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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源流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统称为“白
人”。他称有民家、那马、勒墨、勒布等 60 多种。
1956年 11月，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
以“白族”作为统一族称。

白族属于氐羌系统的一支，其族源是多元的，
主要是以土著居民洱海人 （西洱河蛮）、昆明人为主
体，融合了僰人、哀牢人、西爨白蛮等成分，甚至
融合了一部分汉族，最终于公元8世纪形成白族。

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苍洱遗址”
考古发掘来看，“其本质导于华北之仰韶、龙山文
化”，是一种“地方色彩甚重”的区域性文化。尤其
是遗址出土的双孔半月形石刀充分说明了苍洱文化
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这种双孔半月形石刀形
式与内地相近，内地石刀的刃大部分开在凹面 （即

“弓弦”），洱海区域的石刀的刃则开在凸面 （即
“弓背”）。随着洱海区域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商王
朝势力所及范围已到达今川滇一带地区，白族先民
开始大规模地与中原发生经济文化交往，从此开辟
了白族文明史的一个新纪元。

白族分布地区处在云贵高原。西部有澜沧江、
怒江纵贯南北，构成纵深的河谷地带，林木繁茂，
景色秀丽；东部有金沙江横贯东西，地势开阔，宜
于禾稼。金沙江西南的洱海之滨，气候温和，土壤
肥沃，庄稼一年两熟，主产大米、小麦、豆类、玉
米、棉花、油菜、甘蔗、烟叶等，号称粮棉之区，
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铁、铜、铝和各类稀有金属。

文学艺术

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人认为
语支未定，并有不少学者主张应该单独划为白语
支。白语有 22～29个辅音，有大量汉语借词，新词
术语都直接借用汉语，是藏缅语族中汉语借词较多
的一种语言。白语词汇近60%为汉语借词，因此多数
白族人通晓汉语。

白族在唐代曾参照汉字创制了方块白文。历史
上，白族用白文记述历史，创作文学，留下了一定
数量的白文古籍，大致有如下几类：白文经卷、白
文残瓦、白文史书、白文碑刻、白文祭文、白文唱
本和白文对联等。

白族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民歌、
叙事诗以及民间曲艺大本曲和吹吹腔等各类体裁的
作品，它们构成白族文学的主体。

白族古老的神话有开辟神话、图腾神话、龙神
话、本主神话和密教神话五类。代表作品有 《开天
辟地的传说》《氏族的来源》《九隆神话》《大黑天
神》 等。这些神话是白族先民关于天地形成、人类
起源、氏族来源等各种事物的解释。

白族人民以美丽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和重大
历史事件为素材，创造了许许多多地方风物传说和
故事，反映了白族人民独特的风俗习惯、民族心
理，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作品有 《望
夫云》《美人石》《蝴蝶泉》《神奇的鸟会》《鸡足
山》 等。此外，白族人民还创作了大量的本主故事
和机智人物故事。

白族民间诗歌，可分为打歌、歌谣、长诗和对
口山歌。“打歌”是音译，本义为游戏、玩耍，它是
同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种比较原始的
艺术形式。

白族民间文学中，有一种长篇诗歌体——本子
曲，主要流传于剑川、洱源一带，著名作品有《鸿雁带
书》《鸿雁回书》《李四维告御状》《青姑娘》《放鹞曲》
等。大本曲是一种说唱文学，在民间广为流传，它由
唱词和说白构成，以唱词为主，说白为辅。唱本有
些是根据汉族的古典小说、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改
编的，有些是根据白族民间故事改编的。

白族地区还流行一种民间戏剧——吹吹腔，剧
目有 200 多种，多数是根据汉族古典小说、历史故

事、民间故事和白族民间故事改编的。
白族绘画艺术丰富多彩。《南诏中兴图传》 是

白族画家张顺、王奉宗的杰作，包括画卷和文字卷
两部分，因绘制于南诏中兴二年（899 年）而得名，是
南诏时期的民族艺术珍品，对于研究南诏历史与文
化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张胜温画卷》是大
理国画工张胜温创作于大理国盛德五年（南宋孝宗
淳熙七年，1180 年），画卷有明翰林学士宋濂、清乾
隆皇帝及近人方国瑜、罗庸等诸多名家题跋，在中
国美术史及世界佛教图像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元代大理凤仪遍知寺的壁画、明代剑川沙溪

《兴教寺壁画》均为一时之绘画艺术珍品。

生活习俗

白族服饰清爽大方。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
套黑领褂。妇女服饰各有千秋，从服饰可看出年龄
大小、成婚与否以及地区差异。其素雅的扎染，古
朴的绣花围腰、鞋子，花团锦簇的绣花背被、挂
包，都很有特色。

白族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尊贵。大理一带
的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洱海东部白
族男子则外套麂皮领褂，或皮质、绸缎领褂，腰系
绣花兜肚，下穿蓝色或黑色长裤。女子服饰各地有
所不同。大理一带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
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右衬结纽处挂“三须”、

“五须”银饰，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穿蓝色宽裤，足
蹬绣花鞋。城镇居民多穿汉族服装，青年人爱着时
装。

白族喜食酸辣，洱海的鲤鱼、弓鱼、鲫鱼是人
们喜食的菜肴，“砂锅鱼”是大理著名佳肴。善于腌
制火腿、腊肉、香肠、油鸡、螺蛳酱等。爱饮糯米
酿造的甜酒、大米制作的饵丝。喜饮烤茶，著名的

“三道茶”是待客上品。第一道是用沱茶冲泡的苦
茶；第二道是加红糖和牛奶的甜茶；第三道是放入
核桃、蜂蜜、米花的回味茶。“一苦、二甜、三回
昧”的“三道茶”不仅是白族同胞待客的佳茗，它
还寓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乳扇是白族独创的乳制
品，色泽淡黄，状如扇，薄如纸，味道鲜美。

白族的建筑艺术独具一格。高寒山区多居住
单间或两间相连的“垛木房”或“竹篱笆房”；坝
区则多住土木结构的瓦房。位于苍山脚下、洱海
之滨的大理喜洲，是白族民居的精萃所在。一座
端庄的白族民居主要由院墙、大门、照壁、正
房、左右耳房组成。一般的建筑形式是“两房一
耳”“三坊一照壁”，少数富户住“四合五天井”，
还有两院相连的“六合同春”，楼上楼下由走廊全
部贯通的“走马转角楼”等，现在多是一家一户
自成院落的二层楼房。

“胜地标三塔，浮图秘鬼工”，此诗赞誉的就是
大理崇圣寺三塔，它和河北的赵州桥、西安的大雁
塔一样，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珍品。主塔千寻塔始建
于公元836年，高69.13米，是一座方形密檐式的16
级大砖塔，属典型唐代密檐式塔。与主塔鼎立的南
北两塔建造于大理国时期，均为 10层密檐式八角形
砖塔，高达 42.19 米。三塔虽各具风格，但浑然一
体。建筑风格和著名的西安大雁塔有异曲同工之
妙，是我国古代民族团结的实物见证。

白族的雕刻艺术主要体现于石雕和木雕。开凿
于南诏大理国年间的剑川石钟山石窟是中国南方最
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誉。
石钟山石窟共 16 窟，造像 139 躯，从各方面形象生
动地再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真实
图景、佛教人物造像、南诏的政治生活图景、南诏
大理国的宗教信仰，还是南诏政权与东南亚、南亚
和西亚各地的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白族木雕主要
运用于宫廷庙宇、民居建筑的装饰，尤以剑川木雕
最为出名。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堂门和木雕屏
风就出自剑川木雕艺人之手。

节日文化

三月街是白族人民盛大的节日和街期，号称
“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它的起源与观音伏罗

刹的传说有密切联系，所以又叫观音市。每年夏历
三月十五开始在大理古城西门外举行，会期七至十
天。结棚为市，万商云集，交易各地土特产品、中
草药材、骡马牲畜和日用百货。节日期间，举办传
统的赛马、赛龙舟、射弩、打秋千等民间体育比赛
以及大本曲演唱、洞经古乐、民族歌舞表演。年年
如是，热闹非凡。

火把节是白族另一盛大节日，每年夏历六月二
十五举行，古称“星回节”，它是白族人民在秋收前
预祝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活动。节日期间最为壮
观的是每个白族村寨都要在村子中央的场地上竖起
一柱或数柱三四丈高的大火把，树杆作心，外面捆
扎竹片、树枝和松明，用彩线系上火把梨、乳扇、
鞭炮，插上书有“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风调
雨顺”字样的“升斗”，当夜幕降临，大小火把齐
明，红光满天，响声震耳。

绕三灵，又称绕山灵、绕三林，是一种农闲时
的赛歌盛会。白语叫“观上览”，意即“游逛园
林”。三灵指“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奎寺，

“佛都”崇圣寺，绕三灵主要是串游这三个寺庙。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洱海周围上百个村
寨的男女老少，各村组一队，每着盛装，从大理古
城出发，至洱海边的河矣村，历时三天。每队领头
的是两位年长男子，他们合挟一支杨柳，高八尺
许，横一彩绸，一葫芦。一手挟枝，一手执蚊帚，
或一把扇，或一块毛巾，一人主唱，一人拍打，后
面跟着众男女，载歌载舞，充满狂欢情绪，被称为

“白族狂欢节”，已经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此外，白族还有许多节日，如过正月、朝鸡
山、葛根会、青姑娘节、天子庙会、接佛母、打歌
会、花朝节、庄稼会、观音会、小鸡足山歌会、蝴
蝶会、栽秧会、卖花会、杨梅会、绕海会、赛花
船、海西海歌会、松桂骡马会、海灯会、石宝山歌
会、剑川骡马会、将军庙会、渔潭会、菊花会、尝
新米节、本主节等。

白族舞蹈较多，按活动性质可分为娱乐性和祭
祀性两大类。娱乐性舞蹈有霸王鞭、八角鼓舞、龙
狮舞、模拟动物舞、兵器舞等，祭祀性舞蹈有羊皮
鼓舞、手巾舞、碗箩舞、耍花舞、灯盏舞、巫舞
等，其中霸王鞭、八角鼓舞、龙狮舞最流行。

弥渡花灯，是弥渡地区民间艺术展演形式，包
括音乐、舞蹈等内容。“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
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
悠……”这是20世纪50年代广泛流传于全国的弥渡
山歌 《小河淌水》，被誉为“东方小夜曲”，它使弥
渡闻名于世，也使弥渡花灯 《十大姐》、《绣荷包》
等享誉全国。在弥渡流传着一句俗语：“十个弥渡
人，九个会唱灯。”每年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密祉灯
会，届时密祉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至今不衰，反
映了弥渡花灯的娱乐性和群众性。

白族器乐非常丰富，而其中乐器结构和演奏风
格最为独特的是唢呐和三弦。白族唢呐与汉族唢呐

构造不同，背面无音孔，正面只有七孔，采用“借
音”吹奏法。唢呐不仅用于婚丧嫁娶、喜庆节日、
庙会等活动，还是传统白剧“吹吹腔”的主要伴奏
乐器。三弦是最牵动白族人心的又一种乐器。白族
三弦有大、中、小三种，大三弦音质浑厚，主要用
于白族民间曲艺“大本曲”的伴奏；中音三弦，又
称龙头三弦，是白族民歌的主要伴奏乐器；小三
弦，长度不足二尺，演奏多用揉弦指法，善于发挥
每个音符的余音和波音，音色有类于古筝而更显得
轻妙柔和。

大理洞经古乐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
乐和祭祀音乐，兴盛于明清两代，在发展过程中
融入了儒、释、道三教的祭祀音乐，而完善于道
家的道场，以演奏 《文昌大洞仙经》 为主调，故
称为洞经音乐，它堪称为一块音乐的活化石。下
关洞经乐社“三元会”至今尚保留“奉圣乐”等
乐章，其中仅下关民间音乐家李莼保存的“工尺
谱”就达 200 多首。其演奏风格兼具道家音乐的飘
逸、宫廷音乐的典雅、江南丝竹的柔美和儒家音
乐的浑厚。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 《中国少数民
族》卷，由郑 娜编辑整理）

有白族生活的村寨，
几乎都有本主庙。本主，
即神灵。本主庙中供奉着
种类众多的神灵。本主崇
拜是白族特有的一种宗教
信仰，对于本主的崇拜几
乎是群民性的。本主是白
族的村社保护神和民族保
护神。每一个白族人，似
乎一生都离不开本主。本
主崇拜中不仅有祖先崇
拜，而且包含着自然崇
拜、图腾崇拜。随着时间
的推移，本主崇拜也在不
断发展，一些帝王将相、
民族祖先、英雄人物以及
具有高尚情操的民间人
物、佛教和道教神祗等等
都加入到本主的行列中，
使本主神祗越来越多，成
为一个庞大的本主神系
统。人们在一些特定的日
子里集体来本主庙里祭拜
神灵，祈福，修身，有时

也会自己挑选日子来到庙宇为了消灾辟邪为了还
愿……集体的狂欢，众神的狂欢，同时也可以是
个体的静默与审视。

在很多村寨里，有许多古木，有些青树几人
才能合抱。那些青树中的一棵或几棵，就是那个
村子的神树。作为神树的古木下面燃着香。在一
些时间里，看到的是已经熄灭的香，但依然可以
感受到那些地方的香火很旺，熟食撒满一地。在
白族生活的地方，像大理，可以到处见到神的样
子。神的样子有时貌似可以很随便，村外的某棵
大树、某块大石是神，庙宇里的许多塑像是神，
庙宇里的一些牌位同样是神。人们在神树下跪拜
祭祀，人们在那些庙宇里跪拜祭祀。有一些老人，
每个月都有那么一两天，来那些庙宇，吃斋，祭祀
那些神树，念诵经文。那些念诵的经文，更多的是
有关“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那是一个修身的
过程。祭祀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寻求心灵安慰的
过程。一些老奶奶会聚集在一处，举行莲池会，
那是一场异常喧闹的诵经会。用经文来反省，用
经文来祈福。神灵的世俗化，被供奉的本主管着
村民们最世俗的需求和愿望，从人们的生老病
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到鸡毛蒜
皮的小事，都有人去求本主。

那些庙宇，或大或小，各种各样的神像聚集
在一处，或坐或立，神态亦或静或动或嬉笑或悲
愤。太阳神本主、天鬼本主、山本主、龙王本主、金
马碧鸡本主、猴子本主、黄牛本主、石头本主、大树
疙瘩本主、大黑天神、观音、北方天王、文昌、关羽、
细奴逻、段思平等等这些本主出现在了那些庙宇
中。白族民间有“五百神王，七十二景帝”之说，这
么多的神，需要怎样一个造神运动？而最终信仰本
主的这些村寨，暗示的似乎就是造神的容易，神
只需要有力量，就有可能成神，而且成神的可能
性极大。借助甲马纸，就能通神，许多老人在大
树下、在岩石下、在庙宇里燃烧甲马纸，祈福以
及其他种种。人可成神，物亦可成神。大部分的
本主便是由普通与不普通的人幻化而成的，有一
些本主是物，在大理的那些村寨里，一个树疙瘩
都可以成神，只因它在某个时候表现出了物之灵
异的一面。在大理，每个村寨所信奉的本主往往
不一样，有些村寨的本主是大黑天神，有的本主是
赤岩天子，有的本主又是别的。但人们从这个土
地庙走向另外一个土地庙时，往往会毫不犹豫就
向别的民间的神灵跪拜祈福，并希望从这些神灵
这边得到保佑，那时人们面对的都是神。各种宗
教，来到这里便被包容了，有些甚至便融化了：
各种宗教相安无事地存在了多年。如果用洱海来
形容这些宗教形式的话，洱海便是一个神湖，各
种神灵在这个湖泊里聚集，并最终成其大。

当狂欢结束，当一切归于静默，本主信仰的
长河在时而波澜时而平静中继续传承、繁衍、变
更。白族生活的大地，在这样的一股无形之力的
濡染下，向前，以及必要的回望。

白族：
家在苍山洱海间

白族：
家在苍山洱海间

白 族 总 人 口 有 1933510 人
（2010 年）。主要分布在云南、贵
州、湖南等省，其中以云南省最
多，四川省、重庆市等地也有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的落实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实施，广大白族地区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巨变，各项事业获得了巨大
发展。白族人口最多的大理白族自
治州成立60年来，全州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900 亿元，是建州时的 64.9
倍，财政收入152.4亿元，是建州时
的2847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到27081元和87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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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曲传承人赵丕鼎 （左）

▲《南诏中兴图传》局部

▲白族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