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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
的一个民族，共有1692.6万人 （2011
年）。主要聚居在我国的南方，范围
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
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达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
县，南抵北部湾。广西壮族自治区是
壮族的主要分布区。

壮族地区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
水一分田一片海”之称，壮族地区平原
少，且分布零星，石山面积大，且分布
广，尤其是壮族主要聚居地的广西西
部地区，裸露型的喀斯特地貌占了当
地土地面积的 60%以上，不大适合人
类居住生存，但形成了众多奇特瑰丽
的岩洞和地下河流，自然景色十分幽
美，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壮族
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热带渔场，盛产各
种名贵海产，特别是出产“南珠”。这
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水充足，气
候温和，四季草木常青，有多种热带、
亚热带作物。

历史沿革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先
秦秦汉时期汉族史籍所记载的居住在
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等，是
壮族最直接的先民。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史禄率
兵开通灵渠，通粮饷，运军队，统一了
岭南地区，并在岭南设立桂林、南海、
象三郡，将该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
的统治之下。明、清时期，“壮”的称呼
已广泛见于整个广西和广东西部，成
为壮族最普遍的一种族称。唐宋时
候，綀子布和壮锦（当时称为“緂布”）
已驰名全国。綀子布，“洁白细薄”，

“清凉离汗”。壮锦，则“白质方纹，广
幅大缕”“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
也”。到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又有所提高，一些壮族地区的
发展水平已和相邻的汉族地区接近。

壮族是一个热爱自由、富有斗争
精神的民族。历史上，壮族人民为了
反抗封建王朝和当地土官、流官的黑
暗统治，曾经发动了无数次反封建、反
压迫的起义斗争。壮族人还曾经多次
和各族人民一起奋起反击交趾（后称
安南）封建统治者和倭寇的武装侵略，
担负起了保卫祖国边疆神圣领土的重
任。1851年，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革
命就发生在壮、汉、瑶族杂居区的桂平
金田地区，当时参加金田起义的壮族
达数千人，约占当时太平军总数的四
分之一。很多壮族将士构成太平天国
和太平军的基本骨干，有的还成为重
要领导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刘
永福（广西上思县壮族）为统帅的“黑
旗军”抗法援越、保家卫国的伟大功
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1885年2月，
法军进攻我国南大门镇南关，在壮、汉
各族人民积极支援下，清朝爱国将领
冯子材率军终于取得了举世闻名的

“镇南关大捷”。壮族人民对辛亥革命
的贡献也是巨大的。1911 年广州黄
花岗起义中，有不少壮族同盟会会员
参加战斗，在壮烈牺牲的七十二烈士
中，就有韦云卿、韦树模等壮族英烈。

中国共产党人中也有不少壮族
人，如韦拔群、黄治峰等。1929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邓
小平、张云逸组织和发动广西右江两
岸壮、汉、瑶等族人民，举行了有名的

“百色起义”。后来，广西左右江革命
根据地建立，使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进入了新的高潮。抗日战争期间，在
中共右江特委和各地党组织的有力领
导下，壮族和各族人民一起进行了英
勇的抗日游击战争。1949年，广西各
地在党的领导下，普遍发动了武装起
义，到 1949 年年底，广西、云南、广东
等壮族地区相继解放。从此，壮族人
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社会
主义革命的新的时代。

文化艺术

壮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历史

悠久，特点突出。
左江崖壁画，大约已有 2000 年

以上的历史，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部
的宁明、龙州、崇左、扶绥等县境内
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的悬崖峭壁
上。目前已经发现的共有183处，以
宁明县明江畔的花山崖壁画最为著
名。在这面宽约200米、高约50米的
临江峭立的宽大的崖壁上，密集地布
满了色彩鲜红的各种画像。左江崖壁
画是壮族先民杰出和不朽的艺术创
造，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
壮族先民的社会生活情况。

铜鼓，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目前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
面，民间收藏和登记在册的有 1400
多面。铜鼓不仅是一种实用器物，同
时也是一种精美的艺术品。它既有浮
雕式的花纹图案，又有立体塑物，是
雕刻艺术和立塑的综合体，体现了壮
族工匠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艺术水平。

壮锦是壮族妇女独创的手工艺
品。以棉纱为经，丝绒为纬。经线一
般为原色，纬线用各种彩色，织成各
种美丽的花纹图案。壮锦色泽鲜艳、
织工精巧、质地松软、结实耐用。壮
族人民喜爱象征吉祥的凤，因此，

“十件壮锦九件凤”，壮锦上的凤各个
鲜活生动，别具特色。壮锦花色品种
多样，用途广泛，可用作床毯、被
面、围裙、背带、腰带、手提袋、挎
包、头巾、衣物装饰等。

壮族民间常用的乐器有唢呐、蜂

鼓、铜鼓、大鼓、铜铙、铜锣及
笙、箫、笛、马骨胡、天琴等。在
壮族民间流传的传说 《妈勒访天
边》 中，壮族先祖妈勒就是弹着天
琴去天边寻找太阳的。

壮族的舞蹈有“舂堂舞”、“绣
球舞”、“捞虾舞”、“采茶舞”、“扁
担舞”、“铜鼓舞”等，主题鲜明，
舞步雄捷，诙谐活泼，感情逼真。

壮 族 在 漫 长 的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创造了许多神话、传说、民间
故事、谚语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
学。《布洛陀》 长诗以诗歌的形式，
生动地叙述了天地日月的形成、人
类的起源、各种牲畜和农作物的来
历，以及远古人们的社会生活等，
热情地赞颂了布洛陀这个被称为壮
族始祖的神话人物创世的伟大业绩。

壮族比较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节
日是“三月三”歌节、“牛魂节”、

“中元节”等。壮族每年有数次定期
的民歌集会，其中以“三月三”歌
节最为隆重。壮族有定期聚会唱歌
的传统，而且唱歌的地点也比较固
定，这种集体唱歌的特定场所叫

“歌圩”。198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正式将农历三月初三这一
天定为壮族的全民性节日——“三
月三”歌节。

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清匪反霸
之后，壮族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
动。1953 年，所有壮族地区都完成
了土地改革。1957年上半年，99%的
壮族农户都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与此同时，城镇中也实
现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壮族人民从此走上

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大道。
1958 年 3 月 15 日，以原广西省

地区为范围建立了省一级的广西壮族
自治区。同年 4月 1日，在云南省建
立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
月 26 日，又在广东省建立了连山壮
族瑶族自治县。壮族散居的地区，也

陆续建立起了民族乡。
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干部成长

很快。改革开放以后，壮族各自治地
方政府继续把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作
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快了壮族
干部的成长。

过去，壮族地区以农业为主，农
业经济在地区经济中占有极大的比
重。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后，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和大力
支持下，壮族地区农业落后的面貌有
了显著改变。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
例，1984年，全区人均粮食不足200
公斤，有 911 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
题。2006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到1031.93亿元。

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地区的工业
基础十分薄弱，许多城镇没有现代工
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壮族地区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
展 。 1998 年 ， 广 西 工 业 总 产 值 达
1727.68 亿 元 ， 比 1950 年 增 长 476
倍。2000 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以来，广西工业生产速度明显加
快。一大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相
继开工、建成和投产，极大地推动了
壮族地区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地区的交通
运输十分落后。1950 年，广西的公
路通车里程仅有 3622 公里。随着经
济的发展，壮族地区的公路建设和交
通 运 输 获 得 了 较 快 的 发 展 。 2003
年，广西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了
1000 公里，达到 1011 公里，成为我
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第一个实现
高速公路里程突破 1000 公里的自治
区 。 南 （宁） 昆 （明） 铁 路 、 南

（宁） 防 （城） 铁路、钦 （州） 北
（海） 铁路等钢铁大动脉的相继建成
通车，防城、钦州、北海等港口改
扩建工程的陆续完成并投入使用，
航空和现代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的飞
速发展，使广西初步建成了立体交
通体系和邮电通信网络，壮族人民
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得到了根本
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壮族地区教育、文化、医疗卫
生事业的落后面貌也得到了根本的改
变。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壮族优秀
传统文化也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壮族
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

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地区缺医少
药，各种疾病特别是天花、霍乱、血
吸虫、疟疾等恶性传染病猖獗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50 多年的努
力，壮族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了
根本改变，医疗卫生事业也有了长足
的发展。壮族的传统医术医药也得到
了保护和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的发展，壮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
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
《中国少数民族》 卷，由苗春编辑整
理。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人类社会是由许多个民族组成
的。每个民族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如同向天边绵延的山脉让人望不到
尽头，看不完它的蜿蜒，数不清它的
巍峨。一个试图言说本民族的言说
者能够做到的，只能是选择一个合适
的视角，凝望那云遮雾绕的几座峰
峦，揣度山脉的奇丽与崇伟。

那几座峰峦，是历史上的几位
壮族女性。

第一位当属冼夫人。冼夫人名
英，南北朝时期高凉郡 （今广东茂
名市电白区电城镇） 俚 （壮族先民
分支） 人。冼夫人出身南越首领世
家，未出嫁时，即能行军用兵，且
常劝亲族为善，因此各部落都很信
服。罗州刺史冯融闻知，为时任高
凉太守的儿子冯宝向冼家求亲。婚
后，冼夫人常与冯宝参决辞讼，犯
法的即使是亲族首领，亦不放纵。

548 年，归梁的东魏叛将侯景
发动叛乱，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救
梁武帝萧衍。高州刺史李迁仕称病
推托，并要召见冯宝。洗夫人察觉
此乃李迁仕谋反的先兆而阻止了准
备前往的丈夫。不日，李迁仕果然
反叛，冼夫人分析李迁仕出兵之后
州城空虚，乃亲自带领千余人徒步
担杂物，诱开城门之后出击，取得
大捷。冼夫人领兵与长城侯陈霸先
会师于灨石，与后者结下战友之谊。

陈霸先代梁而为陈武帝后，冯
宝卒，朝廷任用冼夫人 9 岁的儿子
冯仆为阳春郡太守——实际摄政者
为冼夫人。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
诱召冯仆为乱。陷入两难的冼夫人
最终决定不能因为顾惜儿子而辜负
国家，遂发兵拒贼，率百越酋长迎
接前来讨伐的陈将章昭达。平叛
后，冯仆以冼夫人之功，封信都
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
朝廷并册封冼夫人为中郎将、石龙
太夫人，出入仪仗如同刺史。冯仆
卒后，陈朝亦风雨飘摇，岭南数郡
共奉冼夫人为圣母，保境安民。

隋高祖杨坚遣总管韦洸安抚岭
南，被陈将徐璒拒阻。晋王杨广让陈
后主给冼夫人写信谕以国亡。冼夫
人验知陈朝已亡，集首领数千尽日恸
哭。命孙子冯魂率众迎韦洸，岭南遂
定。朝廷任用冯魂为仪同三司，册封
冼夫人为宋康郡夫人。番禺人王仲
宣反，将韦洸包围于州城。冼夫人派
孙子冯暄率师救韦洸。不料冯暄与
王仲宣的部将陈佛智平素交好，故按
兵不动。冼夫人大怒，派人执拿冯暄
并关进州狱。又派孙子冯盎出师，斩
陈佛智，与鹿愿军会师共败王仲宣。
冼夫人亲自披甲乘马，张锦伞，领彀
骑，护卫朝廷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岭
南又定。隋高祖对冼夫人的英勇和
才略大为惊异，乃拜冯盎为高州刺
史，并赦免冯暄，拜为罗州刺史。追
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冼
夫人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
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可调动部
落六州兵马。其时番州总管赵讷贪
虐，土著部落多有亡叛。冼夫人令长
史张融上书言讷罪状。隋高祖获得
赵讷贪贿证据将其法办，并降敕委命
冼夫人招慰亡叛。冼夫人亲载诏书，
过十余州，宣述朝廷意旨，所至皆降
服。隋高祖再赐冼夫人临振县汤沐
邑 1500 户。追赠冯仆为岩州总管、
平原郡公。601 年，冼夫人逝世，谥
为诚敬夫人。

冼夫人所处的南北朝隋初时期
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裂的乱
世，但也是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

高潮时期。在那样一个纷乱的时
代，却出现了冼夫人这样一个卓越
的 少 数 民 族 女 政 治 家 和 军 事 家 ，
夫、子、孙三代并因其而荣贵。在
男尊女卑的漫长的封建时代，冼夫
人无异于横空出世，惊绝国人。后
人为祭祀冼夫人而建的冼庙，仅广
东高州境内就有 200 多座。海南、
广西等地亦有大量的冼庙，此外，
冼庙亦见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
南、柬埔寨等国。

与冼氏夫人相比，刘三姐是壮
族民间传说人物，而不是真实的历
史人物。然而，历史传说同样是历
史的一部分，而且随着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彩调剧、歌舞剧和电影 《刘
三姐》 的问世，刘三姐这一传说中
的歌仙已成为海内外家喻户晓的人
物形象。刘三姐作为一个文化符
号，今天既已变成壮族文化的一个
历史象征，也已成为壮族文化的一
个现代图腾。很多观众可能印象最
深刻的是戏剧和电影里刘三姐戏弄
3 个秀才的对歌场面。但这只是众
多刘三姐传说素材中的一部分。传
说尚有这样的：“相传唐神龙中，有
刘三妹者，居贵县之水南村，善歌，
与邕州白鹤秀才，登西山高台，为三
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
凤之歌；秀才复歌桐生南岳，三妹以
蝶飞秋草和之。秀才忽作变调曰，朗
陵花，词甚哀切；三妹歌南山白石，益
悲激若不任其声者，观者皆歔欷。复
和歌，竟七日夜，两人皆化为石……”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粤风续九》）在
有关刘三姐的传说中，刘三姐（亦称
刘三妹）与白鹤秀才对歌并俱化为石
的故事更多闻见，或许因为这一故事
更美丽和更耐人寻味。

民族的杰出人物无论男性女性
皆是民族的代表。乍看起来，冼夫人
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在壮族历史中代
表着力，刘三姐代表着美。然而，历
史不仅仅是力与美的历史，历史是人
创造的，因此历史又是心灵的历史。
冼夫人和刘三姐，又呈现着怎样的民
族心灵？在那险酷的改朝换代的大
动荡中，冼夫人何以一生挺立于梁、
陈、隋三朝？诚然，有其作为杰出政
治家和军事家的超人智慧和本领，但
苏轼贬海南时所写《冼庙》一诗中的

“三世更险易，一心无磷缁”两句，我
以为才道出了冼夫人的深层境界，这
就是无论时空如何移换，世道怎样更
迭，维护国家统一、民众安宁的真心
永不因磨而薄，因染而黑。刘三姐的
传说，也叙述着一种对理想人生的向
往和追求。

因此不妨认为，冼夫人和刘三
姐的故事，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历
史中的绽放。

（作者为民族文学杂志主编）

壮、布壮，原是壮族自称。在汉文史书中译写为
“撞”、“徸”等，读音“壮”，最早见于宋代文献中。新
中国成立后统一写为“僮”。1965年10月12日，根据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并征得壮族人民的
同意，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把僮族的“僮”改为强壮的

“壮”字。“壮”字有健康的意思，也不会误读。

壮
族
：史

上
多
壮
举

今
朝
更
多
彩

□TA说民族

不仅是力与美的历史
石一宁（壮族）

电影《刘三姐》讲述了壮族“歌
仙”刘三姐（黄婉秋饰）的故事

壮锦

铜鼓

壮族主要聚居地多为喀斯特地貌壮族主要聚居地多为喀斯特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