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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布依族铜鼓的调查和研究 
 

庞 玲 

（罗平县文物管理所，罗平 655899） 

 

罗平县位于滇、桂、黔三省区结合部，是云南省布依族的主要聚居区，共有布依族人口 26168人，

占云南省布依族总人口的 70%。罗平布依族主要居住在多依河、黄泥河、块泽河、九龙河、初纳河流域

等河谷地带。他们的民风民俗、文化等与贵州布依族、广西壮族基本相同。布依族重视铜鼓，在布依

族人的生活中，铜鼓一直都是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神圣之物。布依族寨老认为，拥有铜鼓的布依族才算

得上真正拥有本民族文化精魂的家族，所以，布依族对铜鼓十分珍爱。在布依族人民心目中，铜鼓是

财富、权力和团结的象征。布依族有着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铜鼓与布

依族的生产生活、文化传统紧密相联，对研究布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保存现状 

    罗平县境内的布依族铜鼓，在 1984年罗平县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调查发现有传世铜鼓 8面，

分布于 5个布依村寨：长底乡下德沙村、鲁布革乡腊者村和荡碧村 3个村各收藏 2面（一公一母）。尺

寸大的声音高亢，鼓面上太阳纹凹下去的为公鼓（较重）；尺寸小且低音，鼓面上太阳凸出来的为母鼓；

马街镇哈马召村和旧屋基乡戈丫村各收藏 1面。8面铜鼓形体相似，细部略有不同。当时除腊者村的 2

面有破损外，其余的 6 面都保存完好。在罗平县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田野调查时，笔者曾亲

自走访保存有铜鼓的 5个村寨，经调查了解，原存世的 8面铜鼓现仅存 2面，分别为长底乡下德沙村

的 1 面，马街镇哈马召村的 1 面，其他村寨的铜鼓不知什么原因都不知去向，多方调查找不到任何踪

迹。 

布依族铜鼓一般属于村寨集体所有，

存放在村中德高望重的寨老或摩公家里。

也有的属于族人所有，存放在族长家里，

需要时才抬出来。 

长底乡下德沙村的铜鼓现存于下德

沙村长熊政军家，除鼓胸一侧耳附近有一

小洞，鼓面的蟾蜍掉了一只，中心太阳纹

内有 4条细微裂纹（痕）外，整体保存较

完整。平时都是用红布包裹，用铁链双锁

锁住双耳存放在谷物中（图一）。                 图一   长底下德沙铜鼓保管者从谷物中取铜鼓 

马街镇哈马召村的铜鼓现保存在 62岁的布依族李绍民家。由于哈马召村是以彝族为主的村寨，第

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也因此把村中的铜鼓定为彝族铜鼓。但据李绍民之子李克福回忆，他家的铜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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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老祖宗从长底乡布依族、汉族、彝族杂居的大海林村搬迁时一起带来的， “我奶奶说当时老

祖宗家有弟兄五人，分家时大哥俩分得铜鼓 2面（一公一母），小哥仨分得金盘一个。大哥俩背着铜鼓

赶路，大哥在途中不幸病死，安葬大哥后，二哥背着 2面铜鼓来到哈马召村安家，就是我们的老祖祖，

平时 2 面铜鼓用铁链锁着，但怎么也锁不住，常跑去初纳河浑水龙潭和龙打架，一次母鼓不小心耳朵

被卡在龙潭里，从此就再也回不来，公鼓忙着往回赶，可还是没在天亮前赶到家，飞到阿市海子时被

一孕妇看见，孕妇边拍簸箕边大声喊，火老娲来了，火老娲来了……意在告诉大家，注意火灾。铜鼓

听到簸箕声，就落了下来，村里人围观，想抬走，多少人都搬不动，还以为是陷在土里，就用锄头挖，

挖点陷点，没办法。老祖们听到消息后，赶到阿市海子，一看，还真是自家的铜鼓，两人提着鼓耳，

一下就提起来并带回了家。为防止铜鼓外跑，老祖宗们就用妇人家的裙子罩（盖）着铜鼓，从此铜鼓

再也没有往外跑了。奶奶还说，我家的是小鼓，装米永远吃不完，如果是装豆子装不进去，放进去又

自己跑出来……”。这面鼓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由于长期和彝族、汉族杂居，布依族的很多生活习惯

都已被同化，神圣的铜鼓也逐渐被淡忘，一度被当成喂猪的猪食盆丢来滚去，口部已残缺。后来听说

这东西值钱，才把它当宝贝收藏起来，过年时才拿出来敲敲。由此可知，此面铜鼓虽保存在彝族较多

的村寨，但不是彝族铜鼓，而是布依族的传世铜鼓。 

2012初，罗平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再次深入民间走访调查，并在调查中征得不同类型的铜鼓 4面，

虽然这 4面铜鼓的年代较晚，但据收藏者介绍，这几面铜鼓均是仿照其祖传的铜鼓样式做的。 

 

    二、铜鼓的类型 

长底乡德沙村民委员会下德沙村收藏的铜鼓属集体所有。德沙村坐落在罗平县城东约 48千米处的

九龙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德沙”系布依族语，“德”为汉语中的“槽子”，“沙”为“沙田”，汉语译

为“河谷上面有沙田之地”。德沙村民委员会下辖上德沙和下德沙 2个自然村。上德沙坐落在台地上，

下德沙位于台地坡面，距上德沙约 500余米，海拔 1375米。据 2012年人口统计，下德沙村全村有 55

户，218人，均为布依族，有耕地（水稻田）115亩。原 2村各自收藏 1面铜鼓，上德沙所藏为公鼓，

下德沙所藏为母鼓。经调查得知，上德沙所藏的公鼓数年前已流失，不知去向；所见铜鼓实物系下德

沙村收藏的母鼓。 

此铜鼓的鼓胸、鼓腰、鼓足三段分明，鼓

面平整，胸部突出，腰部有 1道凸棱，足部外

侈。鼓面中心为太阳纹，12 芒，光体凸起，

芒间无纹饰。由太阳纹向外共分 8晕，单、双

弦分晕。1、5、8 晕为乳钉纹，2 晕为同心圆

纹，3、4晕为菱形纹，6晕为变形羽人纹，系

主晕纹，7 晕为雷纹。鼓面边沿等距离铸有 4

只蟾蜍，缺失 1只，尚余 3只。头朝向鼓面中

图二 长底下德沙村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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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太阳纹。蟾蜍为实腹，背部有凸起圆斑，每一只斑点均为 9 个，排列规整。蟾蜍采用写实手法和圆

雕技法，体形肥胖，形态逼真。鼓身共分 5晕，其中胸部 2晕，单弦分晕，由上往下，1晕雷纹，2晕

菱形纹。腰部以凸棱分隔。足部 3晕，1晕菱形纹，2晕雷纹，3晕复线 3角纹（亦有称三角垂叶纹）。

两对扁耳上饰麦穗纹。鼓高 28厘米、面径 47.5厘米、足径 46.8厘米、鼓胸最大径 49厘米。属“麻

江型”铜鼓（图二），这是云南滇东地区首次发现这类铜鼓。时代初步推断为麻江型铜鼓中的早期类型。       

马街镇松毛村委会哈马召村收藏的传世铜鼓，属布依族李氏家族所有。哈马召村坐落在罗平县城

北 30.5千米处的山谷黑箐梁子西北麓地带。地理坐标：北纬 25°09′49.7″，东经 104°11′50.4″，

海拔 1794米。“哈马召”系彝语，原名“嘿骂召”，汉语意“嘿”为“水”，“骂”为“兵”，“召”为“南

诏人”，汉语全意为“河边南诏驻兵之地”。据 2012年人口统计，哈马召全村 43户，159人，为汉、彝、

布依族杂居村落，共有耕地 66亩。 

此铜鼓的鼓胸、鼓腰、鼓足三段分明，鼓面平整，胸突出，腰部有 2 道凸棱，足部外侈。鼓面中

心为太阳纹，12芒，光体凸起，芒间无纹饰。由太阳纹向外共分 9晕。3、6、9晕为乳钉纹，1晕为“回”

字纹，2、5、8晕为雷纹，4晕为变形羽人

纹，系主晕纹，7晕为栉纹。鼓身共分 5晕，

其中胸部 2晕。由上往下 1晕乳钉纹，2晕

半圆纹。足部 3晕，1晕菱形纹，2晕雷纹，

3晕复线三角纹。两对扁耳上饰麦穗纹，两

耳间距 9.6 厘米、耳宽 3 厘米。除鼓足有

一缺口和一道裂纹（痕）外，整体保存较

完整。鼓高 26 厘米、面径 50 厘米、足径

46.7 厘米。在分类上此鼓属麻江型铜鼓。

时代初步推断为明代（图三）。 

图三 马街镇哈马召村铜鼓 

    三、铜鼓的使用 

     布依族使用铜鼓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使用铜鼓且有文献记载可追溯到东汉、魏晋时期。《后汉

书 •马援列传》写道:“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这是我国古

代文献对铜鼓的最早记录。东汉魏晋时期有关铜鼓记载，凡是明确提及族称的都与僚有关。裴渊《广

州记》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布依族是骆越、俚僚族系的后

裔。因此，布依族是最早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 

元明清时期，布依族使用铜鼓更为广泛，而且形成一种习俗。《贵州通志》记载：“仲家……以十

二月为岁首，俗尚铜鼓，中空无底，时时击以为娱。土人或掘地得鼓，即张言诸葛武侯所藏者，富者

争购，即百牛不惜也。”《黔苗诗说》云：“补笼风俗未相悬，仲子分支色总妍。独怪残冬寒雪里，齐挝

铜鼓乐新年”。“补笼”为仲家一支，“仲家”即今布依族。 

铜鼓由于声音宏亮，传播较远，古代用作传信工具。据裴渊《广州记》说：住在今两广地区的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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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人，在打仗时是用敲击铜鼓召集部众的。到隋代，情况还是如此。《隋书·地理志》说：俚人“欲相

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在古代布依族（俚僚族）看来，铜鼓既是信号，也是命令，闻之而动，不

可慢怠。尤其是在战争中，其号召力和鼓动力远非别的信物可比。 

除此之外，罗平布依族多把铜鼓视为有灵性之物而为人们所崇拜，往往赋予铜鼓种种神奇的力量，

视之为祭祀祖先、超度亡灵、祈福去邪的神物。祭祀敲击铜鼓由寨老或摩公敲击，旁人不能触动，一

般不能随便敲击。存放时，用红布包着，两耳用链子锁着，存放在谷堆中。 

直到今天，罗平许多布依族村寨仍保留有使用铜鼓的习俗。但不同的村寨，铜鼓的使用方法不尽

相同。据长底乡下德沙村的李登佑、李兴明、田泽禄讲述：“我们村的铜鼓一般保存在有威望，有责任

心，给大家有安全感的人家里，平时用大

链子锁着藏在谷物中，只有老人过世了，

才拿出来使用，其他场合一般都不动用铜

鼓”。铜鼓的具体使用方法是：把铜鼓悬

挂在木架上，两人用鼓锤敲打鼓面，另一

人在后面用一木盆对着鼓底接音，每敲打

三下，盆就向外拉一下，这样鼓声就会传

得更远、更响，重复三次。其意是震天、

震地，通报天神、地神，人间要办丧事了，

告慰亡者，在铜鼓声中灵魂就得到超度升

天（图四）。 

而居住在鲁布革一带的布依族使用铜鼓更为广泛，除寨中老人死时使用铜鼓外，如遇火烧山、农

历五月二卯、有小偷来袭或外来侵略时也使用铜鼓。那么人们是如何从鼓声中辨别是老人死还是村中

遇到紧急情况呢？据舌坡村的摩公何绍忠说：“村中死老人，要告知亲朋好友或寨中人，敲击铜鼓的节

奏较慢，咚……咚……咚三下，接着咚……咚……咚三下，再接着咚……咚……咚三下，大家就知道

是寨中有老人不在了。如果铜鼓声节奏较

快，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中间无间隔，

大家就知道村中有紧急情况，或是火烧

山、或是有外来袭击等等，都会放下手中

的活，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起，共同应对

紧急情况”。               

马街镇哈马召村的布依族在使用铜

鼓时与长底德沙、鲁布革一带又有所不

同，他们是在过节时才使用铜鼓，即每年

的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拿出来使用。据马

街哈马召村的李克福说：“从我记事开始，

图四  长底乡下德沙村村民在敲击铜鼓 

图五 哈马召村李克福俩弟兄在讨论铜鼓十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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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正月初一和正月十五都要把铜鼓抬出来敲打，一是表现节日中欢快愉悦或喜庆丰收的热烈气氛；

二是祝福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保佑全寨平安；三是教习本寨及家族年轻人演奏铜鼓“十二音”（图

五），起到传承和了解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从以上三个不同地域的布依族村寨使用铜鼓的情况来看，作为闻声四集、占有者身份地位标志的

铜鼓已失去它的作用。如今铜鼓只是布依族人们在节日庆典、丧葬仪式等情况中使用的乐器。 

 

    四、与贵州布依铜鼓的比较与研究 

贵州省是布依族的主要聚居地，也是贵州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计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时已有 297万人，居全国少数民族第 10位。贵州有 2个布依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这 2 个自治州是布依族的主要分布区。另外安顺市、六盘水市及贵阳市郊区、

遵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毕节、铜仁等地也有分布
[1]
。云南、四川两省也有布依族分布，数量

不及贵州，而云南的布依族主要分布在罗平，据 2012年统计，布依族有 26168人，人口数量仅次于彝

族，是境内人口位居第二的少数民族。罗平布依族大部分分布在多依河、黄泥河、块泽河、九龙河、

初纳河流域地区。罗平布依族属外来民族，主要是从贵州凯里迁入罗平大寨的王姓，至今已有 200 多

年的历史，从广西迁入的有赵、农、吴、郎等姓。   

布依族是现代仍然保留使用铜鼓习俗的少数民族之一，对比贵州和罗平布依族使用铜鼓的习俗，

可以看出二者的异同。     

贵州历史悠久的布依族村寨几乎都有一面铜鼓，由寨老或族长保存。一般以单姓家族几个家族共

用或以村寨集体保存的形式收藏。铜鼓的来源有的为挖地时发现，有的为购买而来。罗平布依族的铜

鼓一般属于村寨集体所有，存放在寨老或摩公家里，如长底乡下德沙村的铜鼓保存在村长家里，而且

保存方式奇特，平时用红布包好，并用铁链子双锁锁住存放在谷物中。贵州布依族未见此保存方式，

有的村寨将铜鼓保存在老人房，哪家有事都可以敲，如鲁布革乡舌坡村。 

在使用上贵州布依族主要在节日期间，即农历正月和七月，到时将铜鼓悬挂在堂屋中间或村子的

大树上，由寨老、族长或摩公击鼓为乐。《贵州通志》记载：“仲家……岁时击鼓为乐”；丧葬中也使用

铜鼓，老人去世了，在丧葬仪式中要由摩公按照仪式程序先后击铜鼓“十二则”4次，驱魔、除病也使

用铜鼓，小孩生病时父母会带小孩到保存铜鼓的寨老家中，请出铜鼓，口中念“巫词”，事后父母让小

孩摸一下铜鼓，小孩夜里就不会哭了；一些布依族村寨每逢新年，全村 12岁以下的儿童都要到保管铜

鼓的人家给铜鼓拜年，有的拜铜鼓为“干爹”（俗称“保爷”），每年都有七八家带小孩拜铜鼓为“保爷”，

希望铜鼓保佑小孩健康成长，岁岁平安。 

罗平布依族在以下场面使用铜鼓：过大年（春节）、祭老人房（二月二）、祭青苗节（四月保青苗）、

祭山神（三月三）、过周节（端午节）、烧虫节（火把节）。马街镇哈马召村过春节才使用铜鼓，也就是

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才用；长底乡下德沙村只有老人过世时会使用铜鼓；鲁布革乡一带的布依族使用

铜鼓更为广泛，一是节日，即五月二卯时，二卯即布依族过周节，相当于汉族的端午节，敲铜鼓方法

不限制，并且可以讲话；二是丧事时，老人死、小孩死敲法不一样，老人死敲得慢，敲 3次，停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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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紧急情况，如火烧山或小偷进村偷东西，敲的节奏快，连续敲 3次
[1]
。    

比较贵州与罗平布依族使用铜鼓的情况，节日、丧葬时使用铜鼓是共同点，驱魔、除病、拜铜鼓

为“保爷”只有贵州布依族才使用，罗平布依族不流行。罗平布依族在紧急情况、五月二卯使用铜鼓

的情况在贵州布依族中则不见。 

从数量上看，贵州布依族保存至今的铜鼓很多。如 2005年五一节贵州兴义广场举办了大型民族文

化展演——五彩黔西南，其中有一节目为“百人布依铜鼓饶钹五色伞——《祈福》”，节目中所用的 20

面铜鼓都来自兴仁一个县
[2]
，而罗平布依族目前仅有 2面铜鼓。   

贵州布依族现存的铜鼓形制绝大多数为麻江型，少数为灵山型，在贞丰县对门山村中保留着 1 面

灵山型铜鼓，鼓面边沿保存着四组蛙爪痕迹。另外在贵州大方县鸡场乡背座村郭家寨保存着 1 面鼓面

有 3 只蹲蛙的铜鼓（原应有 4 只，其中 1 只已残损）
[3]
。罗平布依族保存的铜鼓也都是麻江型，长底

乡下德沙村收藏的铜鼓鼓面也有 3只立体雕塑，缺失 1只，为 3只蟾蜍，不是蹲蛙。而且下德沙铜鼓 3

只蟾蜍头向均向着鼓面中央太阳纹。贵州大方县背座村郭家寨铜鼓鼓面为青蛙，不是蟾蜍，并且青蛙

的头向为逆时针排列。  

贵州布依族敲击铜鼓是有规律、有调子的，并有鼓谱流传下来，如普定县陇戛寨王氏家族祖传鼓

谱《补陇戛分云》（陇戛铜鼓谱）、普定县哪叭寨廖氏家族传世鼓谱《春节布依族铜鼓娱乐表》（布依族

铜鼓谱），一般是十二段铜鼓曲，即铜鼓十二则。由“喜鹊调”、“散花调”、“祭鼓调”、“祭祖调”、“三

六九调”、“祭祀调”、“喜庆调”等组成，是在庆典、祭祖、祭祀等仪式中表达布依族特性的民族音乐。

例如“祭乐”就有一套传统曲牌，分 12段：祭神调、助战调、灭火调、送葬调、迎客调、丰收调、狂

欢调等。罗平布依族铜鼓没有十二则，也没有鼓谱，只有十二音，是在铜鼓鼓面的不同位置找出的十

二个音。 

 

注释 

[1] 笔者 2013年 9月 26日到鲁布革乡舌坡村调查由何绍忠介绍所得。 

[2] 笔者 2013年 8月 22日到马街镇哈马召村调查时由李克福介绍所得。 

[3] 蒋英.布依族铜鼓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