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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瑶族共有 2637421 人 （2000
年），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
南、贵州和江西五省 （区） 的 130 多
个县。其中以广西为最多，有1471946
人，约占全国瑶族总数的55.8%；居住
在湖南省的有 704564 人，广东省有
202667 人，云南省有 190610 人，贵州
省有44392人，江西省有1198人。

瑶族名称比较复杂。有的自称为
“勉”（“人”的意思），也有的自称为
“布努”“金门”“瑙格劳”“拉珈”“炳
多优”“唔奈”“藻敏”等等。过去又
因其起源传说、生产方式、居住和服
饰等方面的特点，而有“盘瑶”“过山
瑶”“茶山瑶”“红头瑶”“花瑶”“花
蓝瑶”“蓝靛蓝”“白裤瑶”“平地瑶”
等 30余种不同的称呼。按照语言、习
俗和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瑶族大体上
可以划分为四大支系：操勉语的盘瑶
支系，又称瑶语支系；操苗瑶语族苗
语支的布努瑶 （包括布努瑶、白裤
瑶、花蓝瑶、花瑶和部分红瑶），又称
苗语支系；操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茶
山瑶和那溪瑶支系，又称侗水语支
系；汉语方言支系。

瑶族人所操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
瑶语族瑶语支，他们自称为“勉”（或
优勉、标敏、标曼、澡勉、交公勉）
或“门”（金门、甘迪门）。他们自称

“布努”“努努”“布诺”“东诺”“瑙格
劳”“努茂”“炯奈”“优诺”等。自称

“拉珈”等少数瑶族说的话属壮侗语族
侗水语支。此外，还有一些人只讲汉
语。由于长期与汉、壮等民族大杂居
和频繁接触，所以各地瑶族一般都兼
通汉语，部分人还兼通相邻少数民族
和瑶族其他支系的语言。

古代东方“九黎”之一支

瑶族的先人传说，是古代东方
“九黎”中的一支，后往湖北、湖南方
向迁徙。到了秦汉时期，瑶族先民以
长沙、武陵或五溪为居住中心，在汉
文史料中，与其他少数民族合称“武
陵蛮”“五溪蛮”。南北朝时期，部分
瑶族被称为“莫徭”，以衡阳、零陵等
郡为居住中心。《梁书·张缵传》 说：

“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
险为居，历政不宾服。”这里的“莫
徭”，指的就是瑶族。隋唐时期，瑶族
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湖南大部、广西东
北部和广东北部山区。所谓“南岭无
山不有瑶”的俗语，大体上概括了瑶
民当时山居的特点。唐末五代时期，
湖南资江中下游，以及湘、黔之间的
五溪地区，仍有较多的瑶族居住。宋
代，瑶族虽然主要分布在湖南境内，
但已有一定数量向两广北部迁徙。元
代，迫于战争的压力，瑶族不得不大
量南迁，不断地深入两广腹地。到了
明代，两广成为瑶族的主要分布区。
明末清初，部分瑶族又从两广向云贵
迁 徙 ， 这 时 ， 瑶 族 遍 及 南 方 六 省

（区），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分布局
面，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
点。明中叶以后，部分瑶族由广西、
云南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
国家，成为他国居民。

在宋、元、明、清时代，广西西
部和云南的瑶族地区都曾受土司制度
的统治。清朝曾在瑶族聚居地区设置

“瑶长”“瑶练”等职。民国政府统治
时期，设立相当于县、区一级的“化
瑶局”“安化局”和“设治局”。后来
又改设区、乡、村，建立保甲制度。
除此之外，在一些瑶族聚居区还残留
若干带有原始特点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 种 社 会 组 织 形 式 有 “ 巴 引 ”“ 油
锅”“瑶老制”和“石牌制”等等。

习俗和服饰

在不同时期，瑶族生产习俗具有
不同的特点。唐代诗人杜甫游湘江
时写了一首《岁晏行》，其中有“莫徭

射雁鸣桑弓”的句子，反映了那时湖
南瑶族用弓箭狩猎的情况。诗人刘禹
锡在广东连州写了题名为 《连州腊日
观莫徭猎西山》 的诗篇，描写了广东
北部地区瑶族进行烧山猎兽的情景。
瑶族人民善于打猎，所有的飞禽走兽
都是他们猎取的对象。狩猎全年均可
进行，但集体出猎一般多在阴历二、

三月，部分在七月。
采集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其作用

仅是对经济的一个补充。瑶族人民主
要采集木耳、香菇、菌类、竹笋、野
菜、能食用的植物根茎和果实等，或
作粮食的补充，或作禽畜饲料。新中
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
族地区的工农业持续快速发展，采集
已经失去作为一个独立生产部门的经
济地位。

瑶族人民精于织染和刺绣。早在
汉代，就有瑶族先民“织绩木皮，染
以草实”的记载。到宋代，瑶族人民
已使用蓝靛和黄蜡，在白布上染出精
美细致的花纹，称为“瑶斑布”。这种
精巧技术，曾在国内享有盛誉。织绣
的花纹图案主要有挑花、织花和绣花
三种。明清之际，有“用五色绒，杂
绣花卉”的记载，它是瑶族比较精美
的手工艺品。

瑶族生活习俗的特点，在不同自
称的各部分瑶族之间有着一定的差
异。瑶族男女，喜蓄长发。古籍中就
有瑶人男女蓄发，盘结头顶，名为“椎
髻”的记载。但有相当一部分过山瑶妇
女，过去则剃尽发蒂，戴上黄腊制成的
角帽，用布帕遮盖。妇女的头部装饰十
分讲究，异彩多姿，有的戴竹箭，有的
竖顶板，有的戴尖帽，有的用精美鲜
艳刺绣而成的“帕铳”遮盖。

查考汉文史籍，早在 《后汉书》
中就有瑶族的先人“好五色衣服”的
记载。以后的史籍也载有瑶族“椎发
跣足，衣斑斓布”。到近代，瑶族服装
样式也还是十分丰富多彩。男子上衣
有对襟及左大襟两种，一般均束腰
带。裤子长短不一，有的长及脚面，
有的却短至膝盖，大都以蓝、黑色为

主。瑶族妇女服装，各地也不一样。
有的上穿无领短衣，以带系腰，下着
长短不等的裙子；有的着长可及膝的
对襟上衣，腰束长带，下穿长裤或短
裙，有的在衣领、衣袖与长裤裤脚上
还绣有各种美丽的彩色图案。当代瑶
族人多数喜着易于穿戴洗涤的现代服
饰。

村落和节日

瑶族是个山居民族，其村落大多
位于海拔 1000 米左右的高山密林中，
一般建在山顶、半山腰和山脚溪畔。
新中国成立之前，边远山区瑶族大部
分住竹舍、木屋和茅屋，相当一部分
还住“人字棚”，只有很少部分住砖瓦
屋。瑶族房屋建筑主要有四种形式：
横宽式、杆栏式、曲线长廊式和直线
长廊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瑶族人民越来越多地建造砖
瓦结构房屋，钢筋水泥结构的现代楼
房也不少。

瑶族的传统节日很多，小节几乎
每月都有，各地过得也不尽相同。大
节日有春节、清明、社节、盘王节、
祝著节、耍望节等。春节期间，瑶族
人民举行唱堂歌、打铜鼓、赛陀螺、
射弩、围猎、抛绣球、斗画眉等富有
民族特色的文体活动。盘王节又称

“做盘王”“还盘王愿”“跳盘王”，是
盘瑶纪念始祖“盘王”的盛大传统节
日，20世纪80年代前一般在秋后至春
节前的农闲期间，定期或不定期地举
行。1984 年将全国瑶族过盘王节的日
期统一定在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广
西布努瑶为纪念始祖母密洛陀的生日
而举行的祝著节，非常热烈隆重。人
们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为正日，敲打
铜鼓，欢庆三天。耍望节每三、五年
举行一次，一般在农历十月十六日前
后举行，是青年男女对歌求爱的日子。

民间文学和艺术

瑶族的民间文学丰富多彩，多靠
口耳相传，部分用汉文传抄。其形式

多样，有神话、故事、传说、歌谣、
谜语、说词等。神话以《盘古》《密洛
陀》《伏羲兄妹》《盘瓠》 最为著名，
反映了天地万物起源和人类起源。瑶
族的传说，如 《长鼓的传说》 和 《跳
盘王的由来》《祝著节的传说》都是为
了纪念其始祖而创作出来的。《漂洋过
海的传说》 和 《千家垌的传说》 则反
映了瑶族遭遇重大事变并不断迁徙的
历程。瑶族民间故事以明清时期居
多，题材有爱情故事、魔法故事、机
智人物故事、童话、寓言、笑话等等。

唱歌是瑶族人民普遍的爱好，很
多民间歌手见物编词，出口成歌，留
下了众多的歌谣。男女之间的对唱，
往往通宵达旦。这种无伴奏的歌谣，
取材广泛，有叙述洪荒时代天地万物
变化的“创世歌”，有叙述本民族历史
的“立传歌”“历史迁徙歌”，有男女
谈情说爱的“爱情歌”，有关于生产劳
动的“生产歌”，有反映反抗民族压迫
的“历史斗争歌”，有反映传统习俗的

“风俗歌”，有互相盘问对答的“盘
歌”，有带有幽默内容的“滑稽歌”，
有以歌代信的“信歌”，以及师公和道
公做法事时唱的“娱神歌”。

瑶族音乐曲调有 20余种，富有民
族色彩和地方色彩。如布努瑶的 《酒
歌》，歌词粗犷、高亢、浑厚，短小而

精悍有力，令人精神振奋。坳瑶的
《大声歌》，是一种集体祭祀的歌曲，
曲调庄严、沉重，由几十人甚至上百
人大合唱时，其势排山倒海。乐器除
有汉区传入的唢呐、锣、钹、鼓外，
还有独具民族风格的长鼓，据传这种
腰鼓早在宋代就已流行于瑶族地区。
瑶族舞蹈多与宗教祭祀有关，其中最
著名的是长鼓舞和铜鼓舞。长鼓舞主
要流行于盘瑶支系的瑶族地区。1996
年广西金秀坳瑶到日本演出长鼓舞，
大获好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瑶族民间文
学的采风工作有组织地开展了，其最
终成果汇成了 23本 《瑶族民间文学资
料》。改革开放激发了瑶族人民继承和
创新民族文化的热情，广大瑶族文化
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深入生活，创作
出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文艺作
品不仅数量种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都要多，而且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
各个瑶族自治县组织力量，大力普
查、搜集瑶族民间文艺和历史文化等
方面的资料，进行整理，开展研究，
出版了大批著作，有 《大瑶山风情》、

《瑶族风情歌》《瑶族文学史》《瑶族石
牌制》《瑶族通史》等，数量之多，不
可胜数。在文学创作方面，涌现了以
蓝怀昌、莫义明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
优秀作家。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
《中国少数民族》卷，杨鸥编辑整理）

蝴蝶扇动翅膀的声音，黄
蜂抖动翅膀的声音，那是怎样
的美妙？在我生活的广西贺
州，就流传着这种独特别致、
过耳不忘的瑶族蝴蝶歌。这被
歌声浸润的地方，是别人眼里
的诗意和远方，也是我的。

这种满心欢喜，是流淌在
蝴蝶翅膀上的山歌咏叹的。

贺 州 有 着 2100 年 的 历
史，是世界长寿市，是瑶族同
胞的聚居地之一，居住着 20
多万瑶族同胞，其中，土瑶有
7000 多 人—— 仅 贺 州 独 有 。
除此，还有尖头瑶、平地瑶、
过山瑶、东山瑶……瑶族支系
多，因此这里的瑶族文化风情
浓郁。瑶族长鼓舞、瑶族盘王
节、瑶族服饰、瑶族蝴蝶歌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其中的蝴蝶歌，是中
国瑶族的标志性民歌。

“富川山歌有几多，出门
三步歌绊脚；田里种禾又种
歌，一颗谷子一首歌。”歌中
所唱的富川，是贺州富川瑶族
自治县，有“中国蝴蝶歌之
乡”之称。“出门三步歌绊
脚”，一个“三步”道出了山
歌之多。一个“绊”字，生动
有趣地刻画了爱唱山歌的瑶族
同胞形象。下田干活也要唱，
唱得稻谷都是山歌的味道。想
想那些听着山歌长大的稻谷，
就满眼生趣，劳作的困乏也因
歌声消除。歌由心生，这样的
场景体现了老百姓积极向上，
充满乐趣的生活态度。

我 也 喜 欢 这 样 的 歌 声 ：
“留的西，啦的咧，蝴的蝶，
蝶的蝶，黄的蜂，恩的咧，咿
呀啦的咧……”虽然只会这简
单的衬词，但哼在嘴上，心情
愉悦。

因为歌中反复出现“蝴的
蝶，蝶的蝶，黄的蜂”的衬词
叠 句 ， 因 而 被 称 为 《蝴 蝶
歌》，也有叫《蝴蝶蜂歌》。因
为唱蝴蝶歌时，像成群的蝴蝶
和黄蜂飞过时扇动翅膀发出

“嗡嗡”的声音，唱歌的人形
容 为 “ 黄 蜂 音 ” 或 “ 波 浪
音”，因而有人说“这是流淌
在蝴蝶翅膀的山歌”，很有诗
意。而瑶族民歌，瑶语叫“赛
花柄”，汉语的意思是“赛过
花朵的语言”。以此形容蝴蝶
歌更贴切，更形象。想象春花
开的时节，成群的蝴蝶和黄蜂
飞过花丛，翅膀抖动的声音，
花朵摇曳的声音，那是怎样的
妙不可言。由此，唱蝴蝶歌的
最高境界是：声音如“黄蜂过
岭”般，雄浑饱满。

蝴蝶歌最早形成于元明时
期，由瑶、汉、壮等民族文化
相互融合而成，曲调清越悠
扬，节奏欢快清新。最为美妙
的是二声部唱法，采用一主一
从、一唱一和的同声，用一种
叫做“梧州土白话”的方言土
语演唱，原汁原味的腔韵，有
一种陌生美。蝴蝶歌的主要特
点是反复出现“留的西，啦的
咧，蝴的蝶，蝶的蝶，黄的
蜂”等有意思的衬词，特别是

“的”字在正词和衬词之间的
运用，独一无二，因此听起来

非常独特，过耳不忘。蝴蝶歌
分长蝴蝶歌和短蝴蝶歌。长蝴
蝶歌，功底厉害的歌者能一口
气唱 70 到 80 个字，不用换气，
不过这种绝活已经很少了。而
现在唱的大多是短蝴蝶歌，简
洁明朗，欢快清气，随性自
由。因为蝴蝶歌浓郁的民族特
色和独到的音律，曾成为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之
一，也被一些艺术学院编入音
乐教材。更可喜的，还登上了
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民歌大
会》，展示了蝴蝶歌的魅力。

“有山就有瑶，有瑶就有
歌”，说的是瑶族同胞生活的
情景。无论身居深山还是平
地，开心还是忧伤，休息还是
劳作，唱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不可或缺，因而他们唱到

“只要留得嘴巴在，不死也要
唱山歌”。清代诗人屈大均也
写下唱歌的情景：“瑶俗最尚
歌 ， 男 女 杂 沓 ， 一 唱 百 和
……”唱歌唱到这种境界，真
是一种享受。瑶族同胞即兴而
唱，见物可歌，出口成章，以
歌来记录生活：劳作、婚宴、
祭 祀 、 述 史 、 迁 徙 、 传 情
…… 传承下来，就是一部史
书，故而蝴蝶歌也被称为“瑶
族文化之史诗”。从歌声中不
难窥见这个民族的智慧，比如
出门挑水，看见水里的浮萍，
歌由心来，张口就唱：“井水
越挑水越来，山歌越唱歌越
多；拿棍去打浮萍子，棍棍打
了又转来。”而迎客歌 《流水
欢歌迎客来》是瑶族的传唱歌
谣，欢快喜悦的歌声，道出了
瑶族同胞的热情好客。“蜡烛
结蕊灯结彩，百花争春朵朵
开，叠叠青山对笑脸，流水欢
歌迎客来。” 特别是“叠叠青
山对笑脸”，以物拟人的代
入，真是聪慧。

这个被誉为“在蝴蝶翅膀
上唱歌的民族”，最喜以歌传
情，以歌为媒。比如《情郎下
海我下海》：情郎下海我下
海，情郎上天我腾云；口吃砂
糖同甘蔗，蔗叶连根根连叶；
有义情郎实难舍，我才难舍情
义人。这份忠贞、深厚、朴实
的情感，以一种节奏轻快的音
律来呈现，清越干净，不染杂
质，像清冽的泉水叮咚而下，
像瑶家少女的银饰在月光中晃
动，带有俏皮和生趣。特别是
衬词，“咿呀拉的咧……”尾
声清冽高扬，绵远悠长，绕心
缠肺，令人怦然心动。情歌唱
到心动，唱到义无反顾，想要
过山过海去寻她 （他），想要
和她 （他） 白头偕老，这样唱
出来的爱情，是多么动人心
弦、让人向往啊！因而瑶族的
歌堂夜，是他们以歌传情以歌
定情之处，在对歌中彼此展示
智慧，情投意合、情愫暗生，
爱情就开始了。唱着唱着，他
们牵起了手。唱着唱着，他们
白头偕老了。

虽是瑶族，但不善山歌，所
以只能在歌中向往这样的生活
了。幸而有这样美妙的歌声，
也让我的生活有了很多生趣和
美好。

流淌在蝴蝶翅膀上的山歌

林 虹（瑶族）

□TA说瑶族□TA说瑶族

瑶族：
有山就有瑶，有瑶就有歌

瑶族村寨

瑶族舞蹈

瑶族千人长鼓舞瑶族千人长鼓舞

瑶
族
对
歌

瑶族织染瑶族织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