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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诗性
——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a 的悲剧美学意蕴

黄永臻

哈尼族古歌古调是其先民用生命智慧创造出来的经典口头文学和民间

说唱音乐，内涵丰富，优美动听，代代相传。在坎坷的求生道路上，缅怀

祖先、诉说苦难、歌颂生活，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哈尼阿培聪

坡坡》是哈尼族文学璀璨群星中的杰出宝典，是哈尼族无数历代民间文化

传承人传唱、加工、完善而成，并经当代专家学者记录、整理、出版的一

部悲剧性迁徙史诗。全诗反映了哈尼族的性格、精神、行为、习惯、观念

和人生态度，较为清晰地陈述了哈尼族南迁历史时期的各个阶段，各迁居

点的社会管理、生产生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瘟疫战乱等历史现象。

为了逃避灾难和寻求理想生存之地，迁徙成了族群的唯一选择，这恰是这

出史诗悲剧诞生的必然过程。哈尼先民哪怕命途多舛，苦难无数，也要把

生命的歌声播撒在万里迁徙之路和族群生存的苍茫大地上，追求美好生命

的理想从未幻灭。其迁徙史占据了整个民族极大部分的历史，迁徙史诗自

然成了代代哈尼人倾诉情感和身心归向的精神园地。《哈尼阿培聪坡坡》

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以悲剧色彩描绘了一个民族艰辛漫长的迁

徙历程，它是一首苦难与诗性融汇而成的生命之歌。其简明的叙事内容与

低沉、伤感、焦虑、迂回的旋律共同绽放着悲剧美，深深触动听众或读者

a　“哈尼阿培聪坡坡”，哈尼语音译，意为“哈尼祖先迁徙（逃难）史”。《哈尼阿

培聪坡坡 》唱述者为朱小和，口译者是卢朝贵和朱小和，直译者是史军超、杨叔孔和段

贶乐。1986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以哈尼文汉文对照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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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心，体现出古歌的崇高感和庄严感。

一

自1986年记录、整理、翻译后正式出版问世以来，《哈尼阿培聪坡

坡》已引起了无数学人和国内外哈尼族文化爱好者的深切关注，产生了不

少相关研究成果，有学术专著、学位论文、文学评论，其中学术性文章尤

甚。《哈尼阿培聪坡坡》及其相关学术成果成了研究哈尼族文化和了解哈

尼族历史不可绕避的一座大山，关涉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

民俗学、历史学、音乐学等领域，都可从各自的视野进行研究和挖掘，每

一领域的宝藏都证明了其所具有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翻阅

《哈尼阿培聪坡坡》这部记录着一个民族血泪迁徙的口头文学巨制，仿佛

踏进一座气势恢宏的时空隧道，在读者面前发出迂回沉重、优美悲戚的古

老声音，把读者引回到遥远的历史现场里去。倾听哈尼祭司或歌手唱述古

歌，或阅读文本，能领略到哈尼祖先的迁徙悲壮和文学魅力，更令人陶醉

的是史诗透射出来的思想内涵和优美旋律，每一个音符、每一句诗行无不

在倾诉哈尼先民迁徙过程的苦难与坚韧。

《哈尼阿培聪坡坡》承载哈尼祖先的生存智慧、文化记忆、民族精神、

行为模式，是一部创世与迁徙内涵共存的具有历史性、文学性、音乐性的悲

剧性史诗。述及天地和人种的诞生，同时唱述哈尼族祖先最初的生命形态。

其宇宙观和生命观与哈尼族创世史诗《窝果策尼果》a的内容有着微妙的承

接。它的叙事结构是以时间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经纬”交错构成的

故事如长江水奔涌而行，层层推进，史诗中每个细节都是一朵闪耀夺目的浪

花。从遥远的虎呢虎那、什虽湖、嘎鲁嘎则、惹罗建寨、诺玛阿美、色厄作

娘、谷哈咪察b到哀牢群山和红河南岸，途中还有无数迁居点。各个迁居点

和事件被时间之线串联起来，构成一条清晰的迁徙轨迹，这一饱含哈尼祖先

a　“窝果策尼果”，哈尼语音译，意为“古经十二调”，是哈尼族创世史诗。

b　虎呢虎那、什虽湖、嘎鲁嘎则、惹罗普楚、诺玛阿美、色厄作娘、谷哈咪察哈尼语

音译，皆为迁居地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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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的历程就是哈尼民族数千年发轫、兴盛、衰落又壮大的历程。史诗叙述

因自然资源的枯竭、瘟疫的爆发、外敌的侵略、人口的增长、族内社会管理

的不善等诸多复杂原因而不断踏上悲壮的迁徙之路。

迁徙史诗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或口传古籍，首先是以一种脑文本的形

式存在，靠口耳相传，故较容易丢失物质文本具有的功能，变异性、跳跃

性和随意性十分突出，忽视了很多具体内容的确切记载，如地理名词、人

物、事件、时间，无法与现代的话语名词对应。譬如史诗唱述的“北方

有条叫‘欧地西远’和南方有条叫‘欧地戈远’”，a不知指的是哪两条

河；迁徙时途经一座山或一个平坝，但因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的描述和与

汉语对应的名词，无法知道是哪一座山和哪一个平坝，如文中的纳罗山和

叙纳罗坝子不知在哪里，这种情况在史诗里比比皆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另

一根本原因是，作为迁徙民族，一直游离于外界主流文化，没能与当时主

流社会交融和碰撞，无法得到当时官方的关注和记录。这给后人的研究、

认知、识别、判断、借鉴和学习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作为民间口头文

学的《哈尼阿培聪坡坡》是一部苦难与浪漫并存的史诗，不会影响作为经

典口头文学的永恒思想性与艺术性。

二

哈尼族民间有一种曲调叫“哈巴”，一些学者和外界哈尼族文化爱好者

误认为是酒歌，酒歌内容当然可用“哈巴”曲调来表达，但不能把“哈巴”

等同于酒歌。“哈巴”是一种文学的传播手段，是一种说唱音乐，而非文

学体裁。“哈巴”承载的内容多种多样，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

诗、神话、传说、故事、生产调、祝福辞、叙事调等等都可通过“哈巴”来

唱述。今天哈尼族各地民间传唱的《哈尼阿培聪坡坡》就是以“哈巴”的方

式唱述，虽然各地哈尼族对“哈尼阿培聪坡坡”有不同的叫法，但都以“哈

尼祖先迁徙”为母题讲述或传唱祖先的迁徙史。“哈尼阿培聪坡坡”是哈尼

语音译，意为“哈尼祖先迁徙（逃难）史”，全诗用哈尼古歌的表达方式

a　“欧地西远”和“欧地戈远”哈尼语音译，分别为“浑浊的河”和“清澈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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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唱述，迁徙内容贯穿主线，结构紧密，跌宕起伏，苍凉隽永。凭思

想内涵，韵律美、音乐美、悲剧美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可从古诗领略到，哈尼祖先对宇宙万物的态度，用敬畏之心对待万

物，认清生命与自然的内在关联，以谦卑与和谐维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形

成了敬畏自然、崇敬祖先、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特质。用质朴、浪漫、天

真、诗性的语言歌颂与生命相关的一切，包括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花草

树木，以及无法认知的自然现象。歌唱人与自然，族内族际人际关系和谐

的主旋律，用挚诚、诗意、淳朴的民风娓娓唱述。如史诗对哈尼祖先第一

站生存点自然环境的唱述：

Hunilhunav hhaqgoq kalsaq nei

虎呢虎那的石峰神奇荒凉

Joqtoq milnil hhaqdoq qiq heiq ceq

如五彩云霞在石峰上飘荡

Hal goq e holteil yeilssaq liq maq nav peq

连神仙也不敢在石峰上歇脚

Hunil hunav hhaqgoq nalmeil dolju laqmeil

高高的山脉像巨人的鼻梁

Meiq hu mol yol niq baq aq ssiiq

陪伴山梁的两条大河日夜东流

Eltoq toq e lolzeil ya

滔滔河浪拍打两岸石崖

Milma holgoq hhaqbeiv meivbil duv e laqmeil

仿佛大山也有伤心的眼泪a

…….

用美的语言描述环境的险恶，预示生存群体坎坷不平的求生道路，以

a　本文所引用的文本内容皆出自《哈尼阿培聪坡坡》，后不一一注明，古歌第一行皆

为哈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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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苦难连连的命运。“优美的诗中含有音乐，含有图画。”情景交融，苍

凉而辽远，画面感十足，深厚的美学意蕴跃然于脑际，回味无穷。史诗的

音乐感和韵律感都体现在哈尼古歌上，而非汉语文字，汉语文字只是大体

的翻译。古歌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及悲戚沉重的曲调，对生

存之地环境、逃难、迁徙、战争进行了诗化描述，无论是荒凉恶劣的土地

还是富饶美丽的山水，抑或是苦难的迁徙还是残酷的战争。这是演唱古歌

古调的习惯艺术，需要强化、渲染和抒情，也是迁徙故事能成为口头史诗

文本的根本原因。

迁徙族群由于长期颠沛流离，饱受艰辛，肉身与心灵受到接连的创

伤，民族心理产生了浓重的悲情感，其古歌没有高亢雄昂的气势，叙事

的曲调悲戚伤感，低沉而悠扬。特别唱古歌的歌头时，要渲染严肃、低

沉、伤感的气氛。古歌常以“ge al ngal（我要讲了）”开头，“ge”本意

为“讲，讲述”，而非“唱”，说明以前的古经是讲的，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慢慢演化成说唱曲调。故古歌“哈巴”的低沉、伤感、抒情、焦虑的

色彩与民族的苦难经历和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由此可知，一个长期

面对迁徙和悲苦，还要应对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为生命生存隐

忧的民族，不会有高亢、奔放和激昂的风格。读者可以从《哈尼阿培聪坡

坡》歌头感受到这一独特的诗歌风味：

Sal yil sal

萨—依

Ge al ngal

我要讲（唱）了

Qiq ma bo laq yolno qiq bei

亲亲的一娘生的兄弟姐妹

Nioqqivq sal e coqhaq hhoqbol qiq hho

今晚围坐在火塘边的哈尼人

Ngal zil dol aqwu koqciivq ssavq

让我饮一口白酒润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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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vq tol dama doqmeq geq nial

把先祖的古经唱给你们

Huvq moq dama doqmeq

先祖的古经啊

Hhaqlol bolma qiq qil naciq yomeq

比哀牢山上的独根药还好

Hu jil

看啊

Nioqqivq lama oqcal sal e yil xavq

今晚的月光如此明亮

Haqniq byu’lol yolma wuq’quq

蘑菇房里的人们

Sseilna kuqzaq ne sal hha e laqmeil

像过矻扎扎节那样欢腾

Qiq go jol yeil domeq ge

让我们一起来唱古经

……

可见，整个史诗所要表现的苦难和悲情，开头就已“草蛇灰线，伏脉

千里”，预示了全诗的悲剧格调。迁徙群体在一站又一站的原始山野或陌

生境地，准会预想到明天的路肯定会山长水远，风云难测。尤其在孤寂煎

熬的漫漫黑夜，前期受挫所带来的伤痛及恐惧还没消失殆尽，又无限思念

死去的亲人和痛失的美丽家园。人们对待复杂心情和安抚内心的最佳途径

就是围坐火塘，拿起酒碗，唱述古歌，进行安慰，驱散群体内心的恐惧和

迷惘，鼓舞志气和团结力量。“我们有共同祖先的深层传统民俗心理，在

群体中能产生很大的凝聚向心力”。不仅要有共同的祖先，还要有共同的

苦难、喜乐、命运。这种固化的凄美古风除满足迁徙群体的精神需求和艺

术享受外，还凝聚了有着共同生存使命的群体，催生了共同心理、共同价

值和共同期望。这就是古歌作为高级精神形态的美学内核价值，也是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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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和受众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

三

前文谈及《哈尼阿培聪坡坡》的叙事结构是以时间空为“经”，以

事件为“纬”，顺时间一件接着一件地唱述。时间紧紧串联着事件，叙事

顺序为围绕“食物枯竭和人口增长—迁徙—发现美好之地—瘟疫或族际矛

盾—迁徙—战争—迁徙”的基本过程。所有的叙事都围绕这一主线展开，

天灾人祸、悲欢离合、生存失意的描写都是该主线上的“波峰波谷”。这

种叙事方式容易让听众或读者理解接受，简单的方法叙事，因真实、质

朴、感人而谱就了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悲剧迁徙史，形成了血肉丰满、

恢宏感人的音乐性文学经典。在原发地虎呢虎那，讲述了从水生动物到陆

地爬行动物，再演化到人种，出现了哈尼祖先。从动物那里学会了采摘野

果和积累食物。后来发现火使用火，生产力前所未有地提高。由于过度捕

猎和采集，导致了资源的枯竭，被迫迁徙，族群的迁徙序幕由此拉开。第

二站到什虽湖，来到有湖有山的原始地带，水草丰美，野物遍地，掌握了

驯养动物技能，也学会了种植，开启了一个民族半猎半耕的历史篇章。但

因狩猎的不当和开发的不合理导致了火灾，又被迫迁徙。古歌凄美而伤感

唱述：

Syuxyul elma meq e liq meq al

什虽湖好是好了

Meq e noto maq mul qol

好日子却不长久

Haqniq aqpyuq saqhav leiq zaq li

哈尼祖先烧山打猎

Milma holteil miqzaq maq syul nia

烈火遍山难熄灭

Miqzaq aqhyuq joqtoq mu e laqm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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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烟云雾般笼罩

Miqzaq syuvq xavq syuvq no pev e 

烧过七天七夜

Kalsyul oqdoq qiq li tul lal wul

黄沙遮没了太阳

Haqniq aqpyuq jol e maq sal jivq al

哈尼闯下了灾祸

……

由于原始的生存观念，原始的生产方式，不会正确对待自然环境

而遭到自然的惩罚，只有被迫离开。第三站来到嘎鲁嘎则，遇到一个叫

“Aqcoq”的民族，因“Aqcoq”头人的女人病死，莫须有地怪罪哈尼，

产生仇恨不合而迁徙到别处。第四站到惹罗建寨，惹罗建寨是一个山水相

依、水草丰美、野物成群的平坝。迁徙队伍柳暗花明的欣喜化为生产生活

的热情，开垦农田，建设家园。稻作文化开启，创制了节日，祭祀天神和

祖先神的仪式完备，社会秩序良好，农业生产顺利。但天有不测风云，一

场史无前例的瘟疫毫无征兆地爆发，死伤无数，又被迫迁徙，长歌当哭：

Oqma peiqsol Naljav ssaqmiq

病神纳姣的心肠比黑蜂毒

Sseillol milmeq nalziil peiq to ol yil jav al 

把病毒撒进惹罗的土里

Cil tav elniuq mieqboq pavqmuq duv

力气最大的水牛口吐白沫

Moq paq leiq doq koqpil du al

人吃不进饭喝不进水

Ssaqguqcolhav nal e meiq naq gol

大人小娃两眼无光

Sseillol qiq no meiqcyuq syuvqeil d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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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罗一天出了七十个寡妇

Saqsyul lal wul

悲惨啊

Sseillol qiq xavq ssaqteiq syuvqcil beil al

惹罗一夜有七十个独儿子死亡

……

瘟疫给人的第一次身心伤痛是死伤无数和无家可归，这种“死伤无

数和无家可归”就是给读者的内心产生了悲悯和同情，史诗借此充分表现

了悲剧美。第五站来到叫诺玛阿美，此地同样是非常宽广的平坝，放眼四

方，大河缓流，土地肥沃，是繁衍子孙的风水宝地。刚迁徙而来的人们兴

致高昂，开始创造美丽的家园，男耕女织，良田水系完善，牛马成群，庄

稼丰收，衣食富足。多年后，各民族在此贸易交往，集市繁荣、商贾云

集。“腊伯”a觊觎这块肥美的地盘，腊伯人通过怀柔策略，骗娶了哈尼

头人乌木的女儿和象征权力的权帽和绶带，步步为营，占领哈尼领地和牛

马。原先的关系彻底破裂，导致双方激烈开战，最后哈尼战败告终，被迫

顺着诺玛河而下，惜别了哈尼人“流淌着油”的美好家园。古歌唱道：

Nol’hoq hhal meil ssaqyivq al

后代的子孙啊

Saqyivq jov e yeilgaq meqssa nei nyuqtaq zoq

牢记这伤心的往事吧

Haqniq Noqmaqaqmeil hhoq yil jav al 

哈尼要离开了美丽的诺玛阿美

Bolcoq ciivqssaq ssiiq laq holteil ssiiq ngal

爬上野羊才走的陡峭山冈

Holtei qiq teil puv e qiq xav xav

翻过一山睡一山

a　“腊伯”，哈尼语音译，指一个外族名称，与下文“浦尼”属同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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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xal qiq xal yiuq al qiq naq naq 

走过一箐歇一回

Lolba qiq ba yiuq al savq qiq luq hhol

淌过一河喘一口气

Galtav qiq tav yiuq al hoqgav qiq lu zaq

爬过一坡吃一口冷饭

……

据文本叙述，哈尼祖先在诺玛阿美生活了两百多年，族内经济社会和

农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后代哈尼人心中神圣的家园。生活

了近两百多年的美好家园又因外族的入侵不得不离开了，何等的凄凉和无

奈，迁徙似乎是命中注定，一群由男女老少、老弱病残、牛马家什组成的

迁徙人马不分白天黑夜地逃难，跋山涉水，过程的艰辛难以言说，被迫迁

徙成为又一次肉身和心灵的创伤。史诗描写了逃难群体对生命家园的无限

依恋和失去亲人后的刻骨伤痛，这是原始性叙事风格蕴含的悲情，情感浓

烈，语言简朴，表达真实，叙事紧凑，对悲剧的发生自然地采取了诗性的

表达。

第六站来到色偶作娘，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民族地盘上，居住不久又被

当地的民族撵走。后迁徙到第七站谷哈咪查（今昆明）来，即谷哈坝子，

附近早有蒲尼人居住。据文本“哈尼在谷哈住了七代”的陈述，哈尼祖先

在谷哈地方生活了至少140年，最后发生战乱，又罹厄运。蒲尼头人把自

己的女儿马姒嫁给哈尼头人扎纳的儿子纳索。被蒲尼人施以怀柔伎俩，豪

夺巧取，霸占哈尼的土地和财富，引发双方交战，先后激烈交战了四个

回合。最后哈尼战败而退，被迫散落到今天云南的禄劝、玉溪、红河、普

洱、西双版纳、楚雄等各地，部分直接迁徙到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

国。

迁徙过程复杂到难以一一记录，《哈尼阿培聪坡坡》不是史记文献，

不可能记录所有迁徙细节，不可能全面记录先人的生存点滴。古歌是在民

族大迁徙中无数代人共同缓慢创作出来的文学结晶，经由一代又一代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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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磨和加工，创作出独具民族特色的歌体。历代民间文化传承人知道，

要保持史诗的语言美和音乐美，就必须把迁徙过程流畅化、全民化、艺术

化。掺入情感、白描叙事、直面苦难，古歌得以历久弥新，流芳百世。史

诗中每一次迁徙后找到的新地方，都以诗性唱述表达情感，全诗采用赋、

比、兴，到处使用比喻、夸张、排比、双关、拟人的手法，增强了史诗的

形象性和生动性。比如迁徙队伍到达诺玛阿美时，对场景的酣畅唱述：

Meiv bei al hu hu loq

睁大眼睛瞧瞧

Meiv mol lavqhhaq aq dei sal

只见宽宽的平原

Elquvq qiq lol deibeiq niq pav yil

一条大河汹涌澎湃

El deiq niq poq lolzeil ya

湍急的水流分向两边

Elma qiq lol hoqqol goq ka yil e meil

大河像飞雁伸直的脖子

Deibeivq elma niq lol alka xavq

平坝像天神睡在大水中间

Ngalmavq xilgal Noqmaaqmeil kul

我们把这里叫作诺玛阿美

……

发现了新的理想地盘，笑逐颜开，产生了劫后重生的喜悦和希望，这

是迁徙队伍的本能心情。对环境的清丽描写是群体希望的自然流露和追求

美好生活的真实愿景。活着是人生的第一要务，找到理想之地意味着生命

的安全得到了保障。针对客观环境富有韵律的节奏唱述，用简单朴实的语

言描绘出眼前的绮丽风光，与苦难构成鲜明的对比，实现了听众的审美期

待，达到受众审美情感需求的再次满足。



艺术田野

·453·

艺术田野

·453·

旋律和曲调是情感的催化剂，语言是心灵世界的传声器，对善的赞美

和灾难的控诉，呈现出一个善良、热情、友好的群体。如在迁徙路上遇见

一个不知名的民族，双方和睦客气，友好互待。古歌唱道：

Haqhhel aqhhol hhohaq jol’al dovq

哈厄头人站在门口

Haqniq yol mol e doq tol maq naq

见着哈尼又说又讲

Eel seq nei ziibaq dol yeivq laqmeil

喜喜欢欢像喝酒醉

Meivpoq nalmeil nil loq nei

满脸放出红光

Haqhhel aqhhol tol al

哈厄头人说

Haqniq paq

哈尼人啊

Numavq gal’heq nei lal

你们从远方来

Hoq zaq loqbeil qiq go jol lal

请坐到哈厄的桌旁

Ziil dol qiq go dol kal

哈厄的美酒与哈尼一同喝

Haqhhel saq zaq qiq go zaq kal

哈厄吃肉与哈尼一同尝

……

新人见面，一番好奇与热情，相互谦让和尊重，似乎一切都美好，

这是古歌赞美人际情怀的细入刻画。史诗中喜与悲不断更替出现，悲喜交

集，似乎上苍对一群人的有意捉弄。既然现实如此，权当是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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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地面对所有挫折和短暂的欢乐，那就诗性地表达苦难与喜乐。故在描

写苦难时也不惜“笔墨”，直面惨淡，控诉战争，不回避对悲壮细节的表

达：

Eltoq hev wul Noqma lolbaq

水急浪大的诺玛河

Col syul moq syul maq ge dav saq qol nei bul dil

漂起了数不清的死人死马

Milhhal sal wul Noqma deibeivq

宽大的诺玛坝子

Haqniq ssaq xavq loq saq al

哈尼人纷纷倒地

Qiq xavq meiqciiq syuvqtol duv

七千个女人变成寡妇

Qiq no mulciiq syuvqtol duv

七千个小娃变成孤儿

……

迁徙就是逃难，注定了《哈尼阿培聪坡坡》的内容和叙事以悲情与诗

性铺展，全诗充满了悲剧美。史诗的悲剧产生于族群面临的不是天灾就是

人祸，阴多晴少，美好希望不断破灭，被迫无奈的选择依然是战争失败而

逃离，用隐喻的方式表达群众的百般无奈。战争残酷，人们已经厌倦了战

争，厌倦了逃难，用微妙的语言和伤感的歌声对战争发出无尽的控诉。史

诗悲喜交集，情节扣人心弦，苦难与诗性之美反复重生，悲剧美学意蕴就

这样来产生于浓烈的情感和质朴语言表达一次次的生离死别，并经音乐的

元素不断加以催化。可见，一个饱受迁徙逃难的民族，不可能遗忘和回避

其真实历史，诉说苦难和宣泄情感成为其警示教育和情感皈依。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通过模仿一个悲恸事件，引起人们对戏剧中正

在遭受苦难命运的人物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达到对于观众情感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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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悲剧所模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和怜悯

之情。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

能给的快感。”亚氏的戏剧悲剧美学观点适用于《哈尼阿培聪坡坡》史诗

的悲剧美学。史诗诉说的是迁徙苦难，听众或读者对史诗产生了怜悯和悲

情，而这恰是史诗所传递的“特别的快感”——悲剧美。譬如战争中头人

的英勇就义的壮举是何等的可歌可泣，是多么的催人泪下。

Siiqqiq aqhhol tol liq tol gul liq gul

石七头人又吼又叫

Haqlaq meiq qav holteil ssavq yei meil

像饿虎纵下山冈

Haqniq

哈尼

Nalso lavqcal nei duv lal

快快交出纳索

Maq duv lal e ngoq

不交来

Haqniq ssaq haljol seivq mei movq

要把哈尼全部杀光

Nalso wuqhol deiqdal movq leil tol

听说纳索要去抵命

Maqsiiq hhaqbeizei syul lal

玛姒悲伤死了a

Ngal gaq e Nalsol haqjil

亲亲的男人啊

Nia e colkyul Nalso

高能的男人

Ngal nu yol hu teiq al halmeil bi syul

a　玛姒是头人纳索的妾，是蒲尼头人龙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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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能望着你去死

Pulniul za al

蒲尼答应玛姒的请求

Syuvqxal Haqniq doltov pel al 

解开七百哈尼的捆绑

Nalso yol haqleil be pyuvq

蒲尼把纳索烧成了灰烬

Haqlu moldoq zol al nei duq havq

又做石棺埋葬

Haqniq zyuqma Nalso

哈尼的大头人纳索

Syul’al Niolkol holgoq

死在建水山上

……

为群体生命和利益牺牲的英雄意象是悲剧美的内核之一，使读者内心

产生了崇高的悲剧美。这场战争发生在石七地方（今云南石屏县境内），

哈尼与蒲尼双方激烈交战，看着哈尼逐渐失利，大部分群体在头人纳索妻

子玛姒的带领下离开石七迁移到红河岸边。纳索和玛姒留下石七继续指

挥战斗，本想打退敌人后逃到红河岸边去跟上玛姒的队伍。没想战斗失

利，七百哈尼不幸被浦尼围困当作人质，石七头人要纳索交换七百哈尼的

性命，但找不到纳索。蒲尼又限定时间，如果纳索不站出来，杀死七百

哈尼。最后纳索与玛姒商量后去跟蒲尼谈判，说他愿以自己的生命去交换

人质。纳索是哈尼族群的头人，深知自己的责任，他要以身示范，特别是

关键时刻，在同胞危亡之际选择了舍我求全，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决定以

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七百同胞的性命。无畏地走向了敌人，把被围困的七百

同胞解救了出去，而他壮烈牺牲，被敌人烧成灰烬。史诗中的这场悲剧是

崇高的、庄严的、神圣的，英雄的大义凛然让人心生沉重和崇敬，实现了

“达到对于观众情感的净化”的悲剧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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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载着一个民族历史、情感和苦难的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以文

载史、以文载情、以文载歌，它天生是一个哈尼族独特文化基因的胚胎。

它自有的诗风和曲调早已固化，这是哈尼族古歌古调的文化特质所决定。

而作为民间文学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决定了它的内容又得到不断扩充、丰

富和改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小和演唱的《哈尼阿培聪坡

坡》版本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古歌结尾部分如此唱道：

Ngal be ciivq loq jol e xeivq cil ciivq heq al

家谱到我历经八十代了

Qiqma bo laq yolnol qiq bei

亲亲的一娘生的弟兄

Gal’hu pyuq’yoq halmeil qiq qa

远古的哈尼祖先是什么样子

Ngal qiq mol geq saqqiq jeiq pal neal

等我细细唱来慢慢讲

……

Bilssaq Lolpul ssolnei Juqluq

宾然倮铺和主鲁

Soq pu mol yol Haqniq soq bei duv yei

三寨又分出三帮哈尼

Elquvq sol guq qiq guq pyuq

三股水合成一股

Sal e milmeq Niuqjol puma cuv al

在洞铺安下新寨

Sal e milmeq Qiqseil puma col byul pav al siq

麻栗寨也分出两队人马

Sal e milmeq elpu Qivqcol leil g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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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听的名字叫箐口

…….

历史的滔滔洪流逐渐平缓了下来，千百年来颠沛流离，受尽磨难的

族群终于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停止了疲惫的脚步，一个族群逃难的历史从

此尘埃落定。今天，纵使迁徙已然停止，古歌却不泯，依然在重要的文化

空间和特殊场域传唱。民族精神的血液里依然激荡着苦难与诗性的浪花，

成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咏叹调。故此可见，一个苦难与诗性铸就的民族，必

定会诗性地栖居于其祖先选择的茫茫山野上，生息繁衍。正如荷尔德林所

言：“人类充满了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迁徙古歌一直被传承、传唱、改写、扩展，枝蔓丛生。不同地区的唱

述者及受众皆以“迁徙”为母题按各自的需求在不同支系和不同方言区传

唱不同版本的迁徙史。据《哈尼族文学史》记载，《哈尼阿培聪坡坡》的

民间唱本有32个。[3] 迁徙古歌唱到演唱本人年代时，自然地得以补充，

唱述者要跟自己相关的内容添加进去，讲他的家谱、村庄、地理。风格一

脉相承，内容不断扩展，表明迁徙史诗的生命力和延续性。西双版纳哈

尼族雅尼人传唱的《雅尼雅嘎赞嘎》实际上就是《哈尼阿培聪坡坡》的另

一版本，抑或《哈尼阿培聪坡坡》是《雅尼雅嘎赞嘎》的另一版本。读

过两部迁徙史的读者清楚，它们以同样的叙事模式，用相当多的相同内容

讲述哈尼祖先的迁徙史，只是后者的主要内容从“加滇”a开始讲述哈尼

族雅尼人祖先的迁徙史。《哈尼阿培聪坡坡》中的迁徙则从遥远的西北地

方——青藏高原或川西地域开始。还有，史诗中外敌入侵和战事的描写相

距甚远，这是两部史诗的迥异之处。两部史诗场景宏阔、结构完整、语言

朴实、情节动人，是哈尼民族口头文学花园中的两朵瑰丽奇葩。共同呈现

了哈尼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世界，共同撑起了哈尼族迁徙文学的艺术天

空。

时代剧变，迁徙古歌难以适应当代大众精神消费和文化市场的需求潮

流，受众群体的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空间都在前所未有的改变。但作为一

a　“加滇”，哈尼语“Javdei”音译，即今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城驻地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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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历史性、文学性、音乐性的文化教诲功能在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毋

庸置疑的。哈尼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审美

认同与交流价值，以及迁徙史诗承载的人类共同价值——铭记历史、追求

和平、远离战争、重视生态的文化内涵同样不可忽视。这是《哈尼阿培聪

坡坡》悲剧美学意蕴之外所折射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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