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沙江畔,纳西农人守护山地文化系统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存智慧

Stories of 3 Naxi Villages Along Yangtze River

Linking Ancient Naxi Wisdom with Scientific Knowledge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is brochure tells us stories of three Naxi (Moso) mountain villages located 
along Jinsha River valley i.e. Stone Village, Wumu and Youmi villages. The three 
unique Naxi villages’ bits and pieces ar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dictation, 
pictures and texts by the villagers illustrating some common human and nature 
features of indigenous mountain communities globally. Through the villagers’ 
life story telling and women farmers’ everyday life with food preparation, 
seed selection and farming, the booklet reflects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e 
and spirits embedded in resili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surviving wisdoms in 
adapting all changes and safeguard their bio-culture territories and hometown 
for generations. 

The three Naxi villages, originated in same Naxi culture and Dongba religion, 
feature different Naxi wisdoms and aspects in adaptation process. In Stone 
Village, farmers have connected traditional mountain farming knowledge 
system to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in seed sel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for bio-culture and eco-system adaptation. In 
Wumu Village, the ancient terrace rice farming with irrigation system has 
formed a“sponge”resilient farming system highly adaptable to climate change. 
In Youmi Village, the Dongba culture and belief anchor the hearts of Youmians 
and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upporting everyday life and governing community 
spiritually.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se villagers are crucial for waking up self-
confidence for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is is significant for 
address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villagers 
and storytellers wish to bring everyone enlightenment and hope through 
sharing their warm memories, positive experience and eager anticipation with 
the world. Let us work together towards a beautiful future of Nature and 
Human in harmony!

Mountain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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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西藏在线 http://p.tibetol.cn/uploadfile/2013/0325/20130325112651719.jpg

序言

位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之间的滇西北山区是全球景观类型、生态系统

类型和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滇西北的金沙江流域不但是生物多样性

的热点区域，也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聚集地，游历过“三江并流”世界自然

遗产和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人们一定都惊叹于这里大自然的壮丽气魄和多

民族文化的渊源流长，在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笔下这个“被遗忘

的王国”已成为当代都市人的“诗和远方”。

在社会经济急剧变迁和气候变化波动的当今社会，山地系统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山地系统为世界一半的人口提供水源，是众多族群文化的发源地和聚

集地，维持着丰富的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保障这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主体

就是生活于此的山地族群及其社区，他们守护着山地地区的生态文化系统，在

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延续着人类文明的火种。

而如今，金沙江中游数座梯级大坝屹立于大江之上，往日奔腾咆哮的江

声只能在山民的记忆中回响。与金沙江一同沉寂的还有在这干热河谷居住和耕

作的纳西山民，他们正面临社会经济变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困境。

“三江并流”及三个纳西村庄所在区域 
Three Parallel Rivers Area and the Locations of Three Naxi Villages

introduction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纳西族/13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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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城村、吾木村和油米村在金沙江流域的位置
Three Naxi Villages Distributed Along the Jinsha River Watershed

我们需要知道，勤劳和睿智的纳西族群是金沙江畔山地生态系统的重要守护

者。沿金沙江耕作定居的纳西山民在适应干热河谷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非凡、高

效的山地农耕体系，也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东巴文化和信仰。这一坚韧和富有活

力的农耕文化系统，不仅在纳西人恒常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不确定年代，也让纳西人能够自信地应对来自

外部的冲击和挑战。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参与式行动研究团队于2013年邂逅石头城村，

以农家品种和传统知识保育为切入点，和村民一道共同探索传统生态文化复育与

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认同逐渐回归和觉醒。2015

年，在石头城村领头人木文川的倡议下，石头城村联合位于金沙江流域上游的油

米村和下游的吾木村，三个纳西古村落自愿形成纳西三村文化聚落和交流网络，

三村村民通过文化自信和联合的力量活化山地农耕文化系统。三村村民回忆着昨

日温暖的时光，梳理着本已模糊的往事，意在传承创新中砥砺前行。

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庆忠教授长期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实践，在

他看来，“不断被激活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是村民在重温过往生活，但其实质

是村民以文化记忆应对现实处境的生存智慧。”这个纳西三村小册子，就是这些

生存智慧的结晶，是村民参与描绘自己村庄形态和梳理本民族文化根基的成果，

是纳西人自己对本民族古老智慧沉淀的挖掘，也是纳西人从历史深处走向外部世

界建立文化自信的必要过程。



油米村
的东巴文化和精神信仰在纳西三村中保留最为完整，更值得称道的

是村内目前有 8 名东巴可以主持祭祀仪式，承担着为村民服务的责

任。在油米村，每户人家都必须由所在家族专属的东巴来负责祭祀仪式，东巴掌管

着各自家族成员的生、老、病、死等一系列仪式。对油米人而言，东巴能够连接人

与“神灵”的世界，东巴文化传统的恢复和传承所守护的不仅是油米人的心灵家园，

也是族群持久发展的信仰支撑。

石头城村
是较早进入定居农耕的纳西村落。1300 多年前，石头城人设

计了令人惊叹的“明沟暗渠”系统，这一灌溉系统与梯田相

得益彰并沿用至今，滋养着 220 多户纳西人家。构思精巧的灌溉系统、错落有致的

梯田景观加上管理有序的水轮制度，保障着一代又一代石头城人的生计。纵使当前

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加剧，石头城仍能通过山地农耕系统在高效、可持续地开垦每

一寸土地的同时守护着这方水土。祖辈留传至今的农耕文化遗产是石头城发展的归

宿，也是石头城重新出发的起点。如今，村民参与保种、选种、育种已成为石头城

发展故事里的亮点，村民一边走出大山展示文化自信，一边引进种子和现代科技智

慧，饱含地方传统知识的山地农业文化系统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让石头城人能够更

加从容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

吾木村
有着与石头城村相似的农耕方式，但缺水的现实要求村民可能充分

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尽管没有“明沟暗渠”，但吾木人以水潭、水

塘等梯级蓄水的方式创造了能够集约利用水资源的山地“海绵”系统，这与石头城

的“明沟暗渠”系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吾木村还保留有二十多个修建于明

清时期的传统粮仓。粮仓除了具有防潮、防鼠和防盗等基本功能，每年的收获季节

还要在粮仓里举行祭谷神仪式，除了传承远古的原始农耕崇拜仪式也展示村落的富

庶，粮仓已成为吾木重要的农耕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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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的三个村庄从不同角度给我们以启迪，石头城村以传统山地农耕知识

系统对接科学知识体系走出小农创新之路、吾木村以梯田灌溉体系为基础的农耕是

一种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海绵”耕作系统，油米村东巴文化和信仰在村民心中举

足轻重的分量，以及在维系持久生计与村庄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都是对“天人合一”

可持续发展的阐释！ 

我们和石头城、吾木和油米的村民一道以口述、图片和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村庄

的点点滴滴，通过图文并茂的山村故事告诉大家，偏居金沙江一隅的纳西山村饱含

独具特色的活态资源和丰富多样的地方生存智慧，这些流淌千年的山地农耕经验和

知识饱含民族文化基因，能帮助我们恢复文化自信，回应当今急需面对的生物多样

性消失、食品安全危机和乡村凋零等问题。山村故事期待以村民的温暖回忆、亲身

经历和热切期望给世人以启示和希望，携手迈向“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的美好明天！

农耕知识

纳西文化

传承与创新
我们的村

家 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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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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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梯田与石头城 Jinsha River, Terrace and Stone Village

1300 多年前，一支古羌族人从青海、甘肃一直迁徙到永宁。我们先民本是游牧部落，为求生

存顺着无量河南下，在三江口一带渡过金沙江，一路打猎来到了现在宝山行政村长丰一组的“太

子关”——“阿爽罗 A Sha Luo”。在阿爽罗可以将周边的大山尽收眼底，坐在这个地方就可以

看到哪些动物在什么地方跑来跑去，它们可以最准确地捕猎到这些东西。

慢慢地，我们先民来到了石头城，选择在石头城山洞里面居住，同时在山洞里修建简易的围

墙，这样既可以防御野兽，又可以针对性地捕杀猎物。六十年后，只有一些野生植物被驯化，主

要还是依靠一路上带来的牲口和种子，以游牧游耕、狩猎打渔为生。

或许是野生动物的威胁慢慢减少，先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这时也已繁衍生息，居住在石

头山洞里也觉得有些不便。公元 1240 年前后，先民们逐渐从山洞中搬出来，开始在石头上建造房

子。石头城人的繁衍生息成就了石头城如今的模样，村子主要有四大姓氏（木氏、大和氏、小和氏、

李氏）、六个村民小组和二百二十户人家，其中 98% 都是纳西族。

我们从哪儿来？

我们
是谁

Who 
Are

 We?
Where are we from? 



图 / 梁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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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石头城村用纳西话叫“拉伯鲁盘坞”，是“宝山白石寨”的意思，位于距丽江

市城北 128 公里的金沙江峡谷中，坐落在一座独立的蘑菇状巨石之上。石头城一面石坡直

插金沙江，仅有东西两座城门可供出入，城内屋舍错落有致，上下巷道上的台阶藏在其

中。先人们辟岩建屋，用坡面做石墙，房屋柱石和房沿石均随势琢成，两三栋高低错落的

房屋围聚一方小院，家连着家，比邻而居，古朴自然，是我们石头城人自豪的安居之地。

公元1253年，元太子忽必烈南征大理国，中路军经四川过大渡河挥师南下，分别在“木古渡”

和“续渡过”乘羊皮革囊和筏子横渡金沙江，渡江过来的元军就驻扎在石头城，昆明大观楼长联

中的“革囊元跨”，其典故就出于此。

我们在哪儿？

Where are we now?

远眺石头城 Overlooking the Ston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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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城梯田
Stone Village Ter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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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聪明的纳西先民定居在这里后，依靠石头城周边相对较好的土质，以及相对平缓

和有水源的地方，驯化了一些石头城的植物，同时也栽种一路上带来的种子，不断繁衍生

息。元朝以前，大的梯田还没有形成，先人在周边开辟土地，修筑石级梯田，有水也有田，

这也是忽必烈率军选择在此休整的一个原因吧。此后，和氏家族兴修水利，将大股山泉水

引到石头城，木氏家族根据地势垒石成梯，水利设施成为我们靠田为生的命脉。当时，先

人们修筑水渠梯田产生了一点争执，经过协商，杀了一头牛吃了一顿饭，调解了族群之间

的争议，这也是水源地被称为“俄泽开美”（E Zei Kai Mei）的由来。先人留下来的水渠

梯田真正做到了田有多高水渠就有多长的具有石头城特色的自然景观。

我们的生活环境

Our Living Environment

图 / 田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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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错落有致的梯田，加上祖先创造的明沟暗

渠，和不断驯化适应、选择改良的各类种子，让我

们宝山石头城周围这一片本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金

浪翻滚的粮仓。梯田一年两熟，春播夏收，夏收后

有一段时间雨水充足，该套种的套种。我们石头城

人不休息，梯田也不休息，把这些梯田和水利的作

用发挥地淋漓尽致，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

用。在干热河谷气候下，我们在梯田上种植青稞、

荞麦、高粱、水稻、小麦和玉米，形成了层层梯田

环绕蘑菇巨石的壮丽景色。小春大春，五月麦熟，

十月稻香，碧绿金黄的麦海稻浪托举着巨轮般的石

头城，是最美的季节。

我们这的梯田还有独门秘籍，那就是先人们

修建水渠时留下来的别具一格的自流灌溉系统——

明沟暗渠。这套系统不是上田满了流下田，而是在

每块田的底下都修有暗渠，形成一条由暗渠和水口

组成的浇灌网络，堵住暗渠口，水便会流灌整块田

地，满水后打开暗渠口，再堵上灌田水口，水由暗

渠流下，便可浇灌下层田块，不会产生夺肥现象，

还大大节省了水渠的占地面积，这种独创的梯田灌

溉系统设计充分显示出了我们石头城纳西先民的聪

明才智。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王彤



图 / 梁海梅

三朵

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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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纳西文化

我们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演绎了一段段

纳西民族的历史传奇，发明了自已的东巴文字，创

作了民族歌舞文化和婚丧嫁娶等各种习俗礼仪。我

们纳西族信仰东巴教，在我们眼里东巴是智者的化

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时村民有病有灾，哪

怕是六畜有病都会请东巴来念经祈祷去除病痛！每

逢过年过节，每家每户烧香念经，寄托哀思；每逢

遇到干旱灾情，村民们都会进行求雨祭天。纳西东

巴象形文字中的两部珍贵经书《养马卖马》和《买

卖寿岁》也产生在我们宝山石头城。这是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现！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创造了独特的纳西节庆文

化，除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国家法定节假

日外，也有一些具有纳西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

纳西
传统节日

东巴正在念经 Dongba Was Chanting

Naxi Culture 

Naxi 
Festivals 

图 / 田秘林



图 / 庄淯棻

图 / 庄淯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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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头

城

杀猪节里男人们杀猪 Killing Pigs for Celebration of Fall Harvest

 女人们制作米灌肠 Making Local Sausage

Celebration of Fall Harvest



图 / 梁海梅

图 / 梁海梅

 老人们齐聚石头城祭天场 Old People Gathered on Square

 用小种猪敬献龙王 Worship to Dragon King with a Small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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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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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地里浇水的和善豪会长 

Shanhao He was Watering His Vegetable Garden

村里的老人去逝后，一般会请和善豪会长书写

神位和路幡，让逝者尽快到达极乐世界。重阳节是

村里老年人的一次大聚会，所有老年协会的会员聚

集在宝山州府原址，聊天、打跳、打牌，从早到晚

一整天的所有活动都由协会骨干成员来安排。    

我们石头城求雨仪式的恢复得益于老年协会，现在的求

雨仪式仍然继承了古代求雨的基本做法：每年阴历五月以后

属龙或是属蛇（本地十二属相纪日）的日子，才可以举行求

雨活动，五月以前是不能求雨的。

石头城村老年协会会长和善豪说：“从我记事起，石头

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事物层出

不穷，但老庄稼和习俗也慢慢地消失了 ......”

老年协会是在 1995 年成立的，村里老人过了

60 岁都是老年协会的会员，成立 23 年的老年协会

一直坚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原则，特别重

视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承工作。祭天和求雨

仪式地恢复就是老年协会努力的成果。   

图 / 田秘林石头城村老年协会会长和善豪 Shanhao He,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Elderly in Stone Village

图 / 田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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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协会 求雨

老 有 所 为，
老有所乐

祭天

重阳节相聚宝山州府原址 Old People Gathered to Celebrate （上图）

和善豪老人在祭天场主持活动 Shanhao He led Old People in Local Festival（左下图）

老人们准备当天的午饭 Elders Preparing Launch（右下图）

图 /梁海梅、田秘林



图 / 田秘林18



The 22nd Anniversary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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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协会成立 22 周年合影留念



石头城村早在生产队时期就积极响应“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在各生产队组建文艺宣传队，

并经常组织村民文艺汇演，同时还负责整理和挖掘传统

的民间文艺如栽秧调、谷气、三月唱等。

经济发展大潮一度让广场打跳悄然退场，近年来，

在妇女文艺骨干李瑞珍（以下简称瑞珍）的带领下我们

重组了 13 人的妇女文艺队，向村里长者学习传统纳西

歌舞，整理古老的纳西调子，排练民族特色的节目，多

次参加市县组织的活动，在电视和手机上看到她们的表

演，我们心里很是自豪！

石头城村文艺队队长李瑞珍

Ruizhen Li, Leader of Women Recreation Group

村民们每天吃过晚饭就来到广场等瑞珍放歌曲，

伴着纳西调的节奏打跳，老年人活动活动筋骨，年轻人

可以缓解一天的疲劳。现在广场舞也来到了石头城，深

受男女老少喜爱，每晚打跳过后就是广场舞时间，瑞珍

一般会在前面带着大家跳。慢慢地，广场作为村里聚会

和交流的作用也发挥出来，如今我们晚饭后不约而同地

准时来到广场，广场上的音乐也会准时响起。

晚饭后广场上的打跳 Singing and Dancing on Square after Dinner

图 / 梁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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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田秘林



妇女顶起半边天

石头城的男人以前因行走茶马古道来养家，家里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落在了妇女的肩上，纳西妇女勤劳的

形象更深入人心，一直延续至今。村书记木文川（以下

简称文川）因为工作原因有时照顾不上家里的农活，所

有重担压在了妻子和秀勤（以下简称秀勤）肩上。有时

候家里客栈来几个客人需要全天服务，就只能晚饭后独

自一人带着头灯去菜地里捉虫。有次客人想雇一匹马把

行李驼到停车场，文川说：“不用，让秀勤来背！”秀

勤已经准备好绳索，按照纳西族的传统系法，轻松地背

上了行李，迈着矫健地步伐很快到了停车场。收玉米时

大拇指很容易受伤，秀勤为了大拇指免受伤痛，干完活

还可以给客人做饭，用木头和橡皮绳发明了掰玉米“神

器”，大大减轻了拇指的负担，速度还快了一些。

从外村嫁过来的张秀云（以下简称秀云）说：“在

去梯田的路上和从梯田回来的路上，我们妇女好似蜗牛

一样，‘整天像蜗牛一样背着一个篮篮’。回家的路上

往后面一看，一群妇女各个都像蜗牛一样背了一个箩

箩。现在全都是用马驼，有了马之后轻松了很多！” 

如今秀云带着村里的姐妹们办起了合作社，使用传统种

植方法，销售健康生态的农产品。

在石头城土生土长的瑞珍，尽管丈夫和儿女常住

丽江，也不愿离开她的“革命根据地”。她喜欢石头城，

喜欢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地满满的，早起喂猪做饭，再去

地里干活，晚上从地里回来做晚饭，饭后散步到广场，

带着村民们一起打跳，碰上一些节日还带着妇女文艺队

的姐妹们参加一些演出。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她从小

就练就了一手好厨艺，有时候还会抽空给办红白事的人

家主厨。她说：“城里不好在，哪有石头城好在！”能

干的瑞珍也曾有过凌晨两三点因为劳累过度被送到医院

的经历，晚上去田里灌水摔倒也是常有的事，但她就是

喜欢在石头城生活，一个人也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农民种子网络”团队来到石头城以后，瑞珍因

为对土地的热爱和对老种子的深情加入到了这个保育老

品种的团队，渐渐地，瑞珍带着她文艺队的姐妹们一起

承担了“老种子保留，参与式选育种，习俗挖掘整理”

的工作。

The Rise of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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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勤发明的掰玉米神器 Xiu Qin He Invented a Hand Tool for Peeling Maize 图 / 田秘林



说起老种子保护，缘起于 2013 年夏天带团队来石

头城调研的中科院宋一青老师（以下简称宋老师），她

被我们石头城的自然美景和纳西文化迷住了！一次次地

和我们一道行走在田间地头，喝酒聊天，深入交流，她

和团队在欣赏和发掘石头城千年农耕的奥秘时，发现石

头城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老庄稼、老种子连同老习俗

也消失地很厉害。同年 12 月，中科院就在石头城召开

了以“农民的种子、传统知识和参与式选育种”为主题

的交流会，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民和各个领域的专家

们来到我们石头城，两天的会议谈的都是老种子、传统

做法、纳西习俗、持久保护和利用等话题。

这让我们想起，怪不得聪明的纳西老祖宗要把庄

稼里最好的果实挂在祖母房的顶天柱上祭拜，同时也为

来年保存了最好的种子可以去耕种。小种子从古至今都

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一年又一年地延续着我们的农耕

生活和习俗。2014 年初，我们组建了石头城参与式选

育种小组，其中参与式骨干成员有木文川、木义昌、张

秀云、李瑞珍、和善豪，大家一起重拾对传统品种和文

化自信的整理、保护和挖掘工作。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王彤

From the Mountains 

Wenchuan Mu, Stone Village Deputy Secretary/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 Team Leader

to the World

石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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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出 大 山
看 世 界

石头城村的木文川书记，也是参与式选育种小组带头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第一次到秘鲁安第斯山的印加原住民社区，秀云

因为高山反应而昏昏欲睡。从小受父亲影响喜欢种子的

她，一看到当地奇形怪状的洋芋和各种颜色的老玉米就

顿时来了精神。文川也惊讶于马铃薯公园丰富的马铃薯

种类，当地村民对品种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很强，想到石

头城也曾有丰富的作物品种，在我们不注意时就悄悄消

失了。

2015 年 9 月，不爱吃牛羊肉的文川和广西农户韦

玉规去到一个吃牛羊肉的塔吉克斯坦，靠当年带外国背

包客学到的英语做起了自己的翻译。

2014 年至今，我们石头城参与式团队成员不仅去

了大洋彼岸的秘鲁和墨西哥，还去了不丹和塔吉克斯

坦，还有时髦的意大利以及和我们一样古老的邻居印

度。在第 13 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上，秀

云代表中国妇女在会上发声，瑞珍代表我们纳西妇女将

纳西调唱到了国际舞台上。她们分享农民参与式选育种

的经验和体会，展示纳西民族文化的风采。多次出国互

访交流学习，我们在国际山地原住民社区网络结识了远

方的朋友，每次国际会议上总能遇见那么一两个熟悉的

面孔！

 2015 年木文川前往塔吉克斯坦 Wenchuan Mu Traveled to Tajikistan in 2015 图 /FSN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秘鲁

塔吉克斯坦

2014 年木文川和张秀云前往秘鲁马铃薯公园

图 / 宋一青

Wenchuan Mu and Xiuyun Zhang Went to Potato Park of Peru for Exchange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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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张秀云前往意大利

Xiuyun Zhang Went to Italy in October 2016

图 / 张秀云

图 /FSN2016 年农民种子网络重庆年会

Ruizhen Li, Leader of Women Folk Dance/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 Experimenter

意大利

重庆

墨西哥

广西
贵州

昆山

24



2016 年 5 月，很多国内外的朋友来到石头城，秘

鲁的朋友一路上感叹：“山地环境太像我们那了！”秀

云为了欢迎远方朋友到来，特意尝试反季节种植桂糯

2006 玉米品种，5 月份就让远方朋友们吃上了咱们石头

城的玉米。

2017 年 3 月张秀云和李瑞珍前往秘鲁

Xiuyun Zhang and Ruizhen Li Headed to Peru in March 2017

图 /FSN

2016 年 12 月张秀云和李瑞珍前往墨西哥

Xiuyun Zhang and Ruizhen Li Went to Mexico in December 2016

图 /F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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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种子，传统知识和参与式选育种”主题交流会

"Farmers’ Seed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 Workshop

图 /FSN

另外，我们还去了北京、广西、贵州，以及我们周边的伙伴社区，实地参观、相互交流，学到好多东西。与

广西伙伴对唱民歌，我们唱一首纳西调，他们唱一首壮歌、苗歌或瑶歌。国内外每一次种子展示和交换是我们最喜

欢的环节，种类丰富看得人眼花缭乱，大开眼界。各地都有自己的种子，也各有特色！因为种子，我们相识；因为

种子，我们相聚；因为种子，我们相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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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种子我做主

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讲过，原来种庄稼都是老百姓自

己留种，老种子很丰富。人们习惯在收获的季节把最好

的果实挂在祖母房的顶天柱上，寓意把最好的粮食拿来

祭拜祖宗，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同时也有防潮、防蛀虫

的作用。我们的父母亲为了让子女吃上一顿饱饭，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高产稳产的杂交玉米。现在老一辈人都经

历过，原本高品质的本地庄稼和老种子慢慢消失了，又

加上使用化肥农药，庄稼的产量一路走高，一幅家家户

户粮食丰收的景像。我们现在都能吃饱了，但是厨房里

煮米饭时，满院子都能闻到饭香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像

小白籽一样细长的传统黄玉米种子也找不到了。

参与式选育种小组成员外出考察回来后，多次碰

头讨论，为落实学习到的经验知识，团队成员进行了分

工。广西的陆荣艳是参与式育种妇女能手，她把参与式

品种“桂糯 2006”的亲本和小规模制种技术传授给了

我们，现在石头城已有 4 位妇女基本掌握了桂糯 2006

杂交品种的制种技术。同时，广西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

专家们也与我们一起制定了本地玉米品种的提纯复壮和

改良方案，秀云与他们合作进行品种改良与试种计划，

瑞珍和文川尝试老品种玉米的提纯复壮试验，义昌进行

大豆参与式品种选择试验。

科学家在田间进行实地指导 Breeders Guiding Farmers in Field 图 /FSN

My Seeds, My Own D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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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数十次来到我们石头城，在田间实地交流

指导。当我们不小心将不同玉米品种混合时，他们一眼

就看出来了，耐心地指导我们。我们也会分享祖先留传

给我们治虫的土办法，保存种子的土经验，没想到他们

不但没有笑话我们，还给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再一次感

叹我们的祖先是多么地聪明！

我们分季节在田间开展参与式选育种、传统品种

提纯复壮的培训，同时对我们石头城现有的传统品种进

行资源登记，号召大家一起找寻儿时的味道。

2016 年在石头城召开的南南合作会议上，浙江的

一个小伙子拿回来了水果玉米的种子，他给到秀云时

说：“物归原主！秀云姐，我把你们云南的水果玉米种

子带回来了，有个云南姑娘嫁到了我们浙江，她带过去

的种子，我就把种子又带回来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文川在金沙江上游的油米村找

到了我们消失已久的荨麻种子。荨麻织出来的麻布，在

我们这是披麻戴孝不可或缺的材料，也是女儿出嫁时的

嫁妆。文川将荨麻种子带回石头城，恢复了村里的荨麻

种植和纺织，老奶奶坐上了停用已久的纺车，织出来的

麻布在婚丧嫁娶上用得上了。这一尝试让我们对收集老

种子和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习俗有了更大的兴趣。

试种成果已收获的荨麻 Nettle Harvesting（下图）

我们在田间学习交流  Farmers' Field School（上图） 图 /F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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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庄淯棻

图 / 张秀云

Field to Table: Re-establish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

Xiuqin He, Stone Village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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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地到餐桌：食材开发

石头城村医和秀勤

我们开展参与式选育种试验已有3年，有些品种已经适应了石头城的气候环境，

我们才开始敢舍得品尝这些品种的风味了！秀勤利用秘鲁的黑玉米和当地的核桃，

榨出玉米汁做营养早餐，如今成为招待客人的头牌食材！秀云利用试验种植的黑糯

601 玉米制作黑糯鲜饮，通过混合黄果皮、梅子干和黑糯 601，加入适量冰糖一起熬

煮，制出不是葡萄酒胜似葡萄酒风味的饮料！她还尝试利用桂糯 2006 来酿酒，丰富

的玉米品种让她有条件制作各种玉米食品，熬制玉米粥、煮玉米饭，混合核桃仁烤

制玉米饼。

除了用这些带回来的新品种创造石头城饮食，我们也开始关注身边的生态食

材，秀勤利用红枣、黄果皮、木瓜片、青梅干、冰糖与车前草创制出有“石头城加

多宝”之称的凉茶，每一位喝到的客人无不称赞。

黑糯鲜饮食材 Black Wax Maize for Fresh Drinking 黑糯鲜饮成品 Fresh Drinking Produced with Black Wax Maize



图 / 杨青

石头城村长木义昌

Yichang Mu, Village Head（上图）

木义昌在黄豆试验地劳作 

Soybean Participatory Varietal Selection Experimenter （下图）

图 / 庄淯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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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制品在石头城一向很受欢迎，如豆腐丸子、方

豆腐。很多家庭每年冬天也会做一些卤豆腐、豆豉和豆

瓣酱等。可以说，“没有豆腐不成宴席”。所以，我们

的先民每家每户都会开垦荒地种植黄豆，而且 365 天都

会有黄豆库存，因为红白喜事都要用。我们石头城有一

道本地风味的特色菜，也是所有的宴席里不可或缺的菜

肴，那就是豆腐炒肉！

文川在 2018 年 1 月 14 日写道：

又是一年杀猪季，诸多吃过石头城杀猪饭的人对

一道菜有满满的回忆，那就是豆腐炒肉，这可以说是石

头城仅有的。话说这道菜源于元朝，当忽必烈率领中路

军过大渡河，革囊渡金沙江过阿刷山来到石头城，宝山

石头城的纳西首领麦良审时度势对元军进行降迎，在石

头城大摆宴席迎接元军。当时的物质相对缺乏，特别是

猪瘦肉极端紧缺，无奈，为了充量在炒瘦肉中放进去一

些豆腐（用手捏碎后），再加上些辣椒、葱头、蒜苗，

这样就做出了这道炒瘦肉。当时还担心会被元军排斥，

但出乎意料，元军还特意表扬了这菜好吃，就这样这道

菜就保存到今天，而且成了宴席中不能缺少的一道菜！

种植黄豆的农户慢慢减少，传统黄豆种子也流失

地很快。为此，我们石头城参与式选育种团队多方寻求

黄豆种，团队成员义昌在 2015 年带头进行了 32 个品种

的黄豆试验。2017 年，他从中挑选出了最适应石头城

的 8个品种，免费分享和交换。

豆腐炒肉 Fried Pork with Tofu



图 / 程新皓

图 / 田秘林 31

同样对酒有研究的义昌请来对面宁蒗县的王文英老人，跟随其上山采集制作酒麯的中草药，回到家里向王文

英老人学习制作酒麯。石头城的玉米收获后，就是酿酒的好时候，家家户户开始大量酿酒。如今石头城的妇女几乎

每人都有酿酒的手艺，这是在出嫁前必学的手艺。

关于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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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曲的制作过程 The Making of Herbal Yeast

制图 /杨青

草药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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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ie in the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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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尝试：社区种子银行与种子田

好的食材离不开种子，在参与式选育种团队努力下，石头城的品种越来越多，一来为了更

多的村民加入，二来方便慕名而来的游客或是交流选育种经验的朋友们讲解，有了展示种子的需

求。2016 年，在农民种子网络协助下，我们在宝山州府原址建立了石头城社区种子银行，现在

展示有 113 个品种，其中参与式选育种玉米 20 种、农民种子网络交换种（水稻、玉米）14 种、

参与式大豆选种 22 种、本地种 43 种、本地蔬菜种 12 种以及本地经济作物与中草药 2 种，装订

成册的资源登记表 49 份。

Community Seed Bank & Seed Field



图 / 田秘林

图 / 程新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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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城社区种子银行 Community Seed Bank in Ston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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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城社区种子银行主要由瑞珍带领 2 名妇女文艺队姐妹共同管理。对于社区种子银行的管理

制度， 2016 年 10 月和 2017 年 6 月进行过 2次讨论，达成共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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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瑞珍试着拿出一块地将种子银行里储存的种子进行

适应性繁种。她从种子银行拿出 16 种种子，以自家的一块地作为试验

田。瑞珍说：“没有一块田来试种，像什么样！”瑞珍在每个品种的

前面插着写有作物名称和种子提供人的信息牌，一笔一划地将信息清

清楚楚地写在信息牌上。

2017 年 6 月，瑞珍从种子银行拿出 16 种种子 

Ruizhen Li  Took Out of 16 Varieties for Experiment on June 2017

2017 年 7 月，种子银行里的种子已经长在了金沙江边的梯田上

16 Crops Were Growing in the Terrace since July 2017

图 / 田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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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参与式选育种队伍里来了，开始有意

识地尝试种新品种。石头城的多样性慢慢丰富起来，找寻记忆中的传统食

物已不再是梦想，我们正在努力为此奋斗！

收获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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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天长大成熟，收获 Crops Growing Up and Harvesting

图 / 田秘林

Harvest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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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身边的智慧老种子—夜校

邀请吾木村和继先东巴教东巴字

Dongba Jixian He teaching Dongba Characters 

东巴文字一字一幅画

Dongba Hieroglyphics

与兰庆星老师探讨纳西族传统古建筑

Discussing Naxi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学员们与老师们的合影

Group Photo of Villagers and Teachers

图 / 田秘林

图 / 田秘林

Naxi Nigh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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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们石头城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现在也是政府眼里适

合做旅游开发的“潜力股”。今后的石头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想象。但我们正在努力恢复

传统东巴文化，传统老品种经过参与式选育种小组成员的努力正影响着其他的村民，我们的生物

多样性逐渐丰富；种子田的面积也正在扩大，种子银行里的种子“活”起来了；农民夜校似乎越

来越有吸引力，有了继续办下去的信心！不管石头城未来的模样会是怎样，作为主人，我们有迎

接未来挑战的勇气！

以墙上的现有素材讨论手机拍照和摄影

Learning How to Take Photos with Cellphone

学习用影像记录发声

Learning Video Document

观看身边熟悉的植物

Observing Local Plants

讨论植物的纳西名称和传统用法

Discussing Traditional Use of Plants

图 / 田秘林

图 / 梁海梅

Into the Future 

我 们 的 前 路



我们吾木村，纳西语叫 Jil coq we，坐落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宝山乡的东南部。

相传我们村建于北宋之前，从建村以来就隶属于大理国成纪镇善巨郡，是宝山境内定居

比较早的村庄之一。村子距离丽江约 120 公里，距宝山乡政府 13 公里，东南与鸣音乡太

河、东良村委会接壤，北与宁蒗县翠衣乡翠玉村委会隔江相望，西与宝山乡果乐村委相

连，地势西南、东南高，东北低，总面积约 6.3 平方公里。吾木、苏明和明伟三个自然

村共同由吾木村委会管理，分别就在吾木的东、南、西三个方位。三个村子通过沟壑和

农田相连，呈倒品字型状分布。另外，南面山脚一带大约有 30 多户不规则的单家独户居

民，分别属于苏明村和吾木村的编制。

J il  coq we

我
们
生
活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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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lace         We Call Home



我们吾木村曾用名“乌木”和“悟母”。据历史书上写，乾隆五年（1740 年），我们村

和姓支系有位叫和目辉的人到丽江乾隆军民总管府办置《山诏》。《山诏》上记载了吾木村

当时的汉语名为“金沙岗平顶村”。吾木村有6个村民小组，130户人家，大约一共有750人。

村民里以纳西族居多，主要有和、木、唐、李、瞿、刘6个姓和4个支系，其中木姓支系2支（喂

若不 We sso bbuq、喂若高 We sso gger），和姓支系 2支（枸喂几 Gge we jji（又名喂醋

几 We cvl jji）、末伟几 Miq we jji），像我们这样 4个支系生活在同一个纳西族村庄的情

况，在我们丽江这边还是比较少见的。

图 / 田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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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木村依山而建，村民们主要居住在村道主路两

边，房子布局挤而不乱，疏而有序，保持了总体的完

整和随意自然的格局。吾木有很好的农业生产基础，

曾经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赶马人正月十五出发，

二月初八来到我们这儿传统的三多庙去祭拜三多神，

趁雪山还没有下雪之前走完雪山路段，农历七月以前

回到吾木还愿三多神。

我们这里海拔约 2000 米，最低的金沙江河谷海

拔约 1500 米，最高的王盘山顶大概 3505 米。从金沙

江河谷到王盘山顶呈立体型气候，年平均气温 18℃ -

25℃，霜期约 60 天左右。

我们村内耕地、林地、荒地丰富，但水资源

不足。传说坡头那片梯田是最早迁徙来的纳西木姓

支系先民开垦的。吾木村适合种植水稻、玉米、黄

豆、烤烟、高粱、花生、棉花、土豆、南瓜、小麦、

大麦、青稞、蚕豆、豌豆和鸡豆等多种农作物，核

桃、花椒等干果，梨、桃、石榴和枣子等水果，云

木香、秦艽、重楼和魔芋等药材，适宜放养黄牛、

山羊、猪、马、骡、驴等牲口，这也是祖先一路迁

徙定居在这儿的理由吧！村子的巷道密集狭窄，没

有机械运输的条件，田间劳作以前全靠人背马驮。

云雾缭绕的吾木 Misty Wumu Landscape

吾木村内屋舍与巷道 图 / 和继先

图 / 杨青

A Glimpse of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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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
文化

纳西农事
我们吾木村的传统春节从初一给本村的老人拜

年开始，初二上坟给祖先拜年，初三开始准备祭天，

初五结束。初六开始请春客结婚办事，一直到十五

Kvl shee mai cerl（意为割春节的尾巴）。 正月

十六是全村传统的义务清渠日，以村民小组为单位，

每家出一人参加清理水渠中的泥沙。每个小组有固

定的渠段任务，全村人会到水渠边集体野炊。

清理水渠

野炊
吾木的农事历

图 / 和继先

图 / 和继先

图 / 田秘林

 Naxi Farming Practices

Picnic in the Field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Ca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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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ing 

Culture

Clean up the Water Channel



水利梯田

我们吾木最早的梯田开垦于明朝以前，相传 Bo 

loq 下面的 Kee ciul ssvq ggv 梯田是最早开垦的梯

田，是我们村最早的居民 We sso bbuq 家族开垦的。

据村里的老人讲述，We sso bbuq 家族的祖先来到吾木

村时，到处都是原始森林，只有这个地方的树木相对

少一点，就最先在此处开挖了第一片梯田。后来，经

过明朝、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不断增加梯田的开垦建

设，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吾木保留的民间文献中记载

了清代开垦梯田时，村民在物质和劳力上相互帮助。

梯田的开垦有一部分是历史上村子里的大户人家请外

地人来完成的，据说也有一部分是丽江大研镇、白沙

一带的人买地占地请人开垦的。

梯田依山修筑，层层叠叠，大的有 3 亩左右，小

的只能站 3 个人。每年两季的农闲是修田的时间。吾

木有个规矩，在田里的石头不能乱扔，只能在自家的

田心深挖一个约2米深的坑，把那些石头深埋在里面，

这样既可以改良土壤又可以较好地保护环境。

明伟村在吾木的西面，隔着一条山沟。那儿以前

是吾木的耕地，吾木人的亲戚去那里干活，然后定居

下来，解放后就把田划给了他们。后来也有吾木的人

搬到明伟去住的。

1998 年，我们这儿发生了泥石流，将一块很大的

梯田给冲平了。现在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外出，

经济条件也有了改善，梯田也开始有撂荒的，现在租

金一般是每亩 1000 元，村民们一般租来种烤烟。

吾木梯田 Wumu Terrace

图 / 田秘林44

Traditional Terrace Irrigation System



水渠与水塘

我们吾木最大的两个水源来自鸣音水库和吾木水

源林，一部分流到学校下面的水库，然后供应全村，有

的直接顺着水渠流到水塘或者田地里。由于吾木村缺水

现象比较严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村里的人在沼泽地

周边出泉水的地方，挖了大概长 8 米，宽 2 米，深 2 米

的水塘来做蓄水池。雨水多的时候，梯田的水渠把水运

到水塘里，缺水了打开水塘的阀门来灌溉庄稼，合理地

利用水资源，缓解了我们用水难的压力。我们村这样的

水塘有 19 个，每个水塘都给它取有名字，在上世纪末

的时候给这些水塘硬化过一次。

水塘和水塘之间靠水渠连接，相互调节蓄水量，

有效地缓解了水塘积水过多的问题，水塘溢出的水最后

会顺着水渠流向最下面的金沙江。水塘与水渠的连接口

一般在水塘侧面的底部，用一根木棒插在水塘与水渠的

连接口前面。如果需要用到水塘的水灌溉田地，摇晃水

塘里的木棒，直到有水从水渠口流出来，最开始会流出

来泥浆，流一会儿以后，清水就会流出。

这个水塘的闸阀还有一些讲究，阀门一般会设在

两个地方：水塘的底部（水塘与水渠连接口处的阀门放

有一个打圆孔的石头，木棒插在石头上，用泥巴糊上就

行）、侧面（将木棒放在水塘与水渠连接口前面，用泥

巴糊上就行；另一种方法是水塘与水渠连接口两边做有

槽，把用绳子与木棒连接的木板放在槽里就行）。

有一些用剩的水会随着水渠流入另外的水塘，水

塘就像海绵，水多的时候将水吸进来，水少的时候将水

放出来。9-10 月份，雨季结束后，山沟里一般会蓄有

很多雨水。村子里放牧的老人在山上放羊时会带上锄

头，一潭一潭地堵住，等到冬天没有水的时候一天放一

个潭，用来灌溉田地里的庄稼。

1998 年，我们村的水渠实施了“三面光”工程。

梯田里的水塘  Small Pond in Terrace

水塘开闸放水 Release Water from A Small Pond

图 / 田秘林 45

Water Channel and Pond



水管员

水规再合理，也有出现不遵守水规的时候，所以

需要水管员来管理。每一个水塘都有一个水管员，负责

这个水塘的分配使用。每年需要清塘一次，由水管员通

知村民投工投劳清理水塘，这个一般会在 10 月 25 日之

前。我们每年选一次水管员，一般在 10 月份选举。现

在总水管员有 1 个，负责明伟、苏明和吾木三个村的水

塘，加上吾木 6 个、明伟 6 个、苏明 3 个、茶厂 2 个水

管员，总计有 17 个水管员。

在实行水规的时候，灌溉水时按照一亩田 5 升粮

食给水管员，现在一般直接付水管员现金，钱数基本上

以田地面积来给，有的会多给一些。

co n n e c t i n g   

w a t e r

我们村子在最开始就有关于水怎么用的明确规定，

叫水规，不然用水就会乱套，一不留神就会发生争执。

在和继先家有一份手写的水规，包括水轮表和水轮。4

月 5 日以后只能是我们吾木的 6 个小组用水，因为其他

村子没有田，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灌水的时间是

一个组放水一天一夜，轮流分。

我们严格遵守水规来灌溉田地。每年阳历 10 月 25

日，这个时候玉米差不多收完了，开始种小麦。这时候

关上所有水塘的出水口，我们开始实行水规，直到第二

年农历 6 月份，雨季来临，雨水多了，水规就失效，但

我们可以自行利用水渠和水塘的水。水轮表根据农事历

运转起来，闰年的 2 月 29 日没有水轮，谁先抢到谁先

用。大春的时候，水稻田灌溉优先，其中高海拔的优

先，低海拔的在后。由于吾木的水比较少，玉米主要靠

天收，灌不上水。小春的时候，豆类优先，麦类在后。

如果水规失效了，突然出现干旱的情况，我们的水管员

会一起商量是否重新启动水轮，直到雨水多的时候水轮

失效，这也是由我们的水管员决定什么时候失效。

有时候也会出现买水和卖水的现象。如果轮到我

家灌水，但我家的小麦已经成熟了，不用灌水了，就可

以卖给需要灌水的人，我们一般用粮食或者钱来买水，

一般给一至两斗的粮食。

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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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Rules Irrigation Warden



灌溉水渠图

水渠与水渠之间有交叉甚至是汇集，水渠连

接水塘，解决水塘过满的问题。我们吾木与明伟

和苏明的水渠连接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网状。苏明

和明伟有人居住之前水系就已经设计好了。

水渠局部图 Local Map of Irrigation System

水渠整体图 Complete Map of Irrigation System

图 / 和继先，田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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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of Irrigatio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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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吾木）左边（靠近明伟村）

Jin der ：最上面的水塘

Kuo der：大田里的水塘

Zhi er ka：意思不明

Ge nuo：上面沟边的池子

Kuo qi nei：守门的田的水池

Bo nuo kai：干沟水渠的水池

Yi ger kai：两村共用的水渠

Mi kai：下面的水渠

Er kai der：上面水渠的水塘

Min kai：水渠流经的田地有明沟暗渠

Er gua der：最上面的水塘

Gao der le：一种植物的名称，长这种植物的水塘

Na le der：阴面的水池

Nei ri kuo：麦田里的水塘

Fu ji：有野鸡的水池

Ri gao der：意思不明

Kan dun rou：小石头田里的水池

Mu cuo wei nuo der：高田埂地方的水池

Min nuo：沟底的水池

水塘纳西名称与汉语意思

Different Ponds in Naxi and Correspondi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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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管员必须以全民推选的方法产生。

2、总水管员负责宏观调控水资源及安排水利设施维护工作，接受小组水管员和全民的监督和合理化建议。

3、总水管员及全民共同监督小组水管员的工作，监督九个小组的水利设施维修工作。

4、全体水管员保证苏明村的四条人畜饮水线。

5、各小组水管员按本组实际情况分配本组的农业用水，负责组织本组农户的水利设施维修任务。接受本

组农户的监督和合理化建议。

6、全体水管员共同监督两村春冬季防火期的水塘蓄水，保证灌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7、水管员共同协助村民小组保护水渠沿线和水源林的生态环境及水利设施的保护工作。

8、全体水管员必须接受全民监督，如出现受贿等不合理现象，农户可联名罢免其职务，另选新水管员。

9、水轮运转必须按水轮表所示时间进行安排，任何人及事由都不得影响水轮的正常运转。

10、水轮期内任何用水组遇到暴雨、泥石流、水断流等自然事故，没有补水，水轮日程照常进行。

11、水轮期内如遇到较大自然灾害，小组无法及时修复受损工程，由全民协助修复。

12、在维修水利设施的工程中对旷工的农户，各组按本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罚。

13、各小组水管员按本组的实际情况规定适合本组的用水方法进行农业用水分配，注重公平、节约及水资

源的优化配置。

14、各小组水管员做好本组分水工作，合理分配水资源，扶持新型产业的用水。

15、全民参与、全民维护、全民监督水规的有效实施，坚决严厉地打击毁约的一切行为，确保水规的尊严。

16、全体水管员和用水户对人畜饮水量进行严格的监督。

17、由村民小组协助水管员收取合理的水管误工报酬，误工报酬根据各组实际情况协商决定。

18、各小组的农业用水分配必须按传统方式进行小春豆类优先，麦类在后，大春按海拔高低分水。

19、每四年为一个润年的 2月 29 日不在水轮表内。

20、水规在社会发展和农业结构的调整中，进行不定期、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完善。村民小组、水管员、户

主要自觉做好水规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

“义伟”（吾木的纳西名）水规

 Governance Rules for Wumu Irrigation System



吾木村委会传统水规水轮表（小春季）

Wumu Water Wheel (Spr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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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茶厂：1960 年，集体兴办茶厂，各生产队瘦地种茶，形成一个独立的用水单位，三个自然村都有茶园面积，后茶厂倒闭，用水指

标和土地面积按各组分管延续了用水单位的建制。

（2）每年4月5日起，全部水资源归吾木片放秧，禁灌麦田，该灌区苏明无梯田故没有水轮。3月20-4月 5日，因水源减少，不分水，

单日蓄苏明片水池，双日蓄吾木片水池，隔日中不能放水，留为防火用水。

（3）每年 10 月 25 日起，义伟池水全天性平均分两份进入两个蓄水池，受益 3个村 322 户村民。

（4）吾木片区的蓄水池每年 10 月 25 日起轮班，6个村民小组 6天一轮，到雨季自然结束为止。



51



农作物

在丽江东部有这样一句民谚：“美女在塔城，帅

哥在俄亚，良田在吾木”。我们吾木境内土壤肥沃，

气候暖和，适宜各种粮食作物的种植。在纳西语里

“吾木”就是粮仓，产粮食的地方，是丽江东部地区

的重要产粮区之一。大春季的谷类作物有：云玉粳 9

号、老品种 Lo ggv( 咯古 )、西南 175、依谷、甸谷、

3565、杨将谷、外兴谷、老品种红糯、白糯、三粒一

寸谷、四川谷、褐谷等等；玉米类有：本地大马牙、

二黄包谷、二白子、小白子、武地包谷、糯包谷、水

果包谷、本地白玉米；荞麦有 Ei ggee 花荞，苦荞 Al 

ka lv ddoq、Al ka mi zi 两种，以及农业科学部门

推广的新品种杂交玉米；豆类作物有大粒白黄豆、大

粒黑黄豆、小粒白黄豆、腰子豆、白芸豆、大花豆、

小花豆、弹子豆、黄里豆、绿豆等；瓜类作物有南瓜、

黄瓜、Xie fvl zer、面瓜、丝瓜、洗碗瓜、洋丝瓜、

西瓜、乌籽瓜等等。大春季作物还有向日葵、油葵、

芝麻、蔓菁、甘蔗、花生、红薯、土豆、亚麻、苋菜、

紫苏、萝卜、胡萝卜、棉花等等。

曾经的吾木梯田犁地种水稻的场景 曾经一起栽秧的场景

我们小春季麦类作物有传统品种 Ssei sheeq 

ssei laq mei（一种比较古老的小麦品种）、Hei 

ssei（意为汉人带来的小麦品种）、Ssei perq kee 

sherq（长脚白麦）、Ssei perq kee dder（短脚白

麦）、附麦、堆麦、77 甘麦、早熟大麦、晚熟大麦、

燕麦、小米、青稞等等；豆类作物有菜豌豆、蚕豆（白

蚕豆、绿蚕豆），鸡豌豆、传统豌豆、矮脚豌豆、绿

肥黑豆等；蔬菜类有本地老品种的白菜、青菜、辣椒、

尖叶莴笋、生菜、茨菇、山药、茴香、香菜、生姜、

韭菜、葱、蒜等；水果类有梨、苹果、黄果、柑橘、桃、

李子、芭蕉、樱桃、石榴、无花果等；干果有核桃、

花椒、板栗等。1995 年，吾木村开始种植烤烟、苦良

姜等经济作物。

随着经济条件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劳动

力外出，越来越多的品种不再播种。我们的梯田上曾

经大面积种植水稻，播种和收获时的画面还浮现在眼

前……5 年前，村子里只有 2 家种水稻，现在这儿已

经没有人种了，因为水稻投入的劳工多一些，当时用

黄牛耕地，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图 / 温蒂

Crops

Tilling Rice Terrace in Memory Rice Transplanting in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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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以前水稻的种子是从高海拔地区换来，在高

海拔能种的水稻种子在这儿能长的特别好，7-8 年之

后要继续换种。我们这儿的习俗是种水稻时穿上蓑衣，

边唱边插秧。小麦是从低海拔的地区买来的种子。我

们选小麦种的方法是，每次种之前，泥巴放在水里做

成泥浆，泥浆刚好能让鸡蛋浮起来，然后把小麦种子

丢下去，能够沉下去的种子就可以拿去种，没沉下去

的就丢掉，因为没有沉下去的种子发芽率会特别低。

在我们纳西族东巴经里有个插秧调，讲述了谷子

是怎么来的。

一个喇嘛养了两条小狗，每天给小狗喂奶和饭

团。小狗长大后，他带着狗一起去山上打猎，打不着，

狗却追着马鹿跑掉了。喇嘛到处去找狗，在高山上看

到一个砍柏香木的人，问：你看见我的狗了没有？回

答说：柏香木长得太好了，砍柏香木砍得太起劲了，

我听不见你的歌声，也没有听见狗的叫声。喇嘛要了

一点柏香木下来，来到悬崖，看见有一个人在掏蜂蜜，

问：你看见我的狗没有？回答说：我没有看见，蜜蜂

太多了，专心掏蜂蜜，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喇嘛向掏

蜂蜜的人要了一点蜂蜜下来。来到高原，看见有人在

放牛，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狗？回答说：什么也没

有看见。喇嘛向放牛的人要了一点酥油。往下走，来

到田边，看见有一个女人在收割小麦，问：你看见我

的狗没有？我今天去打猎，什么都没有打着，我的狗

也丢了，马鹿也丢了。女人回答说：什么都没有看见。

喇嘛向这个女人要了一把小麦（纳西族烧天香的时候

用柏、蜂蜜、酥油和小麦粉）。

喇嘛坐在女人田地里，这个时候，狗从山上回来

了。狗没有咬到马鹿，但是狗的尾巴上带着野生谷子，

狗来到田里，晃了一下身子，谷子掉到沟里，长出了

第一株谷子，这就是谷子的来历。

这些插秧调里包含谷子从哪儿来、如何栽种、怎

样收割、怎么吃、米饭做成饭团后怎样献给神灵。这

样的一个循环，一边干活一边唱。

我们吾木村传统上每逢收麦、收谷都举行祭谷神

的仪式，有的在田边举行，主人备酒茶向打谷石敬酒

茶，念诵经，预祝粮食丰收，主人平安吉祥。傍晚驮

粮的路上要进行招谷魂，粮驮进门就要喊谷魂进仓。

祭谷神的东巴经 图 / 田秘林

Dongba Scripts on Grain God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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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地

麻地地契（和志豪提供地契）

粮仓

粮仓在祖母屋的右边 粮仓内部结构

我们纳西族有着永久的种植亚麻的历史，在东巴

经里就有记载。以游牧为生的古代纳西族先民不断往

南迁徙来到金沙江河谷进入农耕文明以后，亚麻主要

用来捻线织布，混织火草纤维的亚麻土布保暖耐磨，

并且对人的皮肤有着独特的保健作用。宝山的亚麻土

布在历史上享有很好的声誉，在清至民国时期成为茶

马古道上的重要商品。宝山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商

品贸易不发达，亚麻土布也是家庭主要的衣物来源，

亚麻籽粒用作榨油。

吾木以前一直有这样的习俗：女儿出嫁时，父亲

会送给女儿一块麻地，担心去世后儿子找姐妹要回麻

地，所以用东巴文字写上地契，请来家族里叔叔伯伯

等有威严的一些长辈在地契上签字画押，以防儿子去

找姐妹要回麻地。娘家送给女儿的这块麻地用来补贴

婆家一家人的穿衣材料，剩余的麻布还可以换一点零

花钱，这也是古代妇女私房钱的来源之一。

我们村里保留近二十多个修建于明清时期的传统

古粮仓建筑。我们和苏明的粮仓大多分布在祖母房的

右边，有的已经改变了，独立在外面。由圆木按“井”

字形垒筑，圆木之间相互紧扣，上有木板，离地面 2

尺处装木地板，里面一般有 12 个大小的分隔间，五谷

杂粮都可以全部分类储藏，上有木板封顶。在门顶上

用木板搭有一个台子用来存放油盐，有的还将肉食放

在粮仓内。

粮仓的门矮且小，需要弯腰进入，部分仓内上方

角落养有蜜蜂，我们村里曾有一间粮仓在里面最多养

了 9 窝蜜蜂。如果去粮仓取粮食，饿了还可以喝一口

蜜，喝好了就可以去做饭了。粮仓经过长年的烟熏变

得漆黑，很多粮仓上还有用东巴文字写的方位名称和

排序编号。这种粮仓具有防潮、防鼠、防盗等功能，

是我们吾木村富庶的标志，也是吾木村重要的农耕文

化遗产。过去，每年的收获季节还要在粮仓里举行祭

谷神仪式，传承对远古的原始农耕崇拜。粮仓的圆木

垒筑用东巴文字记录序号，这也是我们纳西族东巴文

字超越服务宗教的功能，在建筑领域使用的实证。

图 / 田秘林

Linen Field Grain Barn

Land Deeds for Linen Field

Traditional Grain Barn Interior Structure of A B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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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和继先

Naxi Dongba Culture

Ritu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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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
文化 我们村子的纳西族比较多，信仰“东巴教”，东巴在我们眼里就是“聪

明的人”。村子里一直都有东巴，家里要祭祀或者有人去世，都要请东巴来

做仪式，一般祭祀需要 4-5 天，东巴是没有报酬的，顶多给一块麻布。东巴

不做祭祀仪式时，也去田间劳作。

“ ”我们崇尚自然，信奉祖先传承给我们的纳西三观——
“宇宙观”、“自然观”和“人生观”。

祭祀用的材料 



我们在春节举行祭天仪式来表现我们的宇宙观，村里恢复祭天已有 10 年，也是我们村里一

年中最大的纳西东巴仪式。我们村属于“铺笃”祭天群，每年春节大年初五在五峰完小后面的祭

天场举行大祭天，这个祭祀场所是我们村里的东巴文化传习院在 2000 年修建的。用石头堆成一个

山柱，山柱前面面向金沙江，有 7 块石头，代表女性；侧面面向大山，有 9 块石头，代表男性。

祭天属于集体的仪式，我们都要参加。祭天时我们一般用酒（水酒和米酒两种）、一头猪（黑色，

四脚要白）、大米来做祭品，当然这个仪式少不了东巴来主持。

 纳西“宇宙观”

我们一般在农历二月份第一个属蛇或者属龙的日子来祭祀自然神，祭祀地点选在祭天场下面

有水源地的地方。祭祀自然神是祭山神的一部分，除了放生一只鸡，不需要其它祭品。我们讲究

点油灯用酥油，在出水口里放牛奶。

纳西“自然观”

东巴念东巴经 Dongba Was Chanting 图 / 和继先

Naxi Cosmology

Naxi Natur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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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台 

祭祖

纳西“人生观”

我们祭祖分两季时间：夏祭祖和冬祭祖。夏祭祖在

农历六月初一或者初六举行“塔补”祭祖，烧火杀猪，在

屋子的各个角落撒小麦，边撒边念；冬祭祖在农历十一月，

那时正是全村杀年猪，在屋子的各个角落撒大米，边撒边

念。一般家境好的会选择在六月份祭祖，因为十一月杀年

猪了就有东西来祭祖了。祭祖是在家里做仪式，根据家庭

条件选择猪、羊、鸡，用炒扁米、核桃、梨子、酸菜、饵

块、麦芽糖、大米或者小麦来做祭品。

我们还会在祭祖时以 “借一还十”的规则还账，夏

祭祖时，在外面的账要十倍相还，“借一还十”反过来教

育我们：“好借好还”。 图 / 和继先

图 / 和继先东巴正在念东巴经 Dongba Was Hosting Ritual for Villager

Naxi Outlook on Life

Ancestor Veneration

Ancestor Veneration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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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风

我们习俗里有个说法：死亡的时候，没有人看见，

就会变成孤魂野鬼，需要做祭风仪式，将孤魂野鬼转

化成正常的祖先。非正常死亡的也要通过祭风仪式转

换成正常的灵魂。村子里的祭风仪式不是每年都做，

有干旱时才做。传说殉情去世的人会变成风鬼，白云

碰撞才会下雨，但风会把云吹散，所以要做祭风仪式。

我们一般会选择在一块山地上，带上祭粮（大米，荞

麦）、羊或小猪（小祭风）、牛（大祭风）、鸡、粑粑、

饵块和水果，在东巴的主持下做祭风仪式。为了传承

东巴文化，村里的几位老人和继泉、和茂椿、和福祥、

和贵村、和那恒在 1999 年 9 月 9 日一起成立了东巴

文化传习院。和继泉为第一任会长，有 35 人成为传

习院的会员，很多家里有两口人都是传习院会员，他

们都很支持传习院开展传统文化的活动。现在的会长

是和继先，有 60 多个会员。

东巴文化传习院一直负责主持村里的各种东巴仪

式活动，有时候主持一些东巴仪式，会员们各自积极

主动拿出自家的菜就可以凑成一顿丰盛的宴席。如果

村民间出现了矛盾，一般东巴出面就可以调解了。因

为东巴在村民们眼里是智者的形象，所以作为东巴文

化传习院的会员，村民们是自豪的。

编制羊作为祭风仪式的道具 Handcrafted Goat

编制龙 Handcrafted Dragon 东巴准备做祭风仪式  Preparing for Ritual 图 / 和继先

Mighty Wind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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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祭风仪式的道具 Materials for Ritual（右下图）村民们一路舞龙 Dragon Dance（上图）

祭风仪式的场地 Site for Ritual（左下图）

图 / 和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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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木
往事

图 / 田秘林

图 / 和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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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mu Memory
散落在时光中的乡民往事

土地之争

 解放前，吾木的地域辖区特别大，吾木将流动

的汉族和傈僳族找过来，住在吾木的山后面，那儿有

吾木的梯田。后来国家以山水为界划分地域，所以鸣

音的人认为吾木山的后面那些田块是属于鸣音，打了

很多官司，鸣音都没有打赢。生产队的时候，土地是

集体所有制。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村民

有提议不要那些田块，因为离村庄比较远。当时和继

先的父亲说：“绝对不行”。和继先的父亲给那些田

块定了产量。上世纪七十年代，住在那田地附件的外

村村民在那些田块里种洋芋，洋芋长得特别好，洋芋

开花的时候，吾木组织全体村民们去拔洋芋，一颗都

不剩。后来那里的人告到丽江军管会。傈僳族人认为

那些田块是他们的，吾木人有那些田块在乾隆时期丽

江军民诸官府颁发给吾木的山诏，丽江军管会看到山

诏后，说：“维持原状”。

三多与土匪
 传说吾木是没有受过战争的地方。1949 年，土

匪准备来攻打吾木，吾木的人全部躲进了金沙江旁的

岩洞，土匪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看到山

梁子上白旗飘飘，站满了高头白马，很多白衣战士，

从山梁的一头站到江边的悬崖上。后来盘问被俘虏的

人，说确实有强兵守卫，然后土匪违心改变了行军路

线，土匪就没有来到吾木。白衣战士是三多神。所以

本地人对三多神非常敬仰，认为是家乡的保护神。

在明伟村，过去有一户人家遭遇不好，家里经常

出事情。然后去占卜，占卜先生告诉这户人家说：“你

们要积德。”所以这户人家后来就修了这座桥，命名

为“培德桥”，意思是培养道德。后来受这座桥的影

响，吾木现在有一个习俗，男人在本命年 36 岁或 48

岁时会修一座桥。现在在纳西坝区也还有这个传统，

或许这座培德桥很早就有，年年修缮，才成为现在这

么大的培德桥。

三多庙原址，现在是吾木完小的食堂

Wumu Elementary School

培德桥 Pei De Bridge



支 援 丽 华 公 路 建
设的记忆

1956年和德圣为组长，村民和义塔、

那恒（和兆龙妈）、木灿文、木永春、木

灿瑜、和学英、和天才等一同到丽华公路

工地支援建设，由马帮护送到工地，步行

走了九天。路上马帮被高粱叶子中毒，死

了四匹骡子。和天才因工伤在回乡路上病

世于拉玛古金沙江渡口。

土制防雹弹的记忆

吾木村和学智从开远兵工厂复员回乡，带领村民用青松木开槽挖心，制作了吾木历史上第一

个防雹弹，用于防暴风吹倒玉米。还用硝酸铵、锯末、谷糠等制作炸药支援农田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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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情仪式上的小破坏

纳西族以前实行自由恋爱，后来不自由了，相爱的年轻男女会一起到殉情谷殉情。家人

得知他们去世后，会请东巴来家里做仪式，念东巴经。东巴们为了不让其他年轻人听见，以

防年轻人听见后更加向往自由恋爱，所以东巴用力敲鼓压住念的声音。年轻人把水撒在鼓上，

鼓敲不起来，就能够听见东巴念的东巴经了。

送对联

吾木有一个习俗，建房子挂领时会送对联，结婚时也要送对联，送来的对联到处贴。有

两家是亲戚，双方父母希望两个孩子可以结婚，希望成为亲家。男的喜欢女的，但是女的没

有嫁给这个男的，嫁给了另外一个。男的父亲在女方结婚时送了一幅对联：有心摘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男的家长很喜欢这个姑娘，希望她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1 9 7 3 年农业机
械化建设记忆

为响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政策，集体卖

全村上等骡子 12 匹。时任书记和学勤，队

长和学礼、和德祥到丽江买回 20 匹马力的

柴油机一台，24 匹的一台，一台脱粒机。

机器由马车拉到鸣音。然后全村男丁出动扛

机器回来。第一天从鸣音扛到奉科岔路口，

第二天扛到长松坪，第三天扛到黄土坡，第

四天扛到吾木村，安置在粮场打谷子。



猪肚排骨的记忆

在吾木村每年的杀猪，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制作传统的猪肚排骨。居住在金沙江河谷的吾木

村，一过春节气候就开始回暖，年猪肉的加工储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纳西人的生活讲究细水长流。

如何让猪肉成功腌制，人们积累着丰富的经验。肥肉的腌制相对容易，火腿和排骨的加工就需要有

经验。猪肚排骨的制作首先要准备好陈皮、生姜、白酒、花椒、茴香、香樟籽等作料；把猪肚用香油、

葱花、食盐清洗干净；在砍成核桃粒大小的排骨上撒上食盐，还要加上一点玉米面，人们已经掌握

了“夏天的虫子再厉害也没有在玉米面上产卵”的道理；用白酒拌均匀后的排骨装进洗好的猪肚里；

封好口再用一根手指粗的竹子从猪肚的两头串起来，在竹杆的两头用绳子拴紧，一个猪肚排骨就做

好了。提起来活像一根根“上海”提包。挂在通风阴凉的屋檐下风干。等到次年的清明节前后拿下

来一打开，里面的排骨散发着作料的清香，密封起来的排骨在猪肚里新鲜如初。挖一小碗用微火炖

着，一进大门就会飘来阵阵扑鼻的香味。白花花的汤水包裹着白里透红的排骨，清香四溢，油而不

腻，再撒上一点葱花这是最美的吾木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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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制仙人掌糖的记忆

吾木村的江边栽秧多半都是在三伏天前后，此时大人们总会开玩笑说：“这吾木的谷子一

栽完，整个亚洲的谷子也就栽完了。”栽秧的季节也是仙人掌果子成熟的时候，江边的山谷两

面尽是密密麻麻的仙人掌树，一棵棵的巨掌炫耀的举着拳头大的果子伸向天空。田里的引水渠

是穿过仙人掌林的，只要是去放水的人都会被仙人掌果子耽搁上一烟袋的时间，只要路过的人

们都用树叶垫着摘几个尝尝鲜，都盼望着早一点栽完秧，好去熬制仙人掌糖。

吾木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采摘仙人掌果子的工具，由两片约两米长的木板组成，一头用一

根细绳子连接起来做成一个木钳子，可以采摘高处的仙人掌果。摘仙人掌果晴天可不能去，满

树的刺会到处乱飞，最好的采摘时机是晚上下大雨后的清晨，树上的刺被一晚上的雨淋得干干

净净。雨天也可以去，不过山陡路滑，十分难走，不过也不会阻止人们去才采摘仙人掌果子的

热情，将一篮篮的仙人掌果子背回家。

女人先是用水漂去果实上面的刺，在脚碓里轻轻的打碎，然后在大铁锅里慢火煮，同时用

一根木头不断的搅拌直到把果实里的糖熬出来。把糖水经过垫上纱布的细筛子慢慢过滤到一个

大盆里，一直到晚上再重新熬干糖水里面的水份，直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散发着大自然清香的

黄色的仙人掌糖就熬制出来了，没有熬干的仙人掌糖存放一段时间后就会变酸。大人一般会把

糖装在一个土坛子里收藏起来，只有在煮米酒汤圆的时候拿出来放上一勺，那沁人心脾的味道

是留在每一个吾木人记忆深处的甘甜。仙人掌熬制糖还是治疗痢疾的一副神奇的单方药。



图 / 田秘林

Farmer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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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引进来

引入参与式选育种

2017 年 3 月，在全国农民种子网络的协助下我们村组织了一次种子交换活动，村民从

石头城和油米换得了心仪的种子。10 月份，这些种子已经变成村民们的食物，从气候差异

不大的两个村子换来的种子适应性也很好。

准备留种的玉米种子 Self-saving Seeds 收获的玉米 Maize Harvest



 Water-soaked Seeds

Walnut Leaves Bowl

G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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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适应性种植试验

具有“粮仓”之称的吾木，由于劳动力减少，受雨水气候的影响，我们这儿已没有人种植水稻了。

和路红想恢复老品种水稻的生态种植，不想让水稻梯田变成旱田，希望吃的东西尽量无公害。2017 年

在全国农民种子网络团队的协助下，我们从云南红河州红河县萨玛坝梯田引入 13 种稻种到我们这儿试

种，和路红试种水稻，和继先试种旱稻。从 4月份开始育秧苗到 11 月份收获，既有几种不适应的品种

也有非常适应的品种，和继先打算明年继续试种，收获更多的种子。

我们吾木传统的育秧苗方法是：

泡谷种 - 育芽 - 发芽 - 播种 - 烧火土 - 备耕养田 - 出芽 - 备床

泡
谷
种

育
芽

发
芽

Rice Participatory Varietal Selection



Sowing

Plant Ashes

Tilling Seedbed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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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耕
养
田

出
芽

烧
火
土

播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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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lanting to Paddy

备
床

Daily Management

田
间
管
理

Heading

抽
穗

Ripen

成
熟



图 / 和继先

吾木村的东巴和继先，也是水稻参与式引种试验员。 

Jixian He,Dongba / Participatory Variety Selection Experimenter

图 / F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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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st

收
获

Seed Saving

留
种



图 / 庄淯棻

图 / 李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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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交流学习

鲁甸中草药之行

2017 年 9 月 17-18 日，我们的村民代表和石头城、油米的村民在全国农民种子网络的协助下前往鲁甸考

察、交流、学习中草药种植的经验。了解到鲁甸由砍伐森林的“木头经济”成功地转型为中草药种植基地，

当地的自然环境不仅得到良好改善，而且村民们还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这是

我们羡慕的地方，也是我们想深入学习了解的地方。十分敬佩鲁甸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

与鲁甸村民交流中草药种植 

Exchange with Ludian Villagers on Local Herbal Medicine

鲁甸中草药之行合影 Group Photo

Discussing Herbal Medicine Planting 

Farmer Exchange 



图 / 田秘林图 / 李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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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马坪关乡村建设之行

2017 年 11 月 15-16 日，我们的村民代表和石头城、油米的村民在全国农民种子网络的协助

下前往大理的沙溪和马坪关，学习社区垃圾治理和社区组织建设。沙溪古镇“以旧修旧”的方式

让我们想到吾木基本上是以旧换新，38 户的村庄容易开展工作，很好地把学校和社区联系起来开

展活动，团队成员的团队意识强。马坪关的社区组织建设经验，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观沙溪古镇 Walking Workshop 小组讨论参访感想 Group Discussion

我们吾木因粮食丰产而得名，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祖先留给了我们的传统智慧好像挖

也挖不完。但现在现代化、全球化思潮逐渐涌进村子，吾木今后何去何从，就像是站在田埂上是

去东边田修田还是去西边田放水一样，需要好好想想我们村庄今后要到哪里去。如果没有思绪，

那就走出去，多看看，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思路带来更多的参考！

I n t o  t h e  F u t u r e  

Rural Revitalization Trip to Shaxi Ancient Town, Dali

走向未来



吾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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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迁徙年历表 Ancestral Migration History



图 / 田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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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之前，纳西族先民从白地一带顺江而下迁徙而来。

    嘉庆年间，村头修建了五峰山神庙，隶属丽江北岳庙分庙。

    光绪九年（1883 年），吾木村建汉文化义学馆，有碑存于吾木东巴传习院旁和学湛家院内。

    光绪未年，吾木村发生瘟疫，死亡近 300 余人。

    1917 年，设立丽江第二劝学所。

    1932 年，吾木村发生牛温疫，全村耕牛全部死亡，有村民到外地高价买牛种地，有的靠手挖耕作。

    1949 年，成立五峰完小。

    1950 年，宝山解放，吾木实行土地改革，解散古乐会，禁止东巴文化活动。

    1960 年，吾木缺粮，发生水肿病死亡 120 多人。

    1982 年，实行包产到户（比其它乡镇晚 2年）。

    1988 年，改吾木乡为行政村（撤区建乡）。

    1999 年，村里通路。 

    1999 年 9 月 9 日，吾木东巴传习院成立，由和继泉、和茂椿 、和福洋、和贵材、和那恒发起。 

    2000 年，实行退耕还林，村里通电，东巴传习院和五峰完小达成协议开设东巴文化义教课，由和茂椿任教。

    2005 年，实施村道硬化工程。

    2007 年，吾木村纳西族传统春节祭天仪式在中央电视台春晚特别节目《一年又一年》播出。

    2008年，丽江市文广局授牌吾木东巴传习院为丽江市东巴文化传承点，五峰完小代表队获纳西歌舞大赛金奖。

    2009 年，吾木实施自来水到户工程，丽江文化研究会到吾木进行文化调研。

吾木大事记

器
物

Wumu Chronicle of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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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金沙江的无量河

Wuliang River Merging into Jinsha River



图 / 丁振东73

yo u  m i



图 / 丁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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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村庄

无量河畔的村庄
我们油米村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拉伯乡加泽大山深处，海拔 2100 米，适宜种植玉米、

小麦等农作物。全村现有 84 户 414 人，分为上村和下村，上村是从下村分家出来的，是宁蒗县一

个古老偏僻的摩梭人聚居村寨。图中所见的河流名为无量河，一条名称带着浓厚佛教气息的河流。

我们就生活在这无量河边上，紧靠四川。

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一直认为“油米”的意思是“有油有米”的富庶之地，其实并不是这样，“油

米”是汉字的谐音地名。油米在“阮可”语中真正的含义是“团结的村子”。

油米村有三个最主要的姓氏家族，杨家、石家和阿家。

杨家本不姓杨，是纳西古氏族“尤”氏后裔，相传来自一个叫“里刷尤嗄拉”的地方，至今

也无人能指认此地具体在什么地方。杨家现在已经发展到 47 户，是村子里最大的家族。

“石”姓的一支来自洛吉河流域。石氏与三坝乡东坝的 “习”氏原为一个族群，“石”与“习”

都是一个“西”(xi，意为“人”) 的“汝卡”古氏族后裔。现成为不同的姓氏是因不同地方的汉

字姓氏确定方案的差异。

“阿”姓是油米村第三大家族，到油米有五六代人了，来自永宁，先定居托甸后迁入油米村。

与永宁府的阿氏同为一姓氏。“阿”氏纳西语原为 nguaq（注：无法拼音标注），在油米“阿”

氏东巴阿公塔家的祭祖送魂经书中则以 wa,（发音同汉字 wu）记录了原本的纳西语的家族姓氏。

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小孩 Old People, Women and Kids in Village

Our

Moso Village

 A Moso Village by Wuliang River



图 / 杨青

图 / 丁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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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共居的家

村里的老房子 Old House in Village

我们居住的房子，以石当墙，土撑平顶，整个建筑呈碉楼式土木结构，用材简便，坚固耐用。

土掌房冬暖夏凉，全村一家紧挨着一家，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无量河（又名冲天河）的东岸，构成

了一道随地形而建、适用又美观的特色景观。

底层饲养牲畜，中间层住人，顶层就是祭祀神灵的。“ ”
Living Daily with Holy Spirits

村里人家喂的马儿 Horse in Village



图 / 丁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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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米的纳西民居布局基本上是有两层的，也有一

层的。主屋的格局是按纳西族古老的青蛙八格图定位，

两间合用的祖屋共用九根柱子，八根柱子定位在巴格图

中的八个方位，按九宫运行的方法，有一根柱子就落

在房子的中心，这也是房子最重要的一根柱子，即 mee  

dvl  rerq，意为“撑天柱”。柱子上套着山竹编就的

花眼竹套，即mee  dv  jjiq，意为“撑天柱的衣服”。

竹套上插着一年里各种民俗祭祀活动中代表祖先神灵赐

予吉祥物 ( 赐福泽 ) 的树枝，还有筷笼、勺子等家什。

柱子顶部横搭着一个两尺余的坛子，是主人用来供奉

“胜利神”和“生命神”的地方。进门的右侧是火炕，

霸气的三个三足铁支架上架着三口大蒸锅，飘出满屋的

香味！紧挨着火塘的两个大床连接处立着一个厚实的祖

先神柜，顶上供奉着庇佑主人家的诸神和祖先，黄铜制

成的香炉和花瓶在油灯照亮下显得温馨而华丽，神龛显

得庄严而神圣。 

火塘上飘舞的火光映照着油米人红火的日子和好

客的热情，与火炕相对的一边是水缸和厨柜，无意中形

成围着撑天柱的阴阳（水火）相配。在火塘的上方留有

一个约一平米多的方形出烟洞，中间挂着用木头做的熏

物架，形成顶天立地的布局。千百年来，无量河边的油

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既饱含民族文化哲学又因地制宜的

传统建筑中，厚实的墙体和土压屋顶的碉楼不仅可以防

匪防盗，冬暖夏凉也能抵御炎热的河谷气候。

这是阿塔一家人在运肥料，民居一层的牲畜粪便被运到耕地里做肥料。

Making Compost for Fertilizer

Each House Has A Pillar of Eternity

我们的房子都有一根撑天柱 图 / 梁海梅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左凌仁

图 / 梁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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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扎实东巴一家四代同堂围坐在火塘旁 Four Generations of Dongba Zhashi Yang Gathered by the Fire Pit

图 / 梁海梅

房顶是祭祀神灵的地方，设有东巴的经堂、烧香塔等专门用来祭祀。

The Roof is a Place Where the Gods Are Worshipped, and the Pogoda Are Dedicated 

to Worship

The bottom of the house is a livestock circle dedicated to raising 

pigs, horses, cattle, and sheep

房子底层是牲畜圈，专门用来养猪、养马、牛、羊等。



图 / 梁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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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塘上方的熏物架，挂在熏物架上的是猪尿泡，东巴说猪尿泡有防火的作用。

A Symbol of Fire Hazard Prevention in the Form of Hanging Hog Bladders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左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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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和油米人的一生

人神共语的东巴

纳西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分布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交界的金沙江流域，

主要聚居区则是在我们云南丽江地区。纳西族信奉的是纳西东巴教，我们油米是纳西族摩梭人，

所以东巴文化也是油米村及周边村寨的一种宗教信仰。油米的东巴文化历史底蕴非常深厚，凡是

男人都必须要学会烧天香、除秽等可以自己在家做的东巴仪式，且能熟读相关东巴仪式的经书如

《烧天香》、《除秽》等。

油米人每年要做 5个仪式：2月要做“大祭风”、“小祭风”；3月要“敬龙王”；7-8 月做

消灾仪式；纳历新年做“驱口舌”仪式。这些仪式都是请村里本家族的东巴来做，在杨姓、阿姓

和石姓这三个家族中，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东巴。杨家要做仪式就只能请杨家的东巴来做，阿

家要做仪式也只能请阿家的东巴，石家也是一样，不能请外族的东巴来做仪式。

不仅上面提到的 5 个仪式需要请东巴，杨姓，阿姓和石姓三大家族的东巴们还各自负责本家

族每个成员从生到死的东巴仪式。祖传下来的文化习俗、传统节日以及频繁的祭祀活动与东巴紧

密联系在一起。

目前，村里现有9位东巴，他们分别是杨扎实、杨布理、杨给苴、杨玛佐、杨那本、杨泽礼、

阿公塔、阿泽里、石玛宁。其中，杨家的东巴有 6 位，阿家的东巴有 2 位，石家的东巴有 1 位。

村里还有 2 位武将，石布农和石文君，武将是护法神，要求能歌善舞，协助东巴做东巴仪式，负

责制造东巴仪式氛围。

油米村部分东巴合影 Group Photo of Dongba

Dongba, Bridging Human and Spi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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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家

杨扎实，66 岁，从小就学习东巴文化，能主持各种东巴仪式，能绘画，会舞蹈，能翻译各种

东巴经书，还善于雕刻。门下有不少年轻的东巴徒弟，如阿公塔、杨玛佐、杨泽礼等都是他

的徒弟。他在 1980 年代当过护林员，担任过 10 年的村长，自身知识渊博，对历史、政治、

哲学有自己的理解。

杨扎实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左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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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给苴 杨给苴，39 岁，从小就学习东巴文化，能主持所有东巴仪式。

东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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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家

杨玛佐，35 岁，1997 年开始学习东巴文化，现在已经能主持各种仪式和会跳各种东巴舞蹈，

每年都会在村里和周边邻村做各种仪式。2004 年 -2008 年，曾去过北京、山东打工。杨玛佐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左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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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礼，32 岁，2008 年开始学习东巴文化，现能主持基本东巴仪式。杨泽礼

东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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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布理，44 岁，1989 年开始学习东巴文化，能主持所有东巴仪式。杨布理

杨 东
家 巴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左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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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玛宁，1988 年开始学习东巴文化，能主持各种东巴仪式，善于绘画、舞蹈。石玛宁

石 东
家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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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塔，1972 年生，46 岁。1990 年开始学习东巴，擅长写东巴经书，诵读经文，是革囊渡江

的能手，曾经在 2017 年农民种子网络年会上做祝福仪式。阿公塔

阿
家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左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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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泽理 阿泽理，39 岁，1989 年开始学习东巴文化，长年在家，能做各种东巴仪式。

东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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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农布，57 岁，石文君的弟弟，曾担任村里的老村长，能歌善舞，会吹笛，曾经在丽江忠义市

场旁边唱过歌，在丽江古城四方街宣传摩梭文化。石农布

武
将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左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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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君，70 岁，1980 年开始学习侠舞，能主持所有侠舞舞蹈仪式。石文君

武
将



图 / 杨青

图 /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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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扎实东巴的经堂内部陈设  Scripture Hall of Dongba Zhashi Yang

这是村里最老的东巴杨扎实的工作室，设在家里楼顶上（村里其它东巴没有工作室，相关的

活动仪式就在家里的厅堂里举行）。经堂内放有祭祀柜、桌子，柜子里放有东巴经书，柜顶放有

祭祀品、经坛。纳历新年期间，经坛上放有面偶，祭祀品、祭祀植物如图所示，经堂里珍藏有的

经书有的据说已超过百年。

杨扎实东巴捏制好的八仙盘和面偶 Handmade Ritual Materials



图 / 丁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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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米人的一生

油米人的一生都离不开东巴，生命的轮回和人生中的每个转折点都离不开东巴。

村里有孩子出生时，需要请东巴来看书，算生辰八字。孩子出生后第三天，要请

东巴来做起名仪式。

村里的孩子们 Kids in Village

出
生

Life of A Youmian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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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历新年正月初一，家里男人敬“胜利神”时，即将满 13 岁的男孩子或女孩子

要穿着东巴之前推算好颜色的民族服装，男孩穿裤子，女孩穿裙子，一只脚踩在

猪膘肉上，一只脚踩在一袋大米上，举行成人礼仪式。

摩梭女孩的十三岁成人礼，身上的服装颜色是东巴推算好的搭配。

摩梭人的恋爱和结婚还在延续着古老的传统。首先是提亲，要请东巴算一下男女

双方的属相，合不合得来，如果东巴算出两位新人的八字不相符，这桩婚事会被

阻拦。八字相符，东巴就会帮测算新娘新婚时合适的服装颜色。其次是订亲，要

请东巴算好日子。第三是选良辰吉日举行婚礼，男方请东巴测算确定结婚日子 ,

通过看天上的星星，天气、星辰好不好，决定结婚日期 , 然后再通知女方结婚日

子。第四是结婚仪式。男方在结婚当天要早早地请东巴过来，测算一下什么时辰

到，从什么方向过来，新娘进门的时候要有个约定的时间。在男方的大门外，东

巴在敲锣打鼓，开始念经 :“呼唤好的、美丽祥和的东西过来，祝愿这对夫妇白

头偕老、百年好合。”

结
婚

十
三
岁
成
人
礼

Coming of Age Celebration

Wedding

 13-Year-Old Moso Girs Celebrating Coming of Age, Dressing in Colorful Pattern Instructed by Dongba



图 / 丁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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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生育坐月子期间，一般躺在家里，不能吹风，不让出门。这里比较忌讳从外

面打工回来的人去刚生了小孩的人家。对此东巴经里面的说法是，从外面打工回

来的人去了刚生小孩的人家，小孩会受到外面带来的魂魄的惊吓，就会生病。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一般都留在家里，帮家里喂牲畜、垫圈。现在，六十岁以上

的老人更加讲究一些，要是东巴算出不能出远门， 他们就不会离开家门。

全村实行火葬。杨家、石家、阿家有一处共同的火葬场，但火葬的具体位置是分

开的。我们每一个姓氏家族在火葬场上都有一个固定的火化位置。男人和女人的

火化位置又稍有区别，男的在高一点的位置，女的在低一点的位置。

初
为
人
母

步
入
老
年

丧
葬
仪
式

New Motherhood

Ageing

Fu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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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老人们

村
里
的
妇
女
们

CO N N E C T I N G

 T O  

D O N G B A

Women in Village

Old People i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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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共舞的传统节日

“杀猪”节

在隆重的传统节日庆典上，分享具有特殊意义的传统

食材，与神共舞，这是对神灵庇佑的回馈和感恩。

村里三个家族，杀猪要分两天进行。农历十一月

初八杨家杀猪，初十阿家、石家杀猪。年猪一般都是自

己家养，自己家吃，没有卖的。一年下来要杀 2-3 头，

猪一般养 1-2 年，催肥时喂精粮 2-3 个月。

好多从外面来油米做客的朋友都好奇地问我们，

摩梭人的杀猪节，每家至少要杀 2-3 头猪，这么多猪肉

怎么吃？这些肉先是要请客，吃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然

后会腌制腊肉、腊香肠、血肠等，油米最有特色的是制

作猪膘肉。

杀猪的时候首先做的是血肠，把猪血和糯米掺在

一起，里面放上香料和胡椒等拌匀，然后把拌匀的这些

配料塞到猪肠子里面，塞的时候要用拳头塞紧，这样就

制作好了具有摩梭特色的血肠。

新腌制好的腊肉、腊排骨 Fresh Salted Pork

一圈一圈的猪膘肉 Local Salted Pork

刚出锅的鱼和酥肉 Fresh Fried Fish and Pork

一桌子的美食 Lots of Delicious Food（左图）

把整头猪的肉都分割好，最后才来制作猪膘肉。

猪膘肉的制作过程分为宰杀、剔骨肉、抹调料、缝制、

压扁、晾晒和放置等几个步骤。到过油米的朋友知道，

这猪膘肉是摩梭人贮藏的肉食品，平时想吃的时候就割

下一块，如果家里有客人，也要用这猪膘肉招待客人。

猪膘肉的吃法非常多，煮、炒、蒸，猪膘肉看似肥腻，

吃起来却很爽口，味醇香，口感很好。这猪膘肉除了日

常食用外，也常用于祭祀和置办宴席。猪膘肉是摩梭人

家庭富裕的象征，如果哪家的神龛上放了整条的猪膘

肉，那这个家庭在当地一定程度上是富有的。

 Festivals, Time to Dance with Spirits

Celebration of Fall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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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历新年

 油米是一个仍在使用古老纳西星历的村落。（纳西星历是纳西族的传统天文历法，一种通

过观察天上的星星就能算日子的天文历法，28 个星宿轮转一次即一个月。）油米的新年比丽江一

带的纳西族和汉族要早约一个月的时间。纳历新年是油米人最隆重的节日，过年都要过 13 天，因

为我们认为一年有 13 个月，每年到正月十三转山才结束我们的新年。纳历新年，村里所有的人都

差不多进入了“达瓦纳西怒”，这句纳西话的意思是腊月忙疯了纳西人。

油米人崇拜的图腾是老虎。纳历新年即将来临时，杨扎实东巴已经提前在一块约一平米的长

方形红布旗上，用墨水画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来替换去年过年时挂上去的旗子。我们使用的经幡

上的文字和图案要到村里杨文国老师家去拓印，因为他家保存了两块祖传的经幡图案活字印刷版。

纳历新年时杨文国家里有很多人在排队印刷经幡，村长给大家准备了墨水，剪裁彩纸、刷墨水，

几个人分工合作来操作。

英雄图腾—老虎，“虎”是纳西族原始图腾之一，所以有“世上最初无贤能，世

人贤能学自“虎”之说。

图 / 杨青

Naxi Lunar New Year

Totem of Tiger, Dedicating to the Most Respectable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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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传统藏文经幡印版的杨文国，他曾经担任宁蒗县拉伯乡乡长、县教育局

副局长，退休后回到村里为保护和传播东巴文化做了很多工作。 

拓印经幡，首先把雕版放在桌

子上，涂刷上墨水然后把剪裁好的彩

纸铺上去，用一个玉米芯来回滚压几

遍，一张印有藏文图案的经幡就出来

了。听村里的老人讲，以前油米有东

巴文字的经幡雕版，后来遭到破坏只

留下了这一套藏文的雕版。这套藏文

雕版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村里人包括

东巴都不知道，后来村里的杨扎实东

巴就去请藏族的朋友把雕版的内容释

读出来，翻译成东巴文字。杨扎实东

巴的小儿子杨泽理还去鹤庆学了木雕

的手艺，正准备早日把东巴文的雕版

恢复起来。存留下来的藏文雕版 Antique Tibetan Scripture

东巴家的礼俗比普通人家复杂，一年到头家庭祭祀，还要准备新年的习俗礼仪。简单的午饭后，

村里的东巴们就开始在屋顶的经房里开始布置神坛。年夜饭前要烧香，点灯敬神。吃过年夜饭，东巴们

开始捏面偶，在屋顶的经坛前和一大盆炒面，捏制不同神灵面偶制作祭坛，在黄铜的酥油灯里填满酥油。

总之，东巴家的仪式比普通人家多。东巴的多神崇拜和自然崇拜在我们这里依然十分浓厚。屋顶的经幡

和代表“胜利神”的 “嗄巴”( 代表胜利神的旗帜 )，待到日影偏西时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换上了新的经

幡和彩旗，微风吹过彩色的经幡随风飘动，给深藏在大山深处的我们带来了浓浓的节日喜气！

图 / 杨青

Wenguo Yang, Former Labo Township Head /Former Deputy Chief of Ninglang County Education Bureau

图 /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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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水龙王用的白海螺

拓印出来的藏文经幡

正月初一有烧天香的仪式。早上

鸡鸣第一声，全村的男人们都到屋顶烧

香塔烧天香念东巴经，浓烟滚滚，清香

木、松枝燃烧的味道弥漫着整个油米，

悠扬的白海螺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在东

巴激扬顿挫的诵经声中无量河流域的油

米人迎来了吉祥喜庆的新年！一直到正

月十三，每天早上都需要在屋顶的烧香

塔烧香。

按传统的习俗，东巴家的白海螺响

起，其它村民才能跟随其后烧香迎新年。

天亮时分，各个姓氏家族来到各自祭祀

的水龙王处祭拜水龙王，整个村子不约

而同地响起阵阵白海螺声，各种东巴器

具的响声与远处的树枝遥相呼应，漆黑

的夜幕繁星灿灿，感觉无量河更加澎湃

起来了。

图 / 杨青

图 / 杨青

 Antique Tibetan Scripture Stamp

White Conch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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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早餐后，新年的头件大事就是要到山

上去烧香祭拜山神，这是无量河流域摩梭人的传统。

山神不仅是庇佑人们神灵，在远古部落先民迁徒的时

代，山上的烧香塔是不同部落和族群间的领地界碑。

全村人都必须要去参加祭拜山神，山神塔就在我们村

子北边一公里多的虎头山上，东巴们会带上烧香需要

用到的经书、法器和供品。

彩色的经幡随风飘扬，山神塔在公路的回头湾上，

上百人围着山神塔，更换塔上的经幡，把五谷洒向山神，

塔上浓烟冲天，海螺声起，我们虔诚地祭拜山神，接受

着自然神灵的庇佑。在淳朴的民俗礼仪中，一个个凡尘

的灵魂接受冼礼，祭拜完毕各自从口袋中拿出糖果和美

酒互换，相互敬酒，相互祝福。

水源处的烧香塔 (左１)

祭拜山神的烧香塔 ( 左２)

石农布和他的“白龙马” ( 左３)

杨扎实东巴骑马上山祭拜山神 ( 右１)

油米的苏里玛酒 (右２)

图 / 梁海梅

Sulima Rice WineDongba Zhashi Yang ride to Pagoda

Pagoda next to the Water Source Dongba Zhashi Yang on Horseback for Ritual

The Tower for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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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上回到家中，又要开始忙着请春客了。三大家

族都有各自的请客日子，正月初一从石家开始，正月初

二是杨家和阿家。给长辈拜年也是春节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村的要在初一拜完，远处的亲戚和长辈要到初三。过

去要骑马拜年，在山高谷深的加泽大峡谷里，骡马一直

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外面亲戚多的家庭拜年的礼物就要

准备一匹马，还要准备一匹自己骑的，如今公路通了，

年轻人把拜年的礼物栓在摩托车上，再远的山路都能一

天来回。

过年期间是人气最旺、最热闹的时候。外出打工的都

回来了，吃过晚饭大家都穿着节日盛装出来，聚到一起打

跳、对歌。初一到初三的篝火晚会分别由石家、杨家、阿

家主持。大家围成一圈，中间会有一个人吹着笛子带领大

家跟着节奏跳起来。男人有的穿着稠料的长衫，有的则穿

着藏族的楚巴，头戴白毡帽和藏族的金边帽。女的则统一

穿着扫着地面的白色长裙，彩稠面料的斜襟上衣配着飘扬

的五彩腰带，用黑色丝线盘织的头饰装点着朵朵花儿和珍

珠，衬托着一张张如山花般自然纯美的俏脸，高挑的身材

在篝火的映衬下变得更加修长阿娜多姿。

身穿民族服饰的美丽摩梭姑娘 Beautiful Moso Girls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ostume 图 / 梁海梅

油米村年轻的杨宝荣书记 Baorong Yang, Youmi Village Deputy Secretary 图 / FSN



图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左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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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五要送年，还要祭祀畜神。送年就是请初

三来家里拜年的亲戚们过来吃早饭。按照以前的规矩，

一天要请三次，即早饭、中饭、晚饭，现在变为只是来

拜年的那天请吃一顿，送年的那天早上吃一顿。送年时

最特别食物是白酒鸡蛋花，我们将它视为珍贵的东西，

送客的特有食物。回礼给来家里拜年的亲戚，有猪腿

肉、额外送两片煮熟的猪腿肉、两片肥肉、一圈猪膘肉

和一块排骨给他们，并把他们送走。

正月初六还有一个送山神的仪式，东巴去一个代

表就行。现在去的人少了，礼节也就变得简单了。正月

初十要去敬河神，求金银。东巴会念经做仪式，以前都

是男的去，现在女的也去。敬河神的意思是可以开始淘

金了，向河神求财。

正月十三转山，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纳历新年结束

了。全村不论男女老少都来转虎头山，在路上有除秽仪

式，到了山顶烧香祭山神，为自己召魂。这里有一种说

法，菩萨会保佑徒步转山的人，不会保佑骑马转山的

人。

村里东巴的待遇，现在比过去好了许多，他们的

待遇，分三个方面 : 一是贫困户补助；二是来自东巴传

承人协会的补助（每年 4000 元左右）；三是当地请做

道场 , 主人给的费用 , 一般情况下，给东巴一瓶酒，一

块砖茶；主人家杀羊，要把羊皮、肩胛骨和头蹄给东巴；

还要给现金 100 元。

纳
历
新
年

杨扎实东巴和他的孙女 Dongba Zhashi Yang and his Grand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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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米的梯田适合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我们也

会在玉米地里套种南瓜，在小麦田里套种豌豆，田埂边

上种植番茄。很早以前，这里也能种植水稻，自己种的

米很好吃，香喷喷的，一揭锅盖，味道扑鼻而来。现在

水稻不种了，买来的米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去年村里

还有一家人在种水稻，但是这家人种出来水稻，麻雀铺

天盖地飞来啄食，稻谷长出来都被吃光了，今年就没人

种了。种子也没有了，现在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很多，劳

动力短缺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还传承着农历四月尝新麦、十月吃新米的

习俗，这个习俗来自于我们东巴经《利恩素库》中的记

载，说的是远古时期，人类的始祖崇仁利恩和才亨比莫

美的一段爱情故事 ,从此也就有了尝新麦节和尝新米节。

生存之道 : 山地农耕

《利恩素库》内容页

  Dongba Scripture

图 / 梁海梅

图 / 杨宝荣

东巴经《利恩素库》

Dongba Scripture

图 / 杨宝荣

Terrace 

Cultivation

油米村的梯田 Terrace Landscape in Youmi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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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田地有国民党时期开垦的，也有文革初期开垦的，从靠近无量河的田地往山上开垦。现在

村里种地的人减少了，开垦的速度也减慢了。现在饮用水是从周边引过来的，灌溉的水则是从加泽村委

会引过来。最近新修的水渠是从 10 公里以外的地方引进来的，外面的水量小，流进来的水量就更小。

在每年3、4月份的时候，这里会出现缺水的现象。饮用水也经常停水，特别是在冬季停的次数会多一些，

夏季情况稍好一些。村里没有设水管员，田地灌溉的管理遵循的是村民小组长管理灌溉，谁家的面积大

谁就先灌。

We are on the road

在油米，东巴文化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是我们的心灵寄托，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传承和发扬东巴文化，是我们油米人的光荣使命。近几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已经开始重

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传承和挖掘传统的东巴文化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庆幸的是

我们一直在路上。

东巴
     文化

我们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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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故事》是农民种子网络在乐施会的大力支持下，与石头城、吾木和油米三个纳西山村

村民共同努力的成果。这本册子能够成稿，首先应当感谢石头城村的木文川书记提议并促成了三

村网络的形成，感谢吾木村的和继先东巴和油米村的杨宝荣书记为促进三村交流所做的贡献。农

民种子网络的资深志愿者丁振东老师不仅参与了文字修订工作，还贡献了大量的精美图片，合作

伙伴杨青老师在三村研究和影像记录方面做了很大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中国农业大学的孙

庆忠教授一直记挂着三村的发展，也为册子的修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感谢曾经驻扎石头城村一

年的庄淯棻担当美编设计工作，为此付出的努力。感谢农民种子网络团队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和

乐施会农业与扶贫政策团队刘源博士、洪力维等伙伴给予的巨大鼓励和支持。最后，感谢勤劳、

质朴和可爱的三村村民，这本小册子是我们携手并肩、一道守护和发扬纳西智慧的见证。

致谢

农民种子网络

农民种子网络是全国农民种子就地选育、共享和倡导平台，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农作物品种多

样性的就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促进传统文化与知识的传承，推动农民、科研人员、种子企业和

决策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公平有效的政策保护农民种子权益及传统知识，助力乡村振兴、

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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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乐施会提供研究和出版支持

本书内容不必然代表乐施会立场

乐施会

全球每三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处于贫穷状况。乐施会在世界各地以务实及创新的方法，协助贫

穷人群改善生活及持续发展。我们积极回应人道危机，提供救援，并协助恢复生计。我们推行公

众教育及倡议运动，以改善本土及全球的扶贫政策。乐施会与贫穷人群及伙伴携手合作，致力于

消除贫穷以及导致贫穷的不公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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