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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同胞在祭鼓节活动中跳起欢快的苗族芦笙舞

今年 6 月 10 日，国务
院印发 《关于公布第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公
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
扩展项目名录， 清镇市申
报的苗族古歌 《簪汪传》
成功入选扩展项目名录。
《簪汪传》是一部过
去不曾进入学者视野的苗
族史诗，其内容丰富，涵盖
人类起源、开天辟地、生产
生活和战争迁徙等内容，
是四印苗关于族群来历的
心史记忆， 对于研究四印
苗的民族史、迁徙史、战争
史具有重要价值。
从 2010 年开始搜集、
翻译、整理，到渐渐被更多
人知晓， 苗族古歌 《簪汪
传》 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
程。 这期间，余未人、杨照
飞等一批专家学者付出了
大量心血和汗水， 省非遗
处、贵阳市非遗中心、清镇
市委市政府等对发掘工作
给予了大力支持， 民间歌
师以及清镇市文旅局、清
镇市非遗中心、 有关乡镇
人员做了大量工作， 终于
让《簪汪传》走到台前，让
世人知晓。

苗族古歌《簪汪传》走出深山
—记者探访其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
——
一次看似偶然的相遇
翻译整理过程历经艰辛
千山万壑的贵州， 很多传统民
间文化得以完整的保护， 苗族古歌
《簪汪传》 就是深藏在贵州大山之
中的民间文化瑰宝。 苗族古歌《簪
汪传》此前一直在四印苗民众间口
耳相传，养在深闺人未识。
“苗族古歌《簪汪传》的发现，
源于一次偶然。 ” 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副主席、 贵州省文史馆馆员余
未人回忆道，2010 年初夏， 她和几
位热衷于非遗的朋友到清镇市麦格
乡观赏新辟的一处文化景点， 时日
尚早，大伙决定去周边苗寨走走，凑
巧走到龙窝村猫寨的一个苗族歌师
家。
当时， 余未人正在参与紫云县
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编审工
作，思绪常沉湎其中。 她与歌师聊到
苗族古歌， 得知这里的苗族古歌和
《亚鲁王》有很大不同，她意识到这
里又是一处民间文学的富矿。
让余未人兴奋不已的这一苗族
古歌， 就是由四印苗民众代代口耳
相传、 唱诵英雄先祖簪汪征战迁徙
的史诗——
—《簪汪传》。 随后，在她
的推动下， 经过充分的田野调查和
研究，省、市非遗有关部门决定对其
进行立项搜集和保护。 余未人邀请
著名民间文学专家刘锡诚去猫寨考
察， 刘锡诚对四印苗的这一宝贵遗
存非常看好，并在《文艺报》撰文
《走马苗寨》 对此非遗项目给予了
肯定。

苗 族 古 歌《簪 汪 传 》 由“宝
冒”（掌坛师）、“无绕”（歌师）用
西部苗语四印苗支系土语在十二年
一次的祭鼓节完整唱诵。 由于唱诵
采用的是四印苗土语， 还夹有不少
古苗语， 而且四印苗歌师汉语表述
能力有限， 又很难找到精通四印苗
土语的专门人才，《簪汪传》的翻译
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后来，由清镇市
和有四印苗聚居的修文县皮家寨选
派几位四印苗村民， 去紫云自治县
“
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 学习西部
苗语的拼音记音， 但去学习的人员
学会了拼音、记音，却很难用汉文书
写，不会翻译，最后没能成功。
直到 2016 年，贵州大学教授张
晓推荐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
作委员会译审专家杨照飞翻译古
歌，母语是苗语川滇黔方言（西部
方言）的杨照飞欣然接受，从昆明
来到清镇， 住到了龙滩寨四印苗歌
师家中，日以继夜学习四印苗语言，
学会后将清镇市非遗中心拍摄的音
像资料带回去翻译。 为了补充唱诵
记录，杨照飞又多次前往龙滩、大谷
佐等地做田野调查， 还把四印苗的
歌师请到昆明去。
“民间文化发掘的周期长，有
时一个项目就要做很多年， 短期内
又不会产生经济效益， 所以坚持做
民间文化保护以及非遗的专家学者
靠的都是对民间文化的浓厚兴趣和

人文情怀。 ” 余未人说，经过一些像
杨照飞这样的优 秀 同 行 的 共 同 努
力，翻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历
时两年多， 杨照飞终于将四印苗的
唱诵记录翻译出来， 又经过余未人
等人的整理，几经修订和补充，2019
年，苗汉文对照的《簪汪传》内部版
出版， 让项目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
环。

民间文学宝库的珍品
歌师们唱诵的《簪汪传》听起
来似乎简单，实际上却是长篇巨制，
是一部长达 8000 行的神话英雄史
诗，有主要人物 33 个，次要人物数
十人。 史诗想象力丰富宏远，主要人
物性格鲜明丰满，情节起伏跌宕，细
节生动。
该书讲述了生长在天朝的簪
汪， 自幼在父亲蝾瑟蟒身边修炼获
得法力，长大后，蝾瑟蟒送他下凡历
练。 簪汪率众开疆拓土并养育九男
五女。 之后簪汪获得了最珍贵的宝
物龙心，在省聊称王建京城，长子汪
代也担当重任。 簪汪原本与世无争，
却屡遭黄龙、红龙率部侵犯。 为夺回
地盘， 簪汪与他们大战三次夺回领
地后， 便不再恋战， 归隐田园做凡
人。 后来，簪汪之女受骗，痛失宝物
龙心。 黄龙又对汪代发起战争，簪汪
只得率九子及其部众撤离省聊，艰
难迁徙， 最后到清镇、 修文等地落
脚。
《簪汪传》是四印苗关于民族

《中国医生》票房超 9 亿元领跑暑期档

本源的史诗， 也是研究四印苗民族
史、迁徙史、战争史的重要资料，不
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还具有强
烈的民俗性， 除在祭鼓节上完整唱
诵外，在四印苗婚丧嫁娶、建房时也
有部分唱诵。 可以说，史诗参与了四
印苗人每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在四
印苗心中，簪汪关乎本民族的祖源，
唱诵簪汪古歌的习俗深入人心。
《簪汪传》 还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
价值， 簪汪带领族人一路迁徙到清
镇，文中 142 个地名详实可考，是迄
今所知的苗族古歌、史诗中，唱诵迁
徙路线、地点最详尽、最清晰明确的
作品。 同时，还具有独特的音乐性，
其节奏简洁， 旋律单纯， 沉郁而悲
壮。
经普查， 清镇市现在能够较完
整唱诵《簪汪传》的歌师有 31 名。
为让其得到更好的传承， 除开数字
技术等方面的保护外， 清镇市还建
立了簪汪古歌传习所， 定期开展传
习活动，举办四印苗古歌歌唱比赛，
邀请专家研究发掘其内涵和价值。
“苗族古歌《簪汪传》申遗成
功，意味着清镇、贵阳乃至贵州对外
宣传又添了一张文化名片。 下一步，
我们计划制作苗族史诗 《簪汪传》
动画片；以簪汪为形象，推出系列文
创产品； 联合清镇境内的恐龙小镇
歌舞剧院， 打造与簪汪有关的主题
歌舞作品， 让四印苗文化走上更宽
广的舞台。 ” 清镇市文体广电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中国医生》中袁泉的扮相

袁泉：这是一次特别的演出
反映武汉抗疫题材的电影《中
国医生》正在热映，目前票房已突
破 9 亿，上座率、口碑均领跑整个暑
期档。 演员袁泉在影片中扮演武汉
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文婷，
她的原型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 接
受记者采访时袁泉说：“这是一次
非常特别的演出， 是我演员生涯中
最吃不准的一次。 ”
2019 年，袁泉跟张涵予在刘伟
强导演的《中国机长》中分别饰演
乘务长毕男和机长刘长健。 此次听
到《中国医生》要开拍的消息，袁泉
主动请战，在她看来，“这是不可能
拒绝的一部电影， 它的价值超出了
电影本身。 ”
作为一名医生， 文婷在片中有
大量做手术的镜头。 影片开拍前，剧
组专门请来医护人员跟剧组人员同
吃同住 148 天，给演员们做培训，解

答医学上的疑问和技术上的难点。
袁泉发现， 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特
别坚定的力量，乐观、质朴。
除了技术， 袁泉还会向医生们
请教，“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坚
持下来？ 在手术当中出现了问题，你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怎样去寻求帮
助，最后把这个手术圆满完成？ ” 在
她看来， 当医生需要有很强的心理
支持和自我修养。
以往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往
往给观众一种一切尽在医生掌控的
感觉。 这次拍摄《中国医生》，袁泉
完全没有这种掌控感， 她甚至很多
次都有种恍惚的感觉。 “了解得越
多，越觉得它不可控。 拍摄的整个过
程中， 会觉得这些医生每走一步都
如履薄冰， 他们的那种帅是一种非
常职业感的呈现。 我在整部戏里都
试图去靠近，但这太难了。 ”
袁泉记得，几乎每天开拍前，要

先穿好防护服， 中间休息的时候也
不能脱，“换了衣服，人一下就舒服
了，舒服下来的感觉可能就不对了，
所以不能脱。 ” 最长的一次，袁泉整
整穿了 8 个小时防护服， 而她自己
完全没有意识到。 她说：“
穿上防护
服拍戏，内心的感受真的不一样，就
像是披着战袍去打仗的状态。 ”
有一天拍摄前， 袁泉觉得自己
一条腿的韧带有点疼， 但拍摄一开
始，就感觉不到了，等到上午拍完休
息了一个小时后， 这种疼痛感又回
来了。“
我在想，医生们也一样，他们
做手术时， 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关
注自己的身体， 就是奋不顾身的感
觉。 ”
在拍了《中国机长》和《中国医
生》后，她对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充
满了敬畏，“
会觉得每个职业都很神
圣， 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特别难
得的经历。 ”

从进组第一天， 袁泉就决定要
抛开以往的表演经验，“
因为它是一
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们走进医院
里，看到这些医务人员的状态，它是
不具有表演性的。 ” 演员们几乎全程
戴着口罩，脸上有多条清晰的勒痕。
有时候防护服穿得太久， 全身都湿
透了，“虽然跟当时的医务人员相
比，肯定到不了他们那个状态，但在
疲惫不堪的时候好像更接近他们
了。 ”
“
在这个戏里，任何的舒适感跟
角色都是不搭的。 ” 袁泉觉得，戴着
口罩演戏， 眼睛就成了最大的表演
窗口。 在别人看来，她的眼睛大是一

个优势， 但她自己反而要更多地控
制住情绪，“
医生这个职业， 是不允
许有太多个人情绪流露的。 ” 至于如
何才能不让情绪泛滥， 答案是：别
慌，“拍这个戏我一直在告诉自己：
沉住气， 不慌， 但不慌是不太可能
的。 ”
虽然演员们都拼尽全力， 但袁
泉也承认， 要想还原医生们的真实
状态，不可能。“
只能尽全力去接近。
作为医务人员， 需要具备的一些心
理素质，是常人没有的。 这可能也是
我在整个电影拍摄当中一直想要去
体会， 又觉得差得很远的地方。 我
想， 文婷这个角色就是在疫情当中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全力，做
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
拍完《中国医生》，袁泉对医生
的尊敬又多了一分，“
千言万语一句
话，他们真的太伟大了！ ”
王金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