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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看千年瑶乡变化，助力乡村振兴。8月底至9月初，根据省委宣传部年度工作安排，湖南省文联和

省作协开展了湖南艺术家看千年瑶乡采风创作活动。来自全省的38名文艺家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欣
赏美景，体验民俗，用心感受千年瑶寨的人文历史和时代变化。景色美，民风纯，千年瑶乡脱贫致富
奔小康。本期湘韵选取了几位作家的采风文章，聚焦瑶乡新貌。

罗长江

过山谣

车至千年瑶寨桐冲口，我们一行三十几号人
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往坡上的民宿群走去。

民宿群的主人们，是从本村的另外两处山旮
旯集体搬迁过来的。原来居住的地方交通闭塞，生
产生活条件至为艰难。村干部说，多亏了政策好，
多亏了驻村扶贫的后盾单位省广电厅，真扶贫，扶
真贫，三十多户搬迁对象，如今不住茅屋住洋房、
脱掉草鞋穿皮鞋，终于过上安生日子了。

入夜，看罢村民歌舞表演，回到下榻处，与民
宿主人话家常。

村口第一户人家的女主人，网名叫旭旭，是歌
舞晚会上的活跃分子。女儿在省城上大学，假期回
家来担任歌舞晚会的主持，可见是瑶寨一枝花；念
初中的儿子长得胖乎乎，模样特可爱。村里搞起了
旅游，他们家去年的民宿收入有两万多元。眼看着
旅游形势越来越好，她除了接待客人住宿，正在筹
办一家土菜馆。翌日上午，旭旭果然跑来请我题写

“巧媳妇土菜馆”的招牌，合影留念的时候，笑得灿
烂极了。她的笑，纯真而甜美，给人清水芙蓉的感
觉。

走访另一户赵姓人家，男主人和两个儿子都
过世了，剩下母女俩相依为命。女儿赵凤杰，在县
城上职高，刚刚参加完高考，等录取通知书。小凤
杰的模样，使我突然想起作家叶蔚林的散文《过山
谣》中，那个含着眼泪吟唱“过山谣”的中学生盘细
妹——绿林般沉静，青山般端庄，藤萝似的坚韧。
交谈中，她跟我们聊文学，聊哲学，聊路遥的《人
生》和《平凡的世界》。她准备考上大学后，去参军
当一名女兵。她说无论如何要让妈妈安度幸福的
晚年！一番交谈，让我们强烈感觉到时代的变化与
造化。同为中学生，同为励志青少年，小凤杰身上
依稀可见盘细妹的影子，又有着诸多不同的志趣
与视野了。

夜深了。山寨的月亮好大，好圆。
漫长的岁月里，瑶民像没窠的杜鹃鸟，今年这

山飞，明年那山飞，哼唱“过山谣”向荒山行进，过
着辗转流徙的日子。“过山谣”这样唱：“山过山，一
山更比一山难。铜条拐棍也拄断，铁线草鞋也磨
穿。血泪落在草叶上，大旱三年晒不干。过山瑶啊
山过山，山路几时走得完？”

1949 年以后，“过山瑶”陆续结束了漂泊流
徙，一一定居了下来。但是，大凡自然环境恶劣的
地方，贫穷依然如甩不掉的阴影、拨不开的乌云、
治不好的疾病。多亏了这一轮精准扶贫，易地搬
迁，他们得以唱着新的“过山谣”，合着欢快的脚
步，在新的地方重建家园。

新的“过山谣”这样唱：“山过山，天又高来地
又宽。日子好比甜水酒，新房好比金銮殿。木叶吹
歌彩云飞，唱得青山团团转。瑶家好比金凤凰，展
翅上了九重天！”

盘王大歌

夜空下，一群山民用瑶语演唱《盘王大歌》。扑
面而来苍迈之风、高古之风、悠远之风。

音乐有着跨越语言障碍的神奇功能，懂不懂

瑶语已无关紧要了。随着男人们略带嘶哑却富有
穿透力的吟哦，随着女人们清澈得似要洗亮苍穹
的天籁，聆听者沉浸于创世古歌的骀荡之中……

盘王出世。天地万物。民族源流。部落迁徙。繁
衍生息。

歌里有白发老者的长烟蔸磕红了火塘，磕亮
了天边的星星，从始祖盘瓠那里起根发蒂的一条
河流哗哗流淌；歌里有云中烟火筚路蓝缕；歌里有
叩石垦壤以启山林；歌里有鸟儿自远古衔来珍贵
的谷种，公鸡自黎明喊出悠长的炊烟；歌里有雷声
和劳动号子一同耕作阳春；歌里有月牙轻轻叩响
小女子银光闪闪的耳环；歌里有坐歌堂的女人们
头顶彩色头帕，如同月光下盛开着满坪的鸡冠花；
歌里有法师领着度戒的少年穿过火海，赤脚踩响
的一溜火星如同闪电划亮天际；歌里有盘王节的
热烈通宵达旦，大瑶山的一座座山峰是一面面长
鼓，一条条山溪是一管管竹筒酒，神啊，人啊，踩着
舞步跳也跳不够，端起酒碗喝也喝不够……

我曾在不同场合，聆听过不同民族的史诗与
古歌。

它们的古老，它们的斑驳，它们的千枝万桠盘
根错节，好比一条大河和两岸数不清的支流。

河流的成色好稠，好浓，裹挟着泥土、砂砾、根
须和飘花落叶，汩汩滔滔，元气沛然。河流的成色
好清，好亮，像一棵割开许多口子的漆树流淌着透
明，流啊流到岁月的尽头。

叶蔚林与大瑶山

来江华，不能不想起一个人：作家叶蔚林。
上世纪60年代末，叶蔚林被下放到江华的大

瑶山。艰难的日子磨练了他，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
人生阅历。一经解冻，春回大地，便呈井喷之势，创
作了大量以大瑶山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其中不乏
经典之作。

那没有航标的潇水河：岸边有古老的筒车在
缓缓地旋转不老的光阴，放排的盘老五，光着身子
大大咧咧在木排上行走，使人联想起瑶家火炕上
熏得发亮的腊肉；那蓝蓝的木兰溪：小女子赵双环
站在山冈上像一竿新竹，站在小溪边像一棵水柳，
偶尔戴起红色的盘头帕，就是一株开花的美人蕉；
那菇母山的风情和故事啊是如此迷人；那“过山
谣”的余响啊是如此苍凉与悠远；猎人父女与雪野
白狐，外号“一边倒”的贫协组长大龙，水磨房的夸
西莫多，割草的小梅，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等等，
一个个人物是如此栩栩如生。叶蔚林作品里的大
瑶山，曲尽“楚极边蛮之地”独有的色彩、气息和声
响，曲尽历史与现实的厚重、民族风情的斑斓、各
色人物的生死歌哭。就连茹母山、双河街、乌梅村、
半边渡、百雀街这些地名及掌故，皆是大瑶山特有
的胎记，弥漫着别样风韵和芬芳……

叶蔚林与大瑶山血脉相连，大瑶山是叶蔚林
的文学之根。

他以自己的丰硕成果，创造了一个文学的大
瑶山。作家叶蔚林，已然是“神州瑶都”江华的一张
文化名片，递向世界的面前。

江华人为作家叶蔚林塑了一尊铜像。铜像甚
是逼真，极具叶蔚林之风采、气质与神韵。

永州山水造就了柳宗元，而江华山水造就了
叶蔚林。

奉荣梅

江华瑶族自治县古为楚通百越咽
喉，位于五岭北麓，湘粤桂接壤地，秦
开驿道，明设递铺。我们一行沿着唐
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贬谪之路，一路南
下，到了广东连州境地。然后转县道，
沿着连州西北行二十余公里，即至江
华瑶族自治县境。我这才明白，刘禹
锡当年贬官的连州古城，距离江华瑶
族自治县湘江乡不过百来公里。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在湖南
衡阳与密友柳宗元作别后，赶往连州
赴任刺史。他在连州任上五年，写下

《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莫徭歌》
《蛮子歌》三首诗，记录了瑶族畲田、
围猎、采菱、濯锦、淘金等刀耕火种、
围猎生活与风情。

桐冲口村被称为“千年瑶寨”，文
字根据也源自刘禹锡的这些最初的记
录吧。桐冲口村，坐落在海拔 900 多米
的麻江河冲漕平缓处，据说 1000 多年
前的宋代，过山瑶、八排瑶就在这个
冲漕里游耕，开田垦山，立宅生息，生
发出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

过廊桥入村口，是宽敞的广场夷
勉堂，舞台与三面长廊合围一块宽敞
的坪地，这是寨中还盘王愿、耍火龙、
打长鼓、对歌等民俗活动的场地。沿
着麻江河还蜿蜒着数百米的木构长
廊，修竹掩映着小木屋，原木屋檐与
壁板间缀着大红的灯笼。在冲漕坪地
的吊脚楼后面的山坡上，层层错落着
新建的楼房，白墙青瓦，也颇具民族
特色，这是从四周山里易地搬迁而来
的瑶民新居，共 30 多栋。这些两三层
的 吊 脚 楼 ，都 是 瑶 民 自 家 营 业 的 民
宿。

我夜宿的是瑶家莫姐的民宿。她

家吊脚楼靠近夷勉堂后的坡地，楼底
被三角梅、大丽菊包围着。客房干净
整洁，桌上有一钵盎然的绿萝，茶叶
盛在精致的小瓷罐里。

莫姐家以前住在大山后边的山
上，交通不便，出门就是爬山。乡邻散
居在山间，几家相邻或独户而居，村
户相距数里或数十里，喊得应，走半
天。莫姐和丈夫常年外出打工供养一
双儿女，儿子成年后也外出务工，女
儿还在上大专。在政府与扶贫工作队
的帮助下，她家从山上搬迁至此，近
几年村里发展生态乡村旅游，挂上了

“国家 3A 级景区”的牌子，很多乡邻
开办民宿挣了钱，她今年夏天也回来
尝试开民宿。我入住的时候，另外三
间客房已是客满。

月亮爬上廊桥背后的山岭，夷勉
堂 的 灯 笼 红 亮 亮 的 ，瑶 家 美 食 上 了
桌，长廊中的长龙宴开席了。铺着新
鲜芭蕉叶的瑶家餐桌上，少不了荷叶
米粉肉，少不了“瑶家十八酿”——豆
腐酿、笋子酿、辣椒酿、茄子酿、香菇
酿等等，还有皮脆肉爽透明的瑶家腊
肉，香酥醇美的腌鲊肉，及糯米制成
的各种粑粑。瑶家姑娘成群结队地盛
装出场，手捧瓜箪酒，唱着酒宴曲，盛
酒的几个长把葫芦高低结成长龙，往
客人的嘴里“灌溉”，酒歌唱多久，酒
水就流淌多长，满堂都是笑声欢乐声
混合着酒香。

这祝酒歌不过是接下来的瑶族民
风民俗表演的热身，原生态的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盘王大歌”和“瑶族长
鼓舞”才是重头戏。悠远洪亮的长鼓
声和着音乐声，此起彼伏，汇成奇妙
的乐章，冲击着四周高山的胸膛，又
回落在麻江河谷，空谷回音，余音袅
袅。

唐樱

来自三湘四水的艺术家，从长沙出发，
奔“千年瑶乡”采风。

艺术家们刚下车，一群等候已久的瑶
族姑娘小伙便送上了迎客酒，震山响的长
鼓舞，美丽的瑶族服饰让人惊艳。一碗清洌
的淡酒洗去了一切的疲惫，大家又重新被
点燃了，热情地跟瑶胞们快乐互动起来。

我们抵达的瑶寨是个并不算大的村
寨，名叫桐冲口村。村寨前有风雨桥，清澈
见底的溪流从桥下潺潺流过。溪流沿岸还
修有可遮风避雨的长廊，村路两侧是菜地，
篱笆边偶有几朵开得鲜活的秋花，野生野
长的，泼辣而亮眼。

瑶寨中的民宿很特别，都是主人家住
一楼，二楼的房间给客人住。我入住的这户
主人是一位70后的瑶族阿妹，她边帮着我
们将随行的行李箱送入房间，边满心欢喜

地给我说着自家房子的兴建情况——建民
宿是帮扶脱贫的措施之一，寨民自家出 3
万元，就可以得到一栋两层的小楼作为开
办民宿的用房。愿意开民宿的村民便不必
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可以边开民宿边干
一点农活，生活有了着落，家庭和孩子能同
时照料到。

在房间里拾掇一会，休息一阵，天色就
见晚了，7 点半开始的长桌宴便是瑶寨为
我们摆下的“接风宴”，是为珍贵的客人才
有“长桌宴”。这种长度近百米的长桌宴，是
由一张张四方桌子在空敞的坪地里连接而
成，桌面上铺满了新鲜翠绿的芭蕉叶。这些
能呼吸的有生命的天然桌布马上吸引了众
人的惊喜，瑶家的特色菜往那芭蕉叶上一
摆，更显得青翠欲滴，美食香气袭人，惹得
大家馋虫大动，醇洌的酒水也斟上了，明月
初升，星光乍显，寨子里欢声笑语，瑶家阿
哥阿妹劝酒的歌儿唱起来，拿着长葫芦的

阿哥挨着个儿敬酒，使整个长桌宴气氛达
到了高潮……桐冲口村是典型的过山瑶聚
居村寨，瑶歌、瑶舞、瑶服、瑶食等瑶族文化
保留非常完整，是《盘王大歌》和瑶族长鼓
舞的传承地。

长桌宴后，就观看由寨子里的瑶族同
胞们表演的瑶族歌舞节目。在这歌舞之中，
瑶寨的民风民俗、四时风物，娓娓展开，与
其说瑶民们在表演，还不如说是在诉说、在
表达，他们借歌舞表达这天时地利人和的
时代之喜，表达瑶民勤劳勇敢纯朴之风，表
达国泰民安阖寨幸福之美!

你且看，你且听，你且想，从 7 世纪从
事狩猎及刀耕火种种植至今，这山林之
中天生天养的瑶族同胞们，第一次与全
世界同步了，瑶族同胞们的欢欣鼓舞通
过这歌这舞淋漓尽致地表达着，让我们
也品味到了瑶族艺术之美，真叫人美彻
心扉。

曾冬

桐冲口

时光似乎停留在千年前的一个早
晨。

舞动的长鼓早已安歇，篝火早已熄
灭。村寨被一声朦胧而亲切的鸟语叫醒。
一些咿呀的开门声，从岭南岭北的吊脚
楼传来。

青山依旧静静地卧着。缥缈的薄雾
是件半透明的纱衣，随意地挂在山腰。

麻江河从起起伏伏的峡谷里淌出
来，深情款款地环抱着寨子，不舍离
去。

那个浣纱的瑶家妹子，坐在溪边的
青石上，望着一朵坠落的野花发呆。风撩
起她平平仄仄的心事。她的梦里，是否存
放了昨夜的月光和一个骑马的背影？

早起的阳光像一尘不染的露水，从
瓦檐上清清地流下来，然后轻轻地摔落
在屋前屋后。

远处的田塍上，谁家的母亲轻唤了
一声，炊烟就漫过了山脊。

桐冲口，是一首优美的古诗，隐逸在
湘西南最纯净的角落，让心从此安宁。

我真想拍落一生的风尘，成为一个
荷锄的村人，粗茶淡饭，日出而作，日落
悠归。让青山白云，陪我慢慢变老。

而哪张开启的柴门，可以收留一颗
世俗的灵魂？

涔天河

青箬笠绿蓑衣的渔翁，早已不知去
向。只有那只斑驳的小船，还系在岸边，
安静地等待着主人。

山峦被一场夜雨洗得更加青翠。风
从远处牵来几朵白云，投入了水中。一只
不问世事的白鹭，在水边悠闲地照着镜
子，而后，又悄无声息地飞进了蓝天，只
留下一对模糊的翅膀。

一带清泉翻开大山葱郁的绿衣，从
远处的山间落下。隐隐约约的水声，如梦
境般回响在山谷中，空灵而幽寂。

闪闪躲躲的阳光，在水面上来来回
回地跳跃着，迷惑了一尾过路的小鱼。

今天，涔天河铺在天空下，披着四季
的衣裳，如处子般纯净。那些落花的往
事，早已随春天流走。此刻，天静，山空，
这个初秋的上午，时光终于放慢了匆匆
转动的指针。

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变了！尘世
间的纷纷扰扰，被一条河流洗涤得干干
净净。

涔天河，虽然我只是个过客，却已愿
意做一个渔夫，一生为你停留！

爱情小镇

我来时，风正好从码头上吹过。
而摇橹的瑶家少女，已打着一把薄

薄的油纸伞回了家。空气中只旋绕着一
曲深情的民歌。

我有些恍惚，以为许多年前的某个
午后，一个仗剑天涯的男子，骑一匹白
马，醉眼蒙胧，从石板路上走过。但我还
是很清晰地看到了你的名字：爱情小镇。

我任衣袂飘扬，让风无所顾忌地在
身上围绕。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我不
知道，我握剑的手，是否温暖得如一缕软
软的阳光？

也许，你在等一个人，等了几百年！
我站在小镇的溪边，照见自己的容颜已
开始苍老，却还是，一天天错过。

撑油纸伞的美人，消失在小巷尽头，
成了谁的新娘？码头空寂。唯有起起落落
的阳光，撕下了一个又一个等待的日子；
唯有风，梳过那丝丝杨柳。

或许此生都无法邂逅！我已不再做
那个寻爱的王子，却依然执着地，想要翻
开你每一页的青春岁月。

今夜，我会从一朵月光里，闻到你的
余香吗？

宝镜古村

院门口，层层叠叠的绿又挤满了
一井塘水。一枝大胆的莲，拨开叶片，
扬起一张粉红的脸，羞涩地转向了村
口——那个背着书包的少年，吟着唐
诗的少年，是否已放学回家？

后山上，一泓响泉穿过曲曲折折
的空岩，拾走了季节的喧哗。松林深
处，谁的十指抚过瑶琴？那些跳动的音
符，是一些幽扬的词语，随一阵风跌落
在村边的小溪，惊散了几尾天真无邪
的鱼。

村外，田野已被蛙声催黄。稻穗们
低下头，怀念着阳光和雨水，安静地等
待一把幸福的镰刀。

宴社散去，丰收的酒气飘荡在村
头院尾。夕阳照着一群微醺的影子，往
家的方向踉跄而去。槐阴柳下，谁醉倒
在一束月光下，忘记了归路？

一扇花窗亮了，绣楼里，思春的少
女，呆呆地望着一盏摇曳的灯火，夜夜
夜夜想着心事。

多年后，一匹快马从远方归来，驮
回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怀揣皇榜，却
依然手握书卷。她从一声乡音里，叫出
了他年少时的乳名。

站在宝镜古村，恍如从梦境中醒
来。岁月的浮尘已然散尽，我看见满墙
的青砖上，镌刻着深深浅浅的时光。

醉
美
瑶
乡

吴昕孺

瑶乡行
（组诗）

1.水口，爱情小镇

你不惜再造一个小镇，不惜
引入浩荡的湘江，不惜
让一把四吨重的铜梳差点飞起来
只为了，不轻言那两个字

你不惜藏入南方的大山，不惜
穿上华美的瑶装，跳起
那玉一般作响的朴素歌舞。你不惜将身段
塑造成长鼓，只为了不轻言那两个字

你不惜用翠绿的屏障，把世界
关在外面。不惜用坚贞
而圆润的石子，疗治水的伤口
只为了，不轻言那两个字

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不会
说出那两个字。他们只会凝视
刚刚在山顶冒尖的云彩，惊讶于它
那么快，就变成一轮宁馨的圆满

2.涔天河水库

我曾经住过的那个小镇
如今已在水底
湖面好像一只将我托举在半空的手
我担心它一撤，我就会掉在当初
我住过的朋友家门口

所以它才如此浩淼吧
它在每一道碧波的褶缝里
都稳稳地托住我
让我永远只有上升的机会
而不会坠落

迁移到城市的朋友
开车过来看我
我说，多想去你家看看
他说，好呀，房子比以前宽敞多了
他不懂，为何我的眼角
此刻会挂着涔天湖的一滴水
既晶亮，又混浊

3.宝镜村

马头墙倏忽变成奔驰的马群
你却依然
在历史的尘烟中
留住自身

小姐向虚空抛出的绣球
猛地碎裂成瓣，化作屋前
满塘荷花——以绽放
重温你当年的绚烂

即便长工房里的汗味
还原为一个个壮汉，他们
从生活的夹缝陷入历史的夹缝
穿过一页页尘埃，竖立如门

这世界早已陌生，你收藏的故事
只能在幽静中复活
马蹄得得，叫醒我的耳膜
并一遍遍刷新明丽的山川

4.盘王殿

一只老鼠沿墙角疾行
灰色闪电
携带走向末路的风尘

你坐在对面，非人非神
铜质身躯涂满绿漆
像一个被屡屡使用的形容词
神采奕奕，却又难掩锈迹

门外跳起长鼓舞，扭摆的身姿
窃自穿山而过的河流
一个以你命名的节日
比这座大殿还要不朽

那只老鼠钻进了墙缝
你一直期待它再次出现
可它的消失和你的存在一样长久

江华风
梦里江华

千年瑶寨湘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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