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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巴族民间世代口耳相传着大量的神
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文学作品。珞巴族
创世纪史诗 《斯金金巴巴娜达盟》，从天
地起源、日月星辰、自然万物和人类的诞
生讲起，直到珞巴族的来源和发展。长篇
神话 《阿巴达尼》，讲述珞巴族父系祖先
阿博达尼诞生、氏族的婚配、迁徙、发展
和分布、繁衍成为十三个部落的艰苦历
程。神话有 《纽布射日》《天神三兄弟》

《三头神牛》《人和猴子为什么不一样》
《太阳、月亮和草药》 等。民族交往的传

说有 《宾鸟追马》《种子的来历》 等，发
明创造的传说有 《斯金金巴巴奈达美和金
尼麦包》 等。民间还流传有 《蝙蝠》《啄
木鸟》《乌都鸟》等故事。

音乐主要是演唱歌谣。珞巴人常在休
闲、劳动、远足、婚娶、丧葬、祭祀时，
触景生情，即兴创作歌曲。民歌属五声音
阶，以徵、羽调式为主，有“夹依”“百
力”“月”和“亚里”等种类，也用于舞
蹈时伴唱，表演形式是一人领唱众人和。

“夹依”为叙事性民歌，多用于赞颂和祈
祝。“甲景甲”是具有代表性的古老曲
调，在婚丧嫁娶、宗教祭祀、修建新房等
各种重大场合、仪式上表演。“百力”多
用于喜庆场合，是珞巴族生活习俗的酒
歌、哭嫁歌。“月”是人们出征前唱的一
种歌曲。

舞蹈有多种，大多表现与生产、生活
相关的内容，跳祭祀舞、征战舞时，无音
乐伴奏，舞蹈动作原始古朴，豪迈奔放。
男子集体舞“刀舞”，舞者身穿猎装，手
持弓箭、长刀，表现激烈狩猎场面；“驯
牛”舞表现珞巴人追赶、抓获、驯服公牛
的过程；“巴纠”是珞巴族崩如人婚庆时
表演的舞蹈，有模拟鸟兽的动作；“纽布
衣”和“哈日巴”舞，反映原始宗教仪式
的内容。舞蹈时，没有乐器伴奏，由巫师
领唱，姑娘们跟着巫师所唱歌曲的末句重
复合唱，并按着歌曲的节拍起舞。歌词大
多叙述创世纪的传说、动植物的起源、生
产工具的发明创造等。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摘自《民族问
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由
邹雅婷编辑整理。）

小时候的记忆里，祖母总是起得最
早，伴随着第一声鸡叫，木屋内就会传出
祖母穿戴珞巴族民族服装的叮当声。

穿戴传统的珞巴族服饰——特别是女
性服饰——那是一个极为繁杂的过程。实
际上，服装本身较为简洁，上身为一件红
黑相间的上衣，长度到腰部，呈束腰状，
袖子较宽松，长度到小臂。下身为围裙，
主色亦为黑色，只是在裙边装饰有红边，
长至膝盖。穿戴时，用围裙整齐地压住上
衣底边，用腰带予以固定后，小腿上再绑
上红黑细条相间的绑腿。这样的服装设
计，极有利于在闷热的大峡谷雨林地区从
事各项生产活动。相对于简洁的衣裙，佩
戴首饰则是一件繁琐的事情。珞巴妇女的
佩饰不但种类繁多，佩戴顺序也极为讲究。

从种类上来讲，首饰分为头饰、颈部
戴的串珠、背部的铜镜、腰饰和脚饰。每
一部分的首饰都有各自的来源传说。祖父
祖母又都是极为传统的人，于是，每逢重
大节庆日需要穿戴民族盛装的时候，祖母
总会不厌其烦地向姑姑婶婶们介绍其来
源。头饰珞巴语叫做“巴鲁”，一般为银制
或白铜制成的盔形帽，沿着帽檐是一银质
或白铜质装饰条，装饰条用彩线包着，并
镶嵌着小贝壳。祖母说在很久以前，珞巴
始祖阿巴达尼迎娶太阳神最疼爱的小女儿
冬妮昂伊，“巴鲁”是太阳神为冬妮昂伊所
制的嫁妆，只有有能力组织部落成员举行
祭祀太阳神活动的人家才配拥有。串珠源
自地母送给他们的礼物，一般都是绿松石
磨制而成，而背饰是一面铜质护心镜，据
说阴界女妖基辛亚蒙嫉妒冬妮昂伊美貌，
总想加害于她，于是，冬妮昂伊就把铜护
心镜戴在背后，防止女妖基辛亚蒙从背后
袭击。腰部系上镶有铜片的腰带，在前摆
挂上贝壳串成的饰品，据祖母说，贝壳象
征财富，是水界龙神“布如”送给冬妮昂
伊的礼物。在珞巴社会里，货币还没有出
现，很多时候，贝壳能起到交换介质的作
用，因此，珞巴人在很多常用物件上喜欢
用贝壳来装饰，例如挎包、腰带、刀带
等。最后是铜手镯和脚铃。这些首饰与服
装上鲜艳的红色、庄重的黑色形成绝佳的
搭配，能完美体现珞巴女性的柔美与婀娜。

相对而言，珞巴男子服饰显得简洁、
粗犷。头戴熊皮帽，其质地为藤编盔毛，
帽檐上装饰有熊皮，连着帽子，背部挂吊
一块熊皮，能起到护心镜的作用。身穿黑
色氆氇，外套无袖长坎肩，腰系贝壳装的
腰带，再佩戴珞巴长刀、短刀和箭筒，手
握长弓，这是记忆中祖父——一个珞巴顶
级猎手的形象。这种服饰充分显示出长期
从事渔猎的珞巴男人粗犷英武的气质，也
体现出珞巴族尚武好勇的民族性格。

在祖母装饰品的叮当声中，火塘里的
火渐渐烧旺了，熊熊火焰不但照亮了黎明
时昏暗的木屋，也将烧出一顿美味的早
餐。记忆里，祖母极善于烹饪，村寨里有
红白喜事或者祭祀活动，人们总是请祖母
主持后厨事宜。而我最喜欢吃的，却是祖
母做的简单而美味的早餐。将煮熟的米饭
倒入大石锅中置于火塘边，用平面的木瓢
搅拌，直到将米饭搅成面状，搅出一团一
团的饭团，放在预先备好的芭蕉叶片上，
在每坨饭团上用拇指摁出一个小窝，小窝
内放入一片酥油，让其融入饭团中，饭团
边上放一些煮熟的肉，旁边浇上一两瓢通
红通红的辣椒酱，一顿美味的早餐就这样
诞生了。饭香带着芭蕉叶的清香，陪我度
过了难忘的童年。

时间犹如指缝间的沙子难以握住。时
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西装革履早已取
代了传统的民族服饰，除了特殊的节日
外，再也看不到穿戴民族服饰的人了。记
忆中祖母身上首饰碰撞的叮当声和清脆的
脚铃声萦绕我心头，幻化成一缕关于喜马
拉雅峡谷雨林的悠远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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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如画的珞巴族家园
来源：国际在线

珞巴族总人口约3682人 （2010年），主要
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东起察隅、西至门隅、南达
中印边界的广大珞渝地区，以米林、墨脱、察
隅、隆子、朗县等地最为集中。另有少数散居
在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市。

历史上，人们依据地理形势，把珞渝分作
上珞渝和下珞渝。上珞渝泛指古称的白玛岗
（即今墨脱县）、马尼岗、梅楚卡一带；下珞渝
则泛指永木河、锡约尔河、巴恰西仁河流域，
直至南部同印度接壤的广大地区。

“珞巴”是藏族对居住在这一地区古老居
民的习惯称呼，“珞”在藏文里有“附近”“智
慧”“南方”“没有开化”等几种词的意思，

“巴”意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
据实际情况和本民族意愿，正式定名为珞巴
族，取“南方人”之意。

珞巴语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语
言，各部落间方言差别较大，没有本民族文字。

珞巴族

西藏米林县南伊沟的珞巴族青年 来源：中国网

珞巴族的祖先是珞渝地区最早的开发
者，早在新石器时代，他们就繁衍生息在
这里。20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和
考古工作者在上珞渝的墨脱地区发现了大
批磨制石器。这些石器与在西藏其他地区
采集的同类石器在形制和文化内涵上极其
相似。考古资料表明，珞巴族先民同藏族
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
古文明。在珞巴族的神话传说中，有其先
民最初居住在墨脱一个山洞里的传说。

藏文史籍 《红史》 等记载，早在松赞
干布（617～650 年）时代，“南自珞与门……
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吐蕃后期的历史
也记载了吐蕃赞普处理珞渝地区事务，珞
渝部族受吐蕃王朝统治的事实。在藏传佛
教后弘期，噶举派僧人曾到接近珞渝的工
布、娘布、塔布、隆子一带传教建寺。17
世纪后期，格鲁派在西藏取得统治地位，在
清朝中央政府扶持下管理西藏地方政府，针
对珞渝的具体情况，设立了有关机构。

19 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政府把珞渝地
区划归波密土王管辖。波密土王于 1881 年
在地东村 （今墨脱县境） 建立地东宗，委
派宗本辖五“错”（“错”相当于区）、六
寺。20 世纪初，波密土王为进一步巩固对

珞渝的统治，将地东宗的达岗错扩建为
宗，即嘎朗央宗，并在此先后委派过八任
宗本。西藏地方政府也经常派人到珞渝地
区巡查。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和波密土王
发生矛盾，撤消了嘎朗央宗，将辖地仍划归
地东宗，恢复达岗错建置。又在达岗错及其
以南地区，委派“错本”（相当于区长）和“学
本”（相当于村长），每年前往收缴租税。当
时，西藏地方政府为巩固边防，还派军队
到达珞渝南境和印度阿萨姆交界的地方巡
边。1944 年前后，英帝国主义以划定非法
的“麦克马洪线”为借口，派兵溯雅鲁藏
布江下游而上，侵入珞渝的戛高、许木地
区，强令当地人民不再为西藏地方政府支
差纳税。随后，英帝国主义又派兵侵占了
更巴拉以南、戛高以北地区，强迫西藏地
方政府停止对当地行使固有的管辖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珞巴族人民
生活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受西藏三大
领主 （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 的压迫和
歧视。20 世纪中期，珞巴族社会仍处于原
始社会末期阶段，珞巴族由于居住在不同
地域，有 20 多个大小部落，每个部落都有
各自部落的部落名、各自的地域，操自己
的方言，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
有自己的军事首领。各个部落又包含若干
个氏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地，氏
族内部依血缘亲疏分住在相邻的村子，每
个村往往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氏族居住
周围村社范围内的土地归氏族全体成员公
有，氏族成员可以在公有土地上开荒、狩
猎或从事其它生产活动。珞巴族社会普遍
实行父子联名制，氏族内部每个成员的名
字由父名和子名两部分组成，即在儿子的
名字前加父名，父系谱系反映出氏族内部
各个家庭成员之间血缘远近。阅历丰富的
老人可以随口说出自己氏族 10 代以上的谱
系，这是每个氏族成员必须具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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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用弓箭擅用弓箭
20世纪50年代之前，珞巴族社会经济

发展缓慢，生产水平很低。农业生产刀耕
火种，生产工具简单粗糙。主要的农作物
是玉米和鸡爪谷。

狩猎是珞巴族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珞巴人擅长狩猎、捕鼠和捕鱼。过
去，人们多集体狩猎。近代，铁器输入使
用，珞巴人的生产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促
进了狩猎方法的进步，人们可以依靠个体
的力量自行狩猎。捕鱼，是一项不分性
别、年龄，人人都可以参加的生产活动，
分集体捕鱼和个体捕鱼两种方式。捕获的
鱼烤干后，可存放较长的时间，这是珞巴
人主要肉食来源。

珞巴人制作弓箭的技艺较高，对弯制
竹弓和削制箭杆很有讲究。珞巴人从幼儿
时就开始练习射箭，使用弓箭的本领很娴
熟，谁家生了孩子，四邻亲友以弓箭为礼祝
贺。逢年过节，都要举行射箭比赛。勇猛
善射的青年猎手会得到众多姑娘的青睐。

藤网桥是珞巴人特有的技术，以藤索
为材料编织而成。建造藤网桥时，人们隔
河射箭，箭尾拖曳绳索，把藤索、棕索和
竹索带过宽阔而湍急的河面。墨脱县德兴
区横跨雅鲁藏布江上的藤网桥是历史最久
的一座，距今已有300多年。

珞巴族生活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地
区，气候环境迥然不同，南北各部落服饰
明显不同。博嘎尔部落生活的珞渝地区北
端，海拔较高，气候寒冷，男子穿山羊
皮、野牛皮上衣或藏式氆氇长袍，外套黑
色贯头式大坎肩。女子穿野麻织物做的对
襟无领袖上衣，围腰带，下穿过膝筒裙，
小腿捆扎裹腿，冬天御寒用牛皮和羊毛织
披肩。珞渝中心地带气候炎热，这里的阿
帕塔尼、米里、崩尼等部落服饰较为简
洁，男女服装都只将布块围在身上，长者
过膝，短者过臀，手臂袒露在外，崩尼人
称之为“埃济”。米里、德根部落的女子
穿一种称之为“阶邦”的草裙。在靠近藏

区的地方，珞巴人也穿藏装、藏靴。察隅
地区女子的传统服饰，上装为无领短袖对
襟衫，下装为内外两层筒裙，内裙长过膝，
外裙仅及臀部。衣裙上绣有纹饰图案，裹
绑腿。

烧烤是珞巴族最常见的一种加工食物
的方式。将整条鱼投入火塘，埋上热灰，
很快便可焖熟食用。珞巴人还把在山上捕
获到的大的动物加工成肉条，烤熟后长期
贮藏。珞巴人用石块烙制食品。他们把荞
麦、玉米和达谢 （一种木本棕类乔木植
物） 加工后提取的淀粉研磨后，用水调和
成稀面团，摊在烧红的石片上烙熟或烙过
后再埋入火塘的灰烬中，使其熟透。有些
部落用陶罐和石锅烹饪食物。

珞巴人多数部落一天吃三餐，喜欢在
两餐之间饮酒。家家户户用大米、鸡爪谷
等粮食酿酒。一些部落在盟誓时，还沿用
古老的饮血酒习俗。博嘎尔人每年秋收后
杀牲庆祝，把余温未冷的牛血和在酥油中
饮用。一部分珞巴人常把獐子肉剁成肉
酱，拌上辣椒和姜末作为其它食品的配料。

珞巴族地区的房屋建筑多是干栏式，
中间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每个氏族都
有未婚男子集体居住的公房，它也是氏族
或首领议事的地方，平时妇女不能进入。
有些部落还建有少女的公房。

节日独特
具有珞巴族民族地域特征的历法——

物候历，是珞巴人在长期的狩猎、采集和
农业生产活动中，根据月相盈亏、昼夜更
替、四季变化、植物枯荣等自然现象的变
化规律创造的。物候历根据月亮圆缺变化
和季节转换规律，归纳出每月有 30 天，每
年有 12 个月。珞巴人对每月、每天都有形
象、生动的说明，反映出珞巴人独特的智慧。

珞巴族各地年节日期不一，年前，家
家户户舂米酿酒、杀猪宰羊，经济条件富
裕者还要宰牛。不少地方还保留有“氏族
集合”的古老习惯，过节时，各户要备
酒杀鸡，炸油饼、牛肉、猪肉、野牛肉、
香獐肉、鱼肉、鼠肉，在熊熊篝火旁饮
酒、唱歌、吃肉，进行各种娱乐活动。一
些珞巴地区有在年节举办婚事的习俗。

希蒙的珞巴族称年节为“调更谷乳
术”节，届时，要把宰杀的猪、牛、羊肉
连皮切成块分送给亲友，还要把牛头盖骨
高高悬挂家中墙上，作为勤劳和富有的象
征，世代相传。“昂德林”节是珞巴族传统
农祀节日，珞巴语意为丰收节，每年收割
时择日举行。临近节日，男人上山打猎，

女人收取少许谷物，做熟后请村中老人尝
鲜，剩下的喂狗。节日期间，全村男女身
着盛装，从各自家里拿出准备好的美酒佳
肴，全村男女唱歌跳舞，通宵达旦。

珞巴族中还流传着一个叫“莫朗”的
节日，意在预示丰收。具体时间由巫师择
定，一般在农历腊月或正月。届时，全村
男性青少年排列为一行，身着盛装，在巫
师带领下到邻近各村巡游，路过田野时，
巫师撒大米粒，青少年挥舞长刀，敲打铜
盘，队尾的一个老者沿途撒大米粉。巡游
队伍要走遍本部落。在经过即将播种的土
地时，举着竹制男性生殖器的青年就到地
里跳生殖舞。每到一个村子的广场上就唱
歌舞蹈，村民们则会备酒款待。珞巴人认
为，庄稼的繁殖和人的生育是一个道理，
为的是祈求人丁兴旺。毗邻藏区的珞巴
人，节日和祭祀活动与藏族相差无几。

珞巴人非常好客，视挽留客人为荣。
有客自远方来，珞巴人会拿出干肉、烤
肉、奶渣、玉米酒、荞麦饼和辣椒等款
待。客人吃饭前，主人要先喝一杯酒，先
吃一口饭，以示食物无毒和对客人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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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林村的年轻人身穿传统
服饰迎接游客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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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巴姑娘挖野菜 李久久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