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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扎布，著名的蒙古
族歌唱家，国家特级演员。
他自幼喜爱民歌，1950年
参加工作，1952年调入锡
盟文工团，1953年调入内
蒙古民族歌舞剧团。同年，
赴京参加全国首次民间音
乐、舞蹈会演，荣获文化部
优秀独唱奖，当年10月参
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
问团，曾在三八线前沿阵
地为志愿军战士演出；
1956年赴京演出，再次轰
动京城，与宝音德力格尔、
毛依罕被首都文艺界誉为

“内蒙三宝”。

自幼音乐天赋过人

“他们说，在他年轻的
时候，就是骑在马上也要
唱歌，歌声横过草原，能让
天上的云都忘了移动，让
地上的风都忘了呼吸。他

们说，只要远远地听到他
的歌声，就会让毡房里火
炉旁的老人家忽然间想起
了过去的时光，让草地上
正在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
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所
有的心，所有的灵魂都跟
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
下回旋飞翔，久久不肯回
来……”这是蒙古族女诗
人席慕蓉笔下所描写的歌
王哈扎布。

1922年5月11日，哈扎

布出生在锡林郭勒盟阿巴
嘎旗达布希勒图苏木的一
个牧民家庭，族姓孛儿只
斤，是成吉思汗黄金氏族的
一支。父亲名叫鄂温姆，在
王爷府里做轮值的文书。

哈扎布这个名字是
“天的恩赐”的意思，他自
幼就显露出过人的音乐天
赋。12岁的时候，在旗里的
那达慕大会上，他得了赛
马第一和歌唱第一；15岁，
他正式拜锡林郭勒盟歌唱
家色日格楞梅林为师，学
习歌唱，从此掌握了传统
长调民歌的演唱技法。

哈扎布19岁那年，父
母相继病逝，此时，他已经
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王爷
歌手”。哈扎布25岁那年的
一天夜里，他被盟里的乱
兵掳走，和王爷、乡民等人
一起被当作人质。当时八
路军已经进了草原，几天

后终于赶上乱兵。
乱兵领袖怀疑哈扎布

是奸细，因为身为人质的
他总是快活地唱着歌，他
是不是在利用歌声向八路
军报信儿呢？于是，乱兵将
哈扎布绑在树上，打算处
死他。哈扎布心想：横竖也
是一死，不如把自己喜欢的
歌再唱一遍，再和这黑暗的
人世道别吧！年轻的哈扎布
将自己的整个灵魂都融入
了歌声中，那真是让天上的
云都忘了移动，让地上的风
都忘了呼吸的绝美歌声啊！
人质们落了泪，就连那些乱
兵和他们的妻儿，也被这来
自生命深处的歌声感动，不
由地流下泪来。

妇孺们向首领求情：
有这样美好歌声的年轻
人，应该不可能是奸细，饶
他一死好吗？这样，他每天
晚上都可以唱歌给我们听

了。就这样，哈扎布因为歌
声招来杀身之祸，又因歌
声挽回了性命。

把长调艺术搬上舞台

1952年，内蒙古锡林郭
勒盟文工团正式成立，哈扎
布入选进团，成为第一位舞
台艺术歌者，把蒙古民族古
老的长调艺术首次搬上了
舞台。1953年，他参与第一
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公演，
获得金质奖章，此后开始到
全国各地及国外演出。

1982年，60岁的他告
别了舞台，回到日夜思念
的家乡锡林郭勒草原跃进
苏木生活。1989年，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颁给
他“歌王”的头衔，1991年
又颁给他代表最高荣誉的

“金驼奖”。
1990年，闲不住的哈

扎布自筹资金在家乡开办
了一个蒙古长调民歌训练
班，为蒙古长调寻找继承
人。80岁的时候，哈扎布现
身首届全国蒙古语长调大
赛，不但担任评委，还跟获
奖歌手同台演唱。哈扎布一
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
著名歌唱家胡松华、拉苏荣
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周恩来总理曾在接见
哈扎布时说：“你是一位真
正的共产党员，你不但自
己要唱好歌，而且要为蒙
古族多培养新生力量。”哈
扎布还作为中国人民的友
好使者赴朝鲜、蒙古、瑞
典、芬兰、丹麦、苏联等国
家访问演出。

2005年10月27日，一
生都在用生命歌唱的一代
歌王哈扎布因病去世，享
年83岁。
文/甘峰岭 潘瑞春 樊文礼

莫德格玛，著名的蒙
古族舞蹈家。1956年考入
内蒙古歌舞团，1959年开
始担任内蒙古歌舞团主要
演员，1960年担任独舞演
员；1962年调入东方歌舞
团，后来担任历任东方歌
舞团独舞演员、编导等，兼
任中国“江格尔”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舞
蹈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等，
连续当选6届全国政协委
员；1985年被评为国家一
级演员。代表作有《盅碗
舞》、《蓝蓝的天》、《嘎达梅
林夫人》、《湖畔晨曦》等。

苦难童年

1941年12月25日，伴
随着阵阵啼哭，一个小生
命降生在内蒙古察哈尔正
黄旗（今乌兰察布市察右
后旗）草原上一个贫困牧
民家庭。她的父母没有想
到，这个瘦弱的小婴儿在
20多年后竟然震撼了世界
舞坛，她就是莫德格玛。

4岁时，莫德格玛被人
要走了，从此跟着养母过
着悲惨的生活。5岁时，养
母背着莫德格玛，拉着双
目失明的婆婆离家投奔亲
戚。亲戚家的生活也不好，
莫德格玛的养母不得不嫁

人。养母嫁的男人脾气不
好，经常殴打莫德格玛的
养母。不久以后，莫德格玛
开始了她的放羊生涯。羊
总是乱跑，又矮又瘦的莫
德格玛不停地喊，拼命地
追，可就是不管用。秋雨过
后，草原上遍地是霜，赤脚
放羊的莫德格玛冷得直打
哆嗦，脚上满是裂口。

放羊不仅受罪，还得
面对狼的威胁。莫德格玛
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狼。有
一天，她取粪的时候，突然
看见两只狼蹲在羊圈旁看
着里面的羊群，莫德格玛
害怕了，胆怯地喊奶奶：

“狼来了，狼来了！”“快点
火，狼怕火。”奶奶教给了
她对付狼的办法。第一次
见过狼，第二次、第三次莫
德格玛就没那么怕了，她
知道怎么治狼。

养母长期受折磨，终

于疯了。她又哭、又笑，疯
跑疯逛。在一个冬天里，奶
奶死了，养母也死了，只留
下莫德格玛一人。

艺术之路

解放后，叔叔捎来了
信，要接莫德格玛回亲生母
亲身边。亲生母亲所在的地
方有学校，莫德格玛从一个
放羊女变成了小学生。

1955年的一天，内蒙
古歌舞团来了两个招考学
员的老师，一眼就相中了莫
德格玛这个好苗子，马上给
了她招考表格。这张表格成
了她人生的里程碑。1956年
5月，莫德格玛乘坐火车来
到呼和浩特。这是莫德格玛
第一次走进城市，第一次远
离家乡。学员生活开始了，
发声、练舞、听课，来自牧区
的莫德格玛接收着多方面
的教育。所有课程里，莫德
格玛最喜欢舞蹈课，但是一
天只有两节，其他时间要学
别的，她感到不满足。于是，
她去找班主任乌云老师。乌
云老师说：“以后要分班，你
喜欢什么呢？”“我是个蒙
古人，我要学蒙古舞。”莫
德格玛毫不犹豫地说。

清晨3时，万物沉睡，
莫德格玛已经起床了。她

摸索着穿衣下地，悄悄地
奔向排练室。排练室是上
锁的，对开的弹簧门被一
条铁链牢牢锁着，可是，有
心的莫德格玛早就发现将
门错开缝儿，她那瘦小的
身体就可以钻进去。偌大
的排练室是她一个人的天
地，她忘我地练习。

排练室的老妈妈终于
发现了莫德格玛，从此，每
当提起莫德格玛老妈妈就
会说：“就那个钻门缝儿的
小蒙古！”

硕果累累

6个月的学员生活结
束了，莫德格玛被分
到了舞蹈队，不到半
年她就学会了10多种
不同风格的舞蹈。在
1957年夏天舞蹈队组
织小分队到牧区慰问
的时候，她已经是不
可缺少的主角了。

随后，莫德格玛
又投入到《大盅碗》的
排练中，这也为莫德
格玛日后的成名作
《盅碗舞》奠定了基
础。1959年11月，莫德
格玛参加了内蒙古自
治区独唱、独舞、独奏
汇演。从出场的蹲弓

步开始，《盅碗舞》不仅以
崭新的内容、独具特色的
动作和技巧吸引了观众的
注意力，而且获得了优秀
节目奖和优秀演员奖。莫
德格玛的演出得到乌兰夫
等自治区领导的高度评
价。

1961年秋天，陈毅莅
临内蒙古视察的时候看了
莫德格玛表演的 《盅碗
舞》，连连夸奖：“这个蒙古
族小姑娘跳得好，有味
道！”

《盅碗舞》受到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莫德格玛
的名字也传到了北京，引
起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不

久，莫德格玛被调到了刚
刚组建的东方歌舞团。
1962年，在世界青年联欢
节上，莫德格玛优美的舞
姿轰动了芬兰赫尔辛基，
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963
年底，莫德格玛随中国艺
术团前往法国巴黎进行演
出，她的《盅碗舞》又一次
倾倒了法国观众。莫德格
玛随中国艺术团先后到意
大利、比利时、瑞士、荷兰
等国演出。每到一处，莫德
格玛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
迎和赞美。演出归来，陈毅
在上海接见中国艺术团演
职人员时，对莫德格玛说：

“我得到了消息，你轰动了
欧洲。”

1978年，她又把
《盅碗舞》带到了美
国，从纽约、华盛顿
到洛杉矶，精湛的表
演，赢得了观众一致
好评。《纽约时报》、
《华侨日报》以《东方
一绝》为题评论她的
舞蹈技艺。

1981年11月，她
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了独舞晚会，后来又
先后在全区5个盟市
举办了独舞晚会。
文/甘峰岭 潘瑞

春 樊文礼

一代歌王哈扎布

莫德格玛：从牧羊女到舞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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