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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韵

烙马为记
据史料记载,自战国以来，历代都

有马烙印。《庄子·马蹄篇》中提到古代
著名的相马、驯马大师伯乐时说，“及伯
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
雒之。”“雒之”即“烙之”，可见，那时已
使用马烙印。战国时期的“日庚都萃车
马”印就是马烙印。“萃车”即副车，“日
庚都萃车马”是指日庚都官署副车所用
之马。

马烙印，打马印，蒙古语称“塔穆嘠”，是蒙古族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马印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智慧
的结晶。马烙印与蒙古民族的牧马业管理、社会生活、风俗礼仪、文化艺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具有民族特色的马烙印图案，蕴涵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古老的打马印风俗礼仪在草原上传承千年。蒙古族牧民对马烙印爱如珍宝，平时系上哈达，放在蒙古包的哈纳顶上。

蒙古族马烙印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应深入研究和充分展示马烙印的制作、施印、保存、继承等风俗，将马印造型、图案符号等运用
到现代装饰及图案设计中，在马烙印的原始图案基础上进行衍生品的创作。 ——编者

犹闻古乐声
□文/图 李富 金朝燕

《辽史·乐志》载：“辽有国乐，有
雅乐、有大乐、有散乐⋯⋯”辽代音
乐种类多，既有“国乐”，即传统的契
丹音乐，又有继承和借鉴隋唐和后
晋的雅乐、大乐、散乐等。

辽代乐者亦为舞者。雅乐是由
318 名乐工在辽廷册礼等大典中演
出的乐舞。大乐是由 240 名乐工在
辽廷迎宾、祝寿等仪式中演出的乐
舞。大乐融入了隋代的“文舞”“武
舞”，乐曲常用唐代的“景云乐”。雅
乐、大乐，均为辽宫廷大型乐舞，有
固定的程式和曲目。

《辽史·乐志》载：“晋天福三年
（公元 938 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
辽有散乐，蓋有此矣。”后晋官员刘
昫出使辽朝，同时带来许多乐工、乐
器等，从此辽有了散乐。关于刘昫，

《旧五代史·刘昫传》载：“刘昫神采
秀拔，文学优赡。”后唐庄宗即位时

（公元 923 年）授刘昫“太常博士”。
刘昫精于音律，专司祭祀的礼乐官。

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土了关于
辽代散乐的石雕和壁画。

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村
“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中出土一块
“散乐画像石”。其上浮雕 12 个人
物，分上中下 3 排，每排 4 人。上排
左起第一人，坐式，怀抱曲项四弦琵
琶，右手按弦,左手持子弹奏;第二
人,坐式,双手持排箫吹奏；第三人，
跪式，双手捧笙吹奏；第四人，立式，
双手持简板于胸前合击；中排左起
第一人，跪式，身前置一架方响，架
上分两行挂 16 块音板，乐工双手各
持一棰，交替打击；第二人，跪式，双
手秉笛吹奏；第三人，跪式，吹筚篥；
第四人，立式，双手持六叶拍板于胸
前，拍打节奏；下排左起第一人，立
式，身前置一面大鼓，双手分握鼓
锤，交替打击；第二人，立式，腰际挂
细腰鼓，右手持杖，左手以掌轮番击
打；第三人，立式，吹奏横笛；第四
人，当为侍卫，立式，双手抬至胸前，
合握一柄铁骨朵，守护着墓室。

据《辽史·乐志》载，辽代散乐所
用乐器有荜篥、箫、笛、笙、琵琶、五
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
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等 16 种。

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
中“乐舞图”，8 名乐工从左至右分别
持筚篥、笙、横笛、细腰鼓、大鼓、铙
钹、拍板，其中击腰鼓、打大鼓、击铙
钹和操拍板的乐工均呈舞蹈状。“散
乐画像石”中的击腰鼓者，端肩架
肘、吸腿踢踏的舞姿亦很生动。

《辽史·乐志》载：“⋯⋯今之散
乐，俳优，歌舞杂进⋯⋯”“辽册皇
后仪，呈百戏、角抵，戏马以为乐。”
辽代散乐还融入了杂技、民间歌舞、
谐戏、手技等，并把契丹人拿手的角
抵（摔跤）、戏马等搬上舞台，在音乐
伴奏下进行表演。

辽代散乐除了传统的打击、弹
拨、吹奏乐器外，还有契丹民族独有
的乐器——拉弦琴。敖汉旗喇嘛沟
辽代壁画墓西壁“备猎图”，共画 5 个
契丹男子，分前后排。前排从左至
右第一人双手捧一双高筒毡靴，第
二人怀中抱一只海东青，第三人腰
带上挂一扁鼓；后排第一人右手握
弓，左手执两支箭，第二人双手抱一
把梯形音箱、红色双轴高杆琴，这便
是拉弦琴。

春风习习，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茫茫草原上的积雪慢慢消融。草原迎来了特有的
节日——打马印。马蹄声隆隆响起，篝火熊熊燃烧，有威望的长者翻动着火印，年轻的骑
手跨骏马、持长杆，准备一场激烈的套马。烧得火红的马烙印，印在小公马的左臀上，于
是它就有了一块永不磨灭的烙印。

古老独特的打马印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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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马是蒙古民族不可缺
少的重要家畜，是他们“逐水草迁徙”“逐水草而
居”的重要生产和生活工具。12 世纪末至 13 世
纪初，漠北草原的养马业已相当发达，骏马几乎
都有自己的烙印，已示区分。

“在北方草原，打马印的风俗由来已久。数
千年前，匈奴、突厥先民已开始使用马烙印。蒙
古民族使用马烙印的时间大约始于 12 世纪。成
吉思汗在战争中为辨别各部马群，在马身上烙
印。”内蒙古出版集团蒙古族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孛儿只斤·旺其格说。

“古老的打马印风俗在草原流传至今，说明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较早创造和使用了‘商
标’。在古代，马烙印是一个部落、家族财产权和
地位的象征。”孛儿只斤·旺其格说。

蒙古族传统的“打马印”节具有浓郁的草原
风情。记者在乌拉特草原感受到了打马印风俗
的独特魅力。这天，牧民们在平坦的草地上燃起
篝火，铁制的马烙印横在火中。在待客的蒙古包
里，炒米、奶茶、黄油、奶皮子等摆满方桌。年纪
大的牧民喝着香喷喷的奶茶，回忆着曾经打马印
的情景。德高望重的长者为打马印仪式主持人，
他身穿民族服饰、戴着帽子，高呼“打马印开始”
后，套马开始。一阵激烈的马蹄声响过，只见几
名骑手追逐一匹火红的骏马，那马奋力奔跑，好
胜的骑手们紧追不已。一位身穿蓝色蒙古袍的
小伙子从众骑手中策马跃出，几鞭赶上，一抖马
杆，杆上缠绕的牛皮绳甩成一个圆圈，正好套在
马的脖子上，马往后一坐，套马人乘势横过身来，
借助马劲，将那呼啸狂跳的马拉住。这时，又一
位牧民跑来，一把将套住的马尾巴抓住，借套马
人松马杆的一瞬间，将那匹狂跳的马摔倒在地，
众骑手一拥向前，按住马，剪鬃的剪鬃，烙印的烙
印。打马印是牧民的一件大事，一般会选择在春
季吉祥的日子进行。春季打马印，马的伤口愈合
快，有利于马群的繁殖。

据了解，马烙印由蒙古族工匠锻制，印面一
般为 8-10 厘米，采用起凸阳文、镂空透雕。马
烙印柄长约 60-80 厘米，柄端中空，以便装木
柄。

“蒙古民族在千年的迁转游牧过程中，吸纳

各民族文化，牧马业高度发展，打马印文化也随之
发展，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打马印风俗礼仪。”孛
儿只斤·旺其格说。

苏尼特草原打马印风俗仪式包含着丰富的民
俗信息。打马印时，有威望的长者在马烙印上涂
抹黄油，在马烙印的柄系上哈达，双手捧着马烙
印，走到蒙古包外的火撑子旁，将马烙印顺时针转
三下，然后放入火中，并念诵吉祥语。此时骑手们
根据个人的力气和擅长，分成收拢马群、按马头、
揪马尾巴、运送火印、打马印几个组。他们一般给
两三岁的马打马印，印一般打在马匹的左臀或左
髀部位，印纹向上。在打马印的过程中，长者诵颂
着古老的《打马印颂词》。其内容丰富，语言诚
挚。打马印结束后，重新点燃篝火，众人骑马顺时
针绕马群一周，然后欢歌饮酒。

打马印工作量大，需要许多人的帮助和分工
操作。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场面活泼喜庆，从而成
为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喜庆节日。

蒙古族牧民十分珍爱马烙印，打马印后，要用
新鲜的马奶洗马烙印，用哈达包裹起来，放到蒙古
包哈纳顶上。逢年过节时，要将马烙印取下，用新
鲜马奶洗，并唱颂词、顶礼，放回原处，常常礼敬，
平时不能轻易取下。

牧人家的马烙印都是世代传承下来的，但其
印纹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父亲传给儿子的马烙印
是月亮纹，那么儿子要在月亮纹上加一横，以此类
推。继承马烙印是地位和继承财产的象征，要进
行传统的马烙印继承礼仪。

在苏尼特草原，有奖励马烙印的风俗习惯。
据史料记载，清代苏尼特旗，如某户人家某种牲畜
数量达到一万头（只），扎萨克便奖赏“万”字金烙
印，举行大型庆祝仪式。马群达一万匹，造“黄金
水槽”，奖“万”字金印。骆驼达一万峰，造“银嚼
子”，奖“万”字金印。牛达一万头，造“银口紫檀木
桶”，奖“万”字金印。

“蒙古族打马印风俗，以及马烙印的制作、保
存、继承、奖励风俗，实际上是在风俗礼仪形式下
进行的牧马业生产技能传承，也是一种民族文化
的传播，对游牧社会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孛儿只斤·旺其格说。

走进苏尼特博物馆印记文化展区，陈列的上
千种牲畜印记图案让人目不暇接。据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牲畜印记图案分别是 1940 年前锡林郭勒
草原普遍使用的牲畜烙印，1958 年前苏尼特左旗
白日乌拉苏木牧民用过的马烙印图案，1958 年至
1984 年 苏 尼 特 左 旗 范 围 内 牲 畜 用 过 的 烙 印 图
案。还有一些是岩画上的烙印图案。这些牲畜印
记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介绍，苏尼特蒙古族马烙印图案约有 2600
种，大体分为动物、自然、天体、生活、几何、文字、
宗教七大类别。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牧放五畜已有数千年
历史。自古以来，苏尼特蒙古族以牧业为主，他们
非常喜爱动物，把自己心爱的马牛羊比作珍珠玛
瑙，赋予美好的向往与祝福。苏尼特岩画中有大
角鹿、麋鹿、羚羊等动物图案。他们将动物的形体
抽象化、写意化，或加以夸张并模式化，刻在马烙
印上，羊角纹、牛头纹、鹿纹、羚羊纹、双鱼纹、犬
纹、飞鸟纹、猎鹰纹等等，有畜群兴旺、子孙繁衍、
平安祥和等寓意。

马烙印中有大量的植物图案，是蒙古族牧民
在长期劳动、生活、实践中提炼的，树纹、花朵纹、
草纹，有顽强、幸福、长寿、顺利、丰满等寓意。

马烙印中的天体天象纹非常生动，其中，太阳
纹体现了太阳的周而复始，象征着万物生生不
息。火纹有温暖大地的寓意。月亮纹有万物生
长、阴阳互补等含义。星星纹寓意马群像星星一
样繁多。云纹有风调雨顺的寓意。

蒙古族将具有游牧特色的生产生活用具，牢
牢地铸造在了马烙印上。马鞍纹、马镫纹、勒勒车
纹、牛鞍纹、驼铃纹、驼鼻棍纹、弓箭纹、布鲁纹、蒙
古包纹、火撑子纹、铁锅纹等等，代表了游牧生活
的时代水平，是自然形态下游牧生活平稳富足的
表现。

几何纹马烙印，巧妙地运用了点、线、面的图

案，是蒙古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对世间万物的概
括、提炼、取舍而形成的艺术创作，表现了丰富的
想象力。

文字类马烙印非常珍贵，有契丹文、古蒙古
文、八思巴文、满文、汉文等马烙印。“契丹文是辽
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创制的文字。蒙古族显然是从
远祖继承了契丹遗字的马烙印。古蒙古文是成吉
思汗时代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文字，在元
代时广泛使用，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八思巴文
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八思巴主持创制的文字。古
蒙古文、八思巴文马烙印是蒙古民族世代相传的
烙印。”孛儿只斤·旺其格说。

“从这些文字马烙印可以看出古代中原与北
方草原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文字内容大多
是富贵、兴盛等吉祥语，或是部族、姓氏、辖属的文
字标识。这些马烙印是研究北方草原民族文字创
造及传播的珍贵文物，亟待进一步加强保护和研
究。”孛儿只斤·旺其格说。

蒙古族马烙印是北方草原牧马业发展的一个
历史缩影。马烙印文化不仅是研究北方草原民族
牧马业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蒙古族文化历
史、社会管理、道德风尚、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的
重要资料。马烙印丰富多样的图案在设计艺术学
中具有借鉴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有的地方的马烙印濒临失传。

近年来，我区为了进一步挖掘、保护、传承蒙
古族马烙印文化，出版了《苏尼特印记文化》《蒙古
族传统烙印文化》《内蒙古通志(民俗卷)》《游牧中
国》等有关马烙印的书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命名苏尼特左旗为“中国蒙古族‘塔穆塔’（印记）
文化之乡”。我区马烙印文化专家学者对苏尼特
博物馆中马烙印文物，进行排队、对比、分类，对马
烙印图案进行了图版式展示，对马烙印的历史沿
革、马烙印图案文化内涵、马烙印风俗等，进行了
深入研究，使马烙印文化研究有所创新。

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