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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振国、何伟

中国是世界马种的发源地和养马最早的国
家之一，马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的甲骨
文中就已有马字出现。

在种类繁多的马家族中，矮马是世界上珍贵
稀有的马种，目前英国的设特兰和广西的德保县
是两大种群地，故有“马中熊猫”的美誉。

与人们推崇马的刚健勇猛不同，德保矮马却
是以“萌”见长，可爱而温顺，灵动而质朴。身高不
足 1 米，特别容易让少年、儿童亲近，即使是成年
人，见到矮马也忍不住有上前抚摸的冲动。

矮马的家乡德保县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很多来到德保的人都会感叹，有矮马这么珍贵的
资源，真该好好地开发一下：在全国城市周边搞
一些矮马的游乐、观赏和运动项目，应该大受欢
迎。既能为德保的脱贫做贡献，也给生活在城市
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活动场所。但现在德保
矮马仍然“藏在深山人未识”，而且面临种群保护
繁衍的困境。

汉代“果下马”的后裔

要去见识矮马的风采实在不易。别说外地人，
即使从广西首府南宁出发，也要费些功夫。即便现
在南宁到德保通了高速公路，到达县城也要驱车
两个多小时，以前要三四个小时。到了县城还看不
到矮马，要再开一个多小时车到山里的矮马场。

矮马如今深藏西南大山深处。其实，关于它
的来历也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古代羌人
南迁带来的，即矮马为羌人北地马的后代；有的
专家认为它是西南本地马为适应多山地形自然
进化而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它的老家原先在中原
地区，其祖先是中国古代的“果下马”。

史载，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汉代，我国就已经
有了一种叫“果下马”的矮种马。《资治通鉴》记
载，“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之所以叫
“果下马”，就是因为它身材特别矮小，人骑在上
面可以自由地在果树下穿行。

1968 年，在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墓挖掘
中，出土了“果下马”的残骸，据推算，这匹陪葬的
马高度只有 69 厘米。比世界上最小的迷你马还

矮，专家认为是德保矮马的始祖。汉代以后，“果
下马”在中原一带基本绝迹。

据介绍，我国古代曾经有多个矮马品种，如西
藏矮马、四川安宁果下马、云南马关矮马、贵州矮
马、陕西宁强矮马、广东濊下矮马、江苏沛县汉宫矮
马等等，但后来这些矮马品种几乎都销声匿迹了。

德保矮马被发现，是在 1981 年。当时，我国
著名马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铁权在
广西靖西县农村考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匹高度
仅 92 . 5 厘米的成年矮母马。当时，这种被遗失了
2000 年的珍稀马种“复活”的消息披露后，立即引
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如获至宝的王铁权在继续对周边地区考察
时，惊喜地发现，与靖西毗邻的德保县有大量矮
马饲养，尽管周边地区包括云南也有零星的发
现，但因德保保有量最大，且优质群体最多，于是
这一马种便被命名为德保矮马。据专家考察和分
析鉴定，得出德保矮马的矮小性是以遗传为主因
的结论，还证实了德保矮马是我国汉代时期“果
下马”的后裔，是中国矮马中最标准的类型。

王铁权在其著作《果下马和迷你马》开辟专
章谈德保矮马，其中写道：“矮马原分布较广，由
于发现后保种不善，造成部分消失，现主要生产
地集中于广西德保山地。”王铁权跟踪研究德保
矮马 20 年，为考察矮马先后 10 次来到德保，每
次从北京过来都要坐“绿皮火车”、倒班车甚至还
要在不通汽车的山区徒步，3000 多公里路途辗
转颠簸，非常不容易，一直到去世还对德保矮马
念念不忘。

德保矮马自北宋起成为贡马，备受皇家宠
爱。《镇安府志》记载，当时德保县所在的镇安府
每年都给皇帝进贡三匹矮马。据当地人讲，朱元
璋称帝第一年，德保人岑天保不远万里，骑着矮
马进京朝见。朱元璋亲眼见到书中记载的“果下
马”，非常高兴，即授岑天保冠带和镇安土知府世
袭官职。因为德保矮马带来了好运气，故当地人
称这种马为“吉祥如意马”。

德保矮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呢？当地人
编了顺口溜来形容它：“矮是矮，有风采。”“矮矮
的身爬高高的坡，短短的腿走长长的路。”德保矮
马虽然没有高大的体魄，但它天资聪颖、善爬耐
驮、坚忍不拔，尤为人们所称道。在交通十分不发

达的山区，德保矮马驮物爬山如履平地，长年累
月奔波在山道上，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好帮
手。也正因为其实用价值，才使得这一珍贵马种
得以保存至今。

“宝马良驹”耕田驮物

《马说》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借物寓意的杂
文，文中有言“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
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感叹了千里马
不被赏识的悲惨命运。而对于矮马来讲，在现实
中也有相似的命运。

记者在德保县采访了解到，目前，德保县存
栏矮马数量 7000 多匹，其中核心群存栏 2000 多
匹。当地矮马主要用于农户役用，其宝贵价值并
未得到充分开发。

国家级德保县矮马原种场坐落于一个偏僻
的山坳里，是德保县矮马最集中的地方，德保县
水产畜牧兽医局局长岑花燕说：原种场在册的矮
马有 400 多匹，但并不放在一起集中饲养，县里
采取“国有民养”方式保护矮马资源，绝大部分是
与农户合作，分散饲养，平时用作家庭驮运工具，
只有重大节庆活动时，如当地举办红枫节时，会
从农户家里调一部分来参加活动。

矮马原种场只留了十余匹，主要是给慕名而
来的外地游客看的。矮马恰如其名，身材短小低
矮，毛色各异，但并不瘦弱。

记者见到了连续两届德保矮马选秀比赛中
当选“马王”称号的最优秀的种公马——— 骏雄。这
是匹种公马，鬃毛银白修长，相当俊俏健壮，身高
86 厘米，已有 13 岁了，相当于人类年龄 40 多岁。

“骏雄已繁育后代数十匹，身高都在 1 米以
下。其后代‘王子’在 2016 年第三届德保矮马选秀
比赛中当选新一代‘马王’，真可谓是‘虎父无犬
子’！”原种场里的管理人员介绍说。

自古以来，德保一些村屯就有饲养矮马的习
惯，演变成如今的马隘、马牌、马安、马道等 30 多
个以马命名的村屯。

在德保县城关镇那照村那照屯，71 岁的村
民农存楼从田里牵回自己养的一匹矮马让我们
看。他已养矮马 20 多年了，都是代政府饲养，生
的马仔由政府回收。他曾养过的时间最长的一匹

矮马，养到 35 岁，直到老死。农存楼说，村里 100
多户村民，大概有三分之一养着矮马。村民们养
的矮马都在干农活，特别是爬山运东西，矮马别
看个头小，劲挺大，驼成年人都不费力。

当地政府将种马登记后交一些农户代养，每
月有适当草料补贴，产仔后经评定按市场价 70%
回购，譬如一匹未成年矮马市场价 2000 多元算，
群众就可得 1400 多元。这既能保护德保矮马繁
殖力，又能给农民增加些收入。

深藏的矮马文化旅游价值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矮马引起越来越
多爱马者的青睐，一度掀起“矮马热”。中国马业
协会理事、德保矮马协会会长梁建森介绍说：“在
中国养英国设特兰矮马的人更多，甚至被作为宠
物来养。设特兰矮马从英国购买时一般 1 万人民
币元左右，通过专机运输、再加上倒手炒作，到国
内一匹售价超过 4 万人民币，高的达七八万元。
但德保矮马就差远了，私人卖出去一匹 5000-
6000 元，训练好的优质矮马也才 1 万元左右。”

德保矮马与英国设特兰矮马相比有很大优
势，由于英国设特兰矮马都是人工授精、人工繁
育，脸形似牛，体形有明显的侏儒特征；而德保矮
马全部是自然繁殖，长得更加匀称，完全没有侏
儒表现，开发潜力很大。

据了解，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新疆、内蒙
古、吉林、辽宁等省区都开始有养德保矮马的，主
要出现在私人马场、马术俱乐部、动物园等场所。

梁建森说，深圳市南山区对口帮扶德保县，深
圳的扶贫干部为了宣传德保矮马，组织了二十多匹
到深圳一个公园展览，引起轰动，前去参观的几乎
天天爆满，特别是小朋友们简直是喜欢得不得了。

“德保矮马是我国 29 种地方马种之一，也是
我国最矮的马，可开发的价值非常大。”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韩国才说，矮马开发价值包括品种资源
价值、旅游观赏价值及潜在的经济价值等。

目前，德保县还有 80 个贫困村、大概 6 . 5 万
贫困人口。尽管守着德保矮马这么好的特色资
源，但在脱贫攻坚中并没有用好、用活。

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在保护好矮马资源的基
础上，只有做大做强德保矮马相关文化旅游产业，

才能端起“金饭碗”，带动更多群众脱贫奔小康。
专家认为，德保矮马特别适合青少年儿童骑

乘，应开展青少年儿童爱马、亲近马的各种活动，
促进马球运动走向大众。梁建森说，近年德保县
开始开发矮马游乐、矮马竞技等项目，组建德保
矮马少年马术运动队，培养一批本土矮马马术运
动专业人才，打造矮马特色旅游产业。2012 年 5
月，成立了国内第一支少年马球队——— 德保少年
马球队，参加了国内多个马术比赛、马文化活动
表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让世人知道了我国这
一珍稀的物种。

在德保县城边的一个山坳里，县旅游局局长
黄高念指着一片荒地说：“我们想把这里的沟壑
填平，建个矮马王国旅游项目。”据他介绍，这一
项目计划投资数亿元分三期建设，以“互联网+旅
游”理念，开发矮马乐园、矮马博物馆等，还想着
请人拍一部矮马为主角的动画片，打造一个米老
鼠、唐老鸭那样的知名动画形象，形成动漫、游戏
软件、纪念品等系列产业，加快矮马价值、功用向
文化旅游转变。

面临可能消亡危险

“绝不能让优质的德保矮马在我们这代人手
上流失、消亡！”这已成为当地基层干部的心声。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和交通日益便利，
耕地驮物不再需要矮马，农民养矮马积极性日趋
下降。“我家里还有 4 亩地，我和老伴年纪也很大
了，干农活也需要矮马。”农存楼无奈地说，年轻
人已很少养矮马了，他的 3 个儿子和 1 个女儿外
出打工或做生意，肯定就不会养了。

据中国农业大学科研组和德保有关部门对
德保矮马的品种资源调查统计，以 106 厘米以下
为参考标准，1983 年德保矮马有 3266 匹，2003
年下降到 1692 匹，2008 年再降至 1578 匹，2012
年 5 月数量为 2612 匹。

德保县矮马管理中心主任黄华汉说：“受社
会大环境的影响，前几十年德保矮马数量锐减，
到 2008 年时数量最少。近几年随着繁育保护力
度加大以及当地旅游节兴起，德保矮马有一定程
度‘回暖’迹象，但数量增长极为缓慢。”

尽管国家和当地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保护矮
马，但由于投资经费严重缺乏、管理技术人员短
缺等因素，矮马繁育保护、旅游开发、文化打造等
工作仍不理想。在繁育保护方面，目前完全依靠
自然繁殖，繁殖率不高，扩繁缓慢，导致优质矮马
资源保有量日益稀缺。

岑花燕告诉记者，为保护矮马资源、提高矮
马品质，德保县与中国农业大学、广西大学、广西
畜牧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保种场集中活
体保种，通过冷冻精液保存遗传基因，进行异地
保种，已取得一定积极成效。但下一步要做到保
种优化以及保护与利用并举，走出“保”而不
“用”、越“保”越难保的怪圈，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近来有人打着“德保矮马”的名义在网上公
开叫卖矮马，盗用德保当地人在旅游节上拍摄的
矮马照片，交易的是否德保矮马令人生疑，凸显
了矮马交易市场“乱象”。“目前，德保县正向农业
部申请矮马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还要出台有关矮
马的地方保护条例。”岑花燕说，德保县还与中国
农业大学专家联合建立科学、规范矮马系谱登记
档案，目前已有 470 多匹矮马有了“身份证”。

德保县委书记石永超表示，德保县将依托矮
马特色优质资源，深度挖掘矮马文化，把矮马保
种场打造成集“教学、科研、文化、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国家级矮马保种场，并结合当地丰富的旅游
资源，大力开发矮马王国项目，做足矮马文章，使
之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新亮点。

“马中熊猫”：藏在深山人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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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看不到的地方，列文却在注视

本报记者白瀛

2004 年 9 月 7日晚，首都剧场，以色列卡梅
尔剧院正在上演话剧《安魂曲》。这是以色列人首
次在中国演出戏剧。

舞台上，女演员莉莲·巴雷托心情忐忑。她敏
锐地感受着中国观众的反应：几分钟嘈杂后很快
鸦雀无声，直到演出结束，观众起立，报以长达 7
分钟的掌声，演员迟迟下不了舞台。“我从来没有
感受过这样的震惊和尊敬。”

观众席里，中国演员濮存昕心潮澎湃。时隔
13 年，他仍认为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戏剧”，“以
色列文化从《安魂曲》开始才真正像符号一样种
在我心里。”此时，《安魂曲》的作者汉诺赫·列文，
已经去世 5 年。

“观众就是我的敌人。”这是列文的一句名
言。日前，列文剧作精选集中文版出版，位列
“2017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书”。

“以色列的良心”

汉诺赫·列文 1943 年生于特拉维夫，是以色
列国宝级剧作家、导演，卡梅尔剧院的灵魂人物，
凭借深刻的思想和非凡的勇气，将以色列戏剧推
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他
一生创作剧作 60余部，被翻译成 20余种语言在
全球上演。直到 1999 年因骨癌去世前夕，他仍然
在执导最后一部完整作品：《安魂曲》。

以色列剧论家米海尔·亨德尔扎兹这样评论
列文的作品：“那种粗糙、那种不敏感、那种人与
人之间的暴力倾向、那种压迫感、那种贪欲、那种
不宽容与残忍……无论是在个人、社会、政治或
经济层面上，今天以色列生活中几乎没有一种情
形不能在汉诺赫·列文作品的某一段落找到自己
的缩影。”

列文是首个被介绍到中国的以色列剧作家。

1997 年，《外国文艺》杂志第 3 期刊发了一出以
色列风俗喜剧《雅各比和雷弹头》，剧作者汉诺
赫·列文被译者黄纪苏译为“韩乐闻”。当年 3 月，
根据其改编的《爱情蚂蚁》在京演出，孟京辉导
演，陈建斌、陶红、周迅主演。2002 年，列文的《俄
亥俄小姐》也曾被中国人搬上北京舞台。

直到 2004 年，列文作品的原版演出才由卡梅
尔剧院带到中国，《安魂曲》这部列文的巅峰之作
震撼了中国戏剧界，随后又于 2006 年、2012 年两
度来京。2013 年，卡梅尔剧院又把列文的《手提箱
包装工》带来北京，中文名称后改为“旅人”。

从 1997 到 2017，从“韩乐闻”到“汉诺赫·列
文”，从天生叛逆到曲终安魂，列文的戏剧作品已
成为中国与以色列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适逢中
以两国建交 25 周年，有着 120 周年历史的商务印
书馆，出版了国内首部列文剧作合集：《安魂曲：汉
诺赫·列文戏剧精选集》，收入了《安魂曲》《雅各比
和雷弹头》《俄亥俄小姐》《旅人》四部剧作。

击中每个人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今年，以色列为汉诺赫·列文制作了一部新
的纪录片，在其中一段 1972 年接受采访时的珍
贵影像中，列文说：“观众就是我的敌人，而舞台
是我与观众对抗的拳击场，我想击中他们，告诉
他们，他们有多差劲。”

如今已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濮存昕认
为这是一个比喻，“他要击倒观众的灵魂，他非常
自信，自己有一个思想的能量，他像一个勇士，把
他的戏剧文学通过演出传递给观众。但是我觉得
我们坐在下面不是敌人，我们像孩子，他的戏剧
开启了我们童话般的视野。”

《安魂曲》的演出的确如童话一般：道具和布
景刻意简化到几乎简陋的程度，月亮、飞鸟都是

用人在舞台上举着的，房子和树都是演员化装成
的，拉车的马也是演员举着“马头”系着“马尾巴”
跑来跑去，在灯光和音乐的配合下，呈现出一种
简朴粗粝的质感和幽默温馨的艺术效果。

“我们仿佛看到了戏剧最开始的样子，大幕拉
上，天黑了；大幕拉开了，天就亮了——— 就是这么
简单，童话般的世界，我们像小孩子。”濮存昕说。

但剧作家、导演过士行认为，列文与观众为
敌，是要改变观众的偏见。“如果我们的戏剧要从
讨好观众的角度去做就越来越没有希望了，好的
剧作家一定是民族的良心。”

过士行因为《安魂曲》认识了卡梅尔剧院的
艺术总监，后受邀把自己的剧作《厕所》带到以色
列演出。“我看列文的戏，憋了很久的泪水出来
了。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常回避苦难和死亡，可看
完《安魂曲》我觉得，在上帝的目光看不到的地
方，列文却在注视。”

剧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年轻的母亲怀抱刚刚
死去的婴儿，对陌生老人说：“要是我哭出来，大
叔，这世界就会轻松些。他们就会说：‘是有不公，
可是也有解脱。’我不要哭。要是他们问我：‘你从
没有站在哪个十字路口吗？’我就回答说：‘我站
了。在一个黄昏，我站在我孩子的墓前，我可以哭
泣也可以沉默，我做了选择。’”

这段对话让剧评家、剧作家李静不能自已。
“他(列文)会击中每个人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他
是在写一首关于死亡的诗篇，他呈现了一个残忍
的事实：无论什么都没有办法去安慰一个失去孩
子的母亲，无论是善良还是邪恶最后的归宿都是
死亡，让人感受到宇宙的虚空。”

但这种感觉又不会让人感到自己被残酷击
垮，李静说，由于列文在剧中同时展现了可怜人
和上帝两个视角，人的精神能力和尊严得以凸
显，因此给人一种悲悯和抚慰的力量。

“在你的怀里，我可以死去”

商务印书馆日前在京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
莉莲·巴雷托始终被介绍为列文的“灵魂伴
侣”——— 作为最后一任妻子，她陪伴列文走过了
人生的最后岁月。

两人相遇时，巴雷托还是一个年轻女演员，
而列文已经是著名剧作家和导演。巴雷托去试镜
列文的作品《孩子的梦》，直到第二次才被选中，
饰演一个死去的孩子。那段时间，她经常在舞台
口给列文递情书。

当时，列文已经有两个前妻和三个孩子，以
及一些绯闻，这让巴雷托难以心安。一天晚上排
练结束，两人走在大街上，巴雷托问列文：“为什
么是我？你到底从我这想得到什么？”列文对她
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我爱着，我想要，而且
在你的怀里，我可以死去。”

“那是我爱上他的瞬间。”巴雷托说，“后来我
们结婚了，有了孩子，现在已经 21 岁了，汉诺赫
最后也是在我的怀里去世的。”

列文去世 5 年后的一天，巴雷托接到了卡梅
尔剧院导演的电话：《安魂曲》受邀将访华演出，
希望由她代替一位无法成行的女演员。于是，巴
雷托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也是以色列人
第一次在中国演出戏剧。

列文作品的译者之一、剧作家黄纪苏说，犹太
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相似
的经历，因此文学艺术上不像一些年轻的民族那
样简单纯粹阳光，而是充满对心灵的深入探索。

钱钟书有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
学北学，道术未裂。”黄纪苏说，列文的作品就展
现了人类文明在本质上的共通性。“你会有一种
认同感，就像一面镜子，也照到了自己的内心。”

▲ 2006 年 3 月 29 日，以色列卡梅尔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其经典剧目《安魂曲》。新新华华社社资资料料片片

▲在国家级德保县矮马原种场的矮马训练场景。 摄摄影影：：梁梁建建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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