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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

民族文化

布依方块古文字有象形文字、意会文字，借汉文字等几
种文字字体。其中，由于象形文字生动、形象、简单、易读、
易写、易认、易理解是最受欢迎的文字字体。在《布依方块
古文字》一书中收集了较多的字符。这些字符多表现在名
词和形态方面。例如以类似阿拉伯数字的3字为躯体，利用
点横放位置的变化，来赋予字体的不同读音和意义。如点
在3的头上就是 songz（图中4）即站立的意思；将点放在3的
下节内空部分就是 umh（图中 3）即是抱，形如将物体搂抱；
将一横放置在3的下面则为nangs（图中5）即是坐的意思，形
如打坐。以阿拉伯数字的 3字为躯体，利用点、横位置的区
别变化的字体就有八个字，它们形象丰富、简洁大方、甚至
还有些风趣。

又如鼻子的方块字 ndangl（图中 8）形象似人的鼻子侧
面线条图案。既简单又形象易领会，又容易理解与领悟，实
在是神奇美妙。

象形文字又称表意文字，是独立地从原始的最简单的
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的。是布依族人智慧的结晶，是老祖
宗们从原始的描摹事物的记录方式的一种传承，也是最形
象，演变至今保存最完好的一种文字。象形文字是纯粹利
用图形来作文字使用，而这些文字又与所代表的东西，在形
状上很相像。一般而言，象形文字是最早产生的文字。用
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
出来。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
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

据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布依文古籍《关煞向书注
解》就记载有大量的图画文字。这些文字记录了布依族有
关摩经医学方面的内容，用图画解说。象形文字都是从原
始的图画发展而来，但依然有它局限性，因为有些实体事物
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它的局限性很大。因此，以象形
字为基础后，布依方块古文字发展成意音文字，增加了其他
的造字方法，例如会意、指事、形声、借汉。然而，这些新的
造字方法，仍须建立在原有的象形文字上，以象形字作基
础，拼合、减省或增删象征性符号而成。

这些有趣的布依方块文字引起许多布依文爱好者的广
泛兴趣，也是热衷学习布依方块古文字的兴趣源泉，爱上布
依方块古文字从可爱的、有趣的这些布依文字精灵开始。
慢慢撩开布依方块古文字神秘的面纱，斑见布依方块古文

字的一些规律。
在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借用汉字作为记录自己

民族语言的范例，但是仅仅借汉是远远不能满足母语记录
的需要的，每种语言都有它的特殊性，发音的范围和音域都
不尽相同，也只有这样才能有缤纷多彩的语言，造就多彩的

民族语言文化。但是能像布依方块古文字一样系统、规范
收录了 3330多个字符，是很难得的。象形文字作为布依方
块古文字的一种字体，它们生动、形象、简单、易读、易写、易
认、易理解，且作为布依文字传承的根脉，一路引领布依方
块古文字迈向现代文明。

有趣的布依方块古文字中的象形会意文字
文/图 覃家道

湾滩河镇走马村有个孔雀寨，是龙里县南部典型的布依
寨，布依语叫“盘波瓤”。“波”是“山坡”，“瓤”是“安身
的窝子”，孔雀寨即“适合建窝安身的山坡”。该寨依山傍
水，山坡气势雄伟，河水蜿蜒浩荡，环境优美，宜农宜居宜
游。

湾滩河从孔雀寨田坝间流过，河岸低而河面宽，架桥难
度很大，只好设长长的跳蹬。可以看看孔雀寨上、下游远近
地方，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了甲摆赏等少数寨子有桥跨河
外，大多寨子都设跳蹬过河。孔雀寨有很多田地在河对岸，
每遇涨水无法过河时，总会误了农时。而在不远的上游，王
月庄、河围寨都有高大坚实的石拱桥，人们随时可以过河耕
作。于是，盘波瓤的人多么希望有座石拱桥横跨自己的河面
啊！男女老少都在梦想拱（孔）桥，因此盘波瓤又有了一个
名字叫“孔桥寨”。

但梦想还是梦想，拱桥总是拱不成。直到条件大好的今
天，即使有了钢筋混凝土桥梁，涨大水的时候也过不了河。

“孔桥寨”总是名不副实，那就借个音近物美之名来替换
吧，于是才有了“孔雀寨”。

这是一位老先生解说的孔雀寨地名来源。据说民间也有
称孔雀寨为“滚桥寨”的，大概是“拱”“孔”与“滚”读
音互相讹化、衍变而已，而且“滚”用于地名好像不雅。如
果非要用“滚”字，只好与“滚水坝”联系起来理解。滚水
坝就是低溢流堰，一种比跨桥低矮的拦水建筑物，涨水可以
自由溢流向下游，其主要作用为抬高上游水位满足取水需
要，并可拦蓄泥砂。像孔雀寨那样河岸低、河面宽的地带，
滚水坝在非涨水季节其实就当桥了。

布依人依山傍水而居，布依族是一个有梦想、有文化的
古老农耕民族。孔雀为“百鸟之王”，是吉祥、善良、美
丽、华贵的象征。孔雀又称为“越鸟”，意指南方的鸟，

“越”指南方百越，布依 （濮越） 为百越之一。所以，“孔
（拱）桥寨”“滚桥寨”其实没什么意思，当然不如叫“孔雀
寨”。

2007年孔雀寨获授匾牌为“中华布依族歌谣生态研究
基地”，2008年该寨所在的走马村成为“全国‘平安家庭’
创建活动先进示范村”，2013年该村被列为“全国美丽乡村
创建试点”，2014年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
村”。在布依族“三月三”等传统节日，有对歌、赛歌习
俗。在当代民族风情旅游资源开发和地方文化形象塑造中，
龙里县有“七夕情歌节”，此节会2007年以后固定在孔雀寨
举办，内容有对歌、赛歌、民族商品交易和各种水上活动。

世界变幻无穷，在各种文化事象纷纭演化、假借、嫁
接、解构的时空中，孔雀寨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民风淳朴、风情浓郁的“布依风情园”呢？外人
会提出的最直接、最简单的话题也许就是——“您们为什么
叫‘孔雀寨’呢？”“那布依人为什么要这样崇拜、重视孔雀
呢？”

于是热爱孔雀寨的人就编造了这么个故事——
传说，孔雀寨原来没有孔雀，也不叫孔雀寨，这里原先

是一片荒芜的沼泽地，到处是老鸹。这种老鸹能带领人的灵
魂穿越阴阳，因此老鸹又是布依人认为最不吉祥的鸟，看着
它张狂却不敢惹它。老鸹讨厌的叫声也把天上的神仙惹怒
了，真是人神共愤。有神告到玉皇大帝那里，玉帝召集众仙
商议，合谋围剿妖怪老鸹，但却没有一个神仙愿意带头下
凡。就在此时，孔雀大明王菩萨奏请玉帝，自荐自己的六女
儿孔雀下界捉拿老鸹，恳求玉帝给女儿一次立功的机会。玉
帝大悦，下旨派遣孔雀大明王菩萨之女孔雀下界捉拿老鸹，
并承诺灭掉老鸹，就赐孔雀金身，封为孔雀公主。孔雀下凡
后，见老鸹呱呱乱叫，耀武扬威，危害乡邻，很是愤怒，但
却面带笑容，寻找其弱点，决定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不久孔
雀就摸准了老鸹的弱点，并给老鸹下了挑战书，要求在七月
初一那天与老鸹比赛唱歌，看谁的歌声好听，还誓言老鸹输
了就离开此地，从此不能扰乱人们和破坏庄稼。孔雀和老鸹
在后山唱了七天七夜，山中百鸟观看助威。才唱到第七天早
上，老鸹唱不过，羞愧地离开了这个地方。由于孔雀拼足力
气唱歌，双脚站在石头上，脚趾嵌进石头里，留下了清晰的
孔雀脚印，其脚印仍保留至今。以后的每年农历七月初七，
当地布依族人为了纪念这位“孔雀”恩人，就把寨名定为

“孔雀寨”，并在这一天举办山歌赛，而这天又是牛郎织女鹊
桥相会的日子，人们便把山歌节命名为“情歌节”，一年一
度，绵延至今。

故事这样编，符合布依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其实蛮好
的。

有一篇短小精悍的古文叫 《孔雀寨逸事》，据说见于
《稗官野史遗拾》，借来解说孔雀寨，应该能让客人悦服——

近古，越裔至。观奇山秀水，茂林修竹，坝平沃土。芳
草茵，野花锦，水竹翠，绿柳荫，清流练，锦鳞游。斯人
悦，筑屋居，垦而食，世代衍，渐成寨。

累岁耕，勤劳作，灾情甚，收益微。春，翁入梦，彩禽
至，化群女，身窈窕，貌若仙，心玉洁，勤助耕。夏，日似
火，久无雨，青苗枯，女求雨，即大作，禾得救，谷物丰，
人心喜。至此，灾难退，好运顾，连年丰。秋，女托梦，告
翁曰：“尔富足，愿已达，乐当归。”翁云：“禽何邪？女何
邪？”女对：“彩禽，即越禽；孔雀，仙女也。”言毕，化雀
飘去。为念之，名“孔雀寨”。

后人偈：“新奇灵秀人杰地，世间美名孔雀寨。风调雨
顺安居乐，良田沃土伊甸园。”

这篇古文，已经刻石立碑于孔雀寨中，生怕一些人搞不
懂，碑阴有更长的“短评”——

《孔雀寨逸事》，或译成《孔雀寨的传说》。这是一则理
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传说故事，带有一定的神话色
彩，优美动人，给我们许多的想象空间。五彩斑斓、鲜艳夺
目、绚丽多姿的孔雀，它是一种富贵鸟、观赏鸟，象征吉祥
如意，寓意幸福安康，因此赢得广泛赞誉和保护。正如我们
的祖先，凭着自己的理想、智慧与勤劳，创造了这美好的家
园，同样受到后人的爱戴与尊重。限于当时生产资料的简陋
和科技水平的低下与落后，未能满足人们的合理要求，于是
把美好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得到外来力量的援助，以便更好
地去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与自然灾害，从而获得满足人们要
求的成果，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梦中孔雀与仙女的出现，
折射出一种圣洁的光芒，对人类充满着深情的热爱、友善，
象征着和平、和谐。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先人但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我们也要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建设美好的家园，使这里成为人间真正的乐
园。

古色古香的属于濮越民族的故事，浸润着优秀传统文化
的营养汁液，但愿人们能喜欢。布依人民的良田沃土伊甸
园，但愿我们能坚守。

孔雀寨的故事
罗华礼

本报讯 为提升荔波知名度，助推全县旅游发
展，同时传承民族文化，展现民族群众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近日，中央电视台《生财有道》栏目组
走进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拉片村，拍摄陀螺民族文
化、陀螺运动纪实片。

拍摄现场，来自荔波县瑶山乡的中国陀螺冠军
谢友明向栏目拍摄组介绍了陀螺在荔波少数民族地
区，特别是瑶山瑶族同胞的悠久历史背景文化；在
陀螺制作加工厂，详细介绍了陀螺的制作过程步骤
讲解以及分享互动体验；随后参观了瑶族非遗传承
展览馆。面对一片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不同时期、
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陀螺，谢友明分别讲述了它
们蕴含的意义，同时围绕陀螺运动项目多年来在参
加全国区域性少数民族运动会中所获得的荣誉进行
逐一分享。据悉，荔波县通过竞技陀螺比赛和花样
陀螺表演，充分展现了陀螺民族文化传承和陀螺运
动竞技的发展。

通过本次拍摄活动，进一步挖掘、提升了荔波
县少数民族陀螺民族文化的知名度和陀螺运动的影
响力，为荔波县少数民族陀螺文化、陀螺运动、陀
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李民宗 摄影报道）

中央电视台到荔波拍摄少数民族陀螺运动纪实片

本报讯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启之年，也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三都自治县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投入530万元重点打造凤
羽街道姑挂村和九阡镇石板大寨两个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优先推动乡村振兴示范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公共
设施提档升级，推动乡村人居环境问题治理，培育特色优势
产业，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发展新模式。

目前，凤羽街道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姑挂村村庄综合环
境整治项目198万元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姑挂村特色产业
发展项目 39.6 万元，及九阡镇石板村村庄综合治理项目
287.1万元等 4个项目已经通过三都县委乡村振兴领导小
组立项批复，正在报项目实施方案审批。

图为省民宗委到姑挂村调研。
（韦仕豪 摄影报道）

三都

推动公共设施提档升级
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本报讯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经济社

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如何养老成为社
会共识。如今，在龙里县冠山街道五新村摸索出一条农村
互助养老生活新路径，提高当地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多彩的老年生活，也使全村形成
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

龙里县冠山街道五新村作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当地
少数民族以布依族为主。全村共有 477名 60岁以上老人，
为解决农村老人生活困难、孤独等问题，由当地党支部牵头
组织、村民帮助成立、老人自行管理，共同建立了冠山街道
五新村老年互助中心。

互助中心总投资 150万元，县、街道、村级三级投入 80
万元，项目支持 20万元，群众参与投工投劳和社会组织支
持 50 万元。在管理方面，从入住的老人中甄选群众基础
好、威望高、有才艺的老人组成养老中心管理机构，让老人
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互助中心还开设有多种休闲娱乐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让少数民族的老年人换上漂亮的民族服装，唱起了山歌，使
各族老年人共同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如今在五新村，通过共同建设的互助中心，拉近了当地
各族群众之间的距离，形成了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使民族
团结意识更加深入群众之中。 （张俐）

龙里冠山街道五新村

互助养老新模式助力民族团结新发展

本报讯 近日，在龙里洗马镇平坡村看到，当地的苗族
群众正手拿锄头、戴着手套，投身于平坡人居环境整治中，
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我们这次人居环境整治内容很丰富，我们要修停车
场、厕所、花坛等，然后还要把水池填平弄成小广场，广场上
还要修一个喷水池，弄好之后我们打朗寨好看得很哦。”平
坡村老党员兰平说道。

兰平不只是一个老党员，他的身份有很多，他是户长、
是志愿者、是平坡村打朗寨寨管委的成员，还是打朗寨本次
人居环境整治的牵头人之一，从脱贫攻坚到现在的乡村振
兴，他一直都在行动着。

兰平说，多年来，在党员的带领下，群众文明意识得到
提高，建设家乡也更有干劲，从脱贫攻坚到现在，党员带头、
群众聚力，大家一起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投工投劳已经成
为平坡村的光荣传统。

在平坡村，像兰平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寨子里的乡贤

人士、乡土人才、党员、户长、志愿者等纷纷参与村寨建设，
共同为建设美丽家园献计出力。

“这次打朗寨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开动员会的时候
大家还提议自筹资金来搞建设，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都很积极，毕竟大家都想把家乡建设得更好。”平坡村党
支部书记王明书说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开展以来，洗马镇通过宣传发动，
以发动群众投身文明实践为目的，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
突破口，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乡村治理的“擂台赛”大
比武活动，以擂台赛为抓手发动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在
群众当中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引导力，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评比，以村寨发展的美好前景刺激群众自商、自筹、自建、
自管的意识，激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形成人人
比文明、家家比和谐、村寨比团结的良好社会风气。

（方琴）

龙里洗马

平坡苗胞投工投劳建设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