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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轶事

本报讯 近年来， 我州依托丰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
加大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探索校企合作、市场运作、旅
游协作等三措并举，盘活存量资源、用活现有资源，充分
激发民族文化遗产潜力，全力推动民族传统手工艺产品

“火”出圈。
校企合作，让民族文化“活”起来。按照传承民族文化、

带动群众参与、带动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的“一传三带”
思路，探索开设“非遗培训班”“非遗+免费学”等产教融合新
模式，以激活、传承、发展为目标，以民间工艺技术革新为出
发点，推进民族文化遗产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让民族文化

“活”起来。惠水盛华职业技术学院，开设旅游工艺品设计与
制作专业，协助北京唐人坊完成技术革新 10余项，基于“北
京绢人”非遗工艺创新制作的唐娃娃，先后在国内许多重大
活动和一些城市的文旅展台中亮相，大受欢迎。黔南州职业

技术学院探索建立学校、协会、企业“三方一体”的教育链、产
业链、创新链“三链”有机衔接的协同育人机制，依托蜡染、传
统民居等研发设计，开发了 300多款民族传统工艺产品，取
得专利4项。

市场运作，让传统工艺“强”起来。建立民族传统手工艺
加工生产、研发、销售的“一条龙”生产销售规模企业，将传承
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
合的方式，让传统工艺“强”起来。平塘县成功打造集产业发
展、观光旅游、文化研发、陶艺体验为一体的牙舟陶文化产业
园，并鼓励民间艺人通过实地考察、经验交流等方式，“走出
去”扩宽视野、提升技能，60余名制陶艺人分别到陕西、江西、
广西等地考察学习，带回先进技术30余项，推广先进经验60
余个，实现成果转化 100余个。荔波扎染、三都马尾绣等企
业，在全国 9个省建立了 13家梦想工坊，3家非遗展示中心，

仅三都县在水书文字与水族刺绣、雕刻、染织等民族民间技
艺方面，就研发文创产品 300种，销售水书文创商品 5000余
件，产生经济效益240余万元。

旅游协作，让特色产品“火”起来。用好民族节庆、服饰
大赛、文艺汇演等活动展示民族工艺品。同时，依托旅游协
作带动展销和开设微信、快手、抖音等网络新平台，宣传销售
民族工艺品，持续推动民族传统手工艺产品拓销，助力特色
产品“火”起来。我州目前成功推出“好花红”“马尾绣”“牙舟
陶”“苗姑娘”等品牌，通过旅游带动，实现规模企业年均销售
额达2000万元以上。平塘县牙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禄
麒成立平塘县禄麒牙舟古陶文化有限公司，通过与大射电旅
游协作带动，公司生产的牙舟陶月产量1万余件、产品100余
种，公司年产值在400万元以上。

（梁广）

黔南

“三措并举”让民族传统手工艺产品“火”出圈

本报讯 近年来，荔波县小七孔镇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
助推乡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结合，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压实工作责任、发展特色经济、环境治
理、乡风文明等四个方面持续发力，谱写新时代小七孔镇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突出“四个不摘”，压实有效衔接责任。小七孔镇一直把巩
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攻坚劳动成果摆在突出位置，并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紧盯脱贫稳定户 2050户 7337人、监测户 235
户819人，坚决压实61名乡村振兴工作队员责任，持续落实好教
育、医疗健康、住房、饮水等民生保障普惠性政策，优化产业就
业等发展类政策，用好县各部门对口支援和各方帮扶力量，形
成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强大合力，推动小
七孔13个村乡村振兴试点加快建设。

突出资源优势，挖掘民族特色产业。利用小七孔镇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以点带面推动旅游业蓬勃发展，带
动小七孔镇少数民族群众增收效益进一步显现。利用景区资
源优势，深入实施“十百千”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建设、特色田园
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打造“小而美”“小而精”“小
而特”的旅游产业发展型村庄和“自然观光、农旅结合、田园乡
愁、现代文明”的农业发展、生态宜居型村庄。

突出环境治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把小七孔镇少数民族
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治理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实施“九抓九促”环
境大整治行动，明确党政班子成员及集镇有关单位负责人作为
街道区域环境卫生包保责任人，重点区域重点整治；在播尧、驾
欧集镇施划小型汽车车位共计达783个，机动摩托车位1614个，
多次开展交通违停专项整治行动；将环境整治、设施管养、室内
外卫生等内容纳入各村村规民约，组织推选文明卫生先进个
人、卫生家庭、环卫标兵先进模范等先进典型，实现环境整治变
被动为主动、变突击整治为常态化规范管理，实现人居环境显
著提升，群众精神面貌大变样。

突出乡风文明，促进各民族和谐稳定。以13个村为主体和
引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深入人心，“五个”共识不断增强。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各村“道德评议会”“红白理
事会”“议事会”、村规民约和各村宗教“四员”作用，妥善处理涉
及民族因素的各种矛盾纠纷，狠抓婚丧喜庆事宜移风易俗宣传
教育，大操大办、高价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得
到 有 效 遏 制 ，广 大 少 数 民 族 群 众 精 神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

（田维敏 摄影报道）

荔波县小七孔镇

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都匀市匀东镇有个营盘寨，原名叫“凤凰寨”。因清同
治年间，清将张文德统军万余人，来匀围剿民教义军，在阳
安建了三十个清军大营，史称“梅花穴营”；又因最大最多
的营垒在凤凰寨侧，久而久之，凤凰寨就易名营盘寨了。
只不过最初都匀人发音为“营潘”，其实“营潘”就是“营盘”
之义。

营盘之地，有山川之险，又有清水江水运之利，东进王
司可达内外套，北上丹寨可走黎平从江榕江，沿清水江而
下入沅江，为水陆要冲之关键，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商
贾盘桓逐利之所。该寨有望族平氏，其族之兴衰，为当地
历史发展的晴雨表。究读地方史,《平氏谱稿》是一部探索
地方史难得的有用之书。

农学商并举扎根凤凰寨
营盘寨，原名凤凰寨，与总地名阳安隔清水江相望，是

一个临水向阳的农耕理想之地。据《平氏谱稿》载，阳安营
盘平氏始祖名纪，是一个有“修职郎”“职称”的教书先生。
配氏不详，育有二子，一子名曰朝杰。朝杰育三子，长名
章、次名治、三名安。其中，治为恩进士，安为优贡。至此，
平氏在阳安地区，依清水江之利，借寨周边良田和阳安重
教之风，扎下了“农、学、商”全面发展的根基。

据《都匀县志稿》载，阳安有渡二，一名流东渡，何远猷
置，一名阳安渡，平福临置。并有田资修缮。由二姓经理。

据营盘人介绍，古渡名已不清，但现有狗场渡和阳安
渡这两个渡名是实实在在的。

而狗场渡岸，有寨曰“小成”。而《都匀百寨地名赋》
有：“营盘有小陈之寨，古来奸盗居处”。《赋》所言“小陈”即
今天的“小成寨”。每品《赋》，至此大惑——为何是“奸盗
居处”？近日与李涛先生到营盘探“营”，当地人高兴的带
我们探狗场渡，告诉我们：过去，狗场渡岸小成寨，为旅店
饭馆林立之地，热闹非常。原来“小成”者，实乃“小城”
也。由此寨名可见，当年阳安渡商贸十分发达，商贾云集，
纤夫攘攘。俗话说，行人上百，形形色色。这难免会有“捡
柳子”混迹其间，故有此贬义之言。

平氏凭陶朱之术资冠乡里
阳安二渡就在营盘寨脚，这个商贸发达之地，平氏有

何作为呢？
平氏不仅代代都有“文曲星”，而经商也十分有道，是

富甲一方的大家望族。其中的杰出代表叫平安。平安为
何许人也？乃置渡者平福临是也。

据《平氏谱稿》载，“（平氏）有讳安者，善陶朱术，资冠

乡里”。何为“陶朱术”？一直以来，当地人都不知道是什
么意思。只知平家过去有个叫平安的人，做生意很成功，
富甲一方。但不知平安做何营生，众人误解“陶朱术”为制
陶业或经营陶器的买卖。

其实，“陶朱术”之典来自“陶朱公”。
我国春秋末期有个大政治家、大战略家、大商人，史称

范蠡。范蠡为政，决出吴越两国的成败，重要的是，他功成
能退，保全了身家性命。为商，三迁不死守一行一地，洞悉
占据地利对经商的作用。他认为，陶这个地方是天下交易
便利的中心之地，并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
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的方法，在商业运作中
获得巨大成功。他的这种商业思维和经营技巧被后世称
作“陶朱术”，也是经商成功的代名词。人们便敬称范蠡为

“陶朱公”，被世人尊为中国古代商圣和财神。
“陶朱术”如此了得，善“陶朱术”者平安，财富又如何

呢？据《平氏谱稿》载，“置良田千余亩”均为旱涝保收之
田。为富并非不仁，置阳安渡以便商家走客和寨邻乡亲，
置有渡船田数十亩，以资渡船长久运行。于家族教育大
计，设助学公田百余亩，以助族中学而有进的贫寒子弟，完
成学业等，奠下了营盘平氏，注重教育、乐而好施、重义尚
礼的家风。

《平氏谱稿》中的亲谊
《平氏谱稿》是平氏旧谱和家庙毁于清咸同之役之后

的新起之作。由于咸同之役之后平氏仅存三四人，又全是
老弱，所以对原家谱世系，难以道清说明，就连使用的家族
字辈，也不清楚了。现用字辈都是后来重起的。不过，修

《平氏谱稿》者，通过对历代祖坟墓碑的考读，还是将平氏
至阳安后的世系交代得有条不紊的。

该《平氏谱稿》开篇为解江之《平氏宗祠叙》，继之
为组织修谱者平和之《序》，其下为周尔谟之《平母何太
君传》，再继之为平一邦之婿杨和轩新拟的《平氏字辈》
及平氏名人诗（为新家庙用）。余下是家规，以宗支簿作
结。

而《平氏谱稿》所涉及的亲谊解江、周尔谟和杨和
轩等三人，皆当世之名流，能应平和之邀，为《平氏谱稿》作
文写序等，可见平氏到了民国又复振为一方名门望族了。
据平荣贵讲，小围寨解家，平家先辈有姑妈嫁在解家，故清
末贡生、时任贵州省公署总金库主任的解江才会应邀作
序，是门当户对的姻亲关系。难怪解江在文中称平和（字
贵三）为“贵三昆弟”，称赞营盘平氏自平安之后，又有平一
邦、平正邦和平明、平和等贤而有才者，注重族人教育，铸

就了平氏尚儒重义、知恩图报、勇于担当的家风。

平氏英杰及其他
据平荣贵讲述，阳安“平孔周何”四姓，为一方大族。

因同时入主阳安地区，故过去四姓立有公庙（此庙疑为“土
地会”议事之所）。但从都匀阳安孔姓的家谱分析，其他三
姓来匀没有平氏早。据《平氏谱稿》描述，平氏来匀先居平
堡（今黔南师院处），有数十祖坟在平堡西面的仫佬坟，再
迁庆云宫。因原家谱失于清咸同之役，十世以上的祖人名
讳，无记矣。至于入黔始祖名、来匀时间及官职等，仅以

“明洪武年间一世祖从征黔苗遂家于匀”而一笔带过。而
孔姓，是有官职的。但“孔周何”居好一点的阳安，平氏居
相对差一点的营盘的因由，值得研究。

不过，从匀城垣至阳安，平氏始祖已属于“文化阶
层”，至阳安第三代，学、农、商三行并举，为平氏英杰
辈出扎下了扎实根基。据《平氏谱稿》载，平氏从第十
一世祖平纪起，至十六世，就有修职郎、恩进士、岁进
士、贡生、廪生、监生等14人。平大魁、平一邦在清都
匀府清代恩岁贡之列。

由于尊儒重义和忠君报恩之思想根深蒂固，在咸同之
役都匀知府鹿丕宗数征邦水义军之败战中，平氏有数人阵
亡。《都匀县志稿》有“平正邦监生，阳安人，攻邦水贼阵
亡”，族中平一邦也类似记录，皆入都匀府昭忠祠。不仅如
此，平正邦还是营盘乡练之练首。

清咸同之役，平氏所居营盘寨，为争战争夺焦点地，其
族正置十五世“登”字辈、十六世“邦”字辈和十七世（单
名）。其族仅十六世就有19人记录为：死于乱、下堂、不知
所踪、无嗣者、因战而没、青殁、死于幼等。十七世单字无
字辈，也说明了战争对家族文化延继的损害，是十分深重
的。

破千古之谜的平氏家庙联
《平氏谱稿》承修和组织者为平和等，而平一邦之婿杨

和轩可能是主笔，至少是主心骨。杨和轩为清末廪生，时
为都匀私立敬业两等学校校长。其不仅帮助平氏重排了
新的字辈，还亲自为平氏家庙的布置费了不少心思的。如
其所作的家庙联就很有意思。其中联曰：秀吉远条扬日
本，宴缨支派一阳安。又联曰：河内名流传国内，江南世族
偏黔南。这两联讲述了平氏得姓的来历之一，又讲了平氏
之后有人在日本很有名声，也讲平氏有世族的尊贵和曾经
的居住地。

前些年，听说日本有人到中国的湖南、贵州和云南等
地寻根问祖，难道“丰臣秀吉”是平氏之后，其联所云真是
令人浮想联翩。

平氏经商以善陶朱术自许，但其家的生意为何现已不
能详了。但营盘人讲，狗场渡对面有个集市，其名就叫“狗
场街”。其场主要功能是大宗物资的集散地，如外销的木
材、桐油为大宗，而洋布及其制品等为内销的主要产品。
平氏的经营项目就应与这些和服务业有关。自从公路和
桥架通后，水运式微后，狗场渡及狗场大概在上世纪六十
年代就完成了其使命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都匀营盘《平氏谱稿》
文德全

民族风采

韦春燕，是贵州省“最美劳动者”获得者，同时也是罗甸燕谦
服饰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自幼喜爱民族服饰的她，发挥所长创办
民族服饰公司，在传承民族服饰手工艺的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就
业增收。

在韦春燕的民族服饰品牌店内，独具特色而又饱含创意的
布依族民族服饰让人眼前一亮，不同风格、样式的服饰让人感受
到了浓浓的布依族民族文化氛围。韦春燕既是这个公司的负责
人又是公司的服装设计师。

“我从小看到衣服的样子，就能用一块布照着衣服做出来。”
韦春燕告诉记者，她对民族服饰的关注和喜爱似是与生俱来的，
在她16岁时便学会了布依族传统的染布、织布、刺绣、做鞋等手
工技术。

成年后的韦春燕嫁到了望谟县桑郎镇，婆婆也很喜欢传统
的布依服饰，那段时间，韦春燕跟婆婆又学到了很多刺绣技巧，
手艺逐渐炉火纯青，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绣娘。

“前年，年迈的父母和弟弟一家从罗暮老家搬迁到县城学府
家园，我就想着把自己的手艺带过来，也可以照顾父母。”2020
年3月，在政策的支持下，韦春燕在罗甸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学府家园创办了贵州罗甸燕谦服饰有限公司。

如今，韦春燕创办的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集民族服饰制作、
刺绣技艺传承培训、民族服装租借等于一体的服装企业，在传承
民族服饰手工艺的同时带动搬迁群众就业。

“我们公司积极推行弹性工作制和计件薪酬，让员工自主在
工厂和家庭之间选择工作地点，灵活就业，实现赚钱、顾家两不
误。”韦春燕说，目前，公司已带动周边群众就业20余人。

“我来这里上班已经有三年了，可以顺便带小孩，一个月做
得快的话也有2000到3000块钱。”学府家园群众杨小假说。

数十年来，韦春燕一直坚持传承民族服饰手工艺，她希望把
民族服饰发扬光大，让布依族民族服饰走得更远。

“接下来，我想把公司做成规模化，让更多人喜爱布依族民
族服饰。”韦春燕表示，她还想继续为周边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能让大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韦春燕：传承民族服饰手工艺 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文/图 罗依 彭明伟

桑芽菜加工厂生产车间桑芽菜加工厂生产车间

本报讯 “山沟沟里有我家，夏天开满刺梨花。白如云来
红如霞，好花十里满山崖 ......”5月 22日，龙里县谷脚镇十里
刺梨沟赏花旅游文化节暨“萤火虫好声音”村歌寨歌海选赛在
雨中如期举行。

虽然天公不作美，全程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大家仍然
热情不减，各路演员们用悠扬的歌声和动人的舞姿让台下的
观众热情澎湃，激起阵阵欢呼。

来自谷脚镇各村（社区）的 10首原创村歌不仅承载着群
众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更是唱出了不同村（社）情；15首原创
寨歌歌颂着村寨的变化和党的好政策，凝聚着乡村振兴的磅
礴力量。尤其是茶香村的寨歌生动地描绘了刺梨花开百姓笑
的和谐场景，谷脚社区的《感恩党的政策好 村寨面貌展新颜》
将对党的感恩之心洒满全场，也因此分别斩获了寨歌组、村歌
组一等奖。

“乡音寄乡愁，村歌润民心。25首歌曲唱出了新时代的
主旋律、唱出了谷脚镇的精气神，不管是以山歌还是现代歌的
形式，都令人陶醉。”龙里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罗贞如是评
价。

村歌寨歌海选结束后，来自龙里县老年大学的17个文艺
节目陆续登台，葫芦丝演奏、快板《家乡刺梨花满坡》、大合唱

《刺梨花》将活动再次推向高潮。
“下一步，谷脚镇将坚持全产业发展，紧密结合龙里县‘环

云台山’旅游发展规划，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优
势，在茶香村开办体验式农家乐、设计民俗体验等旅游项目，
不断探索创新，走出一条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谷
脚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宋学兴 朱胤玫 卢江水 摄影报道）

龙里县谷脚镇

举办“萤火虫好声音”村歌寨歌海选赛

村歌演唱现场

店内精美的传统民族服装店内精美的传统民族服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