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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松

“中国土家第一村”的木牌楼
暮春三月，雨后初晴，空气格外清新，我

与朋友驱车前往有着“土家第一村”之美誉
的永顺县大坝乡双凤村。 双凤村虽偏远闭
塞， 然而在民族研究学界却极负盛名，在
1956年即为土家族的认定提供了重要佐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摆手舞
代表性传承人田仁信，就住在这里。

汽车沿着209国道一路北行， 至猛洞河
畔的富坪，突然向左拐进，之后是漫长幽深
曲折的峡谷， 然后是九曲回肠的盘山公路。
蓦然，一个古色古香的木牌楼突现在我的眼
前，牌楼分为三开，每开又各为三层，皆为斗
栱飞檐、青瓦翘角，整个牌楼轻盈灵动，恰似
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牌楼中间的门楣上雕
着“双凤朝阳”的精美图案，两边刻着一副对
联，上联：凌霄双凤舞老宅访古天下土家第
一村；下联：摆手踏歌颂神殿祈福民族文化
逾千载;横批:“中国土家第一村”。

走进村里，79岁高龄的田仁信早就等在
那里了。 这是一个看上去十分平常普通的土
家老人，头缠湘西土家经典的黑丝帕，神情
内敛而安静，一时间让人很难将他与久负盛
名的土家摆手舞传人联系起来。

摆手舞助他度过苦涩难挨的
日子

在一片静寂安宁的气氛中，我与老人的
对话开始了。 老人说，双凤村历来就有跳摆
手舞的传统，自己七八岁时就跟着大人学跳
摆手舞，因为聪明好学，很快脱颖而出，成为
摆手舞中的佼佼者。 1952年他被邀至自治州
文化馆教摆手舞，1956年又被选送至北京电
影学校学习。 在北京的那一段时光，田仁信
达到了他人生和事业的顶峰，周恩来、贺龙
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他的表演，亲切接见了
他，并合影留念。 贺龙与他亲切地握手并对
他说：表演得好！ 好神的表演！

田仁信说， 他第一次登台表演， 是在
1957年1月北京的“工人俱乐部”，很多国家
领导人来看， 还准备安排他们出国演出，当
时才20多岁的田仁信心里甭提多自豪了，心
想，一定要表演好，一定要争取出国。 可是后
来因为“大跃进”开始，也就没出国了。 说起
这些时，田仁信老人还是那么平静，真可谓
荣辱不惊。

田仁信回忆，跳摆手舞呢，是断断续续
的，“大跃进”时就不跳了，土家族成立之时
又开始跳，“文化大革命” 时期又不跳了，后
来又开始跳了。 他说妻子39岁就去世了，他
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生活， 是摆手舞帮助他
度过了一个个苦涩难挨的日子。 在那些艰苦
的岁月里，跳摆手舞是他最高兴、最为释怀
的时光。 每当村里的锣鼓声一响，他就跑去
摆手堂，在摇曳的火光里，田仁信和村里的
人们一起跳摆手舞，用祭祖先、砍火畲、叉卡
子、撒小米、破麻等动作描述着土家祖先开
创生活的历史。

在摆手舞描摹生产劳动的动作里，田仁
信仿佛看到艰苦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祖
先们，仿佛看到了妻子和他一起男耕女织的
幸福时光……就这样，在摆手舞里，田仁信
追寻着祖先的足迹，感受着祖先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的坚忍不拔精神， 追忆着生活的甜
蜜，释放着人生的苦闷，获得生活下去的勇
气和决心。 跳啊跳，田仁信和他的乡亲们不
知疲倦几天几夜地跳……单摆、双摆、回旋
摆，他们重演着祖先的历史，仿佛时光就这
样定格，生命就如此轮回。

展示土家艺术的质朴、 天真
与神秘

关于摆手舞的起源，《后汉书》称源于古

代的巴渝舞，古代巴人跟随周武王伐纣，“歌
舞以凌，殷兵大溃”。 秦末刘邦反秦，巴人以
巴渝舞勇挫秦兵。 明嘉靖年间，士兵抗击倭
寇时，大跳摆手舞，乘倭寇不备大败之，立下
了赫赫战功。 后来，这种战舞逐渐演变成土
家祭祀活动， 各土司辖地纷纷建起摆手堂。
清代《永顺府志》载：“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七
日，男女齐集，鸣锣击鼓，跳舞唱歌，名曰摆
手。 ”

田仁信说, 双凤村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土
家族古文化特征，1956年， 就是在这个村子
里，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历史、民俗学家，时
年57岁的潘光旦教授对土家族的认定，给出
了一锤定音的结论。

1956年3月12日， 潘光旦在双凤村摆手
堂第一次观看了摆手舞。 对这种舞蹈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第二天，他叫了几个不同年龄
层次的村民跳给他看，其中就有田仁信。 田
仁信说，当时潘光旦要他跳他就跳，要他停
他就停，潘光旦还问他每个动作的含义。 潘
光旦在湘西实地考察了近30天后，带着一箱
子笔记返回北京。 随后，公布了他的发现：土
家人是古代巴人的后裔。

古代巴人，是中国历史上神秘失踪的一
个族群。 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庄孔韶等专家
考证，距今约4000年前，在湖北长阳境内的
武落钟离山一带， 曾经兴起过一个古代巴
国，长阳县被称为“巴人故里”。 而潘光旦在
湘西双凤村的这次发现，以及前后寻找出的
一系列关联性证据，让他的观点，得到了众
多历史学家的支持和肯定。

曾几何时，摆手堂前红灯高挂、人声鼎
沸，激越的鼓点和“嗬嗬也、嗬也嗬”的开场
咏叹之后，大家异口同声地呼唤：“小小的围
场大大地开，爱玩爱耍的上场来”，一群穿着
民族盛装的土家儿女，围着篝火尽情地舞起
来。 那些拙朴的动作、简单的旋律、直白的唱
词，隐含着土家的起源与迁徙，叙述着英雄
故事，讲传着农事经验，这一切不只是在叙
说这个古老民族久远的文明历史，同时还在
演绎着人类远古的生活图景，展示着土家艺
术的质朴、天真与神秘。

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将摆手
舞传承下去

从远古时代的土家先民的生产生活教
科书，到今天的回望人类童年时期的“活化
石”，从土家部落原始的日常歌舞艺术，到当
代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摆手舞穿越
数千年时光隧道，一路风雨兼程，创造出人
类文明传承的奇迹。

虽然，现代文明的浪潮正以不可思议的
速度席卷全球， 不断挤压着它的生存空间，
但是，当代中国已然知晓文明代代传承的极
端重要性，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程的启动，摆手舞终又赢得了延续传承的契
机。 田仁信说，政府很重视摆手舞传承人，从
2006年开始州里每年给他补助800元， 县里
每年补助200元， 从2008年开始中央每年补
助8000元，对此，他感到非常满足。 他说，摆
手舞只有双凤村跳得最好，作为国家级摆手
舞传承人，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双凤
村的摆手舞传承下去。

在我们的请求下， 田仁信叫上两个同
伴，来到村里摆手堂，为我们跳起了摆手舞。
因为村里再也找不到人打鼓，老人们只好自
己边喊着节拍边跳了：“点、点、点。 ”老人们
苍凉的声音在空旷的摆手堂上空响彻，单调
而寂寞。 老人们已然苍老的容颜和朴素的日
常服装，与古拙的动作相照应，重现着摆手
舞的原生态，眼前的情景把我带到了很久很
久以前：土家祖先披荆斩棘，一路艰辛一路
泪水，一路播种一路收获，来到这块福地停
留了下来， 延续着一代又一代土家儿女，生
生不息无穷无尽……

而今, 田仁信所在的大坝乡已被列入土
家族文化生态保护基地保护范围，双凤村已
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作为湘西土
家族标志性文化符号的摆手舞正薪火相传、
枯木逢春。

双凤摆手
———记土家族摆手舞

国家级传承人田仁信

千年银杏与木王村

张怡华

中南五省的“银杏之王”

这是一棵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银杏树。
本世纪初，一群远道而来的旅行爱好者途经木王村，山坡

边的一棵银杏树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掉落在山边的银杏果也
诱惑着他们的目光。林业专家闻讯对银杏树进行了实地考察，
该树高约42米，胸径达4.79米，树冠覆盖面积有500多平方米，
在方圆数里之外的山坡上就能看到它婆娑的风姿， 专家们将
古树鉴定为中南五省的“银杏之王”。

我的一位骑友得知我又要去木王村，在微信里告诉我，住
在大树下的曾庆焕老师对银杏树很是熟悉，整理过“木王的传
说”。

当我疲惫不堪地骑车来到村里时，是丁酉年深秋。 四年时
间里，我是第四次来，前几次来去匆匆，只是从当地人对银杏
树的顶礼膜拜中，我知道了古树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每次与它
相见，感觉都是一次神秘与神奇的探索，都是一次自然与心灵
的碰撞。 抚摸着银杏树布满皴裂、有些粗糙的树干，有如抚摸
一段深沉的历史，一股令人怦然心惊的感觉油然而生。

山里人清修的禅意，大山
木屋的对联

木王村，位于齐眉界国家森林公园腹地，山高路陡，交通
不便，外面少有人来。 幽静的生态环境，犹如一片隐藏于岁月
深处的世外桃源，古色古香，土得彻底。从池塘垭下山，吊脚楼
或木制楼房掩映在山坳里或竹林中。走近，一股“倚杖柴门外，
临风听暮蝉” 的山风古韵扑面而来， 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脉
搏，能聆听到上苍的呼吸。站在林中，心是自由的。静听寒山泉
水，绿树蝉鸣；坐看山边落日，坳里孤烟。 这里人们专注的神
情，安逸的神态，不正是《归去来辞》里陶渊明的吗？ 不正是山
里人一生清修的禅意吗？

古树四周沿山坡新修了鹅卵石小道， 悬崖边装了木质栏
杆，水泥台阶一直通向山边屋场。飘落的银杏叶儿均匀地洒在
古树四周，就像金黄地毯随意地铺在山坡边。 走在山道上，有
些飘飘然的感觉。仰看树冠如云、杏叶黄透的古树，我在寻思，
这些春日发出新芽， 秋来叶片金黄， 数人才能合围的银杏古
树，与这座大山的过去和现在有哪些联系呢？

水泥铺就的禾场洁净如新。 一位身着咖啡色夹克衫的老
者坐在禾场边小憩，走近，打过招呼，老者姓曾名庆焕，正是黄
浩微信里介绍的曾老师。 曾老师的家是大山里那种很普通的
木房子， 厚重沉实。 门框两侧春节对联还在：“春风送暖驱寒
意，幸福不忘报党恩。 ”多么暖人，像春雪在阳光下就要暖化
了。 走近它，记下。 大山里的木屋，温馨的对联，感恩之情跃于
楹联之中。

从“流家”到“留家”“刘家”

曾庆焕，一个在银杏树下长大的木王村人，肤色黝黑却不
失书生儒雅，从民办教师干起，如今是杜家坪乡九校初中部教
师。 从乡中学到家里有20多公里的路程，要翻越两座大山，平
时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到大山里的家。

坐在曾老师家的堂屋里，话题自然是门前的银杏树。 目光
停留在阳光下照耀的千年银杏，它枝繁叶茂，宛若一团燃烧的
金色火焰，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阳光透过枝枝杈杈，精心地装
扮古树，远远看去，不仅层次分明，而且娇艳富贵。 时值深秋，
蝴蝶不再纷飞，翠绿换为金黄，风起，叶儿飘飘洒洒，犹如金色
的蝴蝶漫天飞舞。

说起银杏树的来历，曾老师有些兴奋。 他告诉我，门前这
棵银杏树，是他祖上从遥远的蒙古高原被迫迁徙南征、初来此
地栽下的，距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 三国时期，北方高原上生
活着一群游牧民族，相传魏王曹操南下攻打吴、蜀，欲征集草
原上的游牧民为先头部队。游牧民头领不愿亲人征伐疆场，但
又畏惧曹操势力，众头领商议决定化整为零，以一家或数家为

基础就地疏散，以保证子民的生存和安全，其中一支契丹游牧
民家庭，颠沛流离辗转来到如今湖南省沅陵县杜家坪乡境内，
这里山高林密，溪水潺潺，土地肥沃，方圆百里渺无人烟。 他们
决定在这里暂时休养生息，并将这里取名为“流家”，即流动的
家。 按照出发时的约定，先人们在住地和距离住地500米的地
方各种下一雌一雄银杏树， 作为将来与故乡亲人联络的标志
或信号。

考古专家说过，银杏树是研究契丹或女真人的“活化石”，
木王村的银杏树或许印证了专家的论断。

这时，曾老师的脸上有些凝重，木王村这支人脉究竟缘于
契丹族还是女真人，族谱上并无文字记载，一切缘自于上辈人
口口相传。 历史本身是一种过程，一种状态。 只有门前这棵银
杏古树，把根深深地扎于大山深处，见证着历史，见证着山村
的前世今生，默默地记录着木王人一路走来的苦辣艰辛。 800
多年后，银杏树已经枝繁叶茂，“流家”的人口增加至60多人，
他们已经熟悉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已经习惯了“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男耕女织的山村生活。 先人们决定不再离开“流家”，
并将“流家”改名为“留家”，他们要在这里永久地生活。 明朝时
期，陆续有外地人在“留家”周边山上居住，其中亦有刘姓，为
了与后来移居的人们和睦相处，先人们又将地名改为“刘家”。

在充满灵性的南方山水
里眺望遥远的北方

山有自己的历史，村有自己的故事。 据说，很久以前村里
一个叫做五斗丘的山顶上，生长着一棵奇特的参天大树，古人
称之为木王树，即万木之王。 木王树高逾百丈，枝干如云，树桠
向四周自然延伸，长度在1000米以上。树桠所经之地，或高山、
或峡谷，煌煌然如一座座碧波荡漾的山峰，捧绿撒翠，从五斗
丘山顶浩浩荡荡涌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场面十分壮观。

往西的一枝最长， 枝尾一直延伸到如今的岩湾组的小溪
边，枝尾距树根有2000多米，因此此溪又叫长枝溪。树枝中部有
个洞，树洞从里往外终年滴水，天长地久，居然在延绵不绝的群
山中滴出了一块约800余亩凹凸不平的盆地。从319国道上的官
庄镇经木王村去杜家坪乡，滳水坪是必经之地。 峡谷中的滴水
坪，古树遮天，浓荫蔽日，静则清心悦目，动则盛气凌人，一派王
者气概。 夏季骑车路过，凉风习习，没有酷暑炎热之感。

向北方的树梢延伸到如今叫做捞溪的地方，“捞”为方言，
即伸手就可触摸到的地方。 北方，是木王村人曾经的家乡，他
们依山而建的吊脚楼依然采用坐北朝南的传统建筑方法，虽
然远离故乡，一个“捞”字，寓意着远方的家依旧在他们心中。

木王树在一次特大暴风雨中轰然倒塌， 滔滔洪水将木王
树冲击到了现在的沅陵县官庄镇新屋场村， 峡谷将木王树阻
隔在一个深水潭里。 因为木王树在此沉没，古人将此地取名为
沉木潭。

传说中的木王树已不复存在， 因木中之王而得名的木王
村仍在沿用，千年银杏依然耸立在雪峰山脉之中，在充满灵性
的南方山水里眺望着遥远的北方，福佑曾姓人家的子子孙孙。

“曾”姓，是否就是女真人“真”字的谐音？ 千年风雨，斗转星移，
当地人已讲不出多少“曾”姓的缘由，只知道他们的根在北方，
他们的祖先是从遥远的蒙古高原迁徙而来。

千年古树经历动荡后的平和

单孔石拱桥， 依偎在青山绿水中， 是峡谷里尚存的古建
筑， 何时修建并无文字记载， 但是青石与青石之间的石灰缝
隙，见证着木王村一路走来的前世今生。 丰水季节，石拱桥倒
映在清澈的溪水里，古风古韵，自成诗意。 潺潺溪水，流淌着山
村的怡人风光，也积淀着木王村厚重的文化底蕴。

木屋、木顶，堂屋和厨房连在一起。 灶台上架起两口大铁
锅，一口用来炒菜，一口用来煮猪食。 灶台边木板墙上的窗口
无遮无拦，竹简传来的山泉流至窗外木制水桶里，叮咚泉水荡
起阵阵浪花，宛如天籁之音。 灶房里生起火，天气晴朗时，烟雾
很快上升，从屋顶木板的缝隙中飘散在空中。

吃过晚饭，天黑了下来。 爱在山中行走的人，在山里谈的也
是山，围坐在火坑边，话题自然是山中的各种趣闻与经历，就像
恋爱中的人总要秀恩爱一样，于是，夜色中的大山便愈发广褒
深沉起来。 骑了一天车，疲倦袭来，使得大家都在火坑边昏昏欲
睡去了。 也许是因为过于兴奋，也许是因为大山的寂静，我横竖
睡不着。 风停了，月亮起来了，月光用另一种色调把短暂陷落于
黑暗的群山照亮。 悄然起身，来到银杏树下，我看月亮，看透过
树叶流泻在岩坎边和禾场上的皎洁月光，然而我花了更多时间
凝视身边的这棵千年古树。 我与古树进行着无声对话，透过枝
桠缝隙洒落下来的斑驳月光，我仿佛看到了千年古树经历动荡
后的平和，读到了心的从容、志的不渝、神的洒脱。 一千多年来，
它雷电不惊，雪雨不动，向世人不屈不挠地展示其博大胸怀。 就
像平稳厚重的大山，笑看云舒云卷，包容世象变幻。

大美不言，可怡情悦性；大美难言，是因为千年银杏是最
好最直观的自然课堂。 四壁峰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
圈点点文章。 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上去看大山里的木王村，木
王村自然需要不断前往，如今山村交通情况有所改善，这个大
山中的自然胜景，自然前途无量。

木王村，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我却知道你的今天。 我
知道，走进新时代的木王人正努力向山外推介着“养在深闺无
人识” 的山村风光。

田
仁
信
在
教
摆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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