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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脑节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数万人
手握长刀和手帕或扇子，在气势雄伟的音乐中踩
着同一个鼓点起舞，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有

“天堂之舞”“万人狂欢舞”的美称，2006 年被列
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入选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参加过在德宏州各县市举办的各种目脑节，
也参加过德宏州外临沧、怒江、澜沧、昆明等地举办
的目脑节，还参加过为庆祝景颇文字创制 100周年
在邻国缅甸曼德勒翁丙徠举办的目脑节、为庆祝缅
甸独立日在缅甸密支那举办的目脑节以及在印度
阿萨姆等国外举办的目脑节。但让我难以忘怀、记
忆犹新的目脑节，要数现在已经被认为是“目脑之
乡”的陇川县景罕镇朋生村举办的目脑节了。

那是 1997 年元月 22 日（农历一月十四日）中
午，我应陇川县朋生目脑组委会的邀请来到朋生
村。来接我的是目脑组委会成员小岳。远远地就
看见神圣庄严的目脑柱直指苍穹，震撼人心的目脑
舞曲让人情不自禁地就地踏起舞步来。目脑场设
在朋生村背后的斜坡上。去目脑场要经过一个大
弯子，弯子口是一片偌大的场子，小岳说这是停车
场。路上方是用竹竿搭建的大棚子，前面的几个棚
子里铺着两排被褥，他说这些是临时搭建的小旅
馆。再往前走，几个棚子里面播放着武打电影和爱
情电影的录像，声音一家比一家大；接着是一排排
景颇族银饰店铺、缅甸克钦服装店铺、户撒刀店铺
和浙江货店铺。路下面是清一色的民族风味小吃
店，花花绿绿的塑料帐篷的屋山头冒着蓝色的青
烟，门口用黑炭在纸板上写着“景颇族绿叶饭庄”

“景颇族正宗竹筒烧肉”“傣族火烧猪肉”“傣族风味
撒瞥”“阿昌族过手米线”等，闻着味道就让人垂涎
三尺。所有的服务人员都穿着各自的民族节日盛
装，面带微笑为即将到来的宾客们准备着。小岳一
边走一边介绍说，这些店铺都是老百姓自己开设
的，从1984年开始，每年到了法定的目脑节，附近村
民就自主到目脑场建棚子，开设停车场、小旅馆、放
映厅、百货店、服饰店、冷热饮店、餐馆等，给目脑节
主办单位解决了很多接待问题。

走过大弯子，是一块长方形的场子。场子很
宽敞，中间立着一尊穿着黑色对襟衣服的塑像，
塑像上的人手持铁锤，砸在身前的地球仪上。小
岳忙不迭地告诉我：这是景颇族打天造地的先祖
宁冠杜。我抬头仔细观看，塑像很高大，面带微
笑，但不是我心目中那个高大伟岸、神奇智慧、
勇猛无敌的宁冠杜，倒像一名正在打石头的老石
匠。但这是景颇族第一次把先祖神灵宁冠杜竖立
起来，也算是开山鼻祖。我站在塑像前，默默地
向宁冠杜行了个注目礼。

我们来到目代房 （举行目脑节之前先镖牛祭
司，将天神目代请到目代房入住方可举行目脑
节）。接待室内人群熙熙攘攘。目脑组委会主任张
么弄笑着跟我握手，得意地说：“玛波，这些都是
远方的贵客，你要好好采访他们啊！”正是他让目
脑在朋生落地生根的，有这么多国内外同胞慕名
而来，怎不让他高兴呢？

通过采访，我结识了英国来的霍瓦扎腊、崩旺
腊若、美国来的木然扎拉、阿根廷来的丹莫瓦、日本
来的松露、印度来的西西新颇、恩瑙腾楠诺夫妇、台
湾地区来的勒排腊、金国光、孔大发，泰国客人有十
几位，还有新加坡、意大利、马来西亚的宾客，我已
记不住人名，邻国缅甸来的就不计其数了。最让我
佩服的要数从藏南地区（现印度伪“阿鲁纳恰尔
邦”）来的木日干一行人。为了参加一年一度的朋
生目脑节，他们不远万里，徒步走了3个月！是什么
精神鼓舞他们走这么远的路前来？他们回答说：

“是目脑的魂，是大舞之魂召唤我们回来的！”这些
客人不受谁的邀请，自觉地从世界各地来到朋生，
为的是能在同一个时间和各族同胞们共同跳起目
脑舞。

目脑节其实是联系世界各地景颇族同胞的桥
梁和纽带，也是展示景颇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大型舞
台；更是呼唤世界各地景颇同胞从愚昧落后走向文
明先进的指路明灯；还是景颇人民和世界各民族友
好相处的象征！如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的倡议，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在同一天，
邀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们，在气势雄伟的
音乐中踩着同一个鼓点起舞，跳起亿万人之舞，
那将是一个多么空前伟大的壮举啊！

景 颇 族（jǐng pō
zú）总人口为 147828 人
（2010 年），主要聚居于云
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境内的陇川、盈江、潞西、
瑞丽、梁河等5个县、市；部
分散居于耿马、腾冲、泸
水、孟连、昌宁、勐海、
隆阳等县（区）。

景颇族聚居的山区，

一般海拔1500米左右，大
部分纬度偏南，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山清水秀，
树木葱茏，崇山峻岭间有宽
阔的草场，森林资源丰富，
矿藏资源种类繁多。

景颇族有自己的语言
和文字。景颇族语属汉藏
语系藏缅语族，景颇族文

字有景颇文和载瓦文两
种，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
础的拼音文字，到今天仍
在景颇族地区广泛使用。

据历史传说和汉文史籍记
载，从古代起，景颇族的先民就
劳动生息在康藏高原南部景颇族
称为木转省腊崩 （意为“天然平
顶山”） 的山区，约自唐代始沿
横断山脉南迁至云南西北部、怒
江以西的地区。这个地区汉代属
永昌郡，唐代属南诏政权的镇西
节度管辖。该地的居民包括景颇
族先民在内，被称作“寻传蛮”。
当时的寻传人居住在山野森林
中，持弓挟矢，从事狩猎生活。

继南诏、大理政权之后，元
代在云南设立行省，寻传地区属
于云南行省管辖。随着生产的发
展，景颇族各部逐渐形成茶山、
里麻两个大的部落联盟，产生了
从原始农村公社分化出来的世系
贵族山官。社会开始分裂为最初
的三个等级：即官种 （贵族）、百
姓和奴隶。等级之间界限严格，

“ 南 瓜 不 能 当 肉 ， 百 姓 不 能 当
官”。奴隶随主姓，从事各种劳
役，无人身自由。

15世纪初，明朝在这里推行
土司制度，设立了里麻、茶山两
个长官司，任命景颇族山官为长
官。茶山长官司先属金齿军民指
挥使司，后属永昌卫，继改属腾
冲府管辖；里麻司直属于云南都
司。清代，景颇族地区属清朝所
设置的有关府州县管辖。

16世纪以后，大量景颇族迁
移到德宏地区。在汉族和傣族先

进生产技术和封建经济影响下，
景颇族开始有了犁耕农业，使用
了较先进的铁质农具。以后又学
会种水田，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封建因素逐渐发展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景颇族社会已发展到农村公社趋
于解体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
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景颇族
社会已经分化出约占总户数1%的
地主和 2%的富农，80%以上的农
户都是无田少地、缺乏耕牛和农
具的贫苦农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景
颇族社会实行着一种以“崩督”

（景颇语） 为首构成的政治制度，
景颇语称为“贡萨”制度。“崩”
意为“山”，“督”意为“主人”
或“官”。因景颇族居住山区，当
地汉族形象地把“崩督”这种管
辖山头的官称呼为山官，研究政
治制度的中国学者由此引申，把
景颇族以“崩督”为首构成的政
治制度，称为“山官制度”。在这
种制度下，根据不同的出身和血
统，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官种、百
姓和奴隶等 3 个等级。山官是景
颇族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的最高政
治领袖。每一个山官都有自己统
治的辖区，在辖区内山官拥有广
泛的职能和权力，具体表现在领
导生产，管理、调整、分配土
地等方面。山管制度直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彻底消失。

景颇族是一个以农业为生
计的民族，粮食作物以水稻、
旱谷、玉米、小麦、粟米为主，经
济作物有甘蔗、油菜、八角、草
果、香茅草等。在农业生产中，
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是景颇
族传统的劳动组合形式，农忙季
节采用不计报酬、不计时间长短
和劳力强弱的“吾戈龙”（载瓦
语，意为换工或合伙干活）形式
进行协作劳动。

景颇族主食以大米为主，竹
筒饭、鸡肉稀饭是景颇人喜爱的
特色主食。菜肴以辣著称，品种
除园地中种植的瓜、豆、芋头、青
白菜之外，从山林中采集的野
菜、野果也是餐桌上的家常菜。
烹饪方式包括舂、烧、烤、煮、蒸、
拌、揉等几种类型，其中，舂菜是
景颇族菜肴中最具特色的一种，
味道鲜美独特，景颇人常说：“舂
筒不响，吃饭不香”。

景颇族素以刻苦耐劳、热情
好客、骁勇威猛的民族性格著
称。长期生活在山区的景颇族
男子爱刀如命。他们刚一出生，
外公、外婆就会赠送一把精美的
长刀，从此和刀结下不解之缘。
他们以佩带长刀为美，不仅是个
性的装饰，也是生产的工具，还
是男女定情的信物。在很多景
颇族的重大节日里，长刀都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景颇族传统节日主要有目
脑纵歌节、能仙节、新米节
等，其中最盛大、隆重的节日为
目脑纵歌。目脑纵歌是景颇族
祭祀天神“目代”的传统祭典活
动。1983年4月，目脑纵歌被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确定为景
颇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一般由州
县或乡的人民政府组织，于每年
的正月举办。节日期间，成千上
万的景颇族男女身着盛装，从崇
山峻岭、苍苍莽林中欢欢喜喜地
汇集到举行目脑纵歌盛会的广
场。景颇族各个支系的人们都
把目脑纵歌奉为最神圣、最庄严
的节日，把参加目脑纵歌盛会视
为莫大的幸福和乐趣。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景颇
族创造了丰富的文学和艺术。
民间文学有史诗、神话、传说、民
间故事、歌谣、谚语、情歌、叙事
长诗等种类。宗教祭司“洞萨”
所念经词，也是一种宗教文学。
它们是景颇族历史文化的综合
体现，既反映了景颇族的历史和
现实，也反映了景颇人的宇宙
观、生活的态度、思想、感情和愿
望。创世纪诗史《目脑斋瓦》是
景颇族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中的
优秀代表，全诗长万余行，内
容涉及天地的形成、鬼神的世
界、人类的出现、景颇民族的
起源、人间的生活、爱情和痛

苦等，生动表现了景颇人心目
中的世界和他们真挚朴实奋发
向上的情感。

景颇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
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
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各
支系民歌种类繁多，歌唱的内
容十分广泛，其中有对民族历
史的叙述，古代传说故事，也
有对现实生活的赞美和节日丰
收的欢庆，还有对爱情的执著追
求。音乐形态丰富多彩，除单声
部民歌外，还有多声部民歌。景
颇族的乐音与舞蹈常常融为一
体，使用的乐器主要有木鼓、象
脚鼓、芒锣、竹制管乐器“比客”、

“吐良”、“勒绒”等。
在景颇族的艺术中，编织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编织工
具十分简单，却能编织出 300
多种绚丽美观的图案。绘画大
多与原始宗教相结合，多系单
线回纹图案和单线直纹图案。
雕刻有简单的圆雕和竹木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景
颇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生产力水平较低，以刀耕火种的
原始农耕为主，生产工具十分简
陋；民族内部的商品交换很不发
达，商品交换全仰赖于汉族和傣
族为主的市场。景颇人没有自己
的学校，识字的人非常少，人们
长期靠刻木结绳记事，靠世代相
沿的口承方式进行文化的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颇族
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获得
突飞猛进的发展。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景颇
族人民破除了阻碍生产发展的鬼
神迷信和陈规陋习，挖开了鬼
山，把沉睡了千百年的荒山，开
辟成为绿油油的茶园、果园和层
层梯田，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改变了过去缺吃少穿的状况。尤
其是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农业税收的免出，景颇族地
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了良好
的发展势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景
颇族地区没有工业，现在景颇族
居住的德宏州已基本形成了以制
糖工业为支柱，同时拥有电力、
冶金、制药、煤炭、建材、食品
加工、橡胶制品、玉雕等门类的
工业体系。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后，随着德宏地区边境口岸的开
放和边境贸易的空前发展，景颇
族的商品经济意识随之有了很大
发展，商业从业人员逐年增加，
景颇人创办的商业实体开始跻身
商场，经营方式包括集市贸易、
经销、贩卖、长途贩运、个体企
业、边民互市、推销、采购等。

昔日景颇族山区交通闭塞，
连接村寨和外界的道路均为山间
小道，雨季道路泥泞滑烂，出行
困难。“山高坡陡石头峭，一天
爬不到半山腰”是景颇族山区交
通状况的写照。新中国成立后，
景颇山区的交通状况日益改善。
现在，昔日的人背马驮已被汽车
或拖拉机运输所代替。景颇人外
出串亲访友，不必再翻山越岭、
长途跋涉，汽车成为他们出行的

便捷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景

颇族除了山官子弟可以进学校受
教育以外，绝大多数景颇族人是
刻木记事，用豆粒计算，有文化的
人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景颇族
山寨普遍建立了小学，州县乡都
设有中学，德宏州州府所在地芒
市还建立了民族师范学校、农业
学校、卫生学校、财贸学校、技工
学校和教育学院，为景颇族培养
了大批的专业人才，景颇族也拥
有了本民族的学士、硕士和博士。

1949 年以来，景颇族的新
闻出版事业和作家文学从无到
有，得到了蓬勃发展。云南人
民广播电台、德宏人民广播电
台、德宏电视台分别设立了景
颇语编播部，制作播出景颇语
节目。德宏州各县广播站也都
开播景颇语节目。云南民族出
版社、德宏民族出版社、德宏
团结报社，分别设有景颇文编
辑室，德宏州文联设有景颇文
文学期刊《文蚌》编辑部，编辑
出版了大量景颇文报纸、书籍
和杂志。同时，利用景颇文搜
集、整理、出版了一批口头传
承的民间文学作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景颇族作家文学开
始产生，30 多年间，大量用景颇

文和汉文创作的小说、诗歌和散
文作品。其中部分小说被译为
英、法、日等文字，介绍到了国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景
颇族地区曾经缺医少药，各种烈
性传染病流行，尤其以恶性疟疾
为甚，患病的人很多，群众中流
传着“六月七月天灰灰，锄起锄
落挖坟堆”的悲惨民谣。在各种
疾病的威胁下，人们把杀牲祭祀
作为抵制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得
病就请董萨打卦占卜，献鬼治
疗。1949年后，景颇族地区缺医
少药的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变，

景颇族居住地区的州县均建立了
医院，乡建立了卫生所，村建立
了卫生室，州县乡村 4级的医疗
卫生网已基本形成。景颇族地区
加强了艾滋病、霍乱、结核等传
染病的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方面的工作，有效地遏制了各类
重大疫病危害蔓延，各种烈性传
染病得到控制或根除。昔日疫病
流行的景颇山，如今人丁兴旺，
欣欣向荣。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中国少数民族》卷，苗春编辑
整理）

景颇族

山官统辖山官统辖

爱刀如命

欣欣向荣

◎TA说民族

踩着同一个鼓点起舞
□玛 波（景颇族）

身着民族服装的景颇族人身着民族服装的景颇族人

右上：景颇族
欢度目脑节
左上：景颇族
语印刷的书籍
左下：目脑节
上持刀的祭司

景颇族的绿叶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