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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南，山脉
纵横河谷蜿蜒的丛山深
处，有一支古老的民族
世代在此繁衍生息，他们
开荒辟草，从古自今，被
当地各族人民称之为“地
盘业主、古老前人”。他
们以竹为姓、图腾和信
仰，在战国至秦汉时期，
建立了雄踞中国西南地
区的夜郎国。这个古老
的民族鲜为外界所识，
包括族名——仡佬族。

关于夜郎国，绝大
多数人知晓的仅仅是那
句 成 语—— 夜 郎 自 大 。
这句普遍用于贬义词的
成语，仿佛是“西南蛮
夷”落后愚昧的象征。
然而，作为夜郎国主体
民族的仡佬族，在历史
的长河里，却实实在在
为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
明作出独特的贡献、留
下了特殊的印迹。

在中国，有一种色
彩叫丹砂红，中国古代
帝王的朱批，便是丹砂
矿末。在中国，有一种
本土宗教，叫道教，秦
始皇欲求长生不老，便
是求教于道士们的神秘炼丹术。而这两者皆与
仡佬族有关。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土著民
族，其主要聚居的遵义市务川县，旧属巴地，
县域内拥有居全国汞矿储量之首的特大型矿
床，仡佬族因此成为全世界最早掌握炼丹技术
的民族。在开荒辟草刀耕火种中，勤劳的仡佬
人发现含有丹砂的石头能够烧出水状的物质
来，这种神奇的物质似水非水、晶莹剔透、可
分可合，如同天赐，是为圣物，富敌金银，是
为水银。从商朝起，仡佬族便因丹砂水银与中
原有了紧密的联系，秦朝时期，仡佬族人的丹
砂生意更是被巴寡妇清做到了秦始皇那里。《史
记》 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
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
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
为筑女怀清台。”遥想当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
站在重重宫殿之上，是用怎样渴切的心情南
望，等待清的车队，等待那车轮掀起的滚滚尘
烟，等待传说中世代居住在山洞中艰辛开采丹
砂、“遇生人即化风而去”的仡佬族麻阳人，为
他从遥远西南幽深的洞穴中带来能予他长生不
死的天赐丹砂。

在贵州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仡佬族
人至今还保存着拜祭宝王的传统，在他们的传
说中，宝王是丹砂之王，只有他能帮助世代仡
佬人寻到丹砂矿，换油换米，换几千年的生息
与繁衍。在苦难为伴的历史长河里，神秘善良
的宝王是他们幸福的所在。的确，纵观天下矿
藏，像务川的丹砂采冶业，能够从春秋战国历
经秦汉宋唐明清直到 21世纪者，实属罕见。千
百年来，仡佬人坚持在盛产丹砂的地方建宝王
庙，为宝王敬奉香火；在开坑探砂前会祈愿做
小 祭 ； 开 到 高 纯 度 的 丹 砂 矿 （俗 称 “ 发 槽
子”） 后，还愿做大祭；遇到年节做节祭。除
了大祭，一般情况下，拜祭宝王其实很简单，
烧香烧纸点烛敬猪头，这个朴素的民族以朴素
的仪式来完成与大自然的契约——你予我的，
我记得；我予你的，便也是这份记得。相比较
起很多健忘者来说，仡佬人朴素的情怀里藏着
可贵的“感恩”二字。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丹砂采冶业已经不
再是务川矿区仡佬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拜
祭宝王的习俗在非采冶区已经渐渐消失痕迹，
表演性质的拜祭代替了民族内生动力的崇拜。
但他们世代居住的老宅中那些以丹砂作色的红
漆板壁橱柜、婚嫁宴席中制作的“红点点粑”，
逢年过节时吃的红酥食、红麻饼……依然饱藏
着一个民族的神秘记忆。这些记忆和山河一样
古老坚实、朴华素净，犹如仡佬族人对万物的
敬仰。这个开荒辟草、凿洞攻矿的民族，在西
南高原的深山密箐(qìng)中创造了属于他们的
丹砂文化。

传说中，宝王让贫穷的仡佬人找到了丹砂，
教仡佬人从丹砂中炼出了神奇的赛银之水。今
天，神秘古老的丹砂文化正陪伴仡佬人走向新时
代，实现新跨越。世界各地的仡佬族人勤劳奋
进，像一粒粒丹砂融入中国红，以沉默安静、
朴素感恩的姿态，书写和延续新的传奇。

仡佬族的民间文学有传说故
事、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故事多是
讲述天地诞生，仡佬族源流以及英
雄人物和劳动人民的聪明、善良和
勤劳勇敢的，比如 《制造天地》

《阿仰兄妹造人烟》《竹王》《勇敢
的姑娘》《聋兄瞎弟偷羊》等。

仡佬族人在生产劳动中，男女
青年社交场合里，节日喜庆亲朋宴
请时，常以歌声抒发情怀，有“打
闹歌”“号子”“山歌”“盘歌”“古
歌”“情歌”“牧歌”“闺怨歌”“长
工歌”“哭嫁歌”“戒烟 （鸦片）
歌”“戒赌歌”等。诗歌体裁三
言、五言、七言不拘，但多为七
言，兼具赋比兴、押韵，类似七言绝句诗
体，也有用仡佬语歌唱的长短句形式。寓
哲理于歌词，显情趣于歌声，有浓厚的生
活气息，比如“盘歌”，一问一答，多是即
兴而发、将生活中的事物用歌的形式表
达，歌词生动诙谐、灵活多样，不仅富有
趣味性和知识性，而且音韵优美，自成一
格。

铜鼓、牛角、笛子、葫芦笙是仡佬族
历史上常用乐器，泡木筒是仡佬族的独特
乐器，用长两尺余的泡木捅去芯，做成
筒，凿两孔，上端插竹唢筒，吹奏时发出

“呜哇呜哇”的声音，仡佬族因此称呼它为
“呜哇”。“呜哇”只能在秋收毕至正月十五
期间吹奏，其余时间收藏不用。

仡佬族的舞蹈有“顶翁罗”“打亲敬酒
舞”“酒舞”“淘盆打褂子舞”“踩堂舞”

“祭山神舞”“祭田娘舞”等。“顶翁罗”是
仡佬族青年男女在农历正月社交期间表达
爱情、选择伴侣的舞蹈。“酒舞”和“打亲
敬酒舞”是大方县箐山拉鲁村仡佬族的舞
蹈，是从婚礼中的有关礼仪衍化而来。“酒
舞”是表现宾客们参加婚礼时饮咂酒的欢
乐跳跃状。“打亲敬酒舞”是表现新娘出嫁
时用袖遮面的羞涩情态。“淘盆打褂子舞”
流行于务川自治县，是仡佬族别具一格的
艺术形式。“踩堂舞”是丧葬仪式中所跳的
一种舞蹈。“祭山神舞”是六枝仡佬族每年

三月三祭山神时跳的舞蹈。“祭田娘舞”是
水城、六枝等地每年“吃新节”期间由家
人带领妇女儿童在客家田地里摘新时跳的
舞蹈。

仡佬族的戏剧有傩戏和地戏两种。傩
戏是一种驱鬼的仪式，从中原传入，因其
具有一定的戏剧情节而被称为“傩戏”。当
傩戏在中原消失之后，傩的活动却保存于
贵州民间。仡佬族的傩戏主要流行于黔
北、黔东北，伴奏乐器有锣、鼓、牛角
等，表演者须戴面具。地戏是由明代卫所
屯军中流行的“军傩”演化而来，流行于
黔中地区仡佬族民间，多取材于历朝战争
故事，表现尚武精神以自娱，因表演场所
不搭台，在室外平地，被称为“地戏”。

仡佬族的文体活动主要集中在春节期
间开展，内容有打篾鸡蛋、磨磨秋、抱龙
蛋、打鸡等。打篾鸡蛋是仡佬族一项古老
而独具特色的群众性体育运动，目前已被
民族部门列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
目。高台舞狮是道真自治县仡佬族民间喜
闻乐见的一种文娱活动，1956 年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组队参加贵州省民间文艺调
演获二等奖。2003 年，在宁夏银州市举办
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上，获表演项目银奖。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 《中国
少数民族》卷。杨 鸥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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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佬族
仡(gē)佬(lǎo)族总人口为 550746 人 （2010 年），大部分聚

居在贵州省北部的务川和道真两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和石阡
县，其余分别散居在安顺、平坝、普定、关岭、清镇、正安、
凤冈、松桃、黔西、六枝、织金、大方等二十多个县市。

仡佬族原来分为许多不同的支系，每个支系的名称各不相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各地仡佬族代表协商，报经国
务院同意，1956年公布统一称为仡佬族。1983年，随着民族识
别、民族成分恢复工作的进行，根据国家的民族政策，又有25
万多人恢复了仡佬族民族成分。

仡佬族村寨仡佬族村寨

学界一致认为仡佬族的族源和古代
“僚”人有关。在住房、服饰、饮食、丧葬
和穿耳等风俗习惯上，也保留有大量与古
代僚人相似的特征。比如贵州普定县窝子
乡和高阳乡的仡佬族，到 19 世纪末仍然还
保留有“打牙”习俗。

古代僚人很早就在我国西南地区生
存。在汉代建立牂 （zāng)牁(kē)郡以前，
这里已有若干个部落集团，而以夜郎最为
强大。公元3至5世纪时，由牂牁迁入四川
的僚人，编入封建国家的户籍，并且向封建
王朝缴纳赋税。公元 5世纪时，他们已能制
造金属的矛和盾、刺鱼工具和铜爨(cuàn)等
等，并用麻类纤维织成细布。7世纪以后，四
川僚人的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僚布的质量
很好，成为必须上缴给封建王朝的贡品。
直到宋治平年间 （11世纪中叶），有的僚人
领主还霸占大量土地，拥有数千户依附农
民，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

宋代，仡佬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是不平衡的。居住在湖南辰、沅(yuán)、
靖州一带山区的仡佬族还沿用刀耕火种的

生计方式，生产粟米、豆类等，粮食不足
则以猎获物补充。而居住在平坝地区的仡
佬族多种水稻，单位面积产量高，手工业
生产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掌握了开采
朱砂的技术，生产出了各种特色产品，较
有名的有精致的银质酒器“银鹁(bó)鸠
(jīu)”，用桑树皮织成的“圈布”以及编织
有花纹的“不阑带”，缝制“阑斑厚重”的
仡佬裙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
力水平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对仡佬族地区
大都通过土司进行治理，有的地区还同时
保留了仡佬族独有的社会政治制度——马
头制。郎岱厅 （今贵州省六枝特区） 仡佬
族称本族土官为马头，马头有马头田为俸
禄，出巡时乘轿，有仪仗队吹长号在前开
路，显示威风。马头的后裔在仡佬族内仍
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至今在六枝地区
有“马头仡佬”之称。中央王朝还在仡佬
族地区陆续建立了卫、所、屯、堡等军事
机构。明末开始的“改土归流”，到清代雍
正年间就在仡佬族地区基本完成。

族源是僚(lǎo)人族源是僚(lǎo)人

山管人丁水管财山管人丁水管财

仡佬族的居住依地形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大多同宗聚族居住，一
个宗族的各个家户毗邻建房形成村
寨。住房构造形式及建筑材料，则
视其经济条件、人口多少，地理环
境而有所不同。居住在丘陵河谷、
平坝地区的仡佬族，多依山傍水建
房，房屋一般较高；居住在高山的
仡佬族群众，通常选取向阳避风处
建造，房屋大多比较低矮。往往注
重房屋地址的选择，有“山管人丁
水管财”之说。

建筑房屋时，房屋的高度喜欢
选取尾数为八的尺寸，以中柱为
例，取一丈六顶 （尺） 八，其余依
次类推，其实是选取谐音，表达对
家庭的美好愿望。有依山建“吊脚
楼”房者，设栏 杆 走 廊 ， 楼 上 住
人，楼下作畜厩。过去多为土木
竹结构的草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社会经济
逐渐发展，农村住房日益改善。20
世纪70年代石木结构的房屋盛行一
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都修建砖石结
构的瓦房和楼房，在交通方便的地
方，钢筋混凝土的多层楼房逐渐兴
起。

仡佬族的服装文化因时损益，
独具特色。清代及其前，服装多为
家织麻布染青蓝二色制成。男着无
领长衫，抄襟，长至膝下，袖大而
短，常束腰带，劳动时撩衣前后一
角扎于腰间。女衣短装，抄襟，缀
花边。据史书记载，大约在19世纪
中叶，仡佬族妇女上衣短仅及腰，
袖背上绣鳞状花纹，下穿无褶长桶
裙，整个裙子分为三段，中段用羊
毛织成，染成红色，上下两段多用
麻织，一般有青白色条纹，外罩青
色无袖长袍，长袍前短后长，均绣
有花纹，穿时从头上套下，脚穿钩
尖鞋。

凡婚丧喜庆，都要设宴酬宾。
一般二三十桌，多则百余桌。 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道真自治县三
桥一带出现招待贵客的特殊礼仪

“三幺台”。“幺台”是方言，意为结
束，“三幺台”就 是 请 贵 客 吃 饭 ，
一 顿 饭 要 吃 三 台 （次） 才 算 完
结。仡佬族的“三幺台”筵席极
其丰富的菜肴内容和颇为讲究的用
餐礼仪，充分反映了仡佬族饮食的
独特风味和文化内涵，体现着仡佬
人的热情与淳朴。

新中国成立前，仡佬族各支系
之间互不通婚，实行支系内婚制，
但同宗不得开亲，习惯姑表或姨表
联姻。青年男女一般在十四五岁时
定婚，甚至有“背带亲”“指腹婚”
者。仡佬族婚礼仪程中，形式多种
多样，大部分地区保持有“男不亲
迎”和新娘步行，以及婚礼期间新
婚夫妇不同房等传统习俗。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仡佬族与汉
族、布依族、彝族、苗族等各民族
长期错杂而居，缔结族际婚姻、经
由自由恋爱而到政府相关机构登记
结婚的年轻人日益增多。

仡佬族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有“春节”“清明节”“祭山节”“端
午节”“吃新节”“中秋节”“重阳
节”“牛王节”“敬雀节”“捉虫节”
等，其中最隆重的莫过于过春节。
春节期间，仡佬族同汉族一样，也
要祭祖，全家守岁，同时又自有特
色。各地的仡佬族除夕须打糯米粑
祭祖。“敬雀节”也称“爱鸟节”，
石阡县每年五六月间都要举办。

除关岭、晴隆等少数地区外，
仡佬族普遍过三月三祭山神，祭山
神都是男子参加，大都为全寨活
动，只是形式、礼仪上有差异。安
顺、普定、镇宁一带的仡佬族，还
过“六月初六”，杀鸡备酒敬奉“秧
苗土地”。

仡佬族青年

傩戏和地戏

仡佬族舞蹈

仡佬族傩戏

仡佬族祭祀仡佬族吃新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