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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平城郊东北有一处叫花坡
的地方，乍一听还以为这里可能是一
个漫山遍野生长有很多野花的山坡，
其实这里青山如黛、林木葱茏，犹如
县城的一道绿色屏障，并已成为日新
月异的城市新区，是一个有着传奇历
史故事和播种绿色的山地。

花坡是城郊的一个寨名，也是
城郊东北一带地域的统称，在黎平
县城无人不知晓。

花坡是黎平至靖州古驿道的
必经之地，据说它是因为有花娘坟
而 得 名 ，它 有 一 个 神 奇 的 传 说 故
事。据《黎平府志》记载，相传花坡
有座荒墓名曰花娘坟，明万历年间
有一个送信的差使行至此已是夜
晚，见道旁有户人家亮着灯，便上
前敲门借宿，见屋内只有一个美貌
的女子，并同意收留他住宿，一觉
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却发现自己
睡卧在一座荒墓旁，随身护送的公
文 已 丢 失 ，于 是 立 即 报 告 黎 平 官
府，官府派人掘开荒墓，得公文于
棺材侧。编者认为这其实是所谓
的“玉鱼金碗”（比喻先朝遗事），古
代曾有这种神话传说故事。但花
月之妖 ，必须是相互感应才引起
的；艳冶之鬼，并非没有自己的缘
故而产生。开始此处的俗事是很
清新平静的，也没有花娘什么的说
法，但因这位差使受到迷惑生事，
并掘别人坟墓，这种荒诞之事不可
信啊。这个传说故事与《聊斋志
异》中的情节相似，使花坡充满了
很多神秘色彩。

花坡地处黎平县城东北大门，
为云贵高原向丘陵的过渡地带，夹
杂着喀斯特地貌，山峦起伏，溪流交
错，村寨沿古道拓落，不仅为要道要
地，也是古时千里迢迢来戍守黎平
屯兵移民向东方回望家乡第一眼望
到的地方，寄托着无限的思念，这里
有不少的名胜古迹。

花坡一带有个地方叫十万坪，地势平坦开阔，据说是
明洪武十八年（1385）五开洞（黎平）侗族农民吴勉率众举
行大规模起义，自称“铲平王”，义军队伍发展到二十万
众，黎平的十二处长官司一齐响应之，席卷“八洞”，占据
了黔、湘、桂毗连的广大地区，震撼朝廷。于是明太祖朱
元璋派六子楚王朱祯挂帅，亲率护卫兵六千五百人，信国
公汤和为征虏将军，江夏侯周德兴为副将军，率领三十万
大军进行征剿。明军由湖南靖州前往黎平步步为营，分
屯立栅，到黎平城郊的花坡一带驻扎下来，派兵降服当地
长官司，并分兵到诸洞与侗民杂耕，逐步瓦解吴勉农民起
义军队伍，最后以计诱擒吴勉及其儿子吴禄，平席了这场
声势浩大的黎平侗族农民起义。因为曾驻扎过明朝大
军，就有十万坪这个地名保留至今。

明万历九年（1581），驻守五开卫的明军发动兵变，军士
胡国瑞等驱逐守备，逼死职官，叛乱占领卫城，隆里、铜鼓、
靖州等地苗侗群众纷纷起来响应叛军，震惊朝廷，史称“五
开兵变”。明廷令湖广巡抚陈省即派抗倭名将、时任靖
（州）五（开）参将的邓子龙领兵 4000 人前往镇压叛军。邓
子龙率兵分两路围攻，一举攻下卫城，捉拿叛军贼首正法，
清除余党，重整军纪，平定兵变。之后邓子龙留守五开卫，
屯兵垦田，弹压苗侗疆域。第三年，邓子龙路经花坡看到一
处巨石排列如门扇，甚为奇秀，挥笔书下“石门”两个大字，
并镌刻于石上，“石门”摩崖石刻吸引很多游人前来观探。

花坡一带自古以来都被黎平城里的人视为风水宝地，
古冢众多。其中黎平城出的最大官员、南明兵部尚书、

“湘中王”何腾蛟的父母何东风与廖氏就合葬于此。何东
凤，字警谷，号鸣宇，是明万历年黎平贡生，曾任浙江衢州
府西安县训、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告归黎平后，捐资创
办“西崖精舍”，广施教泽，著有《黎平地舆志》十二卷、《太
和记》四卷。传说何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所以他的故
居旁有口“神鱼井”。何腾蛟是在他父亲的教诲和影响
下，成为南明重巨和抗清民族英雄。何东风辞世后明廷
诰封为“文林郞”，明末山西汾阳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
侍经筵讲官朱之俊与介休进士、太常寺卿前兵科都给事
中董承业为其合撰书墓志铭。合葬墓碑上书有“何东风
号鸣宇、廖氏墓”，右书：“翰林院侍读学士雷跃龙题”。墓
为圆形，石灰石裙，平面直径 5.8 米，高 1.6 米，周围用石灰
石筑围墙，高 1.7 米，厚 1.6 米，左、右两边各立有华表一
根，为八面形，雄伟壮观，吸引不少人来拜谒。

花坡一带有座古石拱桥叫长安桥，因距黎平城约五里
远，也称五里桥，它是黎靖古驿道的重要通道。此桥修建
于明成化年间，由五开卫都指挥庄荣建造。康熙年间，五
开卫守备胡伟烈重修。桥高两丈，长六七丈，用石垛镶砌
而成。桥下溪涧深暗水流，两岸石壁突兀陡峭，地势十分
险要，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1934 年 12 月 15 日，
中央红军长征在此与黔军展开了激烈的入黔第一战，击
溃黔军后攻占入黔的第一城——黎平，得到了湘江血战后
的休整和补给，开启中国革命伟大的转折，印证了毛泽东
避开强敌、转兵入黔的正确军事战略主张，这里成了著名
的红色战斗遗址。

建国后，为依托黎平盛产优质杉木的优势发展林业，
1954 年至 1956 年由省林野调查队（省林勘院前身）进行测
设规划，于 1957 年 7 月在此建起林场，原名为贵州省黎平
林场，属省管辖，以营造杉松用材林为主，1963 年改属州
管，1966 年后下放由县管，因场部建在花坡，故取名为花
坡国营林场，林场先后造林达 7 万多亩。1958 年从全县抽
调青年民兵 5000 多人，组建造林民兵团、营、连、排、班、
组，上山安营扎寨，大战两个月，完成造林任务 4 万亩。次
年春，县团委又发起号召动员全县共青团员和青年 1000
余人，历时一个月，完成造林任务 5000 多亩。之后不断发
展壮大，成为全县的龙头森工企业，现有职工 120 多人，林
场的业务主要有经营造林、绿化设计施工、木竹制品、苗
木花卉、中药材购销、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建成了“生态
美、产业兴”的新型国有林场，是黎平国家森林公园的重
要组成部分。

如今的花坡一带，已与黎平城市建设扩容相连，山上
林场采取杉松竹杂林种、采良性循环经营，并兼营多种林
下经济产业，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山下
侗乡米业、酒业、茶油、建材等新型工业厂场应运而生，城
市主次干道延伸连接成四通八达，一栋栋商住楼与市民

“小洋楼”拔地而起，移民新区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随
迁而建，成了漂亮的新兴城区。

花坡是一个充满绿色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它与具有
600 多年历史设卫建府的历史文化名城黎平守望相依，它
是黎平人望得见山水的“绿色家园”，也是记得住乡愁的

“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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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老街（又名：凯老街），为凯里市西
门街道所辖。东门街、西门街贯穿而过。
狭义的老街北抵环城北路、西抵商场街、南
抵营盘东西路、东抵文化北路，是凯里老城
的中心、凯里的发源地、城市发展遗存，也
是凯里的集贸中心、人流中心、文化中心。
迄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

凯里老街，有厚重的建城历史。从明嘉
靖元年在凯里万寿宫设立凯里安抚司治所
到现在的凯老街，已走过 600 年风雨。

凯里老街，有红色革命的历史遗迹。中
共地下党小组在丁字口的李长青家中成立，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万寿宫历经沧桑，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魁星阁依旧矗立在大阁山。

凯里老街，有万家灯火的浓浓乡愁。这里
是凯里的发源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回响交
错。小街小巷的石板路，莲花塘那一圈圈的水
井、水沟边清澈见底的小溪、屋檐上飘落的炊
烟，老一号、猪市巷、莲花巷、卖糠巷……那一

串串熟悉的老地名，都是你我浓浓的乡愁。
凯里老街，有市井商贸的烟火气息。北

门巷的旧货、水沟边的竹器和银饰、一商场
的烟草市场、西门街的刀具等等，弥漫着人
间烟火，市井气息，是名副其实的“淘宝街”。

凯里老街，有能人志士的奋斗拼搏。李
光庭、李长青、唐寿南……他们“隐蔽精干、分
散活动、以待时机”舍生忘死开展革命活动。
在万寿宫成立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龙
山上，进步青年在魁星阁歃血盟誓，龙头河，
渔船会议点亮雷公山根据地的星星之火。

凯里老街，有苗侗精华的特色美食。酸
汤鱼、肉沫粉、洋芋粑、臭豆腐、丝娃娃让人

流连忘返，记忆中大树脚的狗肉汤锅一直
在敲打着我们的味蕾。

……
在凯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西门

街道结合环境秩序整治与老街历史文化挖
掘，提出了“文明凯里、始发老街”“文明凯
里、你我共建”的创建理念，得到了老街居民
认同和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参与到文明城市
创建过程中来，“九旬老人与她的百米小巷”
的故事家喻户晓、“文明城市，你我共建坝坝
会”上的热烈交流、“创文明城市得民心”群
众自发组织赠送锦旗的感人场面，为凯里市
成功创建文明城市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汇集民意，多方协调，成功实施东、西门
街单向通行，有效缓解老街交通拥堵问题。

发展经济硬实力，提升文化软实务。西
门街道“挖掘老街历史文化、提升老街文化旅
游街区”的思路得到了凯里市委市政府的肯
定和州市文物部门及市党史办的大力支持。

西门街道不等不靠，立足于“干”，先后
完成了“大阁山”“凯老街”“龙头河”“凯思
源”等 20 项知识产权商标的抢注；州市文联
艺术家走进老街开展挖掘历史文化活动；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万寿宫”修缮运营、大阁山
公园招商引资等工作正在进行，力争提升老
街的档次和品位，使老街成为凯里城市文旅
入口，成为本地休闲网红打卡地标，成为找
寻乡愁记忆、追忆红色历史、品味地道美食、
消费银饰服饰各类文创产品的聚集地。

凯里老街，一条唤醒记忆的老街，一条
慢时光、漫生活的老街，一条充满人间烟火
味，留得住乡愁的老街。

凯里老街，留住乡愁的地方
○ 胡晓锋

目前贵州省共有 4 万多畲族同胞，麻江县境内就有 3 万多人。
传说畲族祖上有一位名叫代赖（音译）的人，能征善战、武艺高强，当

时的朝廷因惧怕畲人造反而设计将其诱杀。在其葬礼上，族人义愤填膺，
将粑槽反扑在地，用木棍冲击粑槽。从此，冲粑槽逐渐形成一种风俗活
动，进而演化为一种丧葬舞蹈，跳舞时也不仅仅是冲击粑槽，还按照一定
的节拍，用木棍与木棍相互击打，以示继承祖先的武艺。

畲族粑槽舞代代相传至今，仍保持着原有风貌，使用畲族人家家都有
的生活用具粑槽作道具，传出的是古朴的打击声，配以粗犷的舞姿，将畲
族人民的豪放、朴实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很多有关畲族的历史已难以考证，但

粑槽舞等相关的民俗为研究畲族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粑槽舞
粗犷的舞姿，体现了畲族人豪放的性格，同时粑槽舞又是畲族人之间
相互认同的纽带，它在畲族人的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目
前，粑槽舞比较流行的地区主要在麻江县的仙坝、六堡、隆昌、岩莺、营
山等几个畲族聚居的村寨，畲族人民有语言，但无文字，粑槽舞起渊于
何时，至今有待考证。原来只用在老人的葬礼上，也仅限于男人参加，
到上世纪中叶后，粑槽舞也渐渐用到了喜庆的节日上，妇女也加入了
进来。粑槽舞为畲族人民所独创，充分体现了畲族人民的智慧、勤劳
和畲族精神文化。

2005年12月29日，麻江畲族粑槽舞被列为省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 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