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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久远

綦江的历史，可上溯至新石器时

代，那时綦江境内已有人类活动。先

秦时期居住着僰人，崖墓洞中石上刻

有牵手舞蹈等图案。綦江当时称僰

溪。汉以后、唐宋以前，綦江居住民

全是僚人，击打铜鼓既为呼号，也为

祭祀，或为欢庆，呼喊吟唱随之相

伴。僚人河叫作夜郎溪，后因江水苍

白而青黑，再名曰綦江。僰人、僚人，

以及后来的苗人等的原始歌舞，是綦

江民歌可追溯的早期渊源。

綦江民歌以綦江流域为沿线的

区域有石壕、打通、赶水、扶欢、篆塘、

三江、石角、古南、文龙等街镇；河畔

地带的山歌，《大河涨水浪沙洲》《大

河涨水浪打浪》《大河涨水小河满》

《大河涨水小河浑》等；曲调起伏开

朗，唱述人生。

以古剑山为中心的区域范围有

丁山、东溪、郭扶、文龙、古南、中峰、

永新等街镇，山地田野的薅秧歌，《太

阳出来红东东》《太阳当顶又当中》

《太阳出来落坡照过沟》《太阳落坡坡

背黄》等，旋律舒缓悠扬，打趣生活。

依据 1983 年油印版本《重庆市

綦江县民歌集成》所述，经从收集整

理的 1200 余首民歌中筛选有 170 余

首民歌编入集成。到现在，仍然有传

承人在传唱民歌，尤其是江河两岸和

深山峡谷的村落乡民，喜爱民歌，情

有独钟，歌唱原声原味，音声不绝于

耳。

种类丰富

綦江民歌歌种类型齐全，涉猎劳

作生活，曲调以五声为主，旋律激越

悠扬，主要有七类。

第一类，山歌。

山歌，一种在山野河畔抒发情怀

的歌曲，曲调舒缓叙述，音程跌宕激

情，歌唱喊说结合，音声动人心魄，在

綦江流域沿线的街镇尤为盛行。

王光芝，山歌爱好者，是土生土

长的东溪人，两三岁时在父辈的熏陶

下，学会了唱山歌，并一直坚持到了

现在。

如今，王光芝的父亲早已故去。

但王光芝仍不时哼唱父亲当年教她

的山歌，既是个人爱好，也是对父亲

的怀念。而在古镇上，像王光芝这样

喜爱山歌的居民，还不少。

第二类，薅秧歌，也叫田歌。

薅秧歌是綦江民歌的一种类型，

指在稻禾田畴薅秧劳作时所唱的歌

曲。下得田去，或七八人、或二三十

人，一领众和地唱响舒缓悠扬的旋

律。薅秧歌，承载了綦江多代人的记

忆。在三江街道水口村，出生于1949

年的罗玉才，忆及当年唱薅秧歌时的

场景，不禁感慨万千。

“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生产队下

田薅秧就开始接触薅秧歌。第一次

没啥印象，就是跟着哼，慢慢的那个

旋律就刻在脑子里了。下田薅秧嘛

啰儿，行对行哎，啰儿呀啰，挽起裤脚

嘛 ，啷 啷 扯 ，哐 扯 ，捉 迷 藏 哦 ，啰

啰 ......”说着，罗玉才轻声哼了起来，

歌声里，是岁月的味道。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集体插秧劳作的

场面逐步消失。而如今，越来越多的

农民开始涌向城市，参与庄稼耕作的

农民越来越少，众人一起唱歌一起劳

作的情景已再难寻觅。

第三类，石工号子。

包括石工在采石场开山打石吼

喊的大锤号子；运送石头的拗石号

子，或叫滑石号子；抬运石头的抬石

号子，或叫抬工号子，包括平路号子、

草鞋号子、龙杆号子等。

由于綦江地处山地丘陵地带，一

直以来，会开山打石、会修房子打灶

台的石匠就备受人们推崇，年轻力壮

的男子，大多会选择从事石匠这一

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兴农田水

利建设，正是石匠大展拳脚的好时

机，也是石工号子大规模传唱的时

候。

“年轻的时候修大水库，每个生

产队投资几十个劳力上水库，大家组

成了一个几百人的专业的队伍打石

头。有打石头的、搬沙的、搬水泥的，

从郭扶搬上去有二十几里路。”郭扶

镇老石匠蔡长友回忆说：“大家一起

干活、一起吼。”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石匠们或

转行或单干，学习石工的年轻人也越

来越少，石工号子的传唱，也有变弱

的趋势。

第四类，小调，多指外地流传而

来的，或有较为固态词曲的流行歌

曲。

第五类，风俗歌，反映民间生活、

民生疾苦、妇女苦情等。

第六类，盘歌，指一问一答的对

唱歌曲，常在薅秧田歌中反复出现；

因其歌唱形式特别，曲目内容繁多，

可单列为一类民歌。

第七类、苗族民歌，用苗族语言

歌唱，多为叙述性说唱歌曲。

受多种因素影响，綦江民歌，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开始呈现濒危

的态势，亟待保护和传承。

逆风生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人远离了田园牧歌的生活，而且伴

随交通的便利，人们的地域性特征被

逐渐淡化，綦江民歌失去了发展的沃

土，逐渐走向濒危。

作为綦江民歌的继承者和传承

者之一，高厚启担起了传承綦江民歌

的重任。

今年82岁的高厚启家住綦江郭

扶镇平等村，民歌传承自父辈。高厚

启从小就在乡间田野悉听民歌，耳闻

目染，传唱民歌，擅长高腔薅秧歌，常

作领唱的“薅秧歌头”。高厚启不仅

喜欢唱歌，还喜欢写歌。一有空，就

用一些纸片记下自己编的歌词，不会

谱曲，就沿用平日的薅秧歌曲调。

2014年，他被重庆市文化委员会授予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

高厚启一直在家务农，曾任社长

和会计 20 余年。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随郭扶镇老年协会的秧歌表演团

队一起，在各村社表演秧歌等近百

场，是郭扶人熟知的民歌手。当地很

多人都是在他的带动下得以学会唱

高腔山歌。2014 年，当地 53 岁的村

民李宗云拜高厚启为师，学习高腔山

歌。

同时，在多年生产劳动中，高厚

启收集整理高腔山歌100余首、民歌

手抄本5本，为綦江民歌传承做出了

重要贡献。

除了民歌传承人，綦江区一直行

进在民歌传承保护的路上。近年来，

我区文化部门加大了民歌的搜集和

保护力度，2013年，綦江民歌被申报

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今，

在新一代从事非遗文化工作者的努

力下，綦江民歌传承人的音像资料得

以及时录制和保存，涵盖近200首民

歌的《綦江民歌集》新版本也已完成。

綦江原生民歌《大河涨水浪沙

洲》《丁丁猫 红爪爪》唱响全国，綦江

本土民歌歌手王积应举办演唱会，三

江、营盘山小学等四个民歌传唱基地

建成，綦江民歌研讨会多次举办......

一首首的民歌、一对对盘唱、一排排

身影，展示着綦江民歌千百年来的历

史遗存，在巴山渝水的南部大门，綦

江河谷，山岭深壑，岁月的乡音回荡

在历史的上空，经久不息。

文/记者 刘琦 图/均为资料图片

綦江民歌
回荡在历史上空的乡音

綦江
非遗

綦江民歌，曲调以五声为主，旋律激越悠扬，句式顺畅，旋律优美；表演时将演唱和喊说结

合，时而假声飘逸，时而本嗓粗狂，整体音声动人心魄，深得国内音乐界人士的好评。同时，綦江

民歌种类丰富，题材多样，内容广泛，详细记录了綦江人民的劳动生活、婚丧嫁娶、男女情爱、家

庭生活和社会风貌，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綦江经济社会的发展。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宋剑 曲鸿瑞）“警察

同志，这个5岁女娃娃

藏在我车上，请你们帮

她找一下家人吧！”5月

11 日 15 时许，四公里

枢纽站警务室接到长

途车驾驶员何师傅报

警求助。

小女孩叫云云（化

名），今年刚满5岁，家

住綦江汽车站附近，父

母都在外务工。趁照

顾她的婆婆一时疏忽，

云云随着客流上了从

綦江到主城的长途汽

车。

车上乘客不算多，

云云安静地坐在其他

乘客旁边，悠闲地吃着

棒棒糖，未能引起检查

人员的注意。汽车发

动 并 行 驶 了 70 多 公

里，直到抵达南岸四公

里枢纽站。乘客都下

车了，云云仍旧一个人

“淡定”坐着，嘴里还含

着棒棒糖。何师傅心

生疑惑，一问才知道，

云云竟然是自己一个

人从綦江上车

的。何师傅马

上带着她到警

务室求助。

在 民 警 面

前，5 岁的云云

依然淡定，清晰

地说出了自己

和 家 人 的 名

字。通过查询，

民警明确了云

云的住址，同时

联系到綦江车

站派出所的杨

警官。

最后，由何

师傅将云云原

车带回綦江，跟

杨警官汇合后，

将孩子交回到

婆婆手中。云

云 的 婆 婆 说 ：

“云云父母都不

在身边，平时一

个人‘野’惯了，

她特别喜欢坐

车耍，没想到这

次竟然自己坐车到了主城，吓死我

了！幸好没遇到坏人，多谢司机师傅

和警察同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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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通 讯 员 吴 大

群）5月20日，雨后的横山镇大

坪村空气格外清新，而该村的

村民心里更是特别兴奋，因为

村上通知，镇卫生院的医生今

天要来村里开展义诊活动。

不到 9 点，大家就在通知的地

点聚集起来。

刚到 9 点，镇卫生院的 10

余名医务人员便走进村里，摆

开了器械。“大爷，哪里不舒

服？”随着医生们一句句暖心

的询问，便开始了测血压、照

心电图、照B超、查血等免费健

康体检。他们还为前来参加

义诊的村民检查病情，详细询

问他们的身体状况，耐心细致

地分析病情，提供用药建议、

中医体质辨识等。

随后，又举行健康知识讲

座，讲解常见疾病的预防及卫

生保健知识，细心耐心解答他

们提出的问题，并免费发放健

康宣传资料。

此次义诊活动是我区推出

的健康扶贫“百日大会战”义诊

活动之一，当天免费看诊40余

人，发放健康资料70余份。

横山镇卫生院

走进院坝开展扶贫义珍活动

义诊活动现场 通讯员 吴大群 摄

綦江民歌传承人黎朝良和几名民歌传承人切磋交流。 记者 陈星宇 摄

綦江民歌参加央视《民歌中国》录播

民歌演唱会 记者 张学成 摄

（上接 1 版）随后，姜天波

来到贫困户张集桃家看望慰

问，对资料、查房屋、问收入、

开龙头，详细询问各项帮扶政

策落实情况。他鼓励张集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要撸起袖

子、再接再厉，努力创造更加

美好的生活。姜天波强调，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高分

答卷兑现承诺，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要瞄准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集中力量精准施

策，确保“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动态清零、剩余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要加强

“志智”双扶，激发贫困户内在

动力，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做到脱贫不返

贫，增收可持续，确保脱贫质

量和成色。

綦江北纬 29°康旅示范

小镇项目在第五届全国民营

经济合作大会上正式签约落

户郭扶镇高庙村。项目计划

总投资 110 亿元，规划总面积

4228 亩，计划建成集文旅、教

育、体验农业、康养社区等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体。姜天波

来到项目营销中心、山地星空

露营公园实地查看，并就文旅

资源挖掘、周边环境优化、带

动 群 众 增 收 等 提 出 意 见 建

议。他还要求相关部门、郭扶

镇要主动服务，帮助企业解决

建设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出实招求实效助推企业高质

量发展。

咬定目标要求
确保脱贫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