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了瑶山门，就是瑶山人。
瑶山古寨古色古香，房屋以古老的土墙建筑

为主，古韵悠悠，小溪和老屋交相辉映。清晨，在
鸟鸣声中醒来，推开门，农家小院映入眼帘。

这方山水，这座瑶寨，不仅予游人遐想，也迎
来各方关注，它曾捧回“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和“贵州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荣誉，它的浪漫与
美妙，深厚而宽广，从来难以“一言以蔽之”。

瑶山古寨地处黔南州荔波县瑶山瑶族乡境
内，传统的自然村寨，浓郁多彩的瑶族民俗民风，
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示。随着社会的进步，瑶族的
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传承
千年的瑶族文化。

今年 9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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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瑶族人家的烟火气
息，还能感受到浓厚的民俗风情。

《猴鼓舞》瑶语称“玖格朗”，是流传于瑶山白
裤瑶地区的传统祭祀舞蹈，传说瑶山白裤瑶从广
西迁入荔波经捞村途遇危难，得到一群猴子的解

危护救。后人为了纪念祖先迁徙之苦和猴子护救
之功，模仿祖先跋山涉水的情景和猴子攀爬跳跃
护救祖先的神情姿态舞蹈起来。该舞蹈以模仿猴
子各种姿态神情为基本特点，其舞姿粗犷拙朴，节
奏强烈，其鼓点合奏雄沉苍凉，充分表现原始朴素
的自然以及天地人完美统一的至高境界。2008
年《瑶族猴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舞时，众人围成一大圈，皮鼓立于圈中，另一
侧悬吊着数面乃至十几面铜鼓。每面铜鼓两名乐
手，一人击鼓，一人在鼓后手持饭甑一般的“共鸣
箱”，戽水一样在铜鼓背后一进一出，以使铜鼓声
更加深沉、厚重和悦耳。全舞风格古朴粗犷、热烈
激越，又不乏矫健敏捷跳跃奔狂的场面，充分体现
瑶族人民奔放粗犷的原始民族性格。

何吉坐是荔波一带最会跳猴鼓舞的人，被誉
为“猴鼓舞王”。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瑶族
小伙加入传承《猴鼓舞》的大家庭，今年30岁的王
小业就是其中一名猴鼓舞爱好者。

2003 年，瑶山古寨掀开乡村旅游大幕，王小
业自告奋勇到农家乐去跳瑶族传统蹈舞。2009
年 150户瑶家人搬进拉片村集中安置点，王小业

在拉片村有了12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
“以前根本没想到会做这份工作，更没想到家

乡会变成景区。”在王小业看来，在家门口跳舞就
有工资可以拿，还可以在家照顾父母以及妻儿。

像王小业这样在家门口工作的不止他一个。
如今，瑶山古寨景区的村民摇身一变，成了“吃旅
游饭的人”。这一变化，缘于荔波县“文化+旅游+
扶贫”的发展模式。近年来，荔波县以恢复瑶族传
统村落风貌、弘扬瑶族民族文化为宗旨，将瑶山古
寨作为传统文化村落进行升级打造。提质扩容后
的瑶山古寨，如今成了贵州“文化+旅游+扶贫”的
样板。2020年 5月 19日，中国旅游日贵州启动仪
式暨“瑶山变·瑶山乐”首演，在瑶山古寨景区举
行，荔波县的民族文化游焕发新机。

今年国庆长假第 2天，瑶山古寨迎来了旅游
高峰，白裤瑶民俗文化体验成为景区最大的亮点，
游客都不由自主地加入到民俗陀螺、篝火晚会、

《瑶山·瑶人》乡土实景演出、千人共享瑶王宴等民
俗活动中来，感受着白裤瑶民族古朴风情。截至
下午六点，景区当日游客接待达 2300人次，同比
增长77%，接近了日最大承载量3000人次。

荔波猴鼓舞 舞出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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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
贫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
后实现整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重要
成果。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
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
红火。”

位于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县，
居住着布依族、苗族、毛南族等24个民族，其中少
数民族占 59%。这里不仅是“中国天眼”的所在
地，更有全国唯一的毛南族乡——卡蒲毛南族乡。

从一个贫困乡镇，到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11241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程度100%，
成为贵州省100个示范小城镇乡镇之一。平塘县
卡蒲毛南族乡，近 1.4万乡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贫困发生率从 2014年的 35.8%下降至 0。日子越
过越红火，民族文化传承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niá gǎi，miē xiào dàng tào āo fú——你好，
欢迎你到卡蒲毛南族乡来。”

冬日的阳光暖暖的，在咿咿呀呀的童声中，平
塘县卡蒲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们，正认真地跟着
老师石兴玉学习。

毛南族是人口较少民族，卡蒲毛南族乡是全
国唯一的毛南族乡，2019年底总人口12851人，毛
南 族 人 口 占 97.9% ，占 全 国 毛 南 族 总 人 口 约
14.2%。为了深入挖掘和传承毛南族民族文化，卡
蒲毛南族乡近年来积极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
动。

“今天我们做的游戏，是请孩子们当小导游，
向前来观光的游客们介绍毛南文化景点。”石兴玉
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说。

小册子共有30多页，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的日常用语，都用拼音+汉字的形式翻译出来，石
兴玉就是译者之一。她说，这些活动可以让孩子
们进一步认识家乡的景点，发展他们的语言表达
能力，培养孩子热爱家乡的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贵州毛南族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平
时只能靠口传心记。随着年龄大的老人逐渐离
去，会说毛南语的人越来越少，保护工作也越来越
紧迫。”在卡蒲小学担任地方课老师的石瑞钦告诉
记者。

据石瑞钦介绍，卡蒲小学每周设有一节地方
课，教授毛南族语言、舞蹈、山歌等内容，学生可以
自主选修。原本不太会说毛南语的学生，上完课
后基本能说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而除了请精通毛南语的老师给学生们开设毛
南语课堂，卡蒲毛南族乡还通过建立民族文艺队、
开展民族舞蹈大课间活动等，对民族歌舞、民族节
庆等文化进行传承发展。

“叮——”在卡蒲小学，每到课间操时间，学生

们都会跳一种全新的体操动作，那就是“打猴鼓
操”。

“打猴鼓操”改编自打猴鼓舞。打猴鼓舞发源
于卡蒲毛南族乡甲坝村，是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
目，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其来源有众多传说，
流传较广的一个版本是：古时候有一个毛南族孩
子，在山上采野果时不小心掉进山洞的猴群里，与
猴子一起生活，渐渐地变成了猴子模样。有一天，
他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非常悲伤，却又无法用言
语表达哀思，就做了一个皮鼓，来到母亲灵堂敲鼓
跳舞，被哥哥认出就是失散多年的弟弟。后来，被
感动的村民模仿他的行为，敲鼓跳舞来祭祀怀念
逝去的故人，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

“打猴鼓舞是非常具有毛南族特色的舞蹈，但
是一度因为无人学习濒临失传。”毛南族打猴鼓舞
省级传承人石治禹说。

2004年开始，石治禹陆陆续续向乡里的学生
传授打猴鼓舞。后来，随着一些学校把打猴鼓舞
列进课程、排入课间操，有的学校还专门成立打猴
鼓舞艺术队，石治禹的工作也忙了起来。至今，他
教过的学生不下四五百人。“舞蹈本身蕴含的对父
母的孝、对先人的敬，对孩子也有很好的教育意
义。”石治禹说。

正如石治禹所言，民族文化和教育教学是可
以相互促进的。2015年，卡蒲中学（2018年9月并
入平塘第二中学）做了一项大胆创新，那就是将民

歌乐曲、打猴鼓舞、火龙舞等诸多毛南族文化元素
融合到一起，形成一套绚丽多彩的大课间活动，使
毛南族文化和体育项目在大课间得到完美的展
示，真正做到了让每个学生都“动起来、唱起来、美
起来”。

当时，卡蒲中学还确定了“八个一”的传承措
施，要求每个学生唱一首民族歌、跳一支民族舞、
会一项民族乐器、穿一套民族服装、上一节民族
课、参加一项民族体育活动、开展一项民族节日活
动、建设一个民族特色校园。

经过多年实践，如今平塘第二中学的毛南族
学生大部分会唱《秀美平塘说毛南》《毛南欢歌》等
民歌，会跳响杆舞、蓑衣舞，会唢呐、吹笛子等民族
乐器，会踢毽子、抽陀螺等民族体育项目。每个学
生还拥有一套既有民族特色、又充满时尚风格的
校服。

“民族文化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以
打造民族文化大课间为契机，继续深入挖掘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更
多地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学生心灵，开出更
加丰硕的果实。”平塘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2019 年底已率先全
面进入小康的卡蒲毛南族乡，在迎来翻天覆地的
生活变化之后，正在孕育着更为璀璨的民族文化
之花。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郑娜）

毛南族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讯 11 月 13

日晚上 7 点，龙里中学
在学校大礼堂举行“课
程立人”之民族文化进
校园专题讲座。讲座
由龙里民族文化专家、
摄影家罗士朝主讲，龙
里中学高二年级全体
学生参与。

罗士朝老师以《民
族文化的集合地——
走进龙里100个民族特
色村寨》为题，以一张
地图、一本《龙里县民
族志》开始，阐述了龙
里县少数民族的历史
与分布，讲述特色村寨
存在的问题与主要着力方向，罗列龙里县村
寨在省级特色村寨的建设情况。作为一名摄
影家，罗士朝老师多年来用一个个镜头记录
了龙里县各个特色村寨的山水人情，并汇集
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学生们听得聚精会
神，随着罗老师的动情讲述走进了龙里各处
的山山水水，感受各地的风俗人情。

讲座最后，罗士朝老师将《龙里县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100个》一书以及摄影集赠予龙里

中学。
龙里中学志在以“立人”校本课程为载

体，根植龙里，拥抱时代，面向未来，积极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报国之志、报国之才。本次
讲座，使同学们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以及家
乡在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希望他们能够高举
传承火炬，利用所学知识来振兴家乡，发展家
乡，让手中的火光照亮更多的村寨。

（徐莉 摄影报道）

走进百个村寨 领略民族特色

龙里中学举行民族文化进校园专题讲座

荔波县朝阳镇，古称葩辉里。葩辉是布
依语音译地名。布依语“葩辉”，描述的是朝
阳西山有一条溪流，流经播用寨，淌往下田洞
寨，汇入樟江，在溪流汇入樟江溪口处，一个
布依族寨子的地理形态。“葩辉”，布依话意思
是“溪口”之义，人们先用“葩辉”命名村寨，后
用村寨名来命名行政单位，这便有了“葩辉
里”这个名称。从明清一直沿袭到民国三年
(1914 年)均名为葩辉里，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改称朝阳乡。当时葩辉里有一所“朝阳小
学”，该乡命名时借用了“朝阳小学”的“朝
阳”，才有了朝阳乡、朝阳公社和朝阳镇的称
谓。

葩辉，是布依话音译地名，但从汉字字面
理解，葩辉是鲜花盛开辉映大地的地方，朝阳
是旭日东升永葆青春的地方。这两个地名赋
予了这片广袤大地美轮美奂缤纷绮丽的涵
义。

元代“土司”统治时期，荔波分成十六个
片区，每个片区是比较固定的行政区域。荔
波布依族人用自己语言称这些地域片区叫

“埲”，荔波十六埲由此而名。“埲”是布依族运
用自己语言自创的一颗字，汉语字典从不收
录。朝阳当时就叫“葩辉埲”。明末清初荔波
改土归流之后，不再由地方头人统治，流官入
主荔波，行政单位名称亦弃“埲”用“里”，这标
志着荔波人冲破了“羁縻制”的束缚，迈向了

“流官制”的发展时代。
葩辉埲改称葩辉里，葩辉里改称朝阳乡、

朝阳乡改称朝阳公社、朝阳公社改称朝阳镇，
行政单位名称的变更，见证了朝阳人不断向
前发展的历程。

160多年前，遵义举人郑珍任荔波教谕之
职，他著《荔波县志稿》，手画“葩辉里”地图，
图中称朝阳河段名叫“玉带江”。郑珍眼中朝
阳江景应该是“嘉禾如云江如带，温润若玉净
若沙；绿波摇翠水浮山，望断劳村天远大”。

在朝阳镇寨平坳，郑珍图里矗立一座五
层的“寨平阁”。俯锁江水，前镇群山，居高临
下，四方来朝，当是布依族选择吉地，建造亭
塔楼阁，以镇妖邪、以保龙脉、佑我子孙、福禄
安康之意。你看那阁楼的巍峨气象，应该是

“高耸碧霄护百越，镇锁群山势凛冽；阁下江
宽好行船，秋水如剪花如雪”。

郑珍记载：葩辉里有寨省桥、拉良桥、脚
孔桥、内阳桥。它们都是古老石桥，由石匠精
心錾磨、毫发不差、严丝合缝、由纯石砌成的，
展现了布依族工匠精湛技艺、匠心独运。这
些石桥不是官家做的，而是布依族信奉修阴
功，积善积德，修桥补路，可以福佑子孙，因此
众人自愿捐献财物修筑而成。

郑珍记有葩辉里一座奇异山峰，名叫“唐
贺山”。此山下有巨洞，洞内有潭，冬歇夏
涨。外有一塘，时消时涨。过去整年不消，泛
滥损坏庄稼。播用寨有个村民覃钟吉，人很
精怪，常常在水面行走。有一天，他不脱衣服
潜入塘中，不久大家看见水势渐渐消退。他
不一会儿浮出水面对着大家说：有几块怪石
堵塞了消水口，我除掉了。于是将他水下用
衣服包的七块怪石抱上岸。覃钟吉家有一巨
斧，回家他就用塘中消水口怪石磨自己斧头，
磨得寒光锋利。话说靠近葩辉山麓的江岸有
座龙王庙，村民惊惧庙神的灵验，每年必须以
童男童女祭祀。庙下常有身长二丈的蟒蛇出
没，每每出洞游临岸边，江中就有数十条金色
大鱼簇拥在蟒蛇后面。一天，覃钟吉手持巨
斧入庙，左手扼住龙王铜像颈项，右手举着寒
光闪闪的巨斧，声若洪钟地吼道：“你还需要
童男童女祭祀你吗？”庙宇横梁间有声音自空
中应答：“不用童男童女，那你用什么来祭祀
我？”覃钟吉说：“用牛”，横梁上方声音答说：

“可以”。从此以后，村民改用猪牛祭祀，不再
用童男童女祭祀，而蟒蛇巨鱼亦不复现身。

郑珍记载一个传说：荔波有欧官、蒙官，
他们先祖神灵最先入驻洞中，因此常往荒郊

野外的巨洞祭祀祖先。欧官是荔波古代金寨
人，幼多奇行，曾随乡亲野外祭祀洞神，杀猪
宰牛，肉已下锅，忘记带盐。当时荔波盐巴紧
缺，都要到广西宜州府怀远街七天七夜抬回
一挑盐巴，郊野附近老百姓家也缺盐。欧官
说：“今天思恩正在赶场，我去买回来，保证回
来汤都没滚。”此时已是午后，思恩（今天广西
环江县城）路远二百里，欧官从锅底抽出一根
柴火，匆匆离去，山下遇到插秧人群，问他要
去哪里？他告诉大家要去思恩买盐，大家认
为他大话连天，哄然大笑。欧官脱下草鞋放
入田里，不一会儿，只见两个鲤鱼争着抢夺漂
游的草鞋，众人争看双鲤嬉戏，时间不觉过去
许久。双鲤突然从田中瞬间消失，而欧官瞬
间也在他们眼前现身，并带得盐巴归来，惊得
大家不敢相信。欧官拾捡放在田里的草鞋回
到洞口，锅里烧开的肉都还没熟呢。第二天，
从思恩赶场回来的人说，昨天有一个荔波人
在环江场口大石头上，插了一根冒烟的柴火，
大家觉得奇怪，就想拔掉它，任凭众人怎么拔
都拔不出来，原来是欧官昨天插入的。他有
道家不凡的功力，日行八百里，一苇河西东；
意念可穿墙，翔云任腾空。

朝阳镇山环水绕、一江碧蓝、两岸开阔、
惠风和畅，是布依族聚居的大镇。布依话说：

“吉妮丽依”，意思说朝阳是个美丽之乡，是宜
居宜住的好地方。

“西南巨儒”郑珍1850年10月带着一家人
夜宿拉冷寨，并写一首诗：“去官无知者，一笑
仍闲人；匹马趁行李，溪光终日亲；投宿入蛮
寨，贼远喜俗淳；其人尽楼居，此家还富民；诸
男徙山洞，老妇独看门；诧是宦家子，赤脚来
依因；吹灯进糯饭，一脔媚女孙；与语各不晓，
拍手致情真；鼓角声绝耳，恍然定心魂；始复
脱衣卧，不知何处村”。那时潘新简水族农民
起义军攻势正盛，县城无法安居，从甲良独山
方向的道路，已被起义军封锁。被迫离开荔
波的郑珍，只好绕道从朝阳、王蒙、南丹、罗
甸、贵阳、回到遵义老家。这首诗写郑珍一家
在动乱回程中，夜宿拉冷布依寨得到暂时的
安宁，描写了布依族老妇的情真友好，全寨楼
居、糯饭包肉，诗中尽显布依族淳厚风俗。

朝阳镇有一名人，名叫何金龄，布依族、
老家在朝阳镇拉庙寨，后迁居县城东街居
住。他是清代光绪乙卯科举人，是荔波县布
依族第一位举人，历任山东省文登县、蒲台
县、德州县、东阿县等县知县，德政播口碑，有
何青天之誉；为官勤政廉洁，归乡囊空如洗。
仙逝后墓联云：文章有价天荒破、经济无私渤
海知。此联是他盖棺定论，是说他文笔优秀、
破天荒为荔波布依族摘取第一位举人桂冠；
荔波当时闭塞，山高林深，但何金龄的墓志
铭，是贵阳市青岩镇有名的进士赵以炯为他
撰写，足见何金龄在贵州的知名度。他女婿
黄泽沛亦是人中龙凤，考取清末拔贡，也因他
引荐被朝廷分配到山东五个县任过知县。黄
泽沛引荐侄儿邓恩铭山东求学，遂成为中国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承前启
后、代有人才、人杰地灵、钟秀荔波。

朝阳集镇是荔波县城最邻近的集市，人
烟稠密、市场繁荣、经济富足、人民勤劳。朝
阳集市尾部是下田洞“溪口”寨，葩辉名称的
发源地；头部则是交朝布依族大寨，“交朝”是
布依话取名，交是头部之义，朝是长长一槽之
义。交朝，布依话是说居住在场坝集镇的头
部，寨子沿着江岸一字排列，是长长一字槽形
的布依寨。交朝名人覃家友，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布依族首任县长，他连任五届荔
波县长，1958年 5月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他热爱党热爱家乡，把一生奉献给了荔波这
片热土。

葩辉里、朝阳镇，她是一幅精美的画，壮
丽山川给予她灵气，人民勤劳给予她富足，她
是宜居宜游、宜生宜养之地。

荔波朝阳镇古称葩辉里
何羡坤

游客观赏猴鼓舞表演

猴鼓舞开场仪式

猴鼓舞展演

卡蒲幼儿园的孩子们身穿毛南族服装合影 石兴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