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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又是一年端午佳节，在平塘县卡蒲毛
南族乡，毛南族同胞们在端午节当天包灰粽、挂红
蛋、喂耕牛，用极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寄托对家人、对
家乡、对党和国家的美好祝愿。

“五月端阳包粽粑，10个 10个梱一起，拿去坡
上给哥吃，没有什么带回家……”

一大早，毛南族妇女陈永雪就开始忙碌起来，
她邀请了其他毛南族妇女一起帮忙淘洗粽叶、捶打
香料、烧制草木灰、切五花肉、搅拌糯米等，一切准
备就绪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制作端午节的主角
——粽子。

压实、包裹、缠绳、打结……妇女们手起勺落，
将灰糯米和馅料装入粽叶里，手指翻飞间，一个个
形状不一，立体饱满的粽子就包好了，然后又紧接
着拿起粽叶…… 不一会儿，50斤糯米和馅料已经
见底。

“以前的生活条件不太好，包粽子都不敢放肉，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包粽子也有肉放了，粽子
也越包越大，越包越多，生活也越过越幸福。”陈永
雪激动地说：“我们毛南族人民感谢党、感谢政府，
因为政策扶持，我们的生活才能像这样越变越好，
日子越来越幸福。”

毛南族的粽子其貌不扬，其内却大有文章。包
扎用的绳子必须是稻草或粽叶丝编成，灰黑的糯米
是将干稻草烧制成灰并过筛，加入花椒水后倒入糯
米中拌匀、揉搓，直到将糯米染成灰黑色，能够使灰
粽口感更加细腻、带有一股天然的草木灰清香味，
更能避免吃粽子引起的消化不良症状。内部包裹
的馅料更有讲究，内有板栗、花生、红枣、排骨、五花
肉等，祝福吃到板栗的人将顺心如意、吃到红枣花
生的人将早生贵子、吃到排骨五花肉的将生活富
足。粽子的形状也有不同的寓意……灰粽寄托了

毛南族同胞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待。
经过 4个小时的柴火蒸煮，毛南族灰粽热气腾

腾地出锅，端上供桌，此时大家围坐在一起等待半
个小时，以表示对祖先的敬重，孩子们守在一旁，期
待着能赶快吃上美味的粽子。

毛南族群众石治英介绍道：“这个粽子是枕头
粽，家人吃了平平安安，高枕无忧。我们这边还有
三角粽和牛角粽，三角粽代表富贵发财，牛角粽代
表顺顺利利……”

祭祖时间一过，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打开粽子，
吃上一口，嘴里塞满包粽人的祝福，大人们也纷纷
拿起一颗粽子边聊边吃，其乐融融，好不热闹。

“一对鸡蛋红又鲜，挂在孃的胸面前，一祝你身
体健康，二祝你工作顺利……”

吃了毛南族灰粽，毛南族妇女们将鸡蛋染红，
装在红绳编织成的网袋中，一边唱着祝福歌一边将
鸡蛋挂在姑娘们的胸前，希望姑娘们的生活如红鸡
蛋般红红火火。

端午节毛南族妇女包粽子挂红蛋，而毛南族男
同胞们也是早早出发，拿着镰刀背着背篼上山寻找
艾草和巴茅草，和粽叶一起喂牛，以感谢牛一年的
辛勤劳作。

“我们在端午这一天，用粑叶、棕叶，还有艾草
来喂给牛，感谢牛一年的劳作，这是祖祖辈辈留下
来的规矩。哪怕现在已经很少用牛来耕作了，我们
还是保持这种传统，来祝福我们卡蒲毛南族人民生
活幸福，年年丰收。”毛南族群众石祥荣说。

毛南族同胞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挚而热烈，
在一声声祝福中，毛南族同胞们正斗志昂扬，感恩
奋进，砥砺前行，阔步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大道上。

（本报平塘记者站 李启铭 廖毓齐 代亨平
摄影报道）

平塘县：毛南族同胞用粽香寄托美好祝愿

本报讯 近日，龙里县冠山街道平西村村委
会人头攒动，欢声笑语，平西村“浓浓粽香情，文
化永传承”活动如期举行。

“五月初五是端阳，门插艾蒿香满堂。艾蒿
香味四方飘，吃的粽子赛白糖……”一首布依山
歌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平西村两委干部和驻村
工作队共17名干部着上民族服装，带来一首布依
山歌。平西本党寨、西联寨等自然村寨的20名布
依群众也着上节日盛装，和平西村的工作人员进

行布依山歌对唱，一同感受节日的快乐。
唱山歌、包粽子，歌声的甜味就融进了粽子

里。布依群众和村干部围坐在一起，纷纷一展身
手、各亮绝活。不久，一片片清香的粽叶、一粒粒
晶莹的糯米，被一双双巧手包成了一个个美味的
粽子。

“平西村通过开展庆端阳包粽子活动，引导
大家进一步了解端午节、喜爱端午节，同时过好
端午节，加深平西村群众与村干部邻里的感情，

共建文明村庄。”平西村党建指导员表示。
最后，村干部带着这些粽子和牛奶等物品慰

问平西村低保户、老党员、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
员和其他困难群众，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传递
到困难群众家中，祝愿他们过一个温暖祥和的端
午。

节日里，有粽香，有党恩，有民俗，有教益
……吃一口香甜粽子，道一声端午安康。

（张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都匀六小举办“民族团
结共繁荣、石榴幼籽紧相拥”为主题的“六
一”活动暨银杏艺术节，2300余师生欢度节
日。

活动中，同学们身着各民族盛装合唱
《民族团结一家亲》唱出了五十六个民族团
结一条心对祖国的深情，通过课桌舞《精忠

报国》、朗诵《中华少年》、情景剧《最美逆行
者》等精彩节目，让全校师生沉浸在欢乐的
海洋里，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
精神风貌，增进了同学们对各民族文化的了
解，营造了民族团结教育的良好氛围。

图为合唱《民族团结一家亲》。
（甘蓉蓉 本报记者 曾宪华 摄影报道）

都匀六小

举办艺术节营造民族团结教育氛围

平 塘 的 耍 水
龙、泼吉祥水的历
史可上溯到明朝
洪武年间。相传
很久很久以前，有
一年，平塘发生大
旱，庄稼枯死了，
山上的树木枯死
了，井水干涸了，
玉水河河水也干
涸了。人们纷纷
举家外出，到外地
逃荒要饭，许多不
愿离开的人，不是
饿死，就是渴死。

传说，在东海龙宫里龙王家族中，有一
条青龙，久居龙宫，整天面对的是老父——
东海龙王一张阴冷的脸和那些令人恶心的
虾兵蟹将，青龙心里感到厌烦，总想出宫到
陆地上走走看看，无奈老龙王教子严格，不
准青龙私自出宫。

五月初五这天，青龙趁老龙王喝醉酒
之机，逃出龙宫，飞上天空，腾云驾雾，在天
空一路西行遨游，欣赏迷人的自然风景，青
龙心情格外舒畅，当它来到平塘上空时，大
旱的惨象，使青龙大吃一惊，想不到此处竟
遭受如此严重的灾害。富有同情心的青龙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在心里想：我不拯救
这一方黎民百姓，就枉自是一条龙啊。于
是，它降下云头，在平塘城北面三公里处的
一座山脚停下后，一头扎进大山，扎出了一
个又大又深的山洞，此洞直通长江，紧接着
一股清亮的泉水便哗哗流出，顺着山坡，哗
哗地流入了玉水河，于是玉水河又恢复了
往日的生机。龙洞也因此而得名。

河中的水解决了百姓的渴，但整个大
地仍是一片枯焦，庄稼无收，青龙不顾扎洞
的劳累，顺玉水河而下至县城，在满仙河
段，从水中一跃冲天，在空中呼风唤雨，使
平塘县城一带降下了一场甘露，解救了数
万名黎民百姓，而青龙因为劳累过度，累死
在空中。人们为了纪念呼风唤雨造福人
间、忘我献身的青龙，每年到五月初五端午

节这天，当地都要用龙须草扎出青龙的摸
样，在县城耍起来，全城百姓争相用吉祥水
泼洒青龙，以表示对青龙的怀念。

每到炎炎夏日，平舟河便成了孩子们
的乐园——游泳玩耍，捉鱼摸蟹。孩子们
难耐赤日炎炎，便上岸摘取柳条圈扎成柳
条帽戴在头上，以遮住阳光、消除炎热。有
的孩子将柳条帽打湿水，戴起来别有韵味，
在河里打水仗，又可以抵挡飞溅的水花。
此后，玩多了，一大群小孩儿童排成长队，
在水中嬉戏、玩乐。人人头戴柳条绿色帽，
活似一条打湿了水的青色水龙。大人们觉
得有趣，借鉴过来，扎青龙淋上水，边舞边
浇水，作为一种防暑消热的好游戏。

习惯便这样逐渐形成了，定型后便成
了平塘地区布依族风行的一种习俗。因独
特的民风民俗而闻名于世，久而久之，便形
成了平塘独特的民族习俗活动，作为中华
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在端午节耍水龙和
赛龙舟的习俗，使耍水龙这一具有浓郁民
族特色的活动，从明朝洪武年间得以保存
和传承至今，耍水龙、泼吉祥水一直延续至
今，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近年来，平塘县加强当地旅游产业化
开发，打造民族文化与自然原生态旅游产
业的发展思路，充分挖掘民族民间文化的
耍水龙，以独具特色的表演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观众。

布依族有端午登高的习俗。参加这一活动的，多是青
少年。一大早，青少年们便带上“背崽粽”，成群结队爬上高
山，在坡顶玩耍嬉戏，赏景吃粽子。兴尽而返时，用稻草或
茅草扎成草马，骑在“马”上呐喊着，从坡顶梭到坡脚，俗称

“梭草坡”。
这个习俗的由来，相传是古时布依族不堪官府压榨，端

午节这天秘聚山顶，共谋起义。粽子是带上山充饥的食
品。后来秘密不慎泄露，官兵围剿，情急之中，布依族机智
地梭草坡逃了。为了纪念起义，以后每逢端午这天，布依族
都要爬山，梭草坡。

然而，这个习俗流传到今天有了一些改变。如带粽子
上坡不仅仅充饥。老年人交代年青人，如吃不完的粽应留
在坡上敬山神，据说这样能保佑孩子平安。

布依族在端午这天要在木楼上悬挂蒿莆和艾叶。这些
都是长在河边的植物。据说，这样做也是为了纪念屈原：为
了能在河里捞到屈原的遗体，便扯了河边的菖蒲艾叶回
家。这寓寄了布依人睹物思人的质朴深情。然而，这个习
俗慢慢也发生了变化。

菖蒲艾叶在木楼悬挂的位置，渐渐被固定在大门的两
侧，仿佛守门神秦琼和尉迟恭一样。怀念屈原的初衷，演绎
为驱邪、消毒和治病。布依族不仅悬挂菖蒲和艾叶，还在盲
文子四周撒雄黄粉，饮雄黄酒。

布依族认为，一年之中以端午节这天的药性最强，这一
天治病效果也最好。因此，端午节草药摊特别多，到医院看

病的人也多。各家各户还熬草药，浴“百草汤”，用药煮过的
丝线为孩子缠手，并以丝线系药袋，挂在孩子胸前，名为系

“长命缕”。
布依族每年端午节都举行龙舟赛、舢板船赛和抢鸭子、

抢彩球活动。抢鸭子和彩球，即将鸭子和彩球放入河中，由
游泳健儿们追逐抢夺，鸭子谁得归谁，抢得彩球者受奖。这
一习俗是否同纪念屈原有关，已经失考。但相传在宋元就
已形成。彩球用绸缎缝制，因浸水易沉，不易抢夺，后改用
猪尿泡，染以红、黄、兰绿诸色，鼓气成球。

布依族端节的粽子名目繁多。有箬叶（俗称粽粑叶）包
裹的，也有用其他植物叶包扎的；按形状来分，有三角粽、枕
头粽、背崽粽、鸟兽粽等；按品质来分，有肉粽、菜粽、凉粽、
豆粽、灰粽等。灰粽又有蕨草灰粽和糯米草灰粽。

凉粽又叫白粽。是在糯米里掺硼砂和少量食用碱做成
的。这种粽子质软，因为是冷吃，故名凉粽。

羊耳艾粽，是在糯米中掺入羊耳艾，故又名菜粽。这种
粽富含多种维生素，有清热解毒功效。细腻可口，味道甘甜
鲜美。

鸟兽粽有鸟粽、大粽、豕粽等。是先包扎成各种形状的
鸟兽，再灌充以糯米蒸制而成。

各种粽子有不同的用途。三角粽一般比较小，是丢在
河里喂鱼虾的；背崽粽，这种一大一捆在一起的粽子，则做
来给孩子们背上山敬山神；枕头粽专门扎来敬赠给学堂里
的先生的，所以这粽子的两头还要用粽丝扎上花。

布依族端午节习俗

奶奶在给姑娘挂红鸡蛋 小伙子在喂牛

民族习俗

民间传说

平塘耍水龙
刘邦和

开展慰问活动

干群欢聚一堂共度端午佳节

走寨串门
每年苗族端午节，其他村寨的亲朋好友都要到先过端午

节的苗族村寨走寨串门吃粽粑、喝米酒，共同祭祀屈原。不
论来多少客人，主人家都会陪坐到天亮。

第二天客人要回家时，主人家还要给每个客人送上一挂
粽粑并亲自送出寨门口。此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吃“五黄”
苗家过端午节要吃端午饭。端午饭要吃“五黄”：黄鳝、

黄瓜、黄鱼、黄泥蛋和雄黄酒。因此，端午饭必备的主菜
有：一大盆黄鳝汤，一碗咸鸭蛋，一碗红烧黄鱼，一碗苗家
腌黄瓜，一碗雄黄酒。当然，粽子是餐桌上的必备品。

开席前，长辈先从酒碗里倒雄黄酒出来，然后挨着给每
个小孩的脸上、额上、脖子涂抹。开席时，由最年长者端起
雄黄酒喝第一口，然后再往下传，餐桌上的男女老少都必须
喝上一口。

粽粑节
苗族称端午节为粽粑节。苗家的粽子很有特色，馅也很

丰富，豆沙粽、鲜肉粽、腊肉粽、绿豆粽、赤豆粽等等。最
令人称道的是苗家“五色粽”，他们用五种植物的叶液将粽米
染成红、黄、蓝、黑、白五种颜色，然后用芭蕉叶包裹成圆
柱形煮熟。

一般都是在端午节前 5-10天就把粽子裹好了、煮熟了。
以前苗家还要把煮好的粽子挂在堂屋里，一是敬祖先，二是
表示生活美满。

双人咬粽子
苗家的粽文化很丰富，端午节前后还要围绕粽子开展系列

活动，其中最有趣味的是“双人咬粽子”。
在欢快的木鼓声中，姑娘小伙两人一组，比赛分为绑腿走

路、包粽子、双人板鞋竞走、咬粽子、一人离地返回等步骤，最先
返回出发点的一组为胜。

抢鸭子比赛
抢鸭子比赛也是苗家村寨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节目。它源

于纪念古代苗族英雄杀死恶龙为民除害的传说，沿袭至今，并
以鸭为吉祥物，在龙舟赛上将一大群活鸭子同时放入赛龙舟的
水面上，任由人们去抢捉，谁逮着归谁，抢到鸭子视为大吉。

比赛规则是，先把鸭子放入河中，比赛口令一发出，等在河
边的男女便开始抢抓鸭子。鸭子被人赶着在河里乱窜，抢鸭人
沿着河边追赶，谁抢抓到，鸭子便归谁。

龙舟节
每年端午节起至农历五月尾是贵州苗族龙舟节。云贵一

带，在气候上雨旱季十分分明，在旱季里，雨水尤为珍贵。因
此，苗人划龙舟多与天气和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祈福和庆祝性
质较强，龙舟比赛通常都会有驱旱求雨、庆祝插秧成功、预祝五
谷丰登等实际意义。

贵州苗族所划的龙舟形状也江浙大异其趣，其中最着名的
就是“母子船”，每艘龙舟以一条完整杉木或大梧桐挖空成槽
形，一大二小的龙舟并排成一组，大者为母船，小者为子船，三
舟竞技，很是有趣。 （陈海 整理）

苗族端午节习俗

龙里县平西村

端午扬民俗 文化共传承

群众在一起包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