其圆，
辕不求其直，讲的便是这车。

我爷爷搭的篷车在达斡尔语称为
“木拉日·特日格”，是富贵人家的行脚
用具，篷架上苫盖的则是镌刻祥福花
纹的桦树皮。我爷爷过得紧巴，用一
辆普通敞车接他的新娘子，在突来的
秋雨中，把赶马鞭挥得像一面旗，好似
要把讨厌的雨云赶到远远的地方去。

车轮滚滚之时，眼前就横了一条
几丈宽的伊德河，马蹄子一脚踏进
去，清亮亮的水花在车毂上嘻嘻哈哈
地蹦得欢，也把我爷爷的心给逗乐
了。他嘴上哼着流唱民间的古曲，眨
眨眼就把车赶出了深达五尺的河。片
刻之间，雨也停了，车轮在望不到头
的蛮荒草道上朝着家悠然而行。

那些年，我爷爷在介字形房顶上
还沉积冬雪的农历三月，就去大兴安
岭东麓砍伐黑桦树和柞木。待到七月
中旬，与同乡拉上亲手打造的上百辆
达斡尔车，驶出柳编篱墙的方型院
子，赶往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草原。
日行九十里地，饥了吃燕麦炒面，或
者搭个灶，煮一锅稷子米粥，夜里就
住在带篷的车上。

到了抬头望山顶都会掉帽子的吉
登达瓦 （兴安岭高峰），他们把袍襟
掖在缠了几圈的布腰带上，推着车往
山尖上攀爬。过了那座山，再行三两
天，就到了甘珠尔庙的集市。我爷爷
他们拿达斡尔车换外族人的马匹、羊
皮和猎枪之后，一刻也不逗留，披着
星戴着月踅身归家，颗颗心都澎湃得
稀里哗啦。

再往上溯，17 世纪中叶，达斡
尔人奉康熙皇上之书在黑龙江北岸的
雅克萨城堡跟沙俄侵略者打仗，用的
也是凝结着朴实与睿智之泽的达斡尔
车。滚滚向前的车轮被赋予烈烈的爱
国情怀，过山谷、过沟壑、过沼泽
地，运人运粮运火炮……

更早的时候，达斡尔人也是乘坐
一辆辆达斡尔车从更北的精奇里江迁
徙而来，聚居在富美之嫩江流域。我
小时候见过胶皮车轮的三套马车陷在
泥泞的大地上出不来，满车人都下来
推，被泥巴甩了一身。不多会儿，北边
驶来一辆木轮车，轻巧巧地蹚了过去，
人们抹了抹一脸的黑泥，都说泥巴咬
胶轮不咬木轮，还是木轮子顶用。

如今，达斡尔人骑上了两个轮子
的摩托车，开上了四个轮子的轿子。
从岁月长河中渐退、被列入内蒙古第
一批非遗名录的达斡尔车看似沉睡在
久远的记忆里，但并没有成为一种摆
设。2016年9月，达斡尔旗举办首届
达斡尔车大赛，有着契丹先祖高轮车
遗风的车轮依旧承载着亘古的一族文
化，飞驰在普照着灼灼阳光的大地，
飞驰在荡漾着秋天果实之香气的大
地，达斡尔人的脸庞上也开出朵朵幸
福美满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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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说民族

达斡尔族达斡尔族
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达斡尔族 （dá

wò er zū） 总人口为131992。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
区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
达斡尔族区、鄂温克自治旗一带，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
及辽宁省等地。

达斡尔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蒙古语族，原文字已丢
失，现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同其他阿尔泰语系
各民族一样，达斡尔族主要信奉萨满教。达斡尔族能征
善战，在清朝内外战争中均有参与。抗日战争期间，为
东北地区抗日做出杰出贡献。

从语言、风俗习惯、民间传说
等方面看，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人
的后裔。他们最早居住在讨浯儿河

（今洮儿河），辽朝灭亡以后，迁徙
到黑龙江以北。17世纪中叶，因沙
俄殖民者入侵和清政府巩固后方需
要南迁至嫩江流域，于是，大兴安
岭和嫩江流域就成了达斡尔人的故
乡。后来，由于清政府征调达斡尔
族青壮年驻防东北及西北边境城
镇，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徙居呼伦贝
尔、瑷珲及新疆塔城。

“哈拉”是达斡尔族的氏族组
织，它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
结成的社会集团。每一个“哈拉”
都有自己的聚居地，属于同一“哈
拉”的人，均具有血缘关系，因而
严禁通婚。各“哈拉”均有民主选举

的“哈拉达”（氏族首领），管理氏族内
部事务。达斡尔人以“哈拉”为单位
进行集体狩猎活动，这是氏族组织共
同生产、平均分配习俗的残存。

随着人口增加，“哈拉”的规模
日趋广大，于是，一个“哈拉”又
分为若干个“莫昆”。同一“莫昆”
的人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或相邻的地
方，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帮助
的义务，也有收养孤儿、赡养孤寡
老人的义务。成年男子都有权参加

“莫昆”会议，它是家族的最高权力
机构，负责选举或撤换“莫昆达”

（家族长）、商讨家族内部生产和生
活上的大事，处罚违反习惯法的家
族成员等。

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在达斡
尔族居住地区先后建立统治机构，

“哈拉达”和“莫昆达”被任命为基
层政权的行政首领。1640 年 8 月，
清朝政府将在征服索伦部战争中俘
获的壮丁、妇幼共 5673 人隶入八
旗，编为牛录，并陆续将归附内迁
的达斡尔人编入。布特哈的达斡尔
人被编为都博浅、莫日登、讷莫尔
3 个扎兰 （清朝八旗军事单位，连
或队之义）。达斡尔族八旗官兵的职
责主要有三项：一是服兵役，凡年
满 15 岁、身高 5 尺的男子，均为壮
丁，开始服兵役、承担徭役和纳贡
等义务；二是巡逻边境，清政府在
中俄边界线上设立了固定的斡包

（土堆），每年或每三年派官兵定期
巡逻；三是驻防卡伦 （哨所），为了
巩固边防，清政府于雍正年间在边
界地带设置了各种卡伦，派八旗兵
轮换驻守。八旗制度的建立，加速
了达斡尔族社会封建化的过程。

在清朝统治 200 多年间，对布
特哈八旗进行了60多次征调。这一
方面使达斡尔族人口增长受到影
响，另一方面，促进了达斡尔族的
生产发展和物资交流，密切了达斡
尔族和汉、满等各族人民的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达斡尔
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艺术。

民间故事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
作品中数量最丰富的一种体裁。有
人物故事，例如 《阿波卡提莫日
根》《德布库的传说》；有动物故
事，例如《套嘎沁脱险》；有生活故
事，例如《阿拉塔尼莫日根》，有萨
满故事，例如 《尼桑萨满的传说》

《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有“莽
盖”故事，例如《去杀莽盖》《天神
战胜莽盖》。“莽盖”在我国北方各
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经常以反面典
型的面目出现，是一个半人半兽、
肢体庞大、形象怪异的害人巨魔，
也是自然力和社会恶势力的代表。

神话反映了达斡尔人对自然的
探索以及对天体的认识。古代达斡
尔人认为天体是圆的，由大地上的
仙鹤用一只脚支撑着。当每隔三年
仙鹤换一次脚时，大地便会发生地
震。《天为什么下雨和降雪》 中讲：
人类食用的油和面是由天神“腾格
日”赐给的，由于人们对食物不珍
惜，天神便不再供给人类油和面，
只给下雨和降雪。有些神话讲述人

类的起源，如天神下凡、捏泥土造
人的经过，其情节与汉族的女娲抟
土造人神话颇为相似；有的神话讲
述了仙女与猎人成亲并繁衍后代的
瑰丽幻想，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
彩；有的神话讲述了人与动物结合
并生儿育女的神奇故事，充满了图
腾的意味。

《萨吉哈勒迪汗的传说》是一则
民间历史传说，讲述了达斡尔先民

之部长萨吉哈勒迪
汗兵败后率众北迁
的历史过程，这与
辽朝灭亡以后一部
分契丹人北迁的史
实相吻合。《吃鹿
胎的传说》 和 《獾
子油的传说》 分别
讲述了达斡尔族猎
人在长期的生产和
生活实践中发现鹿
胎和獾子油药用价
值的经过。

达斡尔族的民间音乐曲调优
美，其调式建立在五声音阶基础之
上，以宫调式民歌为最多，体现出
达斡尔族人民坚强开朗的性格和乐
观向上的民族精神。其次是徵调式
民歌以及羽调式民歌，优美别致、
刚健明亮。在达斡尔族的民歌中，
只有在民间舞蹈歌“哈肯麦”中才
有商调式，音调淳朴委婉，节奏柔
和平缓，大多具有小调色彩。角调
式民歌节奏明快，句读清晰可辨，
在过去大多用于歌唱祭祀神灵，仅
见于萨满歌曲。

古往今来，达斡尔人有着围绕
篝火集体跳舞的传统习惯，达斡尔
人称之为“路日给勒”。“路日给
勒”的表演形式，开始时多为二人
相对慢舞，中间为表演性或叙事性
的穿插，结尾是高潮迭起、活泼欢
快的赛舞。“路日给勒”的舞蹈动作
十分丰富，仅上身舞姿就多达二十
余种，有表现摘豆角、提水、洗
脸、梳头等生活场景的写实动作，

有鹰飞、熊斗、虎跳等模仿鸟兽习
性及特征的舞蹈动作，有上拍手、
双搭肩、单盖手等抒发思想感情的
舞蹈动作。传统的“路日给勒”无
器乐伴奏，由表演者用高亢洪亮、
此起彼伏的呼号声或节拍鲜明严整
的民歌伴舞，显然与生产劳动密切
相关，例如“哈莫”（熊的吼声）、

“格库”（布谷鸟的叫声）、“珠喂”
（呼唤鹰的声音） 等呼语性衬词的使
用，不仅增强了舞蹈动作的节奏
感，而且起到了渲染气氛，抒发情
感的良好艺术效果。

在达斡尔族妇女中流行着一种
民间乐器——“木库连”，它的构造
简单，但很娇嫩，她们从来不借给
人使用。后来渐渐在男人中也出现
了“木库连”弹奏手，但技艺仍超
不过妇女。每当吃罢晚饭，特别是
恬静的夜晚来临、百鸟归巢的时
候，年轻美丽的姑娘三三两两便出
现在窗前、树下或者溪水旁，弹奏
起“木库连”。悠扬悦耳的“木库
连”划破寂静的夜空，飘到她们情
人的耳朵里，情人立即弹奏起“木
库连”来表达爱情。

达斡尔族是一个热爱体育运动
的民族，骑马、摔跤和射箭之外，

“贝阔搭日克贝”（曲棍球比赛） 占
据着首要位置。曲棍球比赛一般在
村屯中宽敞的街道上进行，场地宽
约十几米，长约几十米，中间划一
道界线，为发球位置。两端的球门
分别被称为“阿那格”（狩猎营地）
和“耶热”（野兽洞穴），说明起源
与狩猎活动息息相关。1975 年，莫
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成立了业余曲
棍球队，这是我国第一支专业曲棍
球队。该队在全国性比赛中多次夺

得冠军。1982年，以达斡尔族球员为
主力队员的中国曲棍球队，在巴基斯
坦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杯曲棍球比赛
中夺得第三名，在国际曲坛上第一次
升起五星红旗。1989年，国家体委将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命名为“曲
棍球之乡”。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
《中国少数民族》卷 张稚丹编辑整
理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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