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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戊梁歌会
大戊梁即大雾梁 ， 地名 ， 位于侗族聚

居的湘黔桂3省区交界处 ， 海拔800多米 。
侗语称 “梁蒙”， 即 “云雾山” 的意思。

自古以来 ， 每年农历三月第一个 “戊
日” （大戊日）， 湘黔桂3省区边界各族男
女青年汇集于此举行歌会， 称 “大戊 （梁）
歌会”， 因此大雾梁也称大戊梁。 按当地习
俗， 农历每年最初6个戊日都不动土， 遂成
青年对歌社交日。 6个戊日中， 以戊寅日在
大戊梁举行的歌会最盛 。 因戊寅被称为
“大戊日”， 故又称 “大戊梁歌会”。

相传古时肖财主家肖女和长工闷龙在
劳动中建立起爱情 ， 常在大戊梁幽会 。 肖
财主发现后大怒 ， 将闷龙赶出家门 ， 逼肖
女与另一财主成婚 。 肖女不从 ， 遂与闷龙
私奔 ， 在过五通河时山洪暴发 ， 不幸双双
遇难 ， 化作大戊梁山上一棵同根两杈的枫
树 。 这天正好是戊寅日 ， 以后每逢此日 ，
湘黔桂边境侗 、 苗 、 瑶 、 壮 、 汉等各族青
年男女云集山上 ， 对歌 、 谈情 ， 寄托对肖
女 、 闷龙的思念 ， 追求自己的自由 、 幸福
生活。

（胡益龙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田甜 通讯员 胡益龙

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荡气回肠；一场绵
延的侗族歌会，源远流长。

“相约大戊梁，歌唱新通道。”4月16日至17
日，一年一度的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在侗乡通
道举行。湘黔桂3省（区）边区300余个村寨的群
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20余万人参加
歌会。一时间，侗歌嘹亮，群山沸腾。

原本侗民族一个自发形成的民俗对歌会，
何以如此之火，长盛不衰？记者来到多彩的歌
会现场，探析缘由。

侗乡多处摆歌台
“大戊梁上摆歌台，男女老少围拢来；肖女

闷龙情犹在，回梦戊梁好精彩……”
4月16日晚，在通道县城萨岁广场，在充满

民族风情的侗歌声中，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序
幕拉开了。由上千名本地侗族群众表演的大型
侗族音乐剧《梦萦大戊梁》，让现场1.5万余名观
众感受了原汁原味的大戊梁文化。 演出尾声，
全场齐唱侗歌、共跳侗舞，萨岁广场成了歌的
海洋、舞的世界。

风雨挡不住对歌会的热情。17日， 虽然
雷雨交加，但在龙门山上、玉带河畔、皇都古
侗寨……歌会活动一个接一个，各族群众顶
风冒雨，尽情歌唱。

在通道牙屯堡镇举行的“放歌龙门”———湘
黔桂3省区民族歌会活动， 吸引了湘黔桂边区3
万余群众参加。

“戊梁山上来对歌，哥我心里乐呵呵，心想
与妹搭成对，不知妹你乐不乐。”广西三江青年
歌手吴俊唱道。

“戊梁山上唱情歌，妹我心里一样乐，你我
虽然初相识，愿与哥哥共过河。”通道歌手粟兴
菊马上接唱。

龙门山上，在木叶声、风吹、鸟叫、蝉鸣伴
奏下，旋律各异、音韵不同的歌声漫山遍岭弥
漫开来，侗家阿哥阿妹“醉”在其中，乐不思返。

这是一场侗民族文化的盛宴，也是一场多
民族文化的盛会。在通道万佛山风景区举行的

“情牵玫瑰园”———万佛山下摆歌堂活动，侗
歌、苗歌、瑶歌等民族歌舞表演，让群众如醉如
痴。“歌醉古侗寨”———皇都侗文化村千人合拢
宴及篝火晚会活动，除皇都侗文化艺术团表演
的侗族歌舞外，来自台湾的原住民族歌舞团表

演的《老鹰舞》、《百合之恋》等歌舞节目，让游
客耳目一新。

“大戊梁歌会原生态，好精彩，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不虚此行。”来自广州的游客蔡尚涛
情不自禁感叹。

侗歌唱给世界听
“唱的是老百姓的音乐，讲的是老百姓爱

听的故事，所以得到老百姓的喜爱。文艺作品
脱离了人民群众就没有生命力，一切要来源于
人民、服务人民，以人民为创作导向，推出更多
接地气、有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4月16日，开

幕式文艺演出结束后，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张文雄说的一番话，道出了大戊梁歌会长
盛不衰的缘由。

也许是世代生活在林间， 听惯了鸟叫，侗
民族成了歌唱的民族，“能说话就会唱歌”。

“大戊梁歌会群众参与度高，是因为歌会
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原生态，亲和力强，有
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人们所喜爱、所认同。”通
道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县长赵旭东介绍，歌
会开幕式文艺演出前一天晚上，为满足群众需
要，进行了一场预演，观众免费入场，整个萨岁
广场人山人海，不少群众是从百里外赶来的。

“大戊梁歌会是我们最喜爱的文化活动，
对歌成了男女老幼联系的纽带。” 牙屯堡镇团
头村村民粟明夫回忆，他在23岁那年参加了大
戊梁歌会，在山坡上与一位姑娘对歌。“第一次
对歌有了那个意思， 但我们经过5年大戊梁对
歌，才结了婚。”他说，侗族青年靠这种方式寻
找自己心中的伴侣，所以对大戊梁歌会比过年
更期盼。

“有记载的大戊梁歌会已经有300多年历
史，现已成为侗族的‘情人节’，青年男女相约
在一起，以歌传情、以歌为媒，缔结美好姻缘，
既能传承民族习俗， 更能促进湘黔桂3省区边
区民族文化交流。”团头村女歌手粟珍梅说。

“群众喜爱，政府助力，致力打造世界级节
庆品牌。”赵旭东说，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县
政府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
形式， 连续举办了11届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
影响深远。2006年， 侗族大戊梁歌会被列入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目前国内侗族地
区规模最大、节目最全、与会人员最多的民间
音乐盛会。

“侗歌唱给世界听。”通道皇都侗文化艺术
团团长欧俊楼自豪地说， 他们如今已走出山
门、跨出国门，把大戊梁歌会的节目在全国各
地展演了100余场次， 还到日本参加了民族文
化歌舞展演。

以歌为媒促发展
“侗歌声声情意长，我们相约进歌堂，饭养

身来歌养心， 侗家风俗代代传……”4月16日，
在“相约通道”旅游资源推介会上，侗民族风情
表演深深吸引了各地旅行商。当天，通道与多
家旅行社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今年大戊梁歌会期间， 在通道各景区，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零距离观赏了非遗项目
侗锦制作及商品展，品尝了侗家千人合拢宴以
及油茶、糍粑、腌鱼、黑米等美食，参与抢鱼塘、
斗鸟等民俗体验活动。 来自北京的游客李红
说：“这里好玩好吃乐翻天。”

每年大戊梁歌会，也是当地侗族群众与各
地游客互动狂欢的嘉年华，游客不仅可以欣赏
歌会的激情与浪漫，还能感受山水生态与古老
民俗等诸多神韵。

通道侗民族风情浓郁， 森林覆盖率高，还
是著名的中央红军转兵之地，民族、生态、红色
旅游资源多。近年来，通道以歌会为平台，坚持

发展全域旅游，致力建设集民俗体验、生态休
闲、红色旅游、养生度假于一体的全国侗文化
旅游第一县。去年，全县接待游客268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3.1亿元 ， 比上年分别增长
21.8%、25%。

以歌为媒、以会搭桥、以节牵线，节会也成
为区域互通共融、合作联系的桥梁。通道副县
长蔡迪文介绍，在去年大戊梁歌会期间，通道、
城步和广西的龙胜、三江签订了旅游区域合作
协议，共同建设无障碍旅游区。

省旅游局副局长高扬先认为，大戊梁歌会
具有很强吸引力、感召力，美妙的音乐成就了
不少美好姻缘，打动了很多游客，是利用节会
推动旅游发展的范例。

“举办大戊梁歌会，旨在促进民族文化与
旅游产业全面融合，加快以侗民族文化为核心
的旅游目的地建设。” 通道侗族自治县委书记
印宇鹰说，歌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全省少
数民族旅游节庆活动的重要品牌，是侗文化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旅游也在
破茧成蝶，继成为省特色县域文化旅游重点县
后，通道今年又被列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 � � �左图 4月17日，通道侗族自治
县牙屯堡镇龙门山， 侗家人弹唱琵
琶，以歌会友。 刘强 摄

听！大戊梁的多彩歌声

� � � �上图 4月17日，通道侗族自治
县牙屯堡镇龙门山，侗家汉子在进
行抢鱼比赛。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