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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龙

在清朝历史上，漠南蒙古地区
有两个土默特左右两翼旗，一个是
今呼和浩特市全境、包头市大部分
地区，称为归化城土默特，也称为西
土默特；一个是今辽宁省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北票市、朝阳县地区，称
为喜峰口土默特，也称东土默特。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也有很
多从呼和浩特地区迁去的土默特部
人。他们同属于明朝时的北元蒙古
土默特部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
这些同一部落的人分散到不同地方
的呢？事情得追溯到明末清初的时
候。

16 世纪中叶，土默特部在其首
领成吉思汗第十七世孙阿勒坦汗的
率领下，成为当时北元蒙古最强盛
的部落，部落人口 20 多万人，地域
包括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
尔市、乌兰察布市全境和锡林郭勒
盟部分地区，以及今河北省张北、尚
义、康保县全境和丰宁、隆化、平泉、
承德双滦区、内蒙古宁城县甸子乡
部分地区、今青海省青海湖周边广
大地区。这些地域及部落属民在阿
勒坦汗晚年时分别由他的 9 个儿
子、三弟拉布克台吉、堂弟达雅皇台
吉、阿勒坦汗自己亲领，形成 12 个
部落，称为“十二土默特”。

土默特部中，最早东迁到今辽
宁地区的为土默特部的兀良哈部
人。

土默特部中的这些兀良哈人，
主要为明代史籍中的朵颜卫兀良哈
人，他们的首领为成吉思汗的大将
者勒篾的后裔们。他们于 1543 年
左右和一些明朝史中称为福余卫兀
良哈人、泰宁卫兀良哈人归降北元
达延汗的后裔们，归降后，被达延汗
的后裔们瓜分，但都保留在原驻牧
地驻牧，没有随属主驻牧。

1628 年，林丹汗在占领呼和浩
特地区土默特全境后，开始寻找攻
击 隶 属 于 土 默 特 部 的 兀 良 哈 人 。
1629 年末，这些兀良哈人在其首领
阿勒坦汗之女与诺木图卫征所生子
善巴和另一首领赓格尔、僧格与兀
良哈夫人所生的噶尔图之子鄂木布
楚琥尔等的率领下，归附了后金。
此后，善巴、赓格尔、鄂木布楚琥尔
等根据后金皇太极的旨谕，率领各
自的部属东迁。最后，善巴、赓格尔
所领的部众被安置于今辽宁省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一带，鄂木布楚琥尔
所领的部众被安置于今辽宁省北
票、朝阳一带。此外，还有 1632 年
被后金东迁的土默特部人。

库伦旗隶属于内蒙古通辽市，
位于通辽市西南部，南接辽宁省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是清朝
时内蒙古地区唯一的政教合一制度
旗，全称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也是清
朝在蒙古地区最先设立的喇嘛旗。
清朝时设立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
旗民并不是由原领主属民编旗，而
是清朝陆续从土默特、察哈尔、科尔
沁左翼后旗、苏尼特、敖汉、巴林、外
喀尔喀部移入。其中土默特人最
多，到库伦旗的时间也最早。

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建立，和
一个与土默特部有着密切关系的
喇嘛有关，他就是对阿勒坦汗信奉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着重要影响的
阿 兴 喇 嘛 ，阿 兴 喇 嘛 也 译 称 为 阿
香、阿向喇嘛，本名希日巴。1636
年 8 月，阿兴喇嘛去世，清廷封其
弟囊苏喇嘛为锡勒图达尔罕绰尔
济，掌管库伦旗宗教事务，从此，库
伦地方称“锡勒图库伦”，1646 年
囊苏喇嘛去世后，清廷授实胜寺喇
嘛西布札衮如克“盛京锡勒图库伦
札萨克大喇嘛”印，赐“锡勒图绰尔
济”封号，统领库伦政教。从此，库
伦 旗 正 式 成 为 政 教 合 一 的 喇 嘛
旗。西布札衮如克晚年去职后，锡
勒图库伦旗札萨克大喇嘛一直由
阿兴喇嘛的族人担任，直到 1931
年政教分离。

据库伦旗本地学者齐克齐估
计，从呼和浩特迁到库伦的人口至
少占全库伦人口的三分之一。清朝
时的库伦旗设有 3 个佐领，据此估
计，1635 年底或 1636 年初进入库
伦旗的土默特部人数在 450 人左
右。2017 年，库伦旗蒙古族人口约
为 12 万人。按照齐克齐先生的估
算，这 12 万人中最少应有 4 万人祖
籍为呼和浩特土默特人。

东迁的土默特人

□文/图 本报记者 徐跃

乌海的西行客栈，是黄河西行流经
的地方，也是水流石的安身之所。在这
里，石头变成了画板，成为了记录时光和
故事的文化载体。

水流因为石头丰盈了生命和生活，
获得无限艺术灵感与智慧启迪；石头因
为遇见水流不再沉默冷寂，遍身流光溢
彩化古老为新奇。

“对石头的解读需要一种默契和不
可言说的能力⋯⋯”

鲁婷就是用画笔解读石头的人。她
是乌海美术协会会员，毕业于内蒙古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她这样评价自己：喜与顽
石结缘，依形借色，以黄河石为媒，色如行
云，线走流水，用笔墨与历经亿万年风刻
水磨的灵石展开心灵的对话。

“喜欢画石头，缘于上学时一位姓严的
老师常常带着我们这帮孩子去附近山与山
之间的河道里去撒野，顺便捡拾一些鹅卵石
回来画。喜欢盯着石头看，更缘于小时侯居
住的那个生产‘草原水泥’的厂子，南和北之

间被一条长长的河槽隔开，大大小小的石头
铺着，一直顺河铺到离厂子很近的黄河。上
学下学都得穿过这个满是石头的河槽，天上
有多少变幻莫测、让人遐想的云朵，河槽里就
有多少形状各异有着故事的石头，讲不完，也
看不够⋯⋯”鲁婷说。

用神奇的手，拿着自由的笔，把大自
然的一切，点石成金！鲁婷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她作画的石头都是在西
行客栈拾到的，精美的石头会唱歌，这些
石头本身是土黄色，捡回去后洗干净，细
细观察，感知石头的特点、传达的感觉。

关于绘画所用石头的选择，鲁婷说，
要找寻与心中想画作品贴合的石头，保
留水流石原有的造型和色彩特点是首要
前提。因为石头本身是朴实的，作品也
要浑然一体。

独特的立意，精湛的手艺，变成永恒
的记忆。鲁婷将石头文化与黄河文化的
故事融合在一起，让石头画有了更深的
内涵。

鲁婷说：“石头会散发自然的气息，
可以带领我们的思绪，我们不知道这个
石头经历过什么，多少年在地层之上，多

少年在地层之下。我把思想交给石头，
交给一块自己心爱的石头。我要表达的
是石头的生命，而不是画作本身。”

她痴迷于每一块石头，心潮澎湃，思
如泉涌；她让单调变得丰富而有色彩，沉
寂发出旋律与歌声。

正如乌海市诗词楹联协会副主席李建军
为石头画创作的诗歌《水流石》中写道：

石头拒绝对它的虚构，
所有的经历都有痕迹，
曾经的流水游鱼水草，
曾经的树木花朵飞鸟，
恐龙三叶虫蜥蜴，
穿越身体的风声和雨雪，
被一片草叶收藏的古阳光，
已经锈迹斑斑；
时光有多么辽阔，
生命就有多么孤独，
终究有人可以读出石头的身世，
翻译、考证、复述并且呈现，
浪迹天涯的生命终有所属，
让我在今天，
感到石头温暖的内心，
看见远古细微的美丽。

灵石上的笔触

我的云青马哟，跑起来如腾云，
美丽的巴林草原，数它最有名。
高高的马头，佩带着银缰绳，
瞪起的两只眼睛，闪电一样的明。
勇敢的牧民骑着它，
在草原上飞奔。

这是广泛流传在昭乌达草原上的
一首蒙古族民歌《云青马》。听到这首
赞美家乡骏马的长调，作为生活在昭
马达草原的人来讲，感到无比自豪。

长 调 ，是 蒙 古 族 传 统 音 乐 的 一
种。赤峰市，原昭乌达盟，人口 460
万，面积 9 万平方公里，其北与锡林郭
勒盟、通辽市接壤，西与锡林郭勒盟，
东与通辽市，南与辽宁、河北毗邻，是
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的
半农半牧区。

赤峰市作为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
游牧文化交融地区，可以说长调民歌
和短调民歌在这里共生共长，在昭乌
达草原世代传唱。

1947 年，以音乐家安波为首的冀
察热辽鲁艺师生来这里采风探秘，开
创了革命音乐工作者抢救少数民族地
区民歌的先河。先后出版了蒙汉文本
的《内蒙民歌集》，汉文本的《东蒙民歌
选》。其中由安波搜集整理改编的《牧
歌》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的经典，
并成为赤峰市打造文化大市、文化强
市的一个靓丽的文化品牌。

上个世纪 60 年代，昭乌达盟文化
局对流传在敖汉旗乌兰召一带民间歌
舞《呼图歌沁》，也称《好德格沁》进行
了抢救挖掘，并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
民间文艺汇演。80 年代，将其中的 14
首歌曲，作为民歌的一个类别，载入

《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
中。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昭乌达盟文
化局组织人力物力，分赴各地，对昭乌
达地区蒙古族民歌进行抢救挖掘，先
后出版了蒙文本《昭乌达民歌集》（上
下卷）、汉文本《昭乌达民歌》，并在自
治区获奖。

长期生活在昭乌达草原的民歌
手，演唱的长调民歌在全国大赛中纷
纷获奖。如：阿拉坦格日乐，在 1965

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以一曲
《云青马》轰动首都乐坛；白音查干，于
1986 年在全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大
赛中获得大奖；进入新世纪，长调民歌
手哈斯巴图、莫德格在蒙古国长调民
歌大赛中获大奖，从而使昭乌达长调
民歌推向全国，推向世界！还有本地
的作曲家根据民歌改编的器乐曲，在
全国民族器乐大赛中获得大奖。

蒙古族长调民歌里包含着游牧民
族的历史和演变过程，草原是蒙古人
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蒙古族文化的
源泉，它不仅仅是一种歌曲，更是蒙古
族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调民
歌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具有草原文
化的独特性，因而被世界教科文组织
命名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
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赤峰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长、
短调民歌手，阿拉坦格日乐就是优秀
的巴林草原长调歌王。

阿拉坦格日乐，是巴林左旗白音
勿拉苏木伊斯力格嘎查的牧民。他从
小就爱唱歌，因唱民歌声音高亢嘹亮，
远近闻名，而被巴林王选入府内当歌
手。他受尽了封建社会的剥削压榨，
那时真是：王爷巴彦饮酒作乐，老人歌
伴泪水流成河。解放后，阿拉坦格日
乐获得新生，成为草原的主人，他又拿
起了套马杆为公社放牧，山川田野到
处响着他动人的歌声，牧民们给他编
了一支歌：

天上的星星千万颗，
比不上他心中的歌儿多，
草原上的歌手千万个，
比不上咱们的阿拉坦格日乐⋯⋯
摔跤场上他会唱《摔跤歌》，打草

场上他会唱《打草歌》，婚丧嫁娶都要
请他去唱歌，甚至当母羊生第一胎，不
肯奶小羊时，也要请他去唱《劝奶歌》，
直唱得母羊流着眼泪去奶小羊为止。

1965 年阿拉坦格日乐唱着《云青
马》，从草原一直唱到北京，参加全国
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会演，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播放他演唱的《云青马》，
蒙古族比较熟悉的歌唱家胡松华写文
章赞扬阿拉坦格日乐。他还曾三次幸
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牧民们

听到这特大的喜讯，打心眼儿里高兴，
纷纷到阿拉坦格日乐家里向他的老伴
儿必德日也贺喜，她的脸上也笑得像
花朵一样。

长调有它的历史渊源。老哈河和
西拉木伦河的两岸，是历史上众多草
原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红山文
化的发祥地，契丹文化的故乡，蒙元文
化的传播之地。

昭乌达草原长调民歌从内容上来
说，一是赞歌，赞美草原生活的一些美
好事物。二是颂歌，歌唱伟大的英雄
人物、宗教信仰。三是宴歌，多在喜宴
酒会上唱，感怀父母、赞美友谊、倡导
团结、惩恶扬善等。四是思乡曲，基本
是昭乌达民歌中较常见的。五是婚礼
歌，在婚礼仪式中演唱的歌。六是情
歌，情歌在昭乌达草原很多。七是叙
事歌曲等等。

由于西与锡林格勒草原毗邻，受
其影响在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巴林
左旗、阿鲁科尔沁旗流传的民歌，既有
锡林郭勒草原长调民歌的特色，也有
自己的风格。其特点风格古朴、刚健
豪迈、高亢嘹亮。从演唱风格上来看，
行腔平直，华彩性“诺古拉”运用较少。

昭乌达草原东临科尔沁地区，方
兴未艾的科尔沁民歌，对昭乌达地区
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今，昭乌达蒙古族长调民歌，已
成为赤峰市打造文化大市、文化强市，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靓丽文化品牌。

独具风格的昭乌达长调民歌，许
多民歌手在国内外民歌大赛中获得大
奖，弘扬了赤峰市悠久的历史，优秀的
传统文化。

独具特色的昭乌达长调民歌，为
生活在这里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以此改编或创作的歌
曲，在自治区及全国大赛中屡获殊荣。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
的重要载体乌兰牧骑，为长调民歌的传
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培养
的歌手活跃在旅游园区及全国各地。

2017 年，赤峰市昭乌达长调民歌
列入第六批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和第五批赤峰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春风骀荡春风骀荡
看文化看文化 文化漫谈

昭乌达民歌起源地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
牧文化交融地区，这里的长调风格古朴、刚健豪迈、
高亢嘹亮。从演唱风格上来看，行腔平直，华彩性

“诺古拉”运用较少。从旋律的风格来看，调式比较
丰富，常用离调转调手法。

昭乌达草原上的长调民歌，包含着游牧民族的
历史和演变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歌曲，更是蒙古
族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喜爱，世代传唱。

——编者

响彻在昭乌达草原上的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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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莲花演唱昭乌达长调

传承人莫德格为学生演唱民歌

传承人莫德格表演中

传承人莲花教授学生识谱

文化地图

石头
画 作 品

《新年》

水流石绘画作品

石头画作品《花泥》

传承人哈斯传承人哈斯
巴图表演照片巴图表演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