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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花环

域名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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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上背着娃，手里绣着花，勤劳致富打理家”，这是黔南
近 6 万名绣娘、染娘最美的模样。她们通过刺绣、蜡染、织
布，找到了就业创业新路子，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成为妇
女脱贫致富的榜样。

这是黔南2013年以来实施“锦绣计划”项目取得的丰硕
成果。广大妇女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宜绣则绣、
宜剪则剪、宜编则编，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走出深山，登上
了“大雅之堂”。

在全州各级妇联的共同努力下，通过采取合力推动、夯
实基础、强化培训、创新模式、拓展市场、提亮品牌等措施，黔
南传统手工业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指尖技艺到指
尖经济的嬗变。黔南绣娘们展示自己的巧思慧心，用一双双
灵巧的手，一根根银色的针，一束束五彩的线，绘就一幅幅精
美的“锦绣画卷”。

摸清底数 强力推动
早在2014年，黔南就制定了《黔南州妇女民族手工产业

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由多部门合力助推妇女特色手工业发
展。2016年，州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关于大力实施“锦绣计
划”助推黔南精准扶贫的建议》，被列为州领导重点领衔督办
提案。2017年，州政府出台《黔南州2017年“锦绣计划”实施
方案》，黔南各级妇联以发展“锦绣计划”作为助推妇女产业
发展的重要抓手。

为摸清黔南妇女特色手工从业人员底数和妇女特色手
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州妇联深入全州12县（市），实地调研
妇女特色手工艺企业情况，发现妇女特色手工企业普遍存在

“散、小、弱”的特点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的情况。各级妇联
及时更新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库，建立妇女特色手工骨干企业
数据库，实时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为

“锦绣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强化培训 联动发展

“锦绣计划”实施以来，各级妇联组织积极整合部门资
源，强化培训，加强院校、企业合作，以会促学、以赛代训，为
贫困妇女搭建学习和提高技艺的平台，帮助绣娘提高综合技
能。培训内容涉及技艺与文化、营销、设计、管理、互联网等
方方面面。

2013 年以来，黔南连续举办六届妇女特色手工技能大
赛，评出州内一等奖 18名、二等奖 39名、三等奖 80名，选拔
推荐州内绣娘、染娘参加全省比赛，获得特等奖2名、一等奖
1名、其他奖项若干名的好成绩。大赛的举办，为绣娘、染娘
们搭建了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现场对获奖绣品、作品进行

拍卖，让绣娘、染娘们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增强了创作创业
的信心和决心。这种以赛代训的方式，不仅加强了民族民间
手工技艺的交流合作，也大大推进了民族民间手工艺产业的
市场化进程。

有数据显示，“锦绣计划”实施以来，州妇联整合部门培
训资源、利用“三女培育”等培训项目，培训绣娘近10000人，
选派韦桃花、韦应丽、张义琼等参加全国妇联举行的培训，聘
请手工专家、教授为各县（市）开展手工培训，带动一大批“领
军”绣娘提高了色彩搭配、构图审美、针线绣法、图案绘制、民
族服饰等手工设计、技艺水平，大大提升了手工艺产品的经
济价值，增加了妇女群众收入，带动了更多的农村妇女居家
就业。全州妇女特色手工产业从业人员从 2013年的 10400
多人增加到目前的 59000多人，增长了五倍之多，为黔南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推进“锦绣计划”迈上新台阶，州妇联积极联动广州市
妇联、广州海珠妇联、内蒙古旅游厅、贵阳市妇联、铜仁市妇
联等，搭建黔南民族文化和技艺展示平台，2019年，黔南绣娘
在广州市妇联和州妇联的推动下，登上广州时装周舞台，向
外展示了黔南绣娘精美的技艺和风采。与贵阳市妇联、铜仁
市妇联签订“‘锦绣计划’合作框架协议”，三地妇联整合优势
资源，深化区域合作，在推动实施“锦绣计划”中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良性互动，建立起智慧锦绣联动机制，为探索
三地妇联协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开拓市场 提亮品牌
在“锦绣计划”实施中，州妇联积极引导推广“公司+协

会+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引导妇女手工产业从分散生产

转向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一是通过牵线搭桥，加强
与省内外民族文化龙头企业合作，手工企业与黔南的手工妇
女签订了产品订单，拓展了销售渠道。二是引入现代设计理
念，鼓励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生活、时尚创意相结合。引进
广东、福建、浙江拥有先进设计理念的公司与本土传统妇女
手工企业联合，推出既有现代感又有民族元素的商品，有效
地解决了传统工艺有价无市的困境；三是培养品牌意识，引
导企业加强自主品牌建设，为本土企业穿针引线，嫁接品牌，
开展加工合作；四是拓展销售市场，引导妇女手工艺企业研
究市场，加强产品结构调整，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促进手工
艺产品从低端化到中高端化转变。

近年来，黔南涌现出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手工企
业，他们紧跟市场发展需求，将“画布上的青花瓷”枫香染、

“刺绣届的活化石”马尾绣等极具代表性的黔南手工产品，通
过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美观与适用相结合，把织、染、绣、锦、
雕融入到现代人服饰和用品中，让更多产品变为商品，走出
大山、走进城市、走向世界。如三都贵州亘蓝母图布艺蜡染
有限公司、荔波布依布然蜡染手工坊、贵州吾土吾生民族工
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贵州津致雅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三
都水族自治县凤之羽民族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三都水族
自治县桃花马尾绣艺术品制作有限公司、三都水族自治县水
仙马尾绣有限公司公司、荔波茂兰竹艺有限公司等。

黔南妇女特色手工艺企业、专业合作社从 2013年的 80
多家发展到目前的154家，产值达到6500余万元，带动57000
多名农村妇女居家就业创业，实现增收、摆脱贫困。

舞动“指尖芭蕾” 引领民族风尚
——黔南近6万名绣娘、染娘巧手织就“新未来”

文/图 熊娇娇 本报记者 牟泗亭

都匀老城北面，有一历史古地名，名叫“半周云”。其名古
奥难懂，叫法很奇特，时代又久远，其名往往会让人们叫错，叫

“半都匀”者有之，叫“半天云”者亦有之。
半周云是什么意思，当地人谁也说不清道不明，都说“老

人都这样叫，也就传下来了”。经笔者考证，其叫法很古，是古
时都匀人给地方取名的一种特有常见方式，而且其“云”与都
匀古称都云之“云”同义。明初的公元1390年以前，都匀这个
地方的行政单位称“都云安抚司”，也是这一年，一个叫何福的
武将建议将“云”易作“匀”，并得到明廷的许可，“都云”遂易名

“都匀”。由此可见，要弄清“都匀”的真正含意，得从“都云”入
手。

本文，笔者就从历史古地名“半周云”入手，谈一谈此“云”
是什么意思。

古地名“半周云”在那里？
都匀老城北约七里之地、七星山南一里左右有个古地名

叫“半周云”。其地西为都匀市党校，西和西北及北为都匀市
民中，其东为七星山向南山脉的老豹窝（亦叫煤厂坡）和高地
（地名），正南为原三线企业115厂车间大门，这就是“半周云”
这个总地名的位置所在。其间还有王家山、堰塘、龙家干田、
孙家花果园、孙家石灰窑等等小地名。自从115厂兴建时起，
该地就划拨给115厂封闭使用，“半周云”就成了当地居民的禁
地，其名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视野。该地主要是115厂
的车间和办公地，“半周云”也就被某某车间、水塔、厂部等名
称取代。现为都匀地区建筑装饰材料基地之一，也是汽车修
理、汽车检测和物资库房之重地。

笔者到该地作田野调查，有幸访问到了原秦木堡（该地原
属迎恩二队即秦木堡人管辖地）人余开荣、罗政兰和原关王堡
人杨绍兰等，获知一些“半周云”的概况。其中，还访问到一个
名叫孙其珍的老人，她对笔者寻访“半周云”这事帮助很大。
现年已81岁高龄的孙其珍听说我在打听“半周云”往事，她高

兴地说：“要讲‘半周云’的事，闯到（碰到）我就合了（对了）。
我就是在‘半周云’出生长大的，我再讲不清的话，就无人讲得
清了”。

孙其珍说，115 来建厂后，“半周云”就全部划给 115 了。
当时，该地有三户人家，一家姓孙，就是孙其珍家，其父亲名叫
孙宗文。一家姓罗，户主叫罗明全，一家姓吴，户主叫吴定坤
（其是广东人，是随“广军”过境留下来的军人，其子名叫吴随
荣）。而孙家是老户，解放前，孙家在该地有田、有地、有果园，
还拥有当时都匀地区有名的石灰窑。孙家的石灰窑，就在“半
周云”的东面坡下，该坡名叫煤厂坡，烧石灰的煤是就近取材
用煤。老一发（老一代）的都匀堡子人，提起孙家的石灰，大家
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的。孙家老人还会果树嫁接，各类果树
很多，以青皮梨为主，时人称之为“花果山”，该地用水困难，田
不多，产谷不过二十挑。

罗家和吴家来“半周云”的时间不长。吴定坤是“广军”的
兵，不知什么原因，“广军”留下六七人在“半周云”种菜，后有
吴定坤定居下来并成了家。一姓卢名忠的人，得到关王堡王
家的帮助也留下来了。但卢忠不住半周云，住关王堡，成婚后
迁居平堡。

而罗家是从摆楠迁来，比吴家早不了多少，时间不详。
“半周云”还有广义上的“半周云”：其东靠七星山向南

之山脉，北止于烟墩坡；烟墩坡北侧向西经过原派出所至秦
木堡寨后，向南至原四建公司，过关王堡寨东到关王庙，转
向东过营盘上，至船型 （地名，今七星安置房 1、2 号楼
处），止于龙洞。这个区域，大至在一等高线的台地上，地
势较平，半水田半旱地，是官家屯兵之好场地。历史上“半
周云”有多少次在此大驻兵无考。近代，清军驻过、民教军
驻过，滇军驻过，广军驻过，就是孙立人也在此练过兵。历
史上留下有“半周云”这样与军营有关的地名外，还有：烟
墩坡、炮校军医院、营盘上、高地等地名。而作为军营的附
生场所——市场，在这些范围内、不同时期有个叫“苗场
坝”的场，其场地的地方至少三处：原迎恩电影院处、320
医院北门和原四建公司都“赶过场”。不知是历史的巧合，
还是“半周云”就是赶集胜地之故，在改革开放之初，都匀
市北工区市场就从沙坝迁至原迎恩电影院北侧坎下。

“半周云”之“云”的含意如何？
“半周云”自划给115厂建车间以后，村民就不能再到该地

从事耕种、打柴、割草、放牧等农事活动了。该地名提起的次
数也就少了起来。其名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忘。随着
115的改转迁，其车间“半周云”那地方现为众多的装饰建材商
和数家汽车检修场所分割。“半周云”这个地名又“死而复
生”。有人问：“地板砖哪里买最便宜？”回答是：“115过去的车
间那地方，现在全部是卖装饰材料的。”再问直答：“115厂车间
那里，也就是过去叫‘半周云’的那个地方”。

半周云，是一个历史古地名，初闻其名，大家都是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都弄不清其地名含意了。

无论是地名，还是人名，都一样，其应有一定的含意或指
证。那么，“半周云”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弄清“半周云”是什么意思，笔者先从“云”字入手，对
其做了二十多年的、全方面的调查研究，经过对大量群众的访
问、查阅史料和实地考察等工作，并多次到现场做多角度的地
势察看和分析。初步认识了古地名中的“云”的含义。原来，
古时都匀人在“云”与“营”的发音上是分不清的，即古代“云”
与“营”对于都匀人说是同音字。同时，由于古人文化普及率
低的原故，写到“营”时，就写笔画少的“云”了（云为古字，不写
雨头“雲”）。综上所述，半周云之“云”为“营”之意。

百姓口中和姓氏家谱中的“半周云”
读者读至此，不禁会问：“‘半周云’是古代军营的名称

吗？”“都匀史籍中，有没有过有关‘半周云’的记载？”对于这些
提问，笔者不能全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半周云”是古代军营
的名称是有民歌可证的，“半周云”名称至少还见于都匀两个
名姓氏的家谱中。

这得先从《都匀堡子地名歌》说起。该歌从都匀坝子最北
边的寨子龙昌堡唱起，逐寨而唱，一寨一句。其中，唱到秦木
堡的时候，歌词是这样的：半周云中（下）坐秦王。

该句可以这样理解，“半周云”中坐镇的是秦王李世民。
此句“半周云”是军营名，歌者借军营引出唐朝开国功臣秦王
李世民，在此“秦”又借指隐喻“秦木堡”。此歌词可证在民间，
当地群众还是有人知道“半周云”是军营的。

接下来就说，家谱中的“半周云”。都匀翁朗《黄氏宗谱》

为其族十世孙黄永芳著于公元 1889年的古谱。该谱载，其来
匀一世祖名黄道正，二世祖名黄应鲤。黄应鲤生前住都匀大
街，妻沈氏。卒葬城北“七星山孛周营”。

黄道正这个迁二代主要以教书和经商为业，他与当时迁
入都匀府的沈氏有姻亲关系，这不止是黄氏与沈氏营生和新
入户都匀相同的缘故，这也是两姓结亲之“门当户对”的因由。

据都匀《沈氏家谱》载，其入匀启祖名叫沈善九，育有二
子，一名沈学高，一名沈学优。学高居吴官堡，学优居文德四
家庄。沈善九二子生于都匀和分居两地落业发展故，被沈氏
视为一世祖。而入匀启祖名叫沈善九生前可能在城经商，卒
葬地其族谱记为“葬于半周云塘坎上”，此“塘”可能是文前所
称之“堰塘”。

别称“孛周营”称谓的佐证及其他
作于1889年的《黄氏宗谱》，称“半周云”为“孛周营”，通名

直书为“营”，即“军（兵）营”之义，其不用“云”而用“营”。因由
有二。黄氏明末才入匀，为新都匀人知道其地是军营，直书为

“营”，此为一。二黄氏没有接受古都匀人的读音和写法。（沈
氏则不同，有家族在秦木堡及周边，被“老都匀”同化了）。此
也可证“云”即是“营”，是“军（兵）营”的意思。

孙其珍讲，“半周云”有一块很大很平整的土地，其名就叫
“大土”。“大土”北面的山叫“大土坡”。笔者到该地观察，领会
到了“半周”称谓的出处。原来“大土”就是原来“半周云”这个
军营的操场。该操场紧靠“大土山”呈半圆型，故古人称之为

“半个圆型的军营”。
“半周云”作为军营，起于何时，无考。但从其名称写法推

测，至少在元代就有了。它是不是“都云安抚司”的军营待
考。不过，其别称“孛周营”是可考的。这还得从都匀历史上
兵荒马乱时间最长、征战长达十八年之久、全域人众都参与的
清咸同年间发生的、史称“咸同之役”说起。

“半周云”称“孛周营”有迹可寻。话说清咸丰年初年，都
匀协（相当于现都匀军分区）有个名叫孛贤的副将是都匀协军
事长官，其坐镇半周云大营，“半”与发第二声的“孛”近音，以
故“孛家人统辖的半周营”，一简化就成了“孛周营”了。

都匀协副将孛贤在历史上是大名鼎鼎的。《都匀县志稿》
上有一则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并不光彩。该事讲的是，咸丰初
年，民教义军在匀城东面与官军首战之事。当时，闻听义军在
匀城东面活动，孛贤这个副将听不进都匀知府鹿丕宗之言，好
大喜功，轻敌冒进，纠合一千多兵卒，交与都匀协九门千总何
九锡，热热闹闹出兵东征。但一战下来，何九锡兵败匀东棉花
冲，落得个兵败身亡，所领之卒，只有三百多人生回。战报传
来，在城南门上候捷的孛贤面对一片恐慌的众人，说：“从容，
从容，再从容”。此事，清末民初的贵州知名教育家欧阳朝相
有杂诗记之。诗云：

牛角山尖牛角雄，棉花地里棉花红；
报道阵亡何九锡，孛贤协镇再从容。

历史地名“云”即“营”之一

都匀城北有个“半周云”
文/本报记者 文德全 图/本报记者 肖伟

近日，都匀市民宗局对阳立和金恒星移民安置点120名群
众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进一步提高搬迁进城的布依族、
苗族、水族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水平。 覃建红 摄

都匀市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

在荔波县广大的布依族民间一直有“扶马”的习俗，布依语
叫youlmax。

何为“扶马”？“扶马”是奏请马神来为受“扶马”者助力。届
时，寨子上每家每户为其送粮添福增寿的一种民族司法仪式。

不论男女，年纪到达 36虚岁以后，就可以操办“扶马”活动
了。但只有在受“扶马”者感到身体异样，常常体力不支、精神
憔悴时，“卜摩”要根据受“扶马”者的流年，推断他的地支年份
相生相克情况确定是否可以操办“扶马”仪式。举办“扶马”的
目的是为受“扶马”者鼓劲加油，添粮增寿，通过布依“卜摩”司
法仪式保佑受“扶马”者无病无灾，平安健康，强壮得像骏马一
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驰骋飞扬。

根据布依文古籍《禄马》记载，“扶马”仪式是在受“扶马”者
家中堂屋正中央举行，需要受“扶马”者嫁出去的女儿拿一只大
公鸡、一挂刀头肉，一套给受“扶马”者穿的新衣服和5至10斤大
米（如没有女儿，侄女也可以，如果没有侄女就自己买），仪式开
始时点上香，“卜摩”在边长 20厘米的菱形红纸上分别写上：东
方青马、南方红马、西方白马、北方黑马以及中宫黄马。并在每
张红纸上画一匹奔跑的骏马。分别将骏马图张贴在家中东南
西北的柱子上和堂屋中央，然后咒念“扶马经”。

“扶马经”先是报奏到天朝地府门下，迎请乾宫禄马判官，
然后奏请东南西北中马神到场，意思是请到东南西北中马神来
合力为受“扶马”者助力，把其扶上马，借助神马的力量奔腾驰
骋。现场还剪纸制作“茅人”（专门为受“扶马”者受苦受难的纸
人），用以代人受难，把受“扶马”的人的病灾、苦难带走，使受

“扶马”者恢复健康，力大如马，跑得像马儿一样快，精神十足。
举行仪式时，会告知寨子上的家家户户知晓，寨子上的人

们每家都会送来3至5斤大米，主人家会把各家各户送来的大米
混搅在一起，用此大米煮饭给受“扶马”者吃，俗称“百家饭”。
受“扶马”者吃了“百家饭”后，吸纳了“百家”的祝福，得到了“百
家”的支持和鼓励，精神得到无限的宽慰和激励，病痛自然消退
隐去，恢复健康体质。这就是布依族“扶马”习俗的神奇效果。

在布依族的精神世界里，每个人生来拥有的“粮”是固定
的，如同生命的元气一样，只能消耗，不会增加，到一定的时候

“粮”的指标用完，就到生命的尽头。然而布依族人运用“扶马”
仪式向“百家”借“粮”增寿，这种精神治疗病痛之法，每每还达
到良好的效果。

荔波布依人的“扶马”习俗
覃家道

荔波瑶族绣娘在刺绣

三都水族自治县小学开设马尾绣兴趣班，培养学生民族
文化刺绣技艺

图中红线处为“大土”，现为库房。

民族风采

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