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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锣侗鼓闹新年
□杨家深 蒲师术

锣鼓在湖南侗族地
区广为流传， 并且乐曲
古老，曲目众多，具有很
高的审美价值。

侗锣有筛金锣、 大锣、
小锣、班锣和钹，大的直径达1
米，小的不足10厘米。 侗鼓分特
鼓、 大鼓和小鼓。 大鼓直径接近1
米，用上等的老牛皮蒙面。 每个寨
子至少有一套锣鼓， 多的达十几
套。

侗乡人民在传统喜庆节日或
敬神还愿、傩堂戏、辞诵、丧葬活
动中都要击鼓敲锣。 敲锣鼓有一
定曲谱和操作规范， 什么场合用
什么曲谱。 主要有喜庆锣、敬神还
愿锣、三锤锣、九锤锣、两头忙、三
道齐、鹞子翻身、龙摆尾等60余种
曲调。

“闹年锣”是侗乡喜庆又极具
观赏价值的一种表演形式。 据介
绍， 每年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
期间，村与村、寨与寨都要相互邀
请鼟锣（敲锣比赛），庆贺过去一
年的丰收，祈求来年合家幸福、免
灾避祸、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闹
年锣”队相邀到村寨山头敲打，鼟
输赢，赢者为“锣首”，带队到另一
个寨子继续鼟锣， 每到村寨，“锣
首” 皆需接受寨中锣鼓队挑战。
赢，继续做锣首；输，则让位。 然
后，又敲锣打鼓往下一个寨子走，
有时一个晚上要打去二三十里
远。 这样，队伍就越来越大，多的

可过三四百人、五六十套锣鼓，场
面极为壮观。

闹年锣表演，参与者甚众，小
到黄毛孩童，长至古稀老人，少则
十人上百人，多则达数千人。 闹年
锣乐器主要由锣、鼓、钹“三大件”
组成，双方围着熊熊篝火，以鼓定
调， 由一面大鼓作指挥， 敲打大
锣， 众锣相和， 此起彼伏， 扣人
心弦。 少女们则闻锣起舞， 唱着
歌儿为双方助兴。 比完大锣， 接
着比小锣、 钹， 一般为两副钹、
一个班锣， 三人操作。 有钹与

钹、 锣与钹， 好似二重唱， 配合
十分默契。 既有昂扬激越的高
潮， 又有平远悠长的和音， 到了
齐鸣之时， 其声地动山摇， 响震
十里之外， 鼓者、 锣者、 舞者、
观者莫不热血沸腾， 激情高涨。
遇上对手， 往往轮番比赛， 越比
情绪越高， 经常通宵达旦， 昼夜
不停。

比赛完毕， 主家还要备上丰
盛酒菜， 请鼟锣乡亲进寨消夜，
喝鼟锣酒， 唱吉庆歌， 并互祝来
年丰收发达， 多行好运。

苗寨：
舞狮跳香过大年

□李焱华 张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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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年节文化的
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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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泸溪县梁家潭乡芭蕉
坪村， 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二十四，打尘烟；二十五，砍栎木
（大年夜烧火用）； 二十六， 做豆
腐；二十七，泡糯米；二十九，备烟
酒；三十夜，跳香舞……”

芭蕉坪是一个古老的苗
寨。

农历三十这天中午， 一家
人围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
肉，笑语相合，笑容相对，侃收入
和话打算，酒酣之际，掏出百元
大钞， 分给欢天喜地的孩子们，
作压岁钱。

酒足饭饱之后，便是舞狮，
送旧迎新，预祝清吉平安。 由村
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组织的苗寨
狮队沿着石板路， 穿行于村前
寨后。 狮分雌雄，由一人耍“宝”
（绣球）在前逗引。 后有二人舞
流星锤， 二人舞镗， 二人舞铁
叉，二人舞铁尺……锣、鼓、钹、
长号、唢呐齐鸣，热热闹闹，进
入家家户户堂屋中，舞上一阵，
祈福送旧。

入夜，苗寨的坪场中，烧起
了熊熊篝火。 坪场中，早已摆好
色彩不一， 形状各异的“香糍
粑”、“香豆腐”和祭祀物品。 村

里的男女老少， 身着节日的盛
装，陆陆续续步入坪场，跳起了
极富地方特色的跳香舞（跳香，
又叫降香，苗语叫“岜（ba)娘”，
历史久远， 是泸溪苗族最具代
表的三大祭祀活动之一， 流行
于苗族聚居区）。 他们随着鼓点
节奏， 明快的旋律， 模拟着狩
猎、春播、夏锄、秋收各种动作，
动作时急时缓，时大时小，手脚
并用，惟妙惟肖。

通红的篝火，摇曳的烛光，
缭绕的烟雾， 映着神色虔诚而
内心喜悦的人们……

欢闹到深夜的人们， 走进
家中，坐起了“三十夜”，也叫
“守夜”，全家人围着火扯家常、
吃东西。 谁家也不愿早睡，都想
在第一时间接到新年。 零点时，
每家每户准时点燃烟花， 只听
见整个苗寨被炮声淹没， 一片
热闹欢腾……

炮竹声过后， 男人们悉悉
索索，带着香纸，晃着手电，像
一条游动的火龙， 前往村中水
井挑水，有的甚至跑着前行，为
的是抢到新年第一桶水。 说是
抢新年财， 希望新年给自己带
来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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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春节 ， 在1914年前年节 。
中国的年肇始于史前文明进程中的历法创制 ， 古

人 以 谷 物 按 季 节 生 长 的 周 期 现 象 为 年 ， 《说 文 》 指
“年 ” 就是 “谷熟 ” ， “有年 ” 是指收成好 ， 五谷丰收
为 “大有年 ”。 不过 ， 由于各地的谷熟时间不一 ， 故我
国在汉代以前未出现在日子上一致的年节 。 传统的旧
历年节 ， 是公元前104年 ， 汉武帝根据司马迁编撰 《史
记 》 的 建 议 ， 恢 复 了 夏 朝 的 历 法 ， 以 正 月 初 一 作 为
“岁首 ”， 即一年的开始 ， 这一天也叫 “年 ”， 这个规定

延 续 了 两 千 多 年 。
由于 “岁首 ” 是从
正月朔日的子夜起

计 ， 所以 “年 ” 又称 “元旦 ”。
中国的年节文化， 时间从腊月二十四 （有的是二十三）

的过小年拉开序幕， 除夕和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是重头戏，
至十五的元宵节结束。 主要活动是腊月过小年吃小年饭和
“祭灶”， 腊月二十五接玉皇， 腊月二十五为洗浴日。 过小
年至除夕是办年货、 扫尘、 贴年画、 贴春联、 贴剪纸等做
喜庆准备的 “忙年”。 除夕夜有 “接司命”、 “吃团年饭”、
“辞岁”、 “守岁”、 “关财门” 等活动。 第二

年正月初一户主寅卯时起床， 燃放鞭炮迎接新年； 接
年后出门行称为 “出天行”， 又称 “出天方” 的祭拜天
神的祈福活动； 清晨户主早起行 “开财门” 礼仪， 然
后置盘全家人 “挂红”， 接下是祭拜祖宗。 从初一到年
节结束是持续的 “拜年” 日。 从正月初一到十五， 不
论是农村或城镇， 到处张灯结彩， 人人参与丰富多彩
的娱乐游艺活动， 年味十分浓烈。

年节民俗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神品格。
譬如， 年节文化的时间段在一年辛勤劳作获得丰

收之后的岁末和第二年春耕生产开始之前， 这段时间
丰富的民俗活动符合传统文化中张而有弛的文化主张。
以游艺为例， 从正月初一起， 各民族各地区多姿多彩
的舞龙灯、 舞狮子、 舞春牛、 抬故事……游艺活动纷
纷登场， 尽显绝技。 有的龙灯队还有渔翁戏蚌、 彩龙
船、 高跷、 跳罗汉等技艺节目。 游艺队所到之处， 家
家燃放鞭炮， 人人尽兴相接。 传承着巫风楚俗的湖南
汉族地区 ， 人们对来访的龙灯行 “接龙 ”、 “收水 ”、
“挂红” 等礼仪， 表达着喜庆丰收的美好祝愿。 有的舞
狮者舞狮时， 扮土地菩萨者唱迎春赞词， 名为 “赞土
地”， 语多吉祥， 且能按所到家户家境应景赞颂， 幽默
生动， 以博主家高兴而获赠红包； 如家有病人则迎狮
子至病人室内走一圈， 谓可祓除灾厄； 将初生婴儿置
放狮子口中片刻， 谓可获狮王庇佑。 有的地区和少数
民族还演出以驱鬼祛邪为目的的傩仪傩戏。 年节期间

各地的庙会活动特色各异， 如火
如荼， 游人如织。 正月十五为元
宵节， 有吃元宵、 张灯与观灯、
猜灯谜、 闹元宵等活动， 将游乐
游艺活动推向了高潮。

再如， 在守岁之夜， 尽情欢
乐的孩子会从大人们的手中得到
一笔用纸包封的， 代表长辈对晚
辈美好祝福的 “压岁钱”。 初一
的 “拜年”， 先是在家里由晚辈

向长辈拜年， 然后走出家门， 按辈分高低及年
龄大小给本宗长辈拜年， 向平辈互贺新年。 从
初二始晚辈依序去舅家、 姑家及其他长辈家拜
年， 并送拜年小礼物。 晚辈给长辈拜年， 是不
畏路遥， 风雨无阻； 拜时需下跪， 磕头礼拜。
平辈在亲朋好友间也相互串门 “拜年”， 互致
祝福， 话叙情愫。

“祭灶” 礼俗也蕴含了赏善惩恶的精神品
格。 旧时汉族家里的中堂上供有 “东厨司命”
的灶神神位， 他们认为灶神的职权是代天神监
视家人的行为善恶， 每到过小年那天上天作汇
报， 除夕时再返家续职。 灶神的汇报决定着上

天是赐福还是降灾， 是让人穷还
是让人富。 人们担心灶神上天将
自家做的坏事报告天神， 于是用
供品祭祀他。 另一种做法是在灶
神神位前供又甜又粘的麦 “胶牙
糖”， 不仅能粘住灶神的嘴， 也

甜了灶神的心。 这样灶神就应人们所请 “好事传上天， 坏
事丢一边” 了。

中国传统年节文化是中华先民经数千年的传承 ， 并
不断创造 、 发展而积累下来的珍贵的民俗文化成果 ， 是
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其蕴涵和彰显的精神品格具有
永久的传承价值 ， 我们应该大力弘扬 ， 引导国人尤其是
年轻人走进年俗文化 ， 享用年节文化的精神大餐 ， 将越
来越淡的年味变得越来越浓 。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名誉副主席、 研究员、 民俗学家）

� 侗乡闹年锣。 杨家深 摄

钹手。 杨家深 摄

马到成功。 曾勇 摄

■编者的话

伴随着返乡的滚滚人潮，伴随着越来越近的春的脚步，浓浓的年味早
已氤氲在空气中了。

这年味，是梦里故乡田野间袅袅炊烟的香味，是城市街巷间流动的各
色年货的香味，是孩子嘴中糍粑的香味，是母亲灶头腊肉的香味，是门上
春联的墨香，是一家人围炉夜话的茶香瓜子香……

这年味，在这方土地上绵延了几千年，芬芳悠远，醇厚浓郁，它沉醉在
我们的心底，熔铸进了我们的血脉。这年味里，有祇天敬祖的感恩，有雍熙
敦睦的亲情，有人寿年丰的祈愿，有国泰民安的祝福。 中国人几乎与生俱
来的那份家国情怀，因了这年味的浸润烘染，而更加浓烈。

农历甲午新春到来之际，我们特奉上这期精心“馔制”的“春节特献”，
以飨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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