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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世界最大

的艺术园地：5 万平方

公里的山水洞田；

这里有世界最庞

大的艺术家群体：魔法

师、 设计师、 武师、画

家、歌唱家……

这里有世界上最

纯粹的艺术：不管苦和

痛，不论血和泪，只追

寻快乐和自由———

梅

山

深

处

去花瑶狂野一回

古树、石瀑、梯田、温泉、峡谷、最古拙的

滩头年画、 最艳丽的花瑶姑娘、 最动人的歌

声、最醉人的美酒、最奇异的民俗风情，就在

省会长沙

300

公里之外，何不赶快动身，去狂

野一回？

小帖士： 从长沙上长潭西高速再转潭邵

高速，在周旺出口十字路口直走

10

公里到滩

头古镇，看高腊梅的年画。 然后去隆回县

城，途中有多家休闲山庄可吃午饭，饭后

过汽车总站往西走

1

公里， 岔路口往右

拐往北上

219

省道到金石桥， 然后再

上省道

312

西到小沙江和虎形山。 如

在花瑶的节日坦奈拜 （农历五月十

五在水洞坪举行）、讨僚皈（农历七

月初二至初四在茅坳举行）、讨僚

皈 （农历七月初八至初十在小沙

江镇举行），你更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花瑶景区

花瑶景区是隆回旅游开发的重点， 预计

两年内形成规模，五年内全部建成。花瑶景区

旺溪旅游开发项目（一期）预计今年

11

月底

完成。 崇木凼花瑶古寨、虎形山民族风情园、

大托花瑶古寨等景区建设也正在启动。 连接

AAA

级景区高洲温泉和新化紫鹊界梯田的

金石桥至三拱桥旅游公路水泥路面硬化

11

公里全面完成并已全线畅通。

让古老而神奇的

梅山文化大放异彩

娄底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硕辅

发掘梅山文化，研究梅山文化，保护和开

发梅山文化，是一代代梅山人的执着追求，因

为她时刻激励着大西南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豪

感和认同感。娄底“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

则辰，其北则鼎澧，”正处“梅山居其中”之中；

作为梅山文化的核心区域， 得天独厚地传承

了其中最精华的原生态文化基因和最珍贵的

文化遗产。 历经亿万年形成的亚洲最美的地

质公园梅山龙宫、 秦汉初垦的巍峨壮观的紫

鹊界梯田，渊远流长的巫傩文化、新化武术，

以及闪烁在历史星空的以蒋琬、 曾国藩、魏

源、陈天华、蔡和森等为代表的重量级名人群

体，无不令人震撼。厚重神奇的历史、人文、民

俗，旖旎秀美的自然、山水、田园，巧妙组合成

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伊甸园。 让梅山文化

不再沉睡，让文化资源变成旅游资源，是每一

个梅山子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坚信，大梅

山文化区域的开发有各地政府的携手共建，

协力打造，合作共赢，蚩尤故里一定会变成人

间福地，梅山文化一定会大放异彩。

梅山文化是一种

非常神秘的文化

省委党校课题组 覃正爱 欧阳旭曦

看了

8

月

13

日“湖南印象·旅游副刊”，非

常激动，特别是对省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高扬先“促进湖南旅游中部崛起”的观点深

表赞同。

2008

年

8

月，我们调研发现，娄底市的

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品位甚高，极具开发价值。

旅游完全可以发展成为娄底的新兴支柱产业。

我们建议以曾国藩故居为核心，把曾氏八大堂

恢复起来，体现独一无二的“乡间侯府”气派，

另外，建成一个品位高的“曾国藩文化园”。

梅山文化是一种非常神秘的文化，梅山

山歌、傩戏，原始古朴，可以让游客学会唱山

歌、学会演傩戏、学会在梯田里进行耕种。 特

别是梯田面积小， 很适合城市一个家庭进行

田间耕作，形式以挂牌租赁或义务劳动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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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自驾

·旅 游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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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 梅山文化区域

特 点 无人不唱，无处不闻

没有一个地方有梅山人的歌多， 没有

一个地方有梅山人的情浓。

“呜……嗬嗬，嗨……嗬！ 毛山毛树锯

毛板，毛钉毛货毛板船，河水一发人上劲，

四根桡橹闯江天，……嗨……嗬……！ ”这

是资水河上水手唱的《资水滩歌》，湖南湘

资沅澧四条河， 只有资水河的水手敢驾几

根松木拼成的毛板船，坦坦荡荡乘风御浪，

不怕撞个船毁人亡。

“板栗子开花一根线， 去年想你到今

年， 去年想你犹小可， 今年想你忘插田”；

“郎在高山打鸟玩， 妹在河心洗韭菜。 郎

要韭菜拿几把， 要想攀花夜里来”。 这是

梅山地区姑娘对小伙唱的情歌， 是那么的

热烈火辣直白， 没有婉转的旋律， 就在弯

弯的山道上， 在盘旋的梯田边， 从心里喊

出来， 句句落到情郎心里。 这样的情歌有

几百上千首。 有一首叫 《三郎和二姐》 的

叙事情歌长

600

多行， 可与广西的 《刘三

姐》 媲美。

梅山人从来不喊苦和痛， 但梅山人要

唱歌。

在山坡上开荒要敲起锣鼓， 由一人领

唱，众人合唱。 田里插秧要唱《插秧歌》，上

山采茶要唱《采茶歌》，喝酒要唱起《酒歌》

（听说这酒歌曾有

3000

多行）， 还有寿歌、

丧歌、孝歌……

一路行来， 隐在山水洞田深处的梅山

人越来越清晰地立在我面前。 他们信仰那

诡异的巫傩，是因为崇拜自然。他们练那样

自虐的武术，因为要征服自然。他们誓死都

要穿最艳丽的服饰， 因为要保留自己族群

和爱美的尊严。

为什么梅山人爱唱歌？ 因为他们要唱

给山听，要唱给河听，唱给万千孤独的自己

听。为什么滩头人要画猫鼠同图的年画？因

为他们渴望万物和谐共处。 为什么梅山人

流血牺牲一退再退也绝不屈服？ 因为他们

只要一个自己的桃花源， 只要那快乐和自

由的艺术人生！而省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

组长高扬先说得好， 他们的艺术人生将成

就体验旅游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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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 隆回虎形山大托瑶寨

特 点 艳丽、火辣、随手绣来

从没见过这样的

T

形台。 青山在雾中时

隐时现，千年古树环抱着鸡叫鸟鸣的瑶寨，一

幕高约

400

米、宽约

1

公里的石瀑从天而降。

当集模特和设计师为一身的花瑶姑娘出场，那

艳丽的色彩晃得人差点站立不住。 她们头顶硕

大的红黄花纹形似斗笠的花头巾， 身上是或蓝

或绿的花衫， 花衫上套着花的马甲， 裙子是花

的，鞋子是花的，腰带是花的。红黄蓝绿，成就天

地间万众瞩目的一抹艳丽， 如开在高山上的花

儿朵朵，美得令人窒息。 但如果你平心静气，仔

细观察她们的挑花裹裙， 才能见识到被列为国

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瑶挑花的不凡。 那

上面的图案，树木花草、飞禽走兽、人物生活、古

老的传说，应有尽有，说出来吓你一跳，光龙蛇

的造型就有一百多种。 而这些都是她们随手挑

来，并不需画图打样。

“世上的美酒万万千，哪有瑶乡米酒甜，手

捧竹筒咕一口，留在心窝甜三年”……当七彩的

模特捧着美酒向你飘过来，你应该早就醉了吧。

妙手的时装设计师：裁了彩虹来做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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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 隆回县虎形山

特 点 男人女人被青春撞了腰

不知最初给花瑶人设计婚礼的是谁， 据

隆回县旅游局局长罗海波的介绍， 这人能得

到个创意大奖。 他安排能言善辩、 见多识广

的媒公给姑娘小伙牵线， 媒公则手拿一把打

不开的红油纸伞去提亲， 如果结成了对， 媒

公不仅得不到皮鞋， 在婚礼举行的那天， 还

会被新娘的姐妹追着用烂泥巴糊个满脸满身，

落荒而逃。 因为都是这讨厌的媒公骗走了新

娘。 可怜的媒公， 那几担黑糊糊的稀泥还是他

亲自到冰冷的水田里挑来的。

戏弄完了媒公 ， 在夜晚的篝火晚会上 ，

姑娘们就亮开嗓子挑逗小伙： 一枝好花在高

崖……十八哥呃， 变只老鼠溜过来 ！ 一唱一

接， 如果小伙接不上了， 就会被几个姑娘按

倒搜身 ， 如果身无分文， 姑娘们就会把红红

的柴火灰塞进他的裤裆， 谓之 “炒茅李壳”，

直到小伙跪地求饶才肯作罢。 此时， 板凳都

被男人们坐了。 女人们就一个个跨坐在男人

的双腿上， 开始 “打滔”。 起初是慢慢地往右

边移， 越移越快， 姑娘的屁股越顿越高， 男

人们的双腿开始发麻发软， 瘫倒了的， 被拖

起来再狠狠地顿几下 。 “嗬

-

嗬 ！ ” “嗬

-

嗬！” 女人们越滔越起劲， 越顿越过瘾， 头巾

掉落了， 汗水湿透了， 还不肯停 。 而此时的

新娘， 却入不了洞房， 只能坐在堂屋的冷板

凳上， 不吃不喝， 聆听外面的 “打滔” 狂欢。

洞房里也还见不着嫁妆， 得等她生了孩子去

娘家报喜时才能送来。

狂野的婚礼策划师：“打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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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 新化

特 点 打不还手

都说梅山人武功高强， 比如某某用一条

澡巾打翻十八个壮汉， 某某穿上铜钱串成的

衣服爬梯上房， 脱下衣服可以飞檐走壁。 传

得很神，你也许不信，但全国武术冠军来新化

比武的故事却是千真万确。

2006

年

5

月，全国大学生武术冠军邵伟

南下以武会友，在新化凳子还没坐稳，身边一

个闷声抽烟的老汉，突然拿起手里的长烟斗，

呼呼呼地就舞了一套烟斗拳， 烟斗的铁嘴几

乎直达邵伟的咽喉。 又一个貌不惊人的中

年汉子，随手操起屁股下的板凳，舞得

眼花缭乱，让人纷纷退避。 邵伟没想到，梅山人

可以把生活用具随手变成武术的兵器。

更让邵伟大吃一惊的是， 在人山人海的新

化群众比武大会上，他轻松赢了好几个人，但不

管用何种狠辣的拳脚， 梅山武师晏西征都如一

尊铁塔屹立不倒。 邵伟从没见过这种打不还手

的武术门派， 对梅山武术佩服得五体投地，最

后，依梅山人的规矩，举行了虔诚的拜师仪式。

邵伟终于知道，梅山武功至少有

2000

年的

历史 （在安化梅城， 武庙和文庙稀有地立在一

起），梅山人练武最初只是因环境所迫，因为居

住的梅山地区，山高林密虎狼出没，梅山人用大

米、黄豆、水瓢、砖块、石辗、铁叉、钉耙来练武，

最初练的竟是挨打的承受力，乡人叫“铁牛术”，

类似少林的金钟罩或铁布衫， 用以对付山上的

荆棘和猛兽。 因此他们的拳谱上记载的黑虎下

山拳和猛虎坐堂拳，都蹲得很低，是模仿老虎扑

来时的高度。

而现今，新化有

20

余家武术馆，全县四分

之一的人会武术，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

彪悍的武师：全国武术冠军撼不动的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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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 隆回县滩头镇

特 点 造型夸张，色彩

浓烈

一条石板街往前走，两

边老旧斑驳的门扉上都贴着

艳丽的门神， 这是滩头镇到

了。

300

年的岁月催老了小

镇，但年神却年年总是新的。

76

岁的滩头年画

传承人高腊梅的家就在这条街上。 扶着吱呀作

响的楼梯上去，作坊简单得有些寒酸。但不知有

多少外国人万里迢迢来到这里， 就为了看高腊

梅亲手作一张年画。

滩头年画自有其挡不住的魅力。 鼎盛时期

年销量达到

2000

万张，通过一条崎岖蜿蜒的古

驿道，畅销贵州、云南、四川及东南亚一带。不说

它夸张古朴的造型， 艳丽火辣的色彩和它独特

的开脸功夫，单说它的纸就属世界上独一无二，

原来是镇上自产的土纸， 还充当过姑娘媳妇擦

脸的粉纸呢！ 现如今， 滩头年画被列入国家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滩头镇也被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绘画之乡”。

滩头年画最有名的要数《老鼠娶亲》图，曾

被鲁迅先生挂在床头。 那送礼的、 鸣金吹喇叭

的、 抬轿打彩的尖腮细腿的老鼠有幸在先生的

书里复活， 一同作伴的还有右下角那只来送亲

的温顺的猫。在滩头人的心里，猫和老鼠礼尚往

来，友好和谐地相处着。

原生态的歌唱家： 滩歌、酒歌、情歌……

天真的画家：老鼠嫁女，猫来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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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滩头年画） 刘启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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