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活的“水书文化博物馆”
——记水书习俗州级传承人潘秀业

文/图 包晓闽 本报记者 黄颂凯

两只深陷的眼睛，透露出历经世事的沧桑，满头银发下
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胡须雪白，时常面带微笑，潘秀业给人
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老汉，但他其实还是一
位水书习俗传承人，人们称为“水书先生”。

2008年 7月潘秀业被授予为黔南州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荣誉称号。

潘秀业出生于 1936年，是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红星
村人，今年84岁高龄的他出身水书世家，12岁便跟随父亲学
习水书，擅长祭祖、营造、丧葬等方面水书的灵活运用，作为
家族水书习俗的第四代传承人，在三都县南片水族地区是有
名的“水书先生”。

“水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称‘睢’，用汉语翻译过来是
‘水’。水族有着特有的民族文字，通称为‘泐睢’，汉语叫水
书。”潘秀业说，水书是世界上除了东巴文之外又一存活的象
形文字。

而水书先生则是指能够识读和运用水书的人，被称为
“鬼师”或“师人”。专家学者们以“先生”冠之，表明了对他们
的尊敬。

潘秀业所在的红星村每逢祭祖、营造、丧葬等事项，村民
都会请他帮忙主持，或是“看日子”，在村里极受尊重，是村民
心目中的“智者”。

“使用水书可以推算出每个村寨一年中春耕开始的日子
以及稻谷成熟收获的时间。”谈及水书的使用，潘秀业脸上
变得庄严肃穆，他告诉记者，虽然大多数水族人都会说水
话，但却看不懂水书，对《水书》的具体使用是像他一样
的水书先生的“专利”，必须要由他们根据口传心授的歌诀
和推演掌势，运用水书结合当时的时空和事象来进行推演
或预测，而水族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水书，潘
秀业常把从父辈传承下来的水书知识运用到祭祖、营造、

丧葬等生活生产劳动中。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水书，觉得无用。”潘秀业告

诉记者，其实水书不仅记载水族的时日、方位、星象、占卜等
原始宗教、民间知识，也保存了珍贵的水族天象、历法和气象
资料，是水族先民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经验集成和水族人
民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

潘秀业说：“以前水书传承的规矩非常多，不是所有人都
能学习的，但现在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教。”

多年前，潘秀业收授了4名弟子，在他的细心地教导下，
4名弟子如今都已学成出师。

现在潘秀业最担心的是水书习俗的传承，因为年轻人不
想学，老的又太老了。“我的几个子女都不愿意传承我的衣
钵，都发展了自己的事业，我现在担心的是以后村里就没人
会水书了，那水书习俗就会慢慢失传。”他说，水族的大部分
习俗是通过水书传承的。

潘秀业为了将水书传承下去，在 2010年参与了由贵州

省档案馆、贵州省史学会组织编撰的《揭秘水书——水书先
生访谈录》，这本书采用口述历史调查的方式，对潘秀业、
吴有凤、欧海金等16位水书先生进行采访，书本内容严格
依照原始釆访录音资料，保持了毎一位水书先生的师承文
脉和口述风格，含盖了水书先生个人基本信息、水族的源
流传说、水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水书先生的师承源
流等各方面信息，此外，潘秀业还参与了《六十龙备要》、

《吉星》等水书的编撰。
2016 年，电影《山那边有匹马》在三都县怎雷村取景拍

摄，水书传承人潘秀业也参演了，电影中除了数百年的水族
文化风情让观众流连忘返之外，潘秀业在影片中展示的水书
更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水族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现在水书先生越来越少了，跟我年龄相当的，很多都已
经去世了。”潘秀业说，学习水书需要有悟性和超强的记忆
力，每一位水书先生都相当于一座活的水书博物馆，倘若倒
下一个水书先生，就好比是一个水书文化博物馆的消失。

责任编辑 吴升红
视觉编辑 夏 佳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

近日，在凯里环
城高速公路项目福泉
市凤山镇羊老河特大
桥施工现场，工程建
设者们正在有条不紊
地施工。

羊老河特大桥为
凯里环城高速公路3座
控 制 性 桥 梁 工 程 之
一，是水电十四局在
贵州片区在建的最大
刚构桥。桥梁单幅全
长 1355.6 米，墩高达
82 米，采取挂篮悬臂
施工顺利合龙。

凯里环城高速公
路项目自 2017 年开工
以 来 ， 一 直 备 受 关
注。目前，该项目进
展顺利，全线稳步推
进。连接福泉市的凯
里环城高速公路北段
项目即将全线通车，
拉近福泉到凯里的距
离，福泉的出省通行
时间将相应减少，也
将促进沿线乡镇的社
会和经济发展。图为
建设中的凯里环城高
速羊老河特大桥。

易盛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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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小伙李永涛，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
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5年 8月起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任
教，教育科学学院教师兼职人事处（教师工作处）师资科工
作，2019年9月至今参加三都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础学
校建设工作，挂任三都黄埔幼儿园副园长。

2019年是李永涛参加工作的第 5个年头。当年 8月 26
日，当他得知学校要选派老师赴三都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基础学校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因为他知道，没有比这更需
要他的地方。

“我去的三都黄埔幼儿园是黔南师院在三都领办帮扶的
5所学校之一。第一次来到幼儿园的时候，看到园里一位挺
着大肚子的老师在忙前忙后的协调工人们组装户外的大型
玩具设施，后来才知道那是已经怀孕八个多月的吴丹园长，
当时就觉得心里充满了力量，‘东西扶贫协作’的好政策把幼
儿园建设得很漂亮，认真负责的老师们又在用心用爱丰富充
实着幼儿园，从心里觉得这是一所让人充满期待的幼儿园。”
李永涛说。黄埔幼儿园开园时，在园幼儿有将近 370名，而

园里的老师只有13名。
由于是初次接触幼儿园工作，每天晚上李永涛办公室的

灯都亮到很晚，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快速熟悉了解幼儿园的
各项制度，分析当前幼儿园的优势和不足，为更好地让易地
扶贫搬迁贫困户子女享受更优质的学前教育而努力。

“我清晰地记得中三班一个名叫韦应先的水族小朋友，
刚入园时不会讲普通话，无论是教学活动还是游戏、用餐，她
几乎不和班上的老师和小朋友讲话，老师只能靠手势及简单
的水话和她交流。每次去中三班时，我都会蹲下身子去鼓励
她，有时安安静静地陪她玩一会，让她多一些安全感。到学
期末送小朋友离园的时候，她手拿奖状，蹦蹦跳跳地跑向我，
开心的说了句‘李老师再见’。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有种想哭
的冲动，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付出的努力在这些搬迁贫困户
孩子身上发生的变化，他们慢慢地放下了胆怯，敢于表达自
己，他们从‘蓬头垢面’变得衣衫整齐，从见人不语到懂得礼
貌地打招呼。”

在幼儿园，李永涛带领老师们一起做教研活动，开展环

创评比，公开课评比，认真听取每位老师的公开课，给每位老
师分析活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改进的方向，和园长一
起商讨幼儿园未来的发展规划，拟定幼儿园的特色教育内
容。除此之外，李永涛最喜欢的就是到班上陪小朋友一起做
活动，在户外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用相机记录小朋友的
点点滴滴，记录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下班后，李永涛还经常
和园里的老师一起入户家访，和老师一起做个别幼儿教育的
个案追踪，尤其是留守儿童。虽然他不是任何一个班的老
师，但是，他是属于全园小朋友的李老师，所以幼儿园几乎每
个小朋友都认识他，有的称呼他“男老师”，有的称呼他“李老
师”，还有的称呼他为“李园”，他成了幼儿园里最受小朋友喜
欢的老师。“还记得元旦早晨，我刚走进中一班教室时，一个
小女孩跑上前来，和我说了一句‘李老师，我想亲亲你’。这
大概是一个四岁半孩子对爱的最纯真的表达，听到这句话
时，我打心眼里乐开了花。”

“在外人看来，三都黄埔幼儿园的孩子身上可能会被贴
上很多标签，跟那些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是贫困户子女，他
们是留守儿童，他们没那么讲卫生，但是在我眼里，黄埔幼儿
园的孩子天真可爱、善良纯真，他们活泼充满好奇心，只是他
们需要更多的关爱和陪伴。”李永涛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我们做的是一些平凡而简单的小事，但也正是这些小事，
是孩子们最温暖的需要。教育支教扶贫还一直在路上，而我
也将继续用平凡而简单的小事去温暖更多的孩子，希望每一
个孩子身上的光都能被点亮。”

那些温暖的小事
艾思缘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公共资源交易过程公开与透明，主
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促进公共资源交易行为的公平与公正，
近日，长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首个“公共资源交易开放
日”活动。

参与活动的代表们首先听取了长顺分中心自成立以来的运
行情况汇报，观摩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大厅、开标区、评
标区、监控室等服务场所。全程观看了本次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开标、评标全过程的过程。其间，详细了解各类公共资源交易
基本流程及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

在座谈交流会上，代表们与县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探讨
了评审专家的选取与评标、保证金的缴纳与退回等关键环节容
易产生的风险因素，深入交流了关于电子化招标的看法与意
见。

（本报长顺记者站 陈丽）

长顺:

举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三都水族自治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召开
全体民警、辅警会议进行“制止餐饮浪费、勤俭节约”活动
宣传教育会，要求广大民警、辅警令行禁止，从自身做起养
成制止餐饮浪费、提倡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会议要求，全体民警、辅警要从自身做起，带动家属和
亲戚自觉践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觉抵制餐饮浪
费行为、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加大监督工作力度，民
警、辅警相互间自觉形成相互监督的机制，让制止浪费、勤
俭节约的氛围不断传承下去。为使活动有效开展，大队制定
了“制止餐饮浪费、弘扬勤俭节约”承诺书，让每一位民
警、辅警签订责任状。

（杨先道 杨忠勤）

三都森林公安：

制止餐饮浪费 弘扬节俭美德

本报讯 三都水族自治县一男青年入伍前一天在整理行李
时发现身份证丢失，情急之下他到当地派出所求助，户籍民警
连夜加班为其补办二代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

当日20时许，三都县普安镇野记村村民罗世军急匆匆来到
三都县公安局普安派出所，称自己经过体检、政审、审批等合格
后被批准应征入伍，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家乡到部队去服役，
可是在整理行李时却发现身份证丢失。

因为二代身份证办理照片采集需要省公安厅审核，户籍民
警叶霞让罗世军先回家收拾行礼，她则连夜经过层层申报、找
相关部门领导审批等程序，最终为罗世军办理好了二代身份证
和临时身份证。

第二天早上，罗世军从叶霞手中接过已办好的临时身证
时，激动地连声道谢。

图为叶霞加班为罗世军办理身份证。
（杨先道 杨忠勤 摄影报道）

入伍前夕发现身份证丢失
民警连夜加班为其补办

潘秀业和家人一起制作端节食物——鱼包韭菜

水书习俗传承人潘秀业主持水族祭祀

本报讯 为做好国庆、中秋双节期间火灾防控、执勤备战
和队伍管理工作，都匀市消防救援大队对社会面火灾防控及大
型活动承办场所开展集中消防安全检查，消除潜在隐患风险，
安排力量参与大型活动安保。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该市
未发生一起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和社会舆情，实现了“两个稳
定”目标任务。

“双节”期间，都匀市消防救援大队在绿博园区主干道安
排消防车定点执勤，消防指战员采取步巡的方式，在各区场馆
内巡查是否存在消防隐患，及时消除。消防救援站均有两名干
部值守，大队全勤指挥部 24小时值班值守，随警出动，指挥
救援行动。

“双节”期间，都匀市消防救援大队共检查单位71家，发
现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84 处，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81
处，并排查小型经营性场所 80家。同时紧盯旅游景点、重点
区域、重点场所、重点行业，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对
冰雪室内场所、密室逃脱、鬼屋等游艺场所开展排查，持续对
景区周边住宿、餐饮、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重点执法检
查，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查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
加强宣传培训和微型站（专职队）拉动，确保消防安全。

“双节”期间，都匀市消防救援大队共接处警 9起，出动
车辆 12辆次，出动警力 66人，无人员伤亡，全市无较大以上
火灾事故发生。

（刘庆 本报记者 石学业）

都匀：

严抓“双节”火灾防控 实现“两个稳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