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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花环

民族文化

本报讯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恰逢三
都水族自治县水东片区水族同胞迎来他们
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端节，水乡山寨歌
声连连，铜鼓声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气氛，家家户户打扫得一干二净，人们忙着
杀猪宰鸭，磨豆腐，开塘捉鱼等等一片繁忙，
好不热闹。水族人民以独特的方式自发组
织开展“千村万寨心向党·载歌载舞庆丰收”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端节之时，正是秋高气爽，五谷归仓，水
族人民难以抑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在节庆期
间，水族同胞会举行祭祀、祭祖仪式，也组织
赛马、水歌比赛等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以
示庆贺一年辛劳所得，期盼来年再丰收。同
时，还将备上鱼包韭菜、九阡酒等佳肴佳酿
邀请各方宾朋共庆佳节。

水族端节，水语称为“借端”，相当于汉
族的春节。端节是水族传统节日中历史悠
久、民族特色浓重、范围最广、人数最多、历
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传统年节。端节按水族
历法来推算过端日期，水历十二月至水历新
年二月期间，以亥日为主要端节，亦有以午、
未、申、酉、戌日为端节的节期，按古老惯例
分地区、分七期分批轮流过节，每期七天，前
后共49天，节日持续时间之长，被誉为“世界
上最长的民族节日”。2006 年，水族端节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韦仕豪 摄影报道）

三都

千村万寨心向党 水族端节庆丰收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布了 42个“贵州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
单，其中，荔波县瑶山瑶族乡白裤瑶猴鼓舞
上榜，荣膺2021-2023年度“贵州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称号。

“猴鼓舞”瑶语称“玖格朗”，是瑶山传
统的丧葬祭祀舞蹈。传说瑶山白裤瑶在迁
徙时经遇危难，幸而得到一群猴子的解危
护救。为了纪念祖先迁徙之苦和猴子护救
之功，舞者模仿祖先爬山涉水的情景和猴
子攀爬跳跃的神情姿态舞蹈起来。在葬礼
上人们以这个舞蹈祭祀祖先和护送亡灵，
祈求亡灵平安回家。拨开传说的神话迷
雾，我们发现，在这里猴子是和亡灵联系在
一起的。在古人的观念中，人的归宿和来
源划了一个圆，最后回去的地方就是自己
的出处，俗称“老家”。这样，我们就可以清
楚地看见，舞蹈中的猴子其实就是瑶族当
年四处迁徙的先民们。瑶族以这样的方式
讲述了瑶族人类的起源故事。

（姚嘉廷 摄影报道）

荔波县瑶山瑶族乡

获“贵州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本报讯 为庆祝黔南州
建州 65 周年，切实开展好

“民族团结月”活动，9 月 28
日，独山县影山幼儿园开展
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同
向奔小康”民族主题教育活
动。

活动中，老师们根据各
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开展了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一系
列主题教育活动。小班老师
通过给幼儿看图片以及讲故
事的形式让幼儿了解我们的
祖国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居住着 56个不同的民族，各民族人民情同
手足，和睦相处，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中班老师通过开展听民族音乐，看民族娃
娃，观察各民族照片的方式，使幼儿懂得在社
会主义中中国各民族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和睦相处。大班幼儿通过多媒体课件介
绍了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服饰特点和文化艺

术，用绘画方式表达对民族的热爱。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孩子们对祖

国大家庭的了解，更增强了民族团结意识，增
进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感受到中华民族
一家亲的温暖。图为开展丰富多彩主题教育
活动。

（蒙泽连 摄影报道）

独山

影山幼儿园民族团结月活动丰富多彩

罗甸县边阳镇第一小学校园内的文昌阁，是
黔南州仅存的校园古阁楼建筑。1982 年，罗甸
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3月黔南州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州级文物保
护单位。

阁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有产物。其特点
与西方建筑大不一样，重檐攒尖，翼角翘首，瓦
格窗棂，阶石厅堂，或宫或殿，或楼或阁。中华
文化影响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这种艺术性高，
特点鲜明，似楼非楼，似塔非塔的建筑。这类建
筑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像罗甸这样的边
远地区，尤为少见。边阳文昌阁，如此具有中原
文化特点的阁楼建筑，更显得十分珍贵。

罗甸边阳古镇，解放前贸易兴盛，经济繁
荣，曾是黔南州著名的四大集镇 （还有独山麻
尾，福泉马场坪，瓮安草塘），文化也悠久深
厚。此阁始建于清朝初年康熙年间，原址在边阳
老汽车站沙井旁，因年久毀圮，只剩阁基。民国
十八年(1929年)，在边阳名人黄仁昭的倡导下重
修。

黄仁昭，清光绪年间秀才，民国初年任过罗
甸县团防局总理劝学所所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
局长)。1920年曾在贵州军阀袁祖铭手下任营长
和军需。1929 年袁祖铭在湖南遇刺，其部垮
散，黄仁昭回到边阳。由于黄在外闯荡多年，见
多识广，又是文化人，深受外面先进文化影响。
回边阳后发现边阳近代教育落后，即决心发展边
阳教育。其想法得到乡绅和广大民众支持，于是
成立了以他为首的“筹建学校董事会”，在边阳
地区发起建校募捐活动。边阳地区，四里八乡民
众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料出料。
建阁工程在很短时间内就开工了，开工期间，又
边建边筹。每逢赶场天，乡间民众有送来木料

的，有送来石料的，也有送来石灰的，人扛马
驮，四里八乡都动起来，场面十分感人。修建的
工匠也大都是义务劳动。笔者幼时，一个亲戚叫
龙秀轩，他是有名的木匠和铁匠，老人家说，当
年在修文昌阁的时候，有空就到那里做木工和铁
工，一分钱都没有要过。不到一年时间，民国十
九年(1930年)，文昌阁及配套的三栋校舍共六个
教室一个办公室全部建成。

文昌阁为木质结构，座北向南，三层楼，三
重檐，六角攒尖。底层三大间，四角翘檐。二层
三层，由一层的中间升柱构成，中有一大横梁，
横梁上有纹饰图案，中间有黄仁昭等筹建学校董
事会人员名字。阁楼呈六角造型，有六个翼角高
翘，每个翼角檐下有铜铃，如有风吹，铃声清脆
悦耳。二三层共十二个翘首，照应楼顶钵式磁片
镶成的宝顶塔尖，和谐成趣。二三层各有六个窗
面，均饰以木雕花窗，古色古香。二三层的屋顶
均以筒型瓦盖，二层平缓，三层陡峭，各有特
点。

原文昌阁的正厅內，设有孔圣先师的塑像和
牌位，两侧墙上有“七十二贤人”主要人物的浮
雕像，学校及当地群众每逢农历八月二十七日，
都会杀猪宰羊到文昌阁祭孔。祭文曰：

“孔子诞辰八月二十七，后明贤教泽，尊为
万世师。童同日月常灿烂，千秋堪相似。无才成
虎鬼，盛请先师来教诲——”云云。

文昌阁正中门首悬挂“文昌阁”楷书阴刻横
匾，下有青石台阶直达正厅，学生入学先上台
阶，入厅拜孔子。石阶两旁有一对石狮。此厅曾
经长期作为教师办公室，后为学校图书室。文昌
阁前面右侧桂花树下，有一高二米五，宽两米的
钟架，上吊有一口径一米五的大罄钟。钟上刻有
饕餮文及捐资铸钟者的名字。学校撞钟上课，两

三里外都可以听见钟声。60 年代初，钟有裂
痕，移出，换上一个像车轱辘的钟，一直敲到用
电铃。

文昌阁前面还有一阁楼，是在修建文昌阁
时，从老龙王庙处迁来的。此阁为边阳“崇徳
祠”，修建于1926年，亦为木质结构，三层，六
角檐，也攒尖顶。翼角翘首，角下有圆木龙头浮
撑拱。底层四角，四面开木雕花窗，门首横挂楷
书：“崇徳祠”题匾。与文昌阁相互应衬。

解放后，“崇徳祠”底层为教师居住，上世
纪 90年代初，因年久失修，墙有倒塌危险，由
县文化局出资请人拆除。拆下木材大都材质还很
好，后运到罗甸大罗亭水库建了个亭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写此文时，笔者访问
了当年负责拆迁“崇徳祠”的文化局工作人员，
她说：拆下来的木料和砖石都还很好，就堆放在
校门口的空地上，本来要派人看守，老百姓说，
这是“崇德祠”的东西，边阳的老百姓是不会要
的，用不着派人守看，想想也是，也就未派人看
守，果然，半个月过去了，竞然未丢失一砖一
瓦，一木一石，深受感动。想到现在许多基建工
地，建筑材料都要用栅栏圈得严严实实，还要派
人看守，方能安全。足见“崇徳祠”的内涵，已
经深深根植于边阳老百姓的內心世界。

边阳文昌阁
文/图 郑府城

本报讯 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
传统手工技艺，近日，荔波县中小企业发展服
务中心主办的“贵州省中小企业星光培训工
程·荔波县少数民族手工技能（水绣、竹编、剪
纸）培训班”开班。州工业和信息化局，荔波县
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人员以及手工艺
品爱好者、特色民间手工艺匠人、创业青年、学
生等138名学员参加了开班仪式。

此次培训要求参训人员要珍惜机会，认真
学习；严格组织，抓好管理；学以致用，学有所
获。并通过此次培训，积累经验，掌握技术，提
高手工技艺水平，推动我县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为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促进乡村振兴
作出贡献。

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分水绣、手工竹编、
剪纸三个专题班，分别由马尾绣手工匠人蒙春

菊、王贵霞，手工竹编传承人姚优凤，荔波剪纸
协会周亚仙、罗家琴作专题培训。培训形式灵
活多样，有课堂的经典讲授、互动式的案例研
讨，也有手把手指导等多种模式，对学员进行
多层面全方位的教学。

培训期间，还组织学员参观了瑶山古寨竹
编研学观摩基地，手工竹编传承人姚优凤通过
现场讲授竹编文化历史、工艺设计、材料制作
等知识，带领学员近距离感受手工竹编文化的
魅力。

本次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安排周密，内
容丰富，达到了传授少数民族手工技能、启迪
创业致富思路、拓宽创业就业渠道的目的。同
时还对荔波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民间
手工艺的传承和创新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潘星财 陈海）

荔波

开展少数民族手工技能培训

陈青老师提问：“你参加过双培学习培训
吗？双培行动教你们什么知识呀？学习有进
步吗？”

蒙金妹学员答：“去年参加过短期培训，
学习汉语普通话、汉字和百香果种植技术，现
在我59岁了，学会了基本普通话，学会写自己
的名字了，可以大胆和外界年轻人交流了。”

“好，今天我来带领新老学员继续巩固学
习汉语普通话、学唱经典歌曲，感恩党和政府
的惠民政策使我们富裕起来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
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
为民族，一心救中国，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近日，正值秋高气爽的丰收季节，以上简
短的朴实对话和经典歌曲是从都匀市归兰水
族乡基场社区阳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扶贫
车间临时课堂传出来的。

临时课堂上，有背着小孙孙的奶奶，有抱
着奶娃娃的妈妈，有挽着裤筒戴着斗笠的大
爹，共有 60名布依苗水等少数民族同胞放下
手中的农活，齐聚一堂像学生一样，拿着“课
本”，一字一句专心听老师教普通话、学唱经
典歌曲，学写自己的名字。

为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推广，
帮助少数民族聚居区普通话水平提升，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今年，贵州省民宗委继续在民族地区推
广国家通用语言行动。黔南州和都匀市民族
宗教事务局委托第三方都匀市苗艺民族工艺

有限责任公司，在都匀市边远的少数民族地
区归兰水族乡基场社区阳立村举办“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培训班 ”。

本期培训时间是 9月 23日至 27日，黔南
州和都匀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相关部门到现
场指导培训。培训重点对象是不能正常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日常交流的少数民族群
众。

重点培训学习熟练掌握“家庭基本信
息”、“称呼问候”、“市场交易”、“生产生活”、

“卫生健康”等日常100句国家通用语言；宣讲
党的政策法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等，引导群众感恩党和政府；学习

《婚姻法》《民法典》、乡村文明条例等，引导群
众自觉破除陈规陋习、完善村规民约，倡导依
法依规、积极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教会群
众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100句（民汉双
语版）手机APP，以便平时自学。

翻译并教会群众用国家通用语言唱《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和我的祖国》等爱国主义经典歌曲和本地
民族歌曲。采取集中办班、现场教学及实践、
双语广播、民汉双语版手机 APP 等方式持续
开展培训，授课老师对集中培训的学员跟踪
指导，按照“1 帮N”方式做好结对帮学，利用
村社区配备双语广播设备，定期播放《国家通
用语言学习 100句》，确保培训后学以致用见
成效。以全面解决少数民族群众存在国家通
用语言交流障碍问题，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

少数民族群众学汉语唱汉歌
文/图 文隽永

少数民族同胞学唱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三都水族人民以祭祖形式庆祝丰收

白裤瑶猴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