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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年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

) ) ) 来自云南省贡山县迪正当独龙族村的田野报告

郭建斌
*

摘 要: 自 1999年公路通车至今不到 10年的时间里, 是独龙江地区改革开放 30年来发

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但是在欣喜的变化背后, 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 因耕作方式、食物等的变

化对当地人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来自对独龙族村寨田野调查中几个

/生活片断0 的叙述, 从村落布局、信仰民俗、节庆活动乃至于乡民个人命运等侧面, 勾勒出

独龙江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粗略轨迹, 并启发相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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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地概况

迪正当村 (简称 /迪村0 ) 属于云南贡山独

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 西与缅甸隔山相望,

北连西藏察隅县, 东连贡山县丙中洛乡, 南接独

龙江乡龙元村, 是独龙江乡最北边的一个村。迪

村目前有冷木当、迪正当、雄当、向红、木当、

布尔 6个村民小组。 2001年底, 全村共有 124

户, 634人。¹

独龙族是世居独龙江惟一的土著民族, 古称

/橇0、 /球夷0、 /求夷0、/俅人0、/曲子0 等,

1952年定名为独龙族。关于独龙族的族源, 学

界目前尚无定论, 只是从语言系属上分析, 独龙

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因此大致推断出独龙

族是古代氐羌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地域的封闭, 生活在独龙江的人鲜为外

人所知。从晚近的一些史料中, 我们可以大致看

到居住在独龙江的先民们的形象。清道光 5云

南通志6 载: /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 系鹤庆

丽江西域外野夷, 其居处结草为庐, 或以树皮复

之。男子披发, 着麻布短衣裤, 跣足, 妇女耳缀

大铜环, 衣亦麻布, 种黍稷, 劚黄连为生、性柔

弱, 不通内地语言, 无贡税, 更有居山岩中者,

衣木叶, 茹毛饮血, 宛若太古之民。俅人与怒人

接壤, 畏之不敢越界0。º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

独龙江一带的妇女多有纹面的习俗, 纹面女似乎

成了独龙江在向外界介绍自己的特色文化时必不

可少的一张名片。

对于 /解放前0 独龙族社会发展情况的总

体结论, 很多资料上的表述大致相同, 在这里只

引其中的一种:

解放前, 独龙族还处于原始的家族公社

正在解体的时期, 其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

是: 以刀耕火种的农业为主, 但采集和渔猎

还占很大比重, 生产工具十分简陋, 小型铁

器、石器、木器并用, 社会分工不明显, 社

会内部虽有初步的贫富分化, 但尚未形成对

立的阶级。»

1949年 8月 25日, 贡山宣布解放。1950年

9月 30日, 独龙江召开了全区各民族各界大会,

宣布独龙江区公所正式成立。至 1970年代末期,

独龙江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很多方面实现了

零的突破。1952年 3月, 独龙江建立了第一所

初级小学 (巴坡 ) , 1956年建立了第一所完小

(巴坡 )。¼ 独龙江第一个卫生所, 也是在 1950

年代末期建立的。½ 1953年 12月 25日, 独龙江

区民族贸易中心商店正式营业 (巴坡 )。¾

2001年下半年, 独龙江全乡完成了 /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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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0 工作, 现有马库、巴坡、孔当、献九当、

龙元、迪正当共 6个村民委员会, 42个村民小

组。2001年底全乡人口 4 140人。乡政府提供的

一组数字 ( 2001年年末数 ) 表明: 人均经济收

入 685元, 比 1998年增加 477元; 大牲畜存栏

878头 (其中国家扶持 180头 ) ; 生猪存栏 2 097

口; 农作物播种面积 11 493亩, 比 1998年减少

1 053亩; 粮食总产量达 123万公斤, 人均有粮

403公斤; 全乡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 适龄儿

童入学率为 961 8% , 巩固率为 96% , 文盲率下

降 411 7%;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 ; 1999~ 2001

年的三年中上级下拨民政救济款 105 000元, 寒

衣 1 300袋, 救济粮 45 000公斤; 乡镇企业及个

体经营户 6户, 从业人员 23人, 总经济效益

160万元; 投入 21 600张石棉瓦和铁皮瓦, 完成

了 140户安居工程; 在省委民族工作队帮助下共

投入 109万元资金, 扶持投放了 2 050只山羊和

211头种牛; 采取国家投资群众投工投劳方式投

入 80万元建了孔当、献九当、龙元和迪正当 4

座微型电站, 加上此前已有的麻必当电站和马库

村电站, 实现了村村通电; 成功安装了无线电话

和无线短波电话; 1999年 9月由国家交通部直

接援建, 连接独龙江乡与县城贡山的公路正式通

车; 位于孔当村境内的乡最大的电站 ) ) ) 木切王

电站 (装机容量 320 @ 2千瓦时 ) 于 2006年 10

月 1日建成并投入使用; 位于孔当村的九年制学

校也于 2006年开始招生, 这是独龙江第一所真

正意义上的中学。

此外, 近年来国家政策上的一些变化也对独

龙江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2002年年底开始, 按相关政策要求, 独龙江地

区实施退耕还林、荒山造林 11 4万亩。这种强制

性政策导向下因耕作方式、食物等的变化对当地

人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二、变迁历程 ) ) ) 对几个

/生活片断 0 的叙述

通过前一部分的叙述, 勾勒出了迪村以及独

龙江地区一个粗略的变化轨迹。以下, 笔者将根

据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与迪村有关的几个生

活片断进行叙述, 希望以此对迪村近 30年的变

迁做更为详细的交代。

(一 ) 向红的 /就地搬迁0

向红是目前迪村的一个村民小组, 当地人对

这个村民小组有另外一种称呼 ) ) ) /克洛隆0。

/克洛隆0 是独龙江北部一条主要的支流, 向红

这个名称始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保留着明显

的历史的印迹。

向红小组与位于巴坡村的斯拉洛小组一样,

是独龙江乡 42个村民小组中农户居住最分散的

村落。不到 30户人家 ( 2001年的人口数是 27

户, 130人 ) 分布在 /克洛隆0 两岸近 20公里

的区域范围内, 从最南边的 /邦0 (地名 ) 到最

北边的迪布勒 (地名 ) , 步行要四五个小时。只

是在南代 (地名 ) 集中居住着 7户人家, 这是

搬迁之前整个向红村民小组居住最为集中的地

方。1985年以后, 向红小学就建在南代。

在独龙江各村中, 向红小组的村民在语言上

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语速较之其余各村

人的都慢, 有人把这种语言特征归因为他们的散

居以及缓慢的生活节奏。

1999年, /云南省委独龙江工作队0 进驻独

龙江。 /工作队0 驻独龙江 3年中, 在基础设施

建设、人居环境改良、促进当地社会发展等方面

做了不少工作, 其中一项具体的工作是实施

/就地搬迁0 工程, 向红是迪村搬迁的重点。

向红小组的具体搬迁方案是把原来分散在

/克洛隆0 一带近 20公里范围内的不到 30户村

民集中在邦 (地名 ) 居住, 政府对搬迁户有一

定的经济补助, 并免费提供建房所需要的铁皮波

形瓦。所建盖的房屋规格也有统一的要求, 与当

地传统的民居不同, 采用框架结构, 由三间屋子

构成。搬迁工作自 2001年开始, 2003年基本结

束。从迪村村委会所在地到邦, 步行大约 2小

时。

较之独龙江下游的很多地方, 向红一带的地

势较为平坦, 土地肥沃。听居住在向红的村民

说, 原来的分散居住可以保证每家每户有足够的

可以耕种的土地, 集中居住之后, 邦附近无法提

供足够的可以耕种的土地, 所以有些农户不愿意

搬迁。有些人家, 即便搬迁之后, 原来居住地的

房子还保留着, 在耕种的季节, 还可以回到原来

的房子居住。

(二 ) 木当的 /乃容洞0

木当村民小组 ( 2001年人口数为 13户, 65

人 ) 靠近独龙江北部的另一条较大支流 ) ) ) 麻

必洛。 /乃容洞0 是位于迪村木当小组境内的一

个溶洞。据说到 20世纪 90年代初, 木当村还保

持着每年探洞的习俗。以前每年新历 2月前后,

居住在木当的村民均要组织探洞活动, 通过观察

洞内溶岩颜色的变化, 预测来年独龙江流域及周

边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变化。

2002年 3月笔者到木当小组调查, 听说此

前 8年当地已经没有举行过探洞活动。据一位此

前负责组织此项活动的人说: 那是迷信活动, 现

在要讲科学, 所以不举行这样的活动了。据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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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 这个组织观洞预测来年吉凶的做法, 其起

因和西藏察瓦洛人有关。据称以前察瓦洛人赶牛

羊到独龙江, 到了现 /乃容洞0 下的河边, 牛

羊经常莫名其妙死亡, 当有人把此事归为此地的

山神作怪, 有藏人叫 /南木克西0 (据说此人身

份类同达赖喇嘛, 但非人所生, 而是从石头里长

出来的 ) 第一个率领察瓦洛人在 /乃容洞0 搞

/果索0 仪式探洞。后来把这每年均要一祭的仪

式传给了当地独龙人, 似乎地方性的内容也增加

了不少。传统的原始宗教和当地的自然物结合的

情况并不少见, 但观 /乃容洞0 预测来年的生

产、生活情况似乎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气候的变

化导致地表水及岩石中的水份的变化, 从而导致

岩石颜色的变化。

这样一项多少有些朴实科学道理的民间活

动, 被简单地扣上 /迷信0 的帽子后, 淡出了

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据有关资料记载: /文革0

期间, 独龙江公社党委书记曾带人进入 /乃容

洞0, 在里面又砸又砍, 将一些石头的形状损坏

并搬走了一部分, 以表示破处迷信。尽管如此,

对 /乃容洞0 的探洞活动并未完全终止, 通过

实地考察, 从那些在 /乃容洞0 口留下的遗物

来看, 仪式活动并不像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就完

全停止了。但是从当地人谈起这件事情时的谨慎

态度来看, 他们的确在 /外人0 面前有意回避

这样一个文化活动, 至少在他们的口头表达中,

他们也使用一种官方的话语, 认为这是一个迷信

活动。地方文化经过意识形态的规训之后, 从公

开走向地下, 并走向消亡。

(三 ) /卡锵哇0 的当代演绎

/卡锵哇0 被视为独龙族最隆重的传统节庆

活动, 原本是一种祭鬼仪式, 后来演变为独龙族

的年节。据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独龙江很多村子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活动。笔者

1994年、1999年两次去独龙江时了解到, 下游

的村子停止这项活动已经很多年了, 一般人均讲

不清完整的过程。

近年来, 当地政府出于保护传统文化、开发

旅游资源的需要, 钦定了一个独龙节, 名字也叫

/卡锵哇0, 时间是每年的 1月 10日。但是政府

钦定的这个 /卡锵哇0 无论从形式到内涵都与

独龙族传统的 /卡锵哇0 有很大不同。据当地

懂得这一仪式操作规程的人讲, /卡锵哇0 举行

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新年开始以后夜晚没有月亮

的几天内, 这种根据阴历来确定具体时间的做法

与政府钦定的每年新历的 1月 10日的做法显然

不一致。

2002年 2月 11日到 14日, 笔者在迪村迪正

当村民小组有幸完整地观看了这一在当地也中断

了多年的传统仪式。¹ 据说, 那是近几年独龙江

地区很难见到的按传统习俗举行的 /卡锵哇0,

但其实是一个已经简化了很多的版本, 古老的

/卡锵哇0 仪式要复杂得多。每举行一次全村规

模的 /卡锵哇0, 从制酒准备算起, 需要近 1个

月的时间, 所耗物资不菲。在独龙族与外界联系

的日益加强和对外界生产、生活方式的效仿过程

中, 人们对这一带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同时也伴

随着各种娱乐活动的传统仪式慢慢地失去了兴

趣。在今天的独龙江地区, 一年中最热闹、最隆

重的节日, 应该是春节。生活在这里的稍微有点

文化或见识的人, 也会在除夕晚上收看中央电视

台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的 /联欢晚会0。听当地

人说起, 在目前还健在的村民中, 真正懂得

/卡锵哇0 程序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当地政府钦

定的 /卡锵哇0 能够保存这一传统仪式的外壳,

但却远离了当地人的生活的。

(四 ) /末代巫师0 的命运

金山在迪村最突出的身份是 /巫0。他出生

于 1950年代末期, 家住迪村冷木当小组, /文

革0 结束后正好高中毕业, 他此后 30年的人生

经历中, 投映着时代印迹。而他个人最终没有成

为这个时代中顺潮流而上的人, 反而走上了一条

与时代潮流方向不太吻合的道路, 个人的抱负始

终未得到充分施展, 生活日趋平淡, 于 2007年

6月因病去世。

2002年 4月, 笔者对金山进行访问时他声

称年龄是 46岁, 而迪村村委会 2001年选民登记

中填写他的年龄是 42岁。学生时代的金山, 虽

然有来自大环境的种种不幸, 但和村里同龄人相

比, 他是幸运的。 1975年, 金山从贡山县城高

中部毕业, 即使在今天金山所生活的村子里, 能

读到初中毕业者已是凤毛麟角, 更不要说高中毕

业生。 1976年 4月, 金山应征入伍到了省城昆

明第 43医院内伤科当卫生员, 1980年 7月退伍

回乡。那时候独龙江与外界的联系比今天要困难

艰苦得多。从迪村徒步到贡山县城至少需要 7

天, 再到昆明还需四五天, 一个来回大概就是 1

个月的时间, 能有机会走得这样远的人, 在当时

的村子里是少有的。何况在那个年代, 穿着一身

军服回到村子里, 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

退伍回乡后, 金山在村里做过两年的赤脚医

#39#

改革开放 30年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 n
郭建斌 n

¹ 这中断了多年的传统仪式又被再次进行, 是因为在 2000年底至 2001年初, 有一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法国人在迪正当村做田野调

查。应他的要求, 迪政当村民小组的五六户人家为他专门举行了一次 /卡锵哇 0。



生。1982年, 在省城感受过几年现代城市气息

的金山向社里借了点本钱在村里经营起一个零售

铺子。村子里当时有一个属于国营供销系统基层

网点的商店, 那是几十年来村里人惟一的交易场

所。1982年的金山能有这样的胆识贷款经商,

是令当地人刮目相看的举动。当时国内改革开放

的春风也才刚刚吹起, 金山此时的举动, 与时代

潮流是一致的。然而, 经商也没有给金山的生活

带来大的转机。 1985年, 金山还清了所有的借

款及利息就没有再做了。后来谈起这件事, 金山

说最大的庆幸是没有赔本。在金山之后还有像他

一样向社里借钱经商的, 但有几个被无情的商海

折腾得血本无归。每当说到这些, 金山都为自己

按时还清了借款而有几分的得意和庆幸。

也就是在金山开始经商的那段时间, 他与本

村的在辈份上属于他姨妹的普及全结了婚, 过起

了地道的农民的生活,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在

这段时间里, 他的 4个孩子相继出世, 而金山在

没有依靠和积蓄的情况下独立地撑起了自己的家

庭, 搬出父母的老房子盖起了自己的房子, 这也

是一种不小的收获。

曾经有过不少机会以及有着比村里的同龄人

更多见识的金山并不满足于现状, 1992年, 金

山走上了一条让当地很多人吃惊的道路) ) ) 操巫

师业。巫师在独龙话中叫 /南木萨0, /南木0

本是天的意思, 在此被引申为 /鬼0 的意思,

/南木萨0 是 /南木仆郎0 即天鬼的替身。在当

地人看来, /南木萨0 戴有什么都看得见的 /南

木聂0 即鬼眼, 还有一套治病的法具和办法。

对于金山为什么走向这条路, 金山自述说熊当村

的巫师熊当格员告诉人们说: 李金山就是 /南

木萨0, 加之金山自己也见过一些奇怪的、一般

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认为这是授意他成为一名

巫师, 如果不照办, 就会招来灾祸。而金山的另

一个弟弟谈起此事时, 他认为哥哥从事巫术活动

的真正动因是有想统治人的思想作怪。这话说得

有些不客气, 但避开 /统治0 的字眼, 想出人

头地的表述似乎更恰当一些。在金山退伍之前

20多年的人生经历, 给别人的感觉以及自我感

觉, 应该说是出人头地的。

/南木萨0 在 1980年代的独龙江北部几个

村庄, 还有着几乎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独龙

族 /万物有灵0 的观念以及极端落后的医疗条

件, 使得村民在遇到灾害、疾病时, 求助 /南

木萨0 几乎是惟一的选择。村里人公认的 /南

木萨0 有 3个, 金山是年龄最小、出道最晚的

一个,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是 /最后的巫师0。

金山当卫生兵以及回村后短暂的行医经历为他从

事 /南木萨0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由于金

山介入此行当时机选择的错误, 终未使他达到预

期的目的。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由于地方政府

日益加大了对民间巫术活动的打压以及医疗条件

和就医环境的改善, /南木萨0 的地位江河日

下。因顾忌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责难, /南木

萨0 的活动也是半公开的。当笔者和金山聊起

/南木萨0 时, 他的态度不无犹豫, 在坚持和放

弃之间难以取舍, 直到他郁郁而终。金山的个人

命运主色, 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三、结  语

最近 30年, 尤其是 1999年从贡山县城到独

龙江的公路通车之后, 独龙江、迪村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2006年底, 迪村举行了公路通

车典礼, 至此, 独龙江各村都通了公路, 原来连

接各村的人马驿道不复存在。 2007年底, 迪村

开通了电话, 即便现在仍然因为翻越高黎贡山的

独龙江公路每年还有半年时间的大雪封山期而阻

断了居住在独龙江地区的人与国内外界的往来,

但是通讯的畅通缩短了独龙江与外界的距离。然

而, 在欣喜的变化背后, 同样存在着与社会文化

变迁相应的不少问题。如上, 反映和提出问题是

为了更好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于 30

年变迁的讨论如果能够启发一些思考, 进而使得

某些问题得到必要的关注并得到部分或完全的解

决, 那么这样的讨论对当地人来说, 或许多少会

有点价值。

(责任编辑 洪  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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