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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努瑶铜鼓考察 
——以都安、大化布努瑶为例 

 

张金萍
5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南宁 530006) 

 

摘要：本文通过对位于桂西北地区的都安、大化布努瑶铜鼓的实地考察，介绍了调查点的概况，

描述了当地布努瑶铜鼓的分布、规模，及其命名方式、故事传说、保存方式和使用禁忌、场合，同时

分析了当地在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过程中所遇到的有关铜鼓的保护与传承的问题，这对当前铜鼓文化

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 铜鼓；都安大化；布努瑶 

 

一、前 言 

布努瑶是瑶族众多支系中的第二大支系，与茶山瑶、盘瑶并称为瑶族的三大支系。布努瑶是一个

迁徙的民族，传说其先祖为了躲避部族战争的追杀，曾带领部族子孙从黄河流域迁徙到了金陵和洞庭

湖一带。到了宋末元初时期，住金陵、洞庭湖一带的蓝、蒙、韦、罗四姓布努瑶民才迁到了桂西北地

区，主要居住于都安、大化、巴马三县的大石山区。布努瑶先民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艰苦奋斗之后，终

于在桂西北地区扎了根。随着布努瑶民的迁徙，象征其民族信仰的铜鼓随之传到了桂西北。由此，铜

鼓在布努瑶民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中国学者对铜鼓的研究开始于 20世纪 30年代，如 1933年广西学者刘锡蕃著有《岭表纪蛮》一书，

将他在苗山里见到铜鼓的事件记入了此书中，但当时对铜鼓的研究处在一个相对稚嫩的时期，其研究

方法与手段仍未成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黄增庆发表了《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论文，蒋廷瑜

著《铜鼓史话》、《铜鼓》和《铜鼓艺术研究》，姚舜安、万辅彬、蒋廷瑜著《北流型铜鼓探秘》等，分

别从艺术学、美学与自然科学等角度来对铜鼓进行研究。这些学者是广西铜鼓研究的领头人，开辟了

广西铜鼓研究领域。近年来，学界对广西铜鼓的研究文献数不胜数。在这些文献中，有关广西铜鼓的

研究多是集中在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南丹、天峨等地。韦丹芳的《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广西

天峨县都隆村为例》，对广西天峨县都隆村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做了相关探讨。除此之外，还有刘莉

的硕士论文《白裤瑶铜鼓文化及其变迁研究——以广西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白裤瑶为例》，对南丹里湖

乡怀里村白裤瑶铜鼓的历史、仪式、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韦丹凤的《广西活态铜鼓文

化研究》收集了广西区内各地区活态铜鼓文化资料，走访了南宁、玉林、百色、柳州、北海等城市， 观

察铜鼓文化在广西城市中的发展情况。张东茹的《壮族铜鼓传说的文化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对广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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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河流域的壮族铜鼓传说做了相关研究。黄文富的《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研究》对东兰壮族铜鼓的风俗

习惯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笔者通过考察发现，广西的铜鼓不单只是分布在东兰、南丹等地，在都

安、大化的布努瑶地区也有分布。再者，在有关广西布努瑶的研究中，多是关注布努瑶民族的生计方

式、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社会关系、服饰等方面，如秦红增、唐剑玲的《定居与流动：布努瑶作物、

生计与文化的共变》和《瑶族农民的生计转型调查研究——以广西大化县七百弄布努瑶为例》等，从

人类学的角度对广西大化县布努瑶的生计做了研究；覃主元对广西都安县的布努瑶民间法进行研究，

发表了《布努瑶民间法及其和谐社区秩序的构成——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乡加文村为例》一文。

有关都安、大化两地布努瑶铜鼓的研究却付之阙如。笔者有幸于 2013年 8月份参加《广西瑶学丛书》

的编辑课题而前往广西都安、大化两地针对当地铜鼓的数量、使用情况、保存方式、命名方式及与其

有关的习俗禁忌等基本情况进行考察，分别走访了大化县的雅龙乡、七百弄乡以及都安县文物馆，从

中获得了不少资料与信息。下面笔者把考察所得成果描述如下。  

 

二、调查点概况 

都安、大化均为瑶族自治县，是广西布努瑶主要的两大分布地，共同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

西北的红水河中游地带，属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两县境内为全国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

典型的地区之一，多是丛峰洼地，沟壑纵横，山坳绵延、山路迂回。大化瑶族自治县曾属都安县管辖，

自从 1987年后，大化才从都安划分出来成为自治县。 

都安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一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干淹人”、“九楞山人”

等古人类在都安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据史载，唐虞时代，都安属荆州南徼之

地。商、周时代属百越之地。秦属桂林象郡地。唐朝，安定地域属邕州都督府羁縻思恩州和贺水县地，

都阳地域属邕州都督府田州地，永顺地域属桂州都督府羁縻述昆州地。宋淳化年间设置富安监。明嘉

靖七年，设置安定、都阳两土巡检司。民国 5年 4月成立都安县。1949年 12 月 5 日都安解放。1955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以原都安县 14 个区为基础，将河池县的下坳区、宜山县的三只羊、板岭、

拉仁、加贵区，忻城县的嘉仁区、马山县的龙湾区，平果县的江南、百马区，东兰县的板升区等划入，

成立都安瑶族自治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87年 12月 2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大化瑶族自治县，将

都安的大化、六也、百马、都阳、江南、七百弄、板升、雅龙、棉山等 9 个乡划归大化瑶族自治县管

辖，同时将都安的福龙乡划归宜山县管辖。1991年 7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高岭乡改

为镇建制时，全县计辖 20个乡 2个镇。2002年全县计辖 20个乡 2个镇，247个村民（社区）委员会，

8534个自然屯，7021个村民小组，144703户。2005年，辖 19个乡镇、248个村（社区）、7201个村

民小组，聚居着瑶、壮、苗、毛南、仫佬等 12个民族，总人口 61.46万人，其中壮族占全县人口 73.98%，

瑶族占 21.64%，汉族占 2.55%，苗、毛南、仫佬、回、水等民族占 1.83%。都安县内的瑶族为布努瑶，

根据上述的人口数据得知，布努瑶在都安县属第二大民族，仅次于壮族。大化瑶族自治县原本隶属于

都安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雅龙乡的布努瑶与都安的布努瑶则属同源异支。 

七百弄乡位于大化县的西北部，距大化县城 86公里，属贫困大石山乡，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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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地区，具有世界自然遗产等级。瑶族第二大支系布努瑶世代居住于此，324个原始古朴的瑶寨

分布点缀于洼地底部。因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土归流，官府在该地区设团总局，局以下设七个

村团，每个村团下辖 100多个弄，故得名“七百弄”。其实该乡非止“七百个弄场”。解放后，于 1952

年 3月，设乡建制时，成立七百弄乡，当时归属都安瑶族自治县管辖，1988年，成立大化瑶族自治县后划

归大化瑶族自治县管辖。全乡幅员面积 203平方公里，海拔 800—1000米的峰丘有 5000多座，1300多个

洼地，有 324座原始古朴的瑶寨分布点缀于洼地底部。全乡耕地面积为 12627亩，人均平台地为 0.30亩。

该乡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17.4—19.6摄氏度，年降雨量 1500—1600毫米，雨水多集中于夏季，

干旱明显。农作物以种植玉米为主，间种、套种黄豆、红薯等杂粮，特殊的地形使光照不足，每年只能单

种，土地产出率极低，加上山多石多，耕地少，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农业生产不发达，年人均产粮不足

120公斤，人均纯收入 582.75元，全乡财政收入 20.3万元。全乡设 10个行政村，222个村民小组，总人

口为 15636人，以瑶族为主体民族，瑶族人口为 8686人，全部是布努瑶，占全乡总人口的 55.55%。七百

弄布努瑶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可见当地布努瑶在总人口比例中占了较大的比重。 

雅龙乡位于大化瑶族自治县东部，东与都安瑶族自治县交界，西、南、北三面分别与古河、六也、

镇西三乡相连。乡政府机关所在地位于红日村弄雅山谷中，距县城 61 公里。 从大化县城通往雅龙乡

的公路崎岖难行，公路多数是绕着一座座高山盘旋而行，车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雅龙地处大石山区，

自然条件恶劣，经扶贫攻坚大会战后，村屯级公路纵横交错，水柜星罗棋布，沼气池比比皆是，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观，但相对来讲，该乡村民的生活仍然比较艰苦。 由于雅龙乡地处大石头山区，

自然条件恶劣，乡里经常干旱缺水，村民常年的饮用水主要就是依靠政府帮助修建水柜所蓄的水源。

水柜里的水大多是在平时下雨的时候从山上流下来的水积蓄而成的。另外，在山上有些地方会冒出一

些山泉水，村民把山泉水也引到水柜里储存着，只是泉水的流量非常小。全乡辖 7个村民委员会，202

个村民小组，总面积 1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4520亩，2003年末总人口 15343人。其中，笔者据实

地调查得知，雅龙乡的瑶族为布努瑶，至今仍然保留着布努瑶的传统习俗。 

综上所述，笔者走访的三个调查点，均为布努瑶的居住地，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文化习俗。

当地布努瑶居民对铜鼓的命名、保管以及使用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对都安、大化两县布努瑶铜鼓进行

考察与研究，对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都安、大化布努瑶铜鼓的使用现状 

1.铜鼓的数量 

笔者在对都安、大化两县铜鼓使用情况的考察中，分别到大化的七百弄乡、雅龙乡两个文化站与

都安县文物馆搜集铜鼓的相关资料。在了解都安县所拥有铜鼓的数量及规模时，都安县博物馆周东轮

馆长向笔者讲述都安曾经有多面铜鼓，但由于 1958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展会议，通过《全

党全民为生产 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被掀起了。当时都安村民对铜鼓的信

仰被政府说成迷信，因此很多铜鼓被拿去大炼钢铁。其中有 6 面铜鼓是那时候要用来制作铜钱而保存

下来的。当时很多文物都被破坏得很厉害。到了 1966 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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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

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想，很多是政府说了算。当时都安政府为了破

四旧而把很多铜鼓都破坏掉了。都安的铜鼓属于麻江型铜鼓，1993年都安瑶族自治县文物馆进行第一

次铜鼓下乡调查，当时调查到都安的铜鼓有 16面，其中文物馆有 6面，县文工团与都安瑶族高中各有

一面，其他的都是民间的个人或者宗族拥有。到了 2004年，都安县进行第二次铜鼓调查，铜鼓的数量

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却发现有些人因为制造了新的铜鼓就把原有旧的铜鼓丢弃了。现今都安博物馆

总共已经登记在案的铜鼓有 19面，其中属馆藏的有 6面现保存在河池革命纪念馆，另有 6面铜鼓未被

登记，都安县现有铜鼓 25面。 

另外，大化铜鼓与都安铜鼓一样，许多面用于传世的铜鼓因文革时期“破四旧”的影响而被破坏。

只有少数人家中仍收藏着铜鼓。当前都安、大化两县的布努瑶村民家中仍收藏着一定数量的铜鼓。关

于七百弄乡铜鼓的收藏数量，笔者暂且未能收集到相关信息。表 1 为笔者根据在大化县雅龙乡文化站

的资料室里所搜集到的雅龙乡村民收藏的铜鼓统计资料制成的表格，现将其展示如下。 

表 1：雅龙乡布努瑶村民收藏铜鼓统计表 

村名 队名 收藏者 面数 

镇西村 火上 韦志友 2 

镇西村 火下 韦朝璜 2 

镇西村 巴一 韦建方 2 

镇西村 弄仁 班忠吉 2 

镇西村 弄地 班吉辉 1 

镇西村 弄地 班宝容 2 

镇西村 弄地 班有理 2 

镇西村 仁都 班桂才 1 

镇西村 仁都 班忠良 2 

镇西村 弄噜 班胜宁 2 

镇西村 弄基 班吉斯 1 

镇西村 弄基 班吉寿 1 

竹山村 朝凡 班建农 2 

尤齐村 弄尤 韦振陆 2 

尤齐村 弄好 韦桂荣 2 

盘兔村 弄青 韦建华 1 

胜利村 弄宜 班朝才 2 

红日村 弄益 班朝基 2 

红日村 弄吞 韦秀荣 2 

道德村 弄凡 韦仲刚 1 

温和村 弄喜 韦志分 1 

宏伟村 弄岭 韦锦堂 1 

合计   36 

由上表可得出，当前雅龙乡村民所收藏的铜鼓的数量总共为 36面，其分布特点是主要分布在雅龙

乡镇西村，少数分布于竹山、尤齐、红日、盘兔、道德、胜利、温和、宏伟等村，同时当地收藏有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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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的村民主要以班、韦两姓为主，所收藏的铜鼓数量多为 2面，少数家庭中收藏铜鼓数量为 1面。 

（二）布努瑶铜鼓的命名、传说与使用 

1．布努瑶铜鼓的命名 

都安、大化布努瑶通常将铜鼓区分为公鼓、母鼓，或直接叫“铜鼓”。然而对于公鼓、母鼓的区分

是有一定标准的，一般是按照铜鼓的体积、声音与鼓面的纹路来区分。从体积大小来看，公鼓的体积

比较小，母鼓的体积较大。从声音大小上看，公鼓的声音比较洪亮，母鼓的声音比较低沉。从铜鼓的

纹路来看，公鼓的纹路较少，圈数较少，且中间的那个最大的花纹代表月亮，呈太阳状，母鼓的纹路

较大，圈数较多，中间最大的那个花纹代表太阳，形状比公鼓的大。 

2．布努瑶铜鼓的传说与故事 

（1）铜鼓的故事——鼓龙争斗 

清朝末年，都安龙比屯有一位名叫罗都公的布努瑶老人，住在一间茅草房里，家里很贫寒，日子

过得紧巴巴。但他拥有一件宝贝，一面非常神奇的铜鼓。罗都公为了保护好这面铜鼓，费尽心思。最

后决定用铁链把铜鼓锁在中堂的一根横条上，一来防止坏人盗窃，二来方便节日祭祀。有一天深夜，

下着大雨，锁铜鼓的铁链自动发出嗦嗦响声，声响惊醒了睡梦中的罗都公，罗都公感觉很奇怪，便爬

下床，点上桐油灯，悄悄去照看铜鼓，一看不觉一惊。中堂上锁着的铜鼓不翼而飞，只剩下打开的锁

头和铁链。罗都公顿时嚎啕大哭，大叫大骂：“天杀的啊！哪个强盗这么狠毒，连我这个穷老头唯一的

宝物都不放过。”他在屋里屋外东翻西翻，弄了几个时辰，也未找到铜鼓，他长吁短叹累倒在屋堂上，

对天长叹：“天啊！完了！完了！”。此时，天蒙蒙亮，雨停了，突然当啷的一声震响，罗都公吓了一跳，

往中堂横木上一看，大吃一惊，那宝物——铜鼓已回到原处自动上锁，挂在铁链上，全身沾满湿湿的

黄泥。罗都公惊喜万分，仰天长叹，念念有词：“老天保佑！老天保佑！”他感到好奇纳闷，心想：这

几个时辰，铜鼓到底飞到哪里去了？铜鼓怎么自己开锁飞出又自己飞回锁上？这时天已大亮，罗都公

沿着铜鼓飞回留下泥巴的痕迹，仔细观察，从屋堂开始一直到屋前 300米处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水洞，

当地人常叫“龙洞”，只见原来冒着的水已经退了回去。罗都公恍然大悟，原来铜鼓为了保护村民免受

水灾，飞出去与龙打架争斗，不让龙多喷出水来。从那以后，只要有大雨连接不断，铜鼓就会在深夜

自动飞出与龙洞的龙打架争斗。当雨停后，龙洞水停冒时，铜鼓又自动飞回原处锁上。有一次，铜鼓

飞出与龙搏斗，由于争斗太激烈，铜鼓的一只角（耳）断了。也是自从有了这面神奇的铜鼓，龙比屯

多年来未受到过一次水灾。 

过了多年以后的一天，罗都公住的这间茅草房突然受到水灾，铜鼓为了逃命，飞出来正好撞到屋

前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全身粉碎，撒落在地上。自从失去了这面神奇的铜鼓，龙比屯久不久又受到水

灾，人们非常怀念这面神奇的铜鼓，惊奇于其降龙消灾的功能。也是从那时起，龙比屯的布努瑶民对

铜鼓特别的顶礼膜拜，把铜鼓当作神灵一样看待。 

（2）铸鼓传说——熔童造鼓 

远古时期，布努瑶民为了娱乐，要铸造铜鼓。但是无论选派去造铜鼓的人铸造技术有多高超、铜

矿质量有多好、造出来的铜鼓有多精美，敲打出来的声音总是嗡嗡响，难听极了。有的一敲击马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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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有一次，瑶王又指派一个铸造高手去造铜鼓，并限定一年内一定要造出声音洪亮清明的好铜鼓，

否则铸造人一家全部都要砍头。铸造人全家住在一间木楼里，架起了炉子，熔解铜矿，刻制铜鼓模型，

倒入铜液，制成一面又一面铜鼓。限期将至，铸造人一家愁眉苦脸，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一天深

夜，他们烧起炉子，熔解铜矿，做好制造最后一批铜鼓的准备。炉火正旺，矿熔正滚，突然哎哟一声，

楼上的一个小孩正好落到熔炉里，与铜水混溶了起来。原来铸造人的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孩伏在楼上

护栏上看铸造人熔铜水，由于护栏已腐烂，顶不住小孩的重量而突然断裂，致使小孩落下熔炉里。铸

造人一家悲痛万分，但期限将至，只好化悲痛为力量，将铜水倒进模型里。三天三夜过去了，铸造人

一家在悲痛中度过，在期望中度过。当揭开模盖，拿出铜鼓，试打第一锤时，声传千里，振动八方，

一家人高兴得狂跳起来，一起大喊：“制成了，制成了”。附近的瑶民听到这美妙洪亮的铜鼓声，纷纷

赶来向铸造人祝贺，瑶王为其舍子造鼓的精神所感动，把一大批牛羊赏给了铸造人。从这以后，用一

个头发全黄或全白的孩童放进熔炉制造铜鼓的故事就流传了下来。 

（3）铜鼓管理——卖鼓绝后 

布努瑶为了管理和保护好铜鼓，一般把铜鼓藏在较隐蔽的地方，在家中保管一般是放在米仓里用

米盖上，或者放在屋堂横梁上用铁链锁上。启用或收藏铜鼓时都要备有祭品先进行祭祀仪式。为了不

让铜鼓失传，布努瑶祖宗定下一个严厉的规矩，铜鼓要一代传给一代，当接传时，要把一张桌子放在

露天里，传人现场对天发誓：如果我不保护好铜鼓，拿出去卖，就会断子绝孙，不得好死。然后喝下

血酒敬酒。50年代初，龙比屯有一姓蒙人家，见钱眼开，把祖传下来的一对铜鼓卖出，最后这一家人

子孙绝灭。所以布努瑶家里的铜鼓是不得乱卖的，否则将断子绝孙。 

3.布努瑶铜鼓的保存方式 

铜鼓对于布努瑶村民来说，是他们的祖先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的、可以保佑他们的子子孙

孙能够延续下去的神圣的物品，部分有铜鼓的村民已把铜鼓拿到山上或者山洞去埋了，有的埋在自己

家房屋的附近（宅基地底下），或者埋在床底下，埋铜鼓的确切地点是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村民们把

铜鼓埋起来是为了防盗。而也有些村民的铜鼓虽然已被政府登记在案，但是因为铜鼓对于村民来说非

常重要，是权力、财富的象征，是村民的一种信仰，政府为了尊重村民的意愿，允许村民将铜鼓登记

过后保管在家中，而在村民看来，铜鼓是具有灵气的神物，可以驱邪镇宅，保佑他们家里的人平平安

安，子孙绵延，铜鼓是村民私有的东西。以前，铜鼓在村民当中是属于家族共有的东西，而家族里通

过各家各户轮流来保管铜鼓，这样铜鼓就到了个人的手中。因为个人保管铜鼓的时间长了，慢慢地就

演变成了个人私有。所以在村民的意识观念中一直认为铜鼓是他们自己家私有的东西，不容别人占有。

在都安瑶族村民住的房子里，一般会在房子的正中间设有中堂，中堂上设有祖先的牌位，而有些村民

则把铜鼓供奉在自己家中的中堂上。需要启用铜鼓的时候，必须先拿一些鸡鸭或者猪肉及酒水等来烧

香祭拜铜鼓。因为瑶族村民把铜鼓看作是有灵气的神物，代表着一定意义的神灵，所以一般把铜鼓从

中堂上拿下来的时候不叫拿铜鼓，而叫请铜鼓，也称为请神，意味着征求铜鼓神灵同意后才能启用铜

鼓。在祭拜铜鼓的时候，口中还要念念有词，一般念的内容是向铜鼓说明由于什么原因或者什么事情

而要启用到铜鼓，请铜鼓神灵同意，并保佑一切顺利。但是也有人不懂得如何将铜鼓妥善保管。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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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安布努瑶村民的房子还保存着传统的干栏式建筑，一般房子的底层是养家禽的，第二层才是村民居

住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在第二层的上方还会设置一层放置杂物，这一层只是用一些木头木板构架成的，

他们把铜鼓随意放在那里，木头烂了也不管，或者随意找一个地方放置，没有进行妥善保管。有的村

民把铜鼓放在米桶底下，再在米桶里放米，这样放置铜鼓的寓意是村民认为铜鼓是有灵性的神物，它

也像人那样需要吃饭才能维持灵性，所以村民们便用米来供养铜鼓，使铜鼓的灵性延续下去。 

笔者在走访时还发现，雅龙乡布努瑶村民在收藏铜鼓的时候，一般会把铜鼓安放在瓦房上的木楼

里，有的放在玉米仓里。每一面铜鼓都用铁链锁起来，雅龙乡村民说这是怕铜鼓会飞走。因为在布努

瑶传说曾经有一面铜鼓在半夜的时候飞出门去跟龙打架。原本铜鼓有四只耳朵的，由于铜鼓与龙打架

就掉了两只耳朵，所以现在每一面铜鼓就只有两只耳朵了。 

4.使用情况 

（1）使用禁忌 

不管是请出铜鼓还是收藏铜鼓前，布努瑶民必须设有酒肉烧香祭拜铜鼓，并请来道公念经。在五

月二十九即祝著节的那天，如果乡政府（村民简称乡里）要使用铜鼓，乡里必须给收藏有铜鼓的村民

一点钱，这些钱是给村民拿回去在举行请出或者收藏铜鼓祭拜仪式时购买鸡鸭酒肉祭拜铜鼓所需的费

用。原来铜鼓是不能随便拿出来的，现在改变了。如果有人想看或想触摸铜鼓是可以的，不管男女老

少都可以看，但是其中有一定的禁忌，那就是在观看铜鼓的时候不能敲打它，也不能让它击打出声响

来，需轻轻地放置，否则被视为对铜鼓的不尊重，也是对布努瑶民祖先的不尊重。 

雅龙乡的铜鼓多数只在祝著节的那天才请出来敲打，其他节日有的村民为表庆祝会请出来敲打，

但也是在过隆重的节日时，比如春节。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请出铜鼓来敲打都必须得有酒有肉祭拜才

可以。在走访雅龙乡文化站韦德宁站长时，当笔者提出想要观看铜鼓时，韦站长很爽快地答应了。同

时在韦站长的带领下，笔者有幸到了雅龙乡布努瑶村民班朝基家走访，并观看了该村民所收藏的两面

传世铜鼓。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该村民并不忌讳让外人观看他们家的铜鼓，也无须做仪式来请

铜鼓。由此说明了一点，随着时代的变迁，铜鼓习俗与禁忌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渐发生了改变。 

（2）使用场合 

布努瑶铜鼓的使用，一般在每年的祝著节期间。除此之外，在日常的生活中会有一些仪式也需要

使用铜鼓，如布努瑶的大还愿、小还愿习俗。祝著节也称达努节，“祝著”，瑶语，即五月二十九的意

思。祝著节是以祭祀布努瑶始祖母密洛陀开始的。在布努瑶神话史诗中，布努瑶的始祖密洛陀交待其

后世子孙，在每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九这天要给她补粮，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便成为了布努瑶同胞专门纪

念其始祖母密洛陀的节日。现在，祝著节已经成为布努瑶同胞重大的传统节日。节日的时间不单只是

限定在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而是由农历五月二十五开始到五月二十九结束。事实上，节日到来

前的半个月内甚至是一个月内，各家各户都会酿制美酒准备过节。节日到了每天都要杀鸡鸭或者宰猪

羊祭祀，并邀请亲朋好友来宴饮。最隆重的是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布努瑶民以一个寨子或者几个寨

子为单位，举行打铜鼓、跳铜鼓舞和打陀螺、斗鸡等比赛活动，参加的人很多，场面很热闹。宴饮时，

先由长者诵念《密洛陀》古歌，缅怀密洛陀和九位大神的功德，然后大家再畅饮，唱祝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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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二十九日当天，首先是要举行祭祀密洛陀的仪式，该仪式由道公主持。在祭祀仪式之后就

举行各种祝著节的欢庆活动，比如敲打铜鼓、跳铜鼓舞、斗鸡、打陀螺、三人板鞋等。其中敲打铜鼓

与跳铜鼓舞是连在一起的。在布努瑶民中，由于铜鼓在密洛陀神话史诗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因此被视

为神器而珍藏和使用。每逢重大节日，布努瑶同胞们都要敲打铜鼓，一是娱神，二是娱人。敲打铜鼓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在请出铜鼓之前，布努瑶民必须先拿出酒肉来烧香祭拜它。祭拜的时候，原

本是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讲话的，说明敲打铜鼓的原因，望祖宗不要见怪，请求铜鼓神灵同意，

现在已经不讲究年龄了，年轻人也可以请。布努瑶民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受到祖宗神灵的惩罚。在

祭拜完之后，才可以请出铜鼓，将铜鼓吊起来敲打。最后就是跳铜鼓舞。现在雅龙乡存在两种跳铜鼓

舞的方式，第一种是只需要五个人表演，其中两个人打铜鼓，一人敲皮鼓，一人打铜锣，还有一个人

则手拿一顶草帽在其他四个人中跳舞。第二种是由两个人敲打皮鼓，10个人敲打铜鼓。在铜鼓表演的

人员中，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会敲打的都可以敲打铜鼓。因此，在大化县雅龙乡里也出现了许多布

努瑶女同胞敲打铜鼓参加铜鼓舞的表演。在敲打铜鼓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打法，有许多不同的节奏，

每一种节奏都有不同的规律。原本敲打铜鼓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是现在雅龙乡布努瑶民们已经将

它搬上了艺术表演的舞台，敲打铜鼓与跳铜鼓舞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 

祝著节这一天，按照当地习俗，布努瑶民们要举行祭祀密洛陀的仪式，村民将仪式简称为“开甜

酒”，即请道公来念经，用事先酿好的酒、五色米，以及红鸡蛋等来祭祀密洛陀以及另外的九位大神。

用来祭祀密洛陀的酒必须要干净纯洁，即在酿酒的过程中，村民不得参加各种喜事或者丧事，如孩子

出生满月、有人去世、夫妻不能同房等。另外，倘若有人不幸在五月二十三到五月二十九期间去世了，

那么亲戚朋友或者外姓人，甚至是嫁出去的女儿都不能回来帮忙，只能靠自己家的人。开甜酒仪式完

毕后，用来祭祀的酒不是撒在地上孝敬祖先，而是村民们自己喝掉，意思是得到密洛陀的保佑与福祉。

如果有远方的客人来，村民们会先把酒给客人敬上，以示他们对客人的欢迎。仪式过后，村民们会请

出铜鼓来敲打，并表演铜鼓舞，这一环节引来不少村民与外来游客的观赏。在祝著节那天还会举行一

个仪式，当地村民叫招魂补粮。这个仪式不一定要在五月二十九那天举行，其他时间也可以举行。招

魂补粮，其实是两个仪式。一个是招魂，即村民们认为有人魂魄被吓跑了就必须把它招回来，所以要

举行这样的仪式。另一个是补粮，即补年龄的意思。老人家的年龄在满 60岁以后，每年都要补一次年

龄，好让他健康长寿。 

布努瑶有大还愿与小还愿的仪式。关于大还愿仪式，七百弄乡文化站蓝启明站长向笔者讲述到，

大还愿仪式是布努瑶最大的宗教活动，是孝敬祖宗的一次大仪式，由于家族人生病或磨难太多了，所

以要举行大还愿请密洛陀始祖与各位大神来消灾解难。仪式过程中要杀牛羊来祭祀，所杀的牛羊必须

是最大的。有些人家会每年都举行一次大还愿，有的甚至好几次，有些人一辈子也不搞。以前做大还

愿仪式的时候要敲打铜鼓，并且要敲上三个月，每天至少要敲打一次。做大还愿仪式时，村民可以在

举行活动的场地敲打铜鼓。到了解放后，就取消了这样的习俗。后来慢慢就演变成祝著节敲铜鼓，但

是当时还很少，而且在祝著节敲打铜鼓的时候不能在村庄里敲打，必须到山上去敲。村民的说法是，

村庄里是人居住的地方，人居住的地方充满了各种污秽的东西，把神请到村庄里来不合适，神灵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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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的，不能与人类待在一起，所以必须要到山上去请神。后来一些专家学者来，看见当地村民在祝

著节里有敲打铜鼓的习惯，便将祝著节敲打铜鼓的习俗当作成历史定论。村民们也不在意那么多，祝

著节的时候就纷纷敲打铜鼓了。蓝站长认为，大还愿这个名字是一些专家学者们来规定的，其实并不

太合适，其字面意思与实际习俗的含义并不相符，让人容易产生误解。 

 

四、布努瑶铜鼓的保护与传承 

（一）铜鼓符号的打造利于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随着铜鼓文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当地人民为了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铜鼓在大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铜鼓现已是大化县布努瑶民族的一个文化

符号，它不但体现了布努瑶民对铜鼓这一神器的敬仰与爱护，还寄托了布努瑶民对祖先密洛陀的深厚

情感，具有强大的民族象征意义。当前，大化县文体局门口前建了两个铜鼓形状的建筑，远远望去高

大威武，十分大气。大化县文体局之所以要修建这两面铜鼓在门前，一是因为铜鼓是一种神器，具有

驱邪镇宅的作用；二是为了打造民族文化符号，宣传铜鼓文化，提高铜鼓文化的影响力，发展民族特

色旅游业。另外，笔者还发现在大化县的某一个小广场上做了一个铜鼓形状的溜冰场，这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铜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独具创意，利于宣传铜鼓文化，提高铜鼓文化的影响力。 

（二）民族特色旅游业将铜鼓搬上了艺术的舞台 

现在大化、都安两县为了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不惜把民族传统的宗

教仪式活动当作是文化表演节目一样搬上了文化表演的舞台，传统宗教仪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

代舞台文化的冲击，其宗教信仰功能也在逐渐消退。笔者在走访的过程中得知，七百弄为了发展民族

特色旅游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把布努瑶村民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仪式搬上了艺术的舞台。祝著

节是布努瑶民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每逢这个节日，许多游客或者外地人都会陆续慕名而来。为了吸

引更多的游客，在祝著节当天村民把如“开甜酒”、“招魂补粮”等仪式当作民族特色表演节目表演给

游客们观看。为此，七百弄文化站蓝启明站长讲述到，宗教的东西有时是不能搬上舞台的，请神送神

都是很严肃的事情，现在却拿到舞台上去表演，有的村民认为表演的人会遭到神灵的惩罚。比如现在

祝著节里的开甜酒仪式，本来这个仪式是要在家里供奉神灵的地方举行的，意思是把神灵请到家里来

喝酒，现在人们为了表演，把它拿到外面来举行，而神灵却又还在家里，这是对神灵很大的不尊重。

现在村民们很少去搞这种仪式了，因为他们害怕会遭到神灵的惩罚。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道公去举

行这样的仪式，后来不久就去世了，有的村民就说可能是因为他触犯了禁忌，所以遭到了神灵的惩罚。

民间宗教仪式体现当地的民间信仰，布努瑶的民间信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宗教信仰

是维系一个民族灵魂的重要纽带，是民族精神的寄托……”，重视布努瑶的民间信仰是必要的。在发展

民族旅游业的同时，如何充分尊重当地村民的信仰习俗是当前发展旅游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铜鼓的保护问题 

关于如何更好地保护铜鼓与传承铜鼓文化的问题，不仅是现实生活当中从事铜鼓保护与修复工作

的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从事铜鼓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关心的问题。但是具体该如何更好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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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传世铜鼓及其文化习俗，当前学界议论纷纷。对于铜鼓的保护问题，笔者从都安县文物馆的周

馆长那里了解到，虽然现在政府提倡要保护文物，但是许多村民不理解像铜鼓这样的文物保护的重要

性，因为铜鼓内含大量的铜，又属于重要的文物，有的人为了赚钱或者因为放久了不用就拿去卖掉了。

因此现在都安县所剩的铜鼓也就 20多面。另外，周馆长还提到现在想要到村民家去调查铜鼓是比较困

难的。因为通往有铜鼓的村民家的路况很不好，都是崎岖险要的山路，想要进入村民家非常困难，车

子进不去，需要走上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其次，即使能够走到村民家里，也有可能找不见人。

现在村民大多都外出务工了，很少在家的。再者，就是铜鼓对村民来说，是很神圣的东西，是不能随

便给陌生人看的。所以，很多拥有铜鼓的村民都不太愿意把铜鼓拿出来给人看。其中原因除了他们觉

得铜鼓是件很神圣的东西外，还因为现在铜鼓已归为国家文物，是属于国有的东西，村民担心铜鼓会

被政府收缴了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出土文物为国家所有，传世品属个

人所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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