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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獨木龍舟競渡文化研究 

 

  盧塞軍* 

 

摘  要 

貴州苗族獨木龍舟歷史悠久，其競渡文化表現形態因古樸、獨特現已

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本文試從民俗學的視角，運用其研

究方法對獨木龍舟所依存的文化空間和族群特徵進行實地調查；記錄整理

其歷史淵源和與文化相關的民俗事象；追蹤各種儀式場景。研究目的以揭

示獨木龍舟與自然、宗教信仰、圖騰崇拜間內在聯繫，從新的視角認識其

文化特質和價值。研究發現：清水江既是世居兩岸苗胞賴以生存的生活空

間，也是他們舉行獨木龍舟儀式的文化空間。每年選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

舉行龍舟賽事是為祭天敬神拜祖先，以祈豐收求平安。原始的民族宗教信

仰源於當地傳統的生活形態和苗家人對「龍」的圖騰崇拜。古樸的龍舟由

有形和無形的兩種不同文化形態所表現，有形的表現形態（龍舟、銅鑼、

服飾、操舟等）屬文化的「邊界」，而各種祭祀活動、身體技能等心意現

象的無形表現形態則是文化的核心。結論：獨木龍舟文化圈的形成充分體

現出苗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水是當地人的生存之源，每年雨季來

臨時舉行龍舟賽事等祭祀活動源於對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和祈保一方水

土平安，苗族獨木龍舟原生態文化的深層是宗教信仰；參與各種祭典、賽

事並通過身體可表現出本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 
 
關鍵詞：苗族獨木龍舟、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表現形態、身體技能、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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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ultural Study of Dragon Canoe Race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with a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Sai-Jun Lu ∗ 

 

Abstract 
The dragon canoe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in Guizhou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ts expression of race culture has listed in the list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ecause it is ancient and uniq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nd 
by the research method of folklore,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scription of an on the 
spot investigation of the cultural space and ethnic features of the dragon canoe. 
The author observes various ritual scenes and records and arranges systematically 
its history and folklore phenomena related to the culture. This paper show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dragon canoe and nature, religious beliefs and totem 
worship for the purpose of acknowledging the cultural trait and valu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Qingshui River is not only the place for 
the native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to inhabit, but also the cultural space where 
they hold dragon canoe race ritual. Every year, the dragon canoe race, held at 
certain time and place, is to worship the god and their ancestors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a good harvest and getting rid of disasters in the coming year. Original 
religious faith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originates from the local traditional lifestyle 
and their totem worship towards “Loong”. The primitive dragon canoe represents 
two different culture types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Those tangible 
expressions, such as dragon canoe, gong and drum and clothes, belong to the 
“boundary” of culture, while those intangible expressions, such as different kinds 
of sacrifice activities and body technique which reflect people’s wills, are the core 
of cultur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ircle of dragon 
canoe fully reflects the Miao people’s life notions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Water, for local people, is the source of life. Therefore, before the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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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ainy season every year, native people’s holding dragon canoe race and other 
fetes originate their belief that all things have spirit and also express their pray for 
a good life without mishap. So the Miao people’s original dragon canoe culture is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rituals or races shows the native 
Miao people’s everlasting humanistic spirit. 
 
Keywords: the dragon canoe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 

phys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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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每年的農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1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被譽為「苗疆腹地」以台江縣施洞鎮為中心上下 100 多公里的清水江兩

岸，以及台江縣境內巴拉河匯入清水江口以上 10公里的兩岸苗族村寨（見

圖一），都要舉行一年一度的獨木龍舟競渡，以祭祀的方式共同祭祖迎神、

同族共娛感謝大自然的恩賜以期盼來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獨木龍舟古老而神秘，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苗族原生態文化，蘊涵著苗

胞「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獨木龍舟競渡別具一格，碩大的龍舟用三根

粗長的圓木挖槽成舟，中間的一根為母舟，兩邊的兩根叫子舟。競渡的時

候用竹片、藤條將子舟捆綁在母舟兩側。龍舟的划法更具獨特，橈手身著

民族服飾，頭戴斗笠，站在兩側的子舟上，採用站立式划槳。2節日期間，

除競渡還要舉行與其他紀年性、祭祀性及農事性等節日3相同的賽歌、賽

馬、吹笙、踩鼓以及年輕人的遊方（談情說愛）等民間慶典儀式，形成了

以獨木龍舟為中心的龍舟文化圈。作為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苗族獨木龍舟

已被中國政府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受到保護。 

                                                 
1 苗族獨木龍舟定在每年農曆的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舉行，端午期間正值當地春耕

農忙季節，待水稻插秧結束後人們期待的是雨水，「水」是當地農、林、牧、漁業的

生命之源，與中華龍舟所不同的是苗族獨木龍舟祭祀的目的是為了祈求神靈降雨，

保佑風調雨順。龍舟競渡分別在清水江、巴拉河不同地點舉行，五月二十四在清水

江上游的平寨、二十五日在清水江中游的塘龍村、二十六日在巴拉河下游的老屯鄉

舉行，二十七日為「 分龍式」，分別在清水江的施洞、舊州和廖洞舉行。能讓兩岸

苗胞共同參與的同時每隻龍舟也能得到公平競爭的認同。 
2 站立式划槳為苗族獨木龍舟獨特的划法，與中華龍舟坐姿划法不同的是橈手雙腳成

弓箭步站立在龍舟槽中，站立划槳可充分利用腿部、腰部及臂部力量，可增大划槳

的幅度，具有力量大，速度快，划行距離長的技術特點。 
3 苗族紀年性節日有春節、苗年。祭祀性節日有祭祖節、敬橋節。農事性節日有龍舟

節、撈魚節等。這些節慶除了要舉行特定的儀式之外，一般都要有歌舞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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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貴州苗族獨木龍舟文化圈地理圖 

 

 

二、空間性的田野調查 

 

(一)地理位置與自然環境 

苗族獨木龍舟文化圈位於清水江中上游，以施洞鎮為中心，上起黃

平、施秉和台江三縣交界的坪寨；下至劍河縣革東清水江兩岸以及巴拉河

下游從長灘村至清水江入口處兩岸苗族村寨。地域範圍涉及四縣的兩鎮兩

鄉 60多個村寨。4清水江以水之清純而聞名,流經貴州黔東南全境，河溝縱

橫，兩岸群山跌宕起伏，屬於典型的峽谷地貌。這裡氣候溫和濕潤，年平

                                                 
4 見「貴州苗族獨木龍舟文化圈地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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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氣溫 18.5℃，雨量充沛，（1050-1220mm／年）無霜期為 247-287 天，

日照豐富。5各類魚類、畜禽、鳥類、野生動物等物種資源十分豐富，森

林覆蓋率 68%，盛產杉、松等高山植物，適宜多種林木生長，是優質杉木

的產地。所產杉木頎長挺直，質地緊密，富有彈性，含脂量高，不易腐爛，

用途廣泛，為製作龍舟優質材料。 

(二)生活形態 

流入貴州苗族地區的清水江流域，土地肥沃，森林植被茂盛，青山、

水域和原始林地形成了當地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世居在清水江兩岸的

苗族同胞從原始社會起，就以耕作、捕魚打獵、伐木為生。他們自古以來

就崇敬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有與自然融入一體的生存意識。因而這種古

老原始的生活形態也就決定了苗族的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的形成。 

■居住 

當地苗族人民主要以「聚族而居」為主，一個村寨中的人們是同宗同

祖的大家族，世代相傳聚居在一起，幾乎鮮有所見幾個家族共居一個村寨

的「交錯雜居」情形，比如楊家寨的楊氏、芳寨的劉氏等等，他們都各據

一隅，建造並守護著自己的村寨。雖說這些村寨的血親宗祖界限分明，但

是村寨的建築風格以及他們的起居習俗卻大體相同。沿著清水江畔走過，

幾乎每一個村寨都是「依江而寨，依山而居」，用獨有的「吊腳樓」式6建

築嵌合於山崖之中，總體風格順山勢層疊而上，錯落有致，再加上紅、灰、

黑三大建築材質色調與自然綠色風光的統一整合，顯然已成為自然環境中

                                                 
5 熊克武著，《台江苗族歷史文化》（北京：中國文化，2010），11-12。 
6 吊腳樓，也叫「吊樓」，為貴州苗族傳統民居，吊腳樓多依山靠河就勢而建，屬於杆

欄式建築，其特點是正屋建在實地上，廂房除一邊靠在實地和正房相連，其餘三邊

皆懸空，靠柱子支撐。目前在日本仍然保留著很多吊腳樓式的建築物，如京都著名

的「清水寺」，日語稱之為「高床 (taka yuk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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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機組成部分，極富有生命力。7 

■生產 

‧農業 

農業生產以水稻種植為主， 由於山多田地少也種植一些小米、玉米、

麥類、番薯、馬鈴薯等糧食作物；經濟作物主要有花生、煙葉、棉花、油

菜等。長期的農耕作業中形成了一些相應的習俗，如動土、敬秧、祭田都

是當地不可缺少的農耕習俗。 

‧漁業 

居住在江河沿岸附近村寨的苗族很早就從事漁業生產，清水江雨水資

源豐富，捕魚仍沿用漁網打漁、鉤釣、堆石攔水捕魚、藥鬧8甚至魚鷹捕

捉9等傳統的方法。 

‧養殖業 

當地村民幾乎每家每戶都養有雞、鴨、鵝、豬等家禽，部分家庭養有

牛、羊、馬。所畜養的雞、鴨、鵝、豬大多數自家消費和出售，牛主要用

於耕作。 

■主食與副食 

當地苗族飲食以秈米10和糯米為主，有煮食和蒸食兩種，輔食以玉

米、麥子、洋芋、紅薯、高粱、稗子11等雜糧等，玉米在顆粒飽滿剛成熟

時，可摘下玉米棒在火上燒烤來吃也可以清水煮吃，亦可以脫粒後用石磨

                                                 
7 龍傑著，《湘西苗族建築文化》（西寧：青海人民，2007），26-28。  
8 藥鬧，將化香樹葉、辣蓼樹葉，茶油枯、石灰等砸爛後放入水中，當魚兒藥暈後浮

出水面即可抓捕。 
9 魚鷹捕捉，魚鷹，也叫「水老鴉」。是鵜形目鸕鷀科的一屬，該鳥可馴養捕魚，魚鷹

捕捉，目前中國西部少數民族地區仍保留著馴鷹捕魚的傳統漁業方式。 
10 秈米又稱為秈稻，是稻的亞種，需要長日照，耐熱耐強光，米粒長但粘性差，蛋白

質含量較低，支鏈澱粉含量低。但生長期短，產量高，多產於我國南方。 
11 稗子，和稻子外形相似的一種草本植物，穀粒可作家畜和家禽的精飼料，亦可釀酒

及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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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成麺製成玉米粑食用；完全成熟的老玉米，可脫粒曬乾後磨成顆粒或麵

粉，顆粒摻與大米蒸煮吃，麵粉可製成玉米粑。麥子、高粱、稗子等一般

曬乾加工除去麩後磨成麵粉，再調水後加香蔥、韭菜等佐料，製成粑或烙

餅食用。洋芋、紅薯蒸或烤熟吃也可以與米一同蒸煮吃。副食有肉、各種

季節蔬菜，家中進餐時一般擺長桌或者圍爐而坐，每日三餐。苗族以糯食

為貴，嗜酸辣、好飲酒，一般祭祖等重大節日活動時都要備有糯食和米酒

聚餐痛飲，主人以酒盛為榮，客人以酒醉為幸。12主要的特色食品有酸湯

魚、醃魚、臘肉、雞粥、糍粑。 

■服飾與配飾 

苗族服飾久負盛名，不論是平時著裝和節日的盛裝，從織布、靛染、

裁剪、刺繡的每道工序都是採用傳統的工藝，特別是刺繡為苗家婦女必備

的生存技藝，繡法多種多樣圖案都富有超強的想像力，十分精美和諧。苗

家婦女酷愛佩戴各種銀飾，她們在繡裝外面鑲嵌潔白的銀泡、銀鈴、銀牌、

銀項圈等予以裝飾，著裝顯得銀光閃閃。另外佩戴各種銀鐲、銀耳環、銀

項圈也能辟邪、防災、防病，服飾充分展現出此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審美情

緒。 

(三)神話與信仰 

■龍舟起源考 

神話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早期的原始思維方式有關，苗族由於沒有文

字，從原始社會起歷史、文化的傳播主要是以口耳為主。獨木龍舟競渡起

源於一段遠古的神話傳說。 

相傳，清水江邊有個老漁夫叫保公，他和獨生子九保去江中打魚時，

九保被惡龍咬死，老漁父為兒子報仇而潛入江中去殺死惡龍，導致天昏地

                                                 
12 熊克武著，《台江苗族歷史文化》，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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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人們無法耕作生活。後來一婦女摸黑帶小孩到河邊洗衣裳，小孩將捶

衣棒放在水面上划來划去，嘴裡模仿苗族鼓點不停地喊道：「咚咚多！咚

咚多！」誰知他這麼一喊，天上頓時雲消霧散，東方升起了萬道霞光，一

輪鮮紅的太陽冉冉升起來。不久，江面上飄起一條身子四五丈長、門那麼

粗、閉著眼不動彈的五顏六色的怪物。大家跑去一看，原來是被燒死的惡

龍。膽大的人割塊肉燒著吃，怪鮮美的。這麼一傳開，誰都想嘗嘗。當夜，

惡龍給人們托夢，要求人們模仿它的真身，以划龍舟的方式祭祀它，它便

興雲作雨，讓人們五穀豐登。人們遵照惡龍的要求，各村寨製作獨木龍舟，

商議在清水江上競渡，果然來年風調雨順。於是，這一規定，相沿成習，

傳承至今。13 

■宗教信仰 

民俗學研究對氏族信仰極為重視，認為是有關民族宗教意識形態的基

本，它可直接反映出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生存及倫理觀念等。在

民俗學研究中處於核心地位。苗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據史料記

載，早在五千年前苗族先民 「九黎」部落就生息於黃河中下游，遷到貴

州省台江縣有「方」、「黎」、「柳」和「打」四個部落。14居住在深山老林

中的苗族自古就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神靈崇拜的萬物有靈的信仰，

認為萬象萬物都有神靈，對所有事物的神靈都是誠心誠意的崇拜。 

獨木龍舟從採木、鑿舟、授禮、下水、開划、競渡直到上岸歸棚存放，

都要遵循一套嚴肅的民俗儀規和禁忌程式，龍在苗族心目中的圖騰崇拜就

源於原生態環境的傳統原型，龍是「水神」，在水中暢遊可呼風喚雨。因

此，苗族獨木龍舟從勞動、交通的生活工具轉變為圖騰崇拜的文化意識。

用三根圓木作為龍身，船首裝上龍頭、船尾扮成龍尾。在每年插秧季節的

                                                 
13 盧塞軍，〈貴州苗族獨木龍舟原生態競渡文化探析〉,《民族體育論集》，國家民委

文化宣傳司 國家合體育總局群眾體育司選編（北京：民族，2007），80-86。 
14 李廷貴等，《苗族歷史與文化》（北京：中央民族大學，199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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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為祈求雨水充沛、穀物豐收，而舉行龍舟賽事，讓「龍」在大自然中

暢遊，以保一方水土的平安。 

 

三、獨木龍舟的有形文化表現形態 

 

(一)龍舟製作 

龍舟的龍身由三根巨大、挺直、挖成槽形的大杉樹並列拼固而成，這

些木料除要求粗大挺直外，還要選其長勢勻稱好看，枝葉繁茂，不被雷擊

的大樹。這些木料，若氏族和寨子沒有，則須向外購買，其價比一般木料

高出一倍至數倍，有的要用一頭牛換。雕龍頭用的水柳樹比較好找，選中

以後，若木主不願賣則偷砍。木主發現了，也不責罵。但偷砍者一定要把

一籃糯米飯、一隻公雞、一壺米酒放在樹下，或送到木主家中，作為禮信

和酬謝。 

木料選定或買好後，就要砍樹。砍樹有一些的規定。首先要選擇砍樹

吉日，一般定於龍年農曆十月末。其次備辦貢物，由鼓主家準備糯米飯若

干、活公雞、雄鴨各一隻、刀頭肉一坨、青布一尺、絲線一綹、生麻一束、

酒一壺等交給砍樹人帶去敬樹腳，然後焚香、燒紙，再將鴨、雞殺死，將

血淋在樹幹上，請山神、樹神受獻。然後由一位知曉古規、古禮，富貴雙

全的老人向樹祈禱：「吉杉啊！請允許我們全氏族將你們砍去做龍舟。願

你庇護老少吉安。子孫昌盛。」祭畢，即由一名事先選好了的有福之人（規

定為父母雙全，俱有兒女，不續弦的中年男子）先砍一斧，然後大家才開

始砍樹。在砍樹中，要使樹稍倒向東方（因東方是苗族遷徙前的老家）才

算吉利。砍製龍頭的水柳樹時，儀式相同。 

樹砍好後，運回途中，沿途親友都要以酒迎接，並以鴨、鵝、一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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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丈的紅緞繫在龍頭上，賓主互相唱祝賀歌。運抵寨時，全寨男女老少

以酒、肉、彩色絲、綢緞齊來迎接。歡呼「龍來了，龍來了！」情況極為

熱烈。最後，鼓主家設宴為砍樹人洗塵。 

樹子運抵寨上後，即擇吉日製作龍舟。首先備白公雞一隻和香紙等禮

品敬保護神「嘎哈 (ghab hvab) 」，求其保護龍舟製作順利成功。之後，

請木匠師傅發墨（木匠師傅須其妻子不在孕期和產褥期），畫好部位尺寸，

然後由氏族和寨上青壯年男子製作。其船體為菱形，呈流線型線條。每只

龍舟均由三隻刳成槽形的獨木船隻並排捆紮成三合一的母子龍舟，苗語稱

「衣胖仰勇 (yib pangd niangx vongx) 」。中為母船 (dail mif) 。兩旁為子

船 (ghab daib) 。母船長 21至 24米左右，前部圍度 1.8米，銜接龍頭處

翅離水面 0.9 米高，尾部圍度 1.28 米，寬約 0.7 米（如圖二）。獨木龍舟

的中間隔成六個艙，每艙長約 1.28 米至 5 米不等，用於存放節日時親友

贈送的禮物和鼓主家給舵手們午餐食品。兩旁兩艘子船，長約 15米左右，

前部圍長 0.97 米，尾部圍長 0.47 米。各分四艙，寬約 0.4 米，為划手們

站立操舟之場所（如圖三）。採挖當地一種叫「葛根」15的藤科植物，用 

 

 

 

 

 

 

 

圖二  獨木龍舟實景圖16 

                                                 
15 葛根（拉丁語為 Lobed Kudzuvine Root），為藤本植物野葛的塊根，主要分佈在中國

南方一些省區，有較好的藥用價值。由於葛根纖維的韌性好、結實，當地人把它當

做一種修補龍舟的最好材料。 
16 筆者攝於 2009 年 6 月貴州苗族獨木龍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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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龍身圖17 

 

棒槌砸蓉，用水洗淨曬乾後成纖維狀，塞入船體之間的空隙中，再塗上用

桐油調拌好的石灰以防止船艙滲水，最後船體全部塗上桐油防裂、防蟲。 

龍頭是用生長在當地河邊的水柳樹製作而成的，由於木質細膩而柔軟

十分適用於雕刻。柳樹砍成木胚抬回村寨同樣是歡歌迎接，然後向柳木上

倒酒敬奉。龍頭製作首先要在砍好的木胚上畫好草圖。龍頭置於母船前

端，長 3至 4米，直徑約 0.3米。具體尺寸視龍舟的大小而定。龍頭雕有

角、耳、鼻、眼、腮、鬍鬚等。製作成龍頭、馬鬃、蛇頸、牛角為一體的

圖騰崇拜（如圖四）。龍頸下部刳空洞，再以小木板封住洞口成逆鱗狀（龍

頭掏空可減輕船頭的重量，有利於競渡）。頸背刻龍鱗，雕刻好之後上色，

色彩要鮮豔奪目、搭配協調，然後塗上金、紅、黃、綠、白各種顏色，並

嵌以小玻璃片，使龍閃光生輝。龍眼珠嵌入鏡片，使其炯炯有神。龍嘴含

有活明珠，嘴下懸吊一紅繡球，龍頭昂揚朝天，鬚髮飄拂，栩栩如生，龍

頭兩邊安上一對大牛角（苗族傳統觀念，認為龍有水龍和旱龍，旱龍即水

牛，故龍舟安水牛角），望去無比威嚴。初具規模後，木匠師傅詳細審查，

加工修整。鼓主請漆匠用桐油漆好曬乾，整個造船工作即告完成（如圖

五）。 

                                                 
17 筆者攝於 2009 年 6 月貴州苗族獨木龍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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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龍頭雕製模型18 

 

 

 

 

 

 

 

 
 

圖五  獨木龍舟安裝情景19 

(二)龍舟棚 

龍舟造成後，拉至江中試划一次，全氏族和寨上各戶均盡力所及，湊

錢購酒辦菜歡宴，唱歌跳舞，表示慶賀。為了常年歸放保存龍舟，全村還

要修建一棟木瓦結構的建築長廊，當地人稱之為「龍舟棚」。 

                                                 
18 龍頭雕刻模型圖是根據圖片繪製而成（繪製於 2013 年 8 月），由龍頭、蛇頸、牛角、

馬鬃集合成一體，形態逼真，充分體現出苗族從農耕社會保留至今的自然崇拜、祖

先崇拜、萬物有靈的原始宗教信仰。 
19 筆者攝於 2009 年 6 月下水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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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龍舟棚製作示意圖20 

 

龍舟棚建造的地理位置首先要看風水，一般選擇前有河流，後有靠山

能夠興旺全村、鎮災的風水寶地。龍舟棚為八排七間四柱抬梁木瓦結構的

穿鬥式21建築。梁與柱之間銜接緊密結實，充分體現出傳統建築的工藝與

技術（如圖六）。整個建築表現出寬敞、通風、古樸的特點，與周圍的山

坡、河流、山石花木等自然環境融合協調。平時母舟和子舟分別歸放在龍

舟棚內，直到比賽的前 2-3天舉行龍舟下水儀式分別將龍頭、母舟、子舟

組合成一體，組裝的過程同樣是傳統、古樸,拒絕用鐵釘、螺絲栓等金屬

材料，而是用木卡和藤條、竹條將母舟和子舟捆綁到一起，龍頭靠木楔牢

牢固定。 

(三)競渡服飾 

競渡時的著裝服飾從圖案紋樣、色彩構成及製作工藝等就可表現出鮮明的

                                                 
20 筆者於 2013 年 7 月根據圖片繪製而成。 
21 穿鬥式構架是中國古代建築木構架的一種形式，這種構架以柱直接承檁，沒有梁。

目前在苗族地區仍保留很多古代的穿鬥式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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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及寓意。鼓頭作為「一船之主」著裝非常講究，頭戴銀質龍頸圈，

身著長布衫和刺有各種色彩鮮明的苗繡背心。其中蝴蝶刺繡圖案最常見

的，造型源於苗族同胞圖騰崇拜中「蝴蝶媽媽」的神話傳說，22祖先崇拜

的元素運用在服飾中作為精神寄託來祈求神靈保佑（如圖七）。鑼手的著

裝是男扮女裝，頭戴銀冠身著銀飾盛裝以顯示全村寨的榮華富貴，同時也

喻示龍舟競渡會帶來富裕美滿的生活（如圖八）。船上 32位橈手著裝規整

統一，一律身著青襟短衫。內穿藍、白色衣，下著陰丹士林布褲。 身著

的苗服製作至今仍保留著傳統的工藝技術，織、染工序極為複雜都是用婦

女的手工完成，染料是用天然植物藍靛草經過多次的染色、清洗、捶打、

曬乾工序後布料成紫褐色光亮平滑後才能裁剪成件，因此苗服享有「穿在

身上的史書」之美譽。有些橈手的著裝還嵌入龍頭、龍身的銀飾圖像來表

達祈願勇敢、威猛同時帶有辟邪的寓意（如圖九）。 

 

 

 

 

 

 

 

 

 

 

圖七  龍主服飾              圖八  鑼手服飾 

 

 

                                                 
22 邰磊，《走進苗疆腹地台江》（貴陽，貴州民族，2010），12。 



22  運動文化研究  第二十四期 

 

 

 

 

 

 

 

 
 

圖九  橈手服飾23 

 

(四)其他用具 

■划槳 

獨木龍舟的橈片不同於其他龍舟，其長度約 1.78米，用青杠木製成，

手握一端為圓柱狀，下水端寬約 3寸，兩邊稍薄中間略凸的菱形狀，最下

端用鐵環箍住，便於逆水撐船（如圖十）。 

 

 

 

 

圖十  中華龍舟（上）和獨木龍舟（下）划槳對比圖24 

                                                 
23 圖六、圖七、圖八均為 2013 年 6 月筆者田野調查中現場實拍。 
24 筆者於 2009 年 6 月根據圖片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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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皮鼓、銅鑼25 
 

■皮鼓 

「皮鼓」26是鼓主用於指揮的重要器具也是苗族祖先的象徵。作為一

種社會地位和一個氏族的象徵從苗族的先祖傳承至今。皮鼓直徑約為 60

釐米，兩面使用牛皮蒙面，用木質鼓棒敲擊不同的鼓點來控制競渡的節奏

（如圖十一）。 

■銅鑼 

「銅鑼」27也是苗族「划龍」活動的主要器具之一，直徑大小不等，

大的直徑有 1米有餘，小的直徑有 70-80釐米，多為生銅鑄就（如圖十一）。 

 

 

 

 

 

                                                 
25 筆者攝於 2009 年 6 月。 
26 皮鼓是苗族最主要的打擊樂器，除龍舟競渡用於指揮外各種節慶的舞蹈都離不開皮

鼓的鼓點，苗族舞蹈大多是隨鼓點和鑼聲的節奏翩翩起舞，享有「東方迪斯可」之

美譽。 
27 銅鑼是苗寨權利的象徵，一般由村寨的長老持有，另外銅鑼也是苗族祭祀、喜慶舞

蹈的主要打擊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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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獨木龍舟無形文化的表現形態 

 

(一)競渡身體技法 

獨木龍舟競渡位置分工如圖十二所示，第一位是篙手，由經驗豐富、

力氣大、識水性的人來擔任，當兩舟相遇或龍舟靠岸時，他可以用篙撐開

避免事故，有的篙手也兼收禮物，因此常備兩根竹篙，分別架於龍角之上，

遇有鼓主親友贈送禮物時，他即將竹篙伸向岸邊接收禮物，懸掛於龍頭、

龍角、龍頸處。 

第二位是炮手由村裡中老年人擔任，比賽時手持鐵鑄的四眼炮筒，腰

掛裝有火藥的大牛角，背朝前方，負責鳴放銃炮。一般是行駛在急流險灘

和激烈競爭中鳴炮振威製造聲勢（如圖十三）。第三位是龍主（鼓頭），一 

 

 

圖十二  獨木龍舟位置分工示意圖 28    圖十三  炮筒及炮手位置圖29 

                                                 
28 筆者於 2007 年 7 月根據圖片繪製而成。 
29 筆者攝於 2013 年貴州苗族獨木龍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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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龍主位置圖                圖十五  鑼手位置圖30 

 

般是由村寨中人氣旺盛的寨老擔任。他身著夏布長衫，外套鑲黑邊（有鑲

紅、黃、青等色）的絨背心，眼戴墨鏡，頭戴寬邊斗笠，頸戴銀質龍頸圈，

手提雙面皮鼓。坐於母舟前端，背靠龍頭，面向橈手（如圖十四）。在進

行中，他有節奏地擊鼓。鼓聲之後，鑼手緊接敲一下鑼，形成「咚咚哆」

的響聲（咚為鼓聲，哆為鑼聲）。鼓的節奏有二下，三下，五下，九下四

種。行進時多為二下，三下，五下節奏。比賽敲三下，九下節奏。製造緊

張氣氛，指揮激發橈手揮橈划船，奮勇前進。 

第四個是鑼手，是由一名男扮女裝的十歲孩童擔任，身著銀裝，頭戴

銀冠，腰系釘有銀泡花的彩帶，負責敲鑼。坐於離鼓主 1.5米的龍頸和船

身連接處，面向鼓頭坐著叩擊。龍鑼的直徑約一米，五毫米厚。背面中心

有一凸出如乳頭的鑼乳，響聲圓潤悠揚。鑼繩掛在一根三尺多高，雕雕有

小龍的木柱上，應鼓主的鼓點節奏敲打，合成為「咚咚咚咚哆！」的聲響

（如圖十五）。這位男扮女裝的鑼手，民間說是龍舟起源傳說中被惡龍咬

                                                 
30 圖十四、十五筆者攝於 2013 年貴州苗族獨木龍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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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老頭的小孩，但此說不合理，因該小孩是男孩，不是女孩。這位男扮

女裝小孩，可能是古時苗族有男女共同泛舟競賽習慣，後因江上風浪太

大，舟速太快，婦女體弱不支，出現落水事故，乃改為男子划舟，婦女不

再參加比賽。這位男扮女裝小孩，可能表示不忘古風古俗之意。31另外，

這一老一少前後排列擊鼓打鑼是為了紀念為獨子報仇與惡龍搏鬥的老漁

夫，有祭神、祭人的兩種含義。 

第五位是艄公，站在母舟船尾，要識水性，善於應變，他用手中的長

橈片充當舵槳，一面撐船調控方向，一面發出調節橈手節律的號令。船頭

的鑼聲、鼓聲只起助威、渲染氣氛的作用，而齊橈的重任則落在艄公的身

上。 

第六位是管帳，負責競渡前後收取彩禮的帳目管理。 

最後就是橈手，橈手 32人，分為 16對，分別站立於兩子舟上，一律

著青色鬥紋（或平板）特製的家織對襟短衫。內穿藍白色衣，下著陰丹士

林布褲。忌卷褲腳（因划龍舟有求雨之意，若卷褲腳，即怕雨水，不利於

求雨），腰纏釘有銀泡花兩頭有須的絲織花帶，頭戴高尖頂馬尾斗笠，帽

沿插一長尾小銀雀，雀身旁附兩個小彩球，過去還身披蓑衣，頭戴紙糊斗

笠，表示求雨。橈手手持橈片。母舟尾部另有四名橈手，所用橈片略短上

有把手，橈片寬約 4寸，這四位橈手都是由中年人擔任，一律站著，競賽

時採取弓箭步站立姿划船，以利衝刺（見圖十六）。 

法國人類學者毛斯 (M. Mauss) 認為：站立、走步、下蹲、跑步、坐

姿、睡姿等人類所具有的身體動作和姿勢不單單是由生物學所決定的，還

受固有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等社會因素所影響，他把人類的這些動作、姿勢

統稱為身體技法 (les techniques de corps) ，並認為人類學身體研究主要涉 

 

                                                 
31 盧塞軍、代剛，〈貴州苗族獨木龍舟非物質文化遺產景象追蹤研究〉，《武漢體育學

院學報》，6（武漢，20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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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篙手站立式划槳圖 

 

及與社會文化相適應的技能培養。32繼毛斯的文化塑造身體理論提出之

後，又有許多人類學者相繼發表了圍繞「身體」的文化學研究，各國學者

通過對不同民族的動作表像觀察後也都得到相同的結論，並從文化人類學

的視角認識到身體技法研究對於傳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意義。 

苗族獨木龍舟被認為是當今最原始的龍舟競渡形態，至今仍沿用代代

相傳的傳統技能來表達本民族的文化價值。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不同的是所

有橈手全部採用站立式划法，身體技能表現完美。其競渡特點船體碩大、

人多，位置分工明確、合理，競渡時各施其能，配合默契（如圖十六）。

不同位置的技術動作如下： 

篙手：站在母舟最頂端，手持 4，5米的長竹竿，正對前方靠寬擴的

視野指揮全船直線，快速的行駛直至終點。其動作方法與其他橈手不同的

是用竹竿撐船行駛，技術要求高，觀察判斷要準確，根據划行路線即時撐

杆調整方向和速度，最重要是要掌握好船在高速中的平衡，否則很容易翻 

                                                 
32 此段文字為筆者譯自寒川恒夫編，《教養としてのスポーツ人類学》（東京：大修

館書店，2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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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中華龍舟競渡示意圖33 

 

船。比賽中還可以隨時撐篙觸地起到加速的作用。 

艄公：在母舟最底端與最前端的篙手成直線站立，所使用的划槳比其

他橈手的要寬扁，主要的技術動作是站立龍尾持槳垂直入水後靠左右擺動

調整行駛方向，龍尾要與龍頭儘量保持一致，前呼後應起到船舵的作用，

最後衝刺時還可以參與划槳來提速。 

獨木龍舟競渡的 32位橈手都是採用傳統的站立式划法，技術與中華

龍舟以及東南亞各國（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日本、韓

國）龍舟競渡所採用的坐式划法完全不同（如圖十七）。站立式划法的技

術特點是能夠充分利用腿部、腰背部、臂部的力量，便於發力，爆發力強，

划水動作幅度大，划槳入水後的划行距離長，推進速度快。從身體技法特

點上也充分表現出苗家漢子粗獷，豪爽的個性特徵。 

據當地老人的描述和多年的田野觀察，傳統的站立式划法也因獨木龍

舟儀式的不同可分為以下幾種： 

競渡划法：獨木龍舟比賽最常用的划法，競渡中以單純追求速度求勝

的比賽意識極為強烈。動作方法是面對前方兩腿前後分開成弓箭步站立，

雙手持槳，一隻手的掌心向下緊握槳端，另一隻手的掌心向上反握槳把。

上體前傾；兩臂儘量前伸將槳深插入水中，划槳與水面幾乎成直角，利用

轉體帶動雙臂用力划行，當划槳與身體平行時用力向後推槳出水。全體橈 

                                                 
33 筆者於 2009 年 6 月根據圖片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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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競渡划法34 

 

手划槳的動作力度、幅度、節奏都要按鼓主擊打的鼓點協調、連貫進行（如

圖十八）。 

儀式、表演划法： 技術的運用主要表現在獨木龍舟的祭祀文化活動

中（如：下水儀式、接龍儀式及各種表演場景）。圖騰崇拜35也是龍舟起

源的一種說法，在原始的農耕時代水上划龍舟是祭祀龍神的一種儀式以祈

求風調雨順。這種划法不以追求速度為目的，而是作為一種祭祀活動，民

間宗教信仰的色彩更加濃厚，儀式化表現的傾向更為明顯。技術動作的表

現相對輕鬆自如，兩腳自然站立子舟上，雙手握槳上舉後插入水中與水面

成斜角，上體挺直，以肩為軸心兩臂用力輪划，划槳出水時有意挑起水花

以增加祭祀的表現力。整體遠望，高昂的龍頭、碩大的龍身及泛起的浪花

好似一條有靈性的「神龍」在水中暢遊，他們通過身體表達出對萬物之靈

的敬仰和對同族親情的敬意，這種與龍神視為一體的身體技能已完全傾注 

                                                 
34 筆者攝於 2009 年 6 月貴州苗族獨木龍舟節。 
35 從龍舟起源的神話中可知，「龍」在苗族人心目中有惡善之分。從民族學、民俗學

意義上，苗族對龍圖騰的崇拜與信仰卻是極其豐富而廣泛的，包括對祖先的崇拜、

對祥瑞的期盼等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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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九  儀式划法                  圖二十 逆水划法36 

 

了橈手們心中的信仰（如圖十九）。 

逆水，淺灘划法；龍舟在淺灘或逆水行舟時的技術划法。獨木舟作為

水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早在原始社會就被廣泛利用，人類在大自然中所形成

的各種生存技能世代相傳保留至今。每年獨木龍舟賽前都要舉行接龍儀

式，撐舟走遍沿江兩岸的村寨並接受親戚朋友贈送的禮物和祈願。因行程

極為艱險，這種划法比其他兩種划法更為費力。撐划時身體重心下降，兩

手緊握划槳深插入水中，當觸底瞬間雙手撐槳躍起，身體騰空一方面可減

輕船體重量，另一方面利用體重撐槳可增大船的推進速度（如圖二十）。

逆水划槳不進則退，動作費力儘量利用全身力量，動作頻率不僅要快，更

重要的是橈手們的划槳配合必須協調一致。田野調查期間課題組37曾跟隨

龍舟參加小河村的接龍儀式，從巴拉河的下游逆流而上划向清水江兩岸村

寨，親歷實景記錄了全體人員逆水行舟的全過程。短短幾公里的行程卻花

                                                 
36 圖十八、十九筆者攝於 2009 年 6 月貴州苗族獨木龍舟節。 
37國家社科基金項目（批准號 08XTY007），項目名稱：貴州苗族獨木龍舟文化研究──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邊界。負責人：盧塞軍；參加人：代剛、唐新江、朱繼偉、

荊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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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了一天時間耗盡了橈手所有的體力。可見，同族的文化血脈、同胞間的

親情認同感成為了每位參與者的精神需求和力量之源泉。 

世居清水江兩岸苗族同胞的生存環境「塑造」了獨木龍舟的特殊身體

技能，每年龍舟節期間能親身參與是為了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祈求保佑，同

時也通過各種祭祀活動用自己的身體表現出當地各種社會文化形態，詮釋

出本民族與大自然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 

(二)龍舟祭祀儀式 

每年選定在農曆五月十八、十九38舉行下水儀式，儀式由村寨長老主

持，全村出動，備置酒肉。由鼓主組織全村寨本氏族的青壯年將龍舟從龍

舟棚抬到河邊清洗一新，然後把母、子龍舟捆綁在一起，並將擱置在鼓主

家中的龍頭取出，當龍頭抬出家門時一路上鞭炮齊鳴，龍頭安裝在母舟後

儀式結束。 

開划儀式定於每年的農曆五月二十三日，祭祀的場地一般都設在村寨

渡口邊的草坪上，以供桌為中心面對清水江呈放射角延伸至江邊，面積約

為 300平方米（如圖二十一）。供桌上設龍神位，開划前鼓主家準備一隻

白公雞、一壺酒，桌腳邊捆綁一根剝皮帶杈的五倍子樹枝39並捆一把張開

的雨傘和芭茅草、繫一條紅布、掛一束白紙條，桌上放一升米、一塊刀頭

肉、三碗酒。巫師和鼓頭在供桌邊（如圖二十二），參加龍舟比賽的全體

人員全副整裝，手持划槳站立場地後方，村民全部出動站在祭場外不得隨

意進入（如圖二十三）。儀式開始由祭師焚香化紙敬獻酒肉後唱到：我手

拿隻白公雞、一罈米酒像蜂蜜，這邊山裡呼一聲，那邊山裡呼一聲，恭請 

                                                 
38 按慣例當地苗族在每年的農曆五月十八、十九都要舉行龍舟下水儀式，這一傳統傳

承至今。 
39 五倍子樹（拉丁文 Rhus chinensis Mill），別名：山梧桐、烏桃葉、鹽膚子，漆樹科

植物，種子可榨油，根、葉、花及果均可供藥用。主要分佈在中國南方各省。苗族

傳統觀念，五倍子樹象徵上天的天梯，龍舟開划儀式時，當地村民就地砍一枝帶杈

的五倍子樹幹，剝開樹皮後插在祭桌上用於掛祭祀的神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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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巴拉河村龍舟儀式場地示意圖 

 

圖二十二  祭祀貢物40             圖二十三  祭祀場景41 

 

龍神、山神與地神，各處神仙齊下來，齊心協力護龍船，平安吉祥又順利，

賜福大家子孫發，多像魚仔千千萬……接著殺雞將血塗在五倍子樹上，再

扯一把翅膀羽毛夾在樹杈上，然後將雞煮熟，盛在桌上又念祭語禱詞，祭

                                                 
40 筆者攝於 2009 年 6 月貴州苗族獨木龍舟節。 
41 筆者攝於 2013 年 6 月貴州苗族獨木龍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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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完畢後眾人才能上龍舟敲響鑼鼓，將龍舟圍村寨划一圈即前往比賽地

點。 

祭祀儀式中，每條龍舟都有其較為嚴格的禁忌，最為禁忌的是婦女上

龍舟，家中有人生小孩或做月子，則全家人不准觸摸龍舟。42整個祭祀過

程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可以說形成苗族獨木龍舟的原生態文化最深層

的應該是宗教信仰，人們從祭祀儀式中尋求生存的價值觀和精神寄託。43 

 

五、結論 

 

民俗學研究是以民俗事象調查為基礎，本文通過多年的追蹤式田野工

作，對獨木龍舟在本民族地區的世代傳習行為進行廣泛調查，並採用民俗

分類法歸納、整理以探求其文化的特質和社會功能。所得結論如下： 

獨木龍舟文化圈的形成離不開當地獨特的自然環境，苗家「天人合一」

的生存理念從古到今都根植於特定的生活形態和地域文化之中，古樸、獨

特的龍舟文化能夠原汁原味傳承至今主要是受當地淳樸傳統的民風、民俗

影響。 

水是當地農、林、漁業及養殖業的生存之源，龍舟作為圖騰崇拜在特

定的文化時間（農曆五月雨季）和文化空間進行各種祭祀活動緣於苗族同

胞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宗教信仰，舉行各種儀式的目的就是祈雨、求福、

保平安，可以說形成苗族獨木龍舟的原生態文化最深層的應該是宗教信

仰。 

獨木龍舟文化是由有形(物質的)和無形（非物質的）兩種不同的文化

                                                 
42 盧塞軍、代剛，〈貴州苗族獨木龍舟非物質文化遺產景象追蹤研究〉，《武漢體育學

院學報》，6（武漢，2011）：70。 
43 盧塞軍，〈後現代主義視角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形態比較啟示〉，《體育文化導刊》，

3（北京，2007）：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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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所表現出。從民俗學認識，龍舟、服飾、皮鼓、銅鑼等可直接表現出

的民俗現像是有形文化，它構成了龍舟文化的邊界（物質基礎）；而其文

化的核心應該是價值觀、人生觀等心意現象。龍舟節慶內容豐富多彩，但

不論是參與各種儀式或是競渡，都是通過自己的身體技能顯揚本民族的人

文精神，用身體象徵民間所固有的信仰。 

 

（感謝曾瑞成理事長和李明宗博士的推薦，並對能赴臺參加 2013 年運動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兩位給予的幫助在此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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