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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傣袖是傣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双版纳地区。"己(3" [国41] 傣的

名称，据说在傣族迁徙的时候，是老祖宗留给后代的一句名言到e∞B~陪(36己ω6OJB\lt)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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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U 恤 55回33lai 位n 也un ]
I3

33

55

0

~ge[xa:u吁 RP粮食，∞8日[也n叮 RPi荫， èt3G[回叮即袋子或者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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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06 [lai ] 即赶， t)2S[thun'叮即楼下或者院子。意思、就是"粮食满仓，牲畜满院"。老祖宗告
诫人们，要艰苦奋斗，多开田多种地，多打粮食，多养牲口，日子一定会好过。后来，人
们日子好过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说自己是 "02Sè66 " [kun tai叮傣人的意思。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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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也称他们为"种田种水稻的人"。傣族的族称就是如此得来的。 èt3col'le [回411rnll] "ωI'le"

[lrn ] 即传颂的意思。因为这个民族勤劳能吃苦，人们赞扬他们，到处都传颂着，所以，称
ll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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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ωI'le" [tai 1rn ] 。这个民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人口有五十余万人，其中三十

几万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西双版纳地区，其余的居住在东南亚一带[刀 1997] 。如:泰国北部、
老挝北部、缅甸东北部和越南西北部等地区。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云南省的南部，地处亚洲大陆向东南亚半岛过搜地带。辖区

总面积 19124.5 平方米。西南接缅甸东南接老挝、自治州首府景洪市距省会昆明公路里程
733 千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 2000] 。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傣、汉、哈尼、拉袖、布朗、彝、基诺、

谣、{瓦、四、苗、景颇、壮等 13 个世居民族是大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民族分布特点是:傣
族、汉族聚居城镇和平坝地区，其它民族分布于山区和半山区。从地理环境来看，它是山

坝结合的地方，山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 95%。一九五三年成立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现
在行政区划分为两县一市，即:景洪市、勤腊县、勤海县。全州人口八十多万人。其中傣

袖人口为三十余万，占全州人口的 35% 左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 2000] 。
西双版纳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气温较高，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很适合种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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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澜沧江流过这里，它的支流分布在所有的坝子上，所以，凡是傣拗居住的地方都紧

靠这条江。由于这里水源充足，傣袖人民祖祖辈辈都以种植水稻为生，这里生产的糯米，
是傣袖人民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主食，可以说，它是傣瀚的一个标志。

西双版纳傣抽在封建社会是等级非常特殊的年代，召片领(土地之王)是他们的最高
统治者。召片领把西双版纳的行政区划分为勤(地区)、曼(村)和家庭(曲是由诸多曼组成;
曼是由诸多家庭组成)。

西双版纳至今仍保留着封建社会时期的村落风格。凡是傣抽生活的地方，仍然称为甜、
曼和家庭。这些勤、曼和家庭都信奉"丢瓦拉"神。"丢瓦拉"是傣族原始宗教对大自然和
祖先崇拜的神灵。因为傣族既信仰小乘佛教;又信仰原始宗教。这两种宗教，对他们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在盖新房时，从寻找地基、砍伐木料、建盖房屋到

庆贺新房子等等，都要先祭拜神灵，祈求祖先，请它们来保佑家人平安。这些信仰习俗都
充分反映了傣渤人民在建筑活动中，原始宗教与神灵意识占据着重要地位。
本文，主要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论述傣拗在房屋建筑中的一些信仰和习俗:
1

傣勘竹楼建盖起摞与传说

2 原始宗教在竹楼建筑中的反映
3 建房传统习俗与之有关的禁忌

1

傣渤竹楼建盖起源与传说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傣族高脚竹楼建筑历史悠久，凤路独特，除了西双版纳以外，泰国、

老挝、缅甸等国家也有这样的房子。这种高脚楼房是竹木结构，它的主架是:柱、梁、穰、
橡等。使用的材料过去有竹质的、木质的和竹木混合三种。有竹柱，也有木柱;有竹墙、竹板、
木板;有竹梯、木梯等等。现在大多已改为砖木结构、钢筋水泥结构或砖与竹木棍合结构。

这种高脚竹楼离地面比较高，通风好，可防潮、防虹、防霉、防动物的骚扰，非常安全，
又干净，是亚热带居民的一种创造。

房子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住人，分为里屋和外屋。里屋隔成两半，朝东的一半是卧
室，卧室内只分床不分室，一家几代同宿一屋，用蚊帐隔开，按长辈靠里、晚辈靠外(就

是靠楼梯方向)的规矩住，表示对长辈的尊重，非家人不能进入卧室，也不能随便偷看卧

室，是被严格实行的规矩，一经发现，就视为不尊重主人的表现;朝西的另一半是火塘、
灶、碗架、柜橱，作炊煮、吃饭、休息家宴、待客的地方。客人留宿都在这里靠南的另一端。

外屋是走廊和晒台，晒台上摆放着许多水桶和水缸，是洗晒衣物、淘米、洗漱的地方。有
的晒台边，还搭一个木架盛土种葱、姜、芫要、薄荷、辣子等作料。楼梯搭在外屋的右侧，

楼梯为九级。要上楼时，先在楼梯踏板下脱鞋或在楼梯口上脱鞋。楼下是土面，有柱无墙，
主要用来拴拦牲口、关养家禽、堆放柴火、停放农具，以及置番雄和放织布机的地方。谷
仓建在楼下靠卧室的一个地方。屋顶的形状为平脊;侧面上部为三角形，下部为坡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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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部为两线垂直，中、下部向两边斜伸。盖顶的材料，从前用茅草排。现在有的用土烧

的挂瓦、板瓦、水泥挂瓦、竹片瓦、木板片瓦、铝片瓦或石棉瓦等。楼板用竹板、木板铺，
墙壁用竹笆等国制。房子周围是庭院，四周围着篱笆，种有果树和鲜花，还有可以食用的
植物(照片。。
传统竹楼由二十二棵柱子组成，每一棵柱子都裸露在外面，其中有两棵非常重要。一

棵叫:xJg3S)e [sau 也9 吁，是中柱，又称为雄柱;一棵叫 :xJ9S:JS) [sau na矿1] ，是女儿柱，也叫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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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柱。中柱立在客厅靠卧室的中间，凡人不能靠，也不能挂东西，因为它是房子的灵魂和
生命。另外，卧室里，除了主人居住以外，保护家神"丢瓦拉"的神台也设在卧室里。

据传说，这种房子的原型，是一个名叫帕雅英神给人间的帕雅桑穆帝首领点化而造出
来的，它的每一个构件都有一个传说。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树木都会说话，人们没有房子，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住在岩石下;

有的住在大树底下;用树枝树叶来遮风挡雨;过着群居的生活。那时，人们非常崇拜大树，
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都要问大树，大树同意了方能做，大树不同意就不去做。

帕雅英天王看到人间没有房子住，也没有首领，就派了一位天神下来治理人间。据说，
这尊神下来以后，它先变成空气飘悠在树林里一万年，又到海底飘fZ 一万年，然后才变成

一个小伙子投胎到人世间。起初，谁都不认识他，也不昕他的话，帕雅英夭王又派来一位
魔王来吓唬人类，魔王说如果谁不听这小伙子的话，我就把他吃了，从今天起，这个小

伙子就是你们的王，名叫帕雅桑穆帝"。然后，魔王又派了四个魔鬼守住森林的东西南北。
人们由于害怕魔鬼，才慢慢地开始昕帕雅桑穆帝的话。

ll taull J 。

帕雅桑穆帝当了人类的首领以后，天王送给他一根神杖，傣话叫 6且se句e [X:m

这种臼.ç;eGge[x:m tau ] 有特别的功能，称为 "ogeg8e∞屯句g8ec.ffis" [kaulltsillta:i55pa:i55也jll
11

11

55 J (用根部指就会死，用尖部指就能活过来的意思)。雨季来了，人们找不到避雨的地方，

pin

帕雅桑穆帝就开始带领大家建盖房子。他不知道怎样盖才能防雨。这时，天王点化让一尊

神变成了一只狗，坐在沙滩上淋雨。当雨水过后，帕雅桑穆帝发现狗的前胸没有淋湿，而
下身滴水不漏，地是干的。他受到启发，就用树木山草模仿狗昂头的姿势建盖了第一种棚子，
35

起名叫"∞凶咆JClO吗" [tup ma:吨m呵。" OJ(?Y6" [tup35J 为窝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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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ma: J 为狗， "QQ吗"

[hrn:目]为昂首，即狗昂首棚的意思。这种棚子前高后低，是单厦斜屋，屋面脏度陡，但只
能挡住后半，而不能遮住前半，每当狂风暴雨刮来的时候，屋内还是水流满地，人们就无
法居住。至今，傣拗村寨的田间地头还仍有这样的棚子，不能住人，只能作临时休息之用。
这是最初的房子(照片 2) 。

后来有一天，帕雅桑穆帝在森林里发现蚂蚁用树叶捂起来做窝住，非常舒适。他灵感

又来了，又模仿蚂蚁建造房子。他先用四根木桩插在四周，再用四根木条搭在四面，然后

55pertJ (平棚的

用树枝、树叶平搭在上面。人坐在里面很凉快，起名为"El1.J\:lru;;;Js)" [pha:m

意思)。如今，傣j防过"泼水节"的时候，仍然在田间或者草坪上临时搭起这样的平棚，是
男人、长辈吃饭饮酒的地方。但是，这样的棚子，只能乘凉，不能挡雨，因为是平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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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住人。正当帕雅桑穆帝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天王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凤凰，趁大雨谤

沱之时，飞落在帕雅桑穆帝住的一棵树上，它展开双翅拍打着落在身上的雨水，暗示帕雅
桑穆帝房子形状应该这样盖;然后它又低下头拖着尾巴，暗示把房子的两侧蒙住，才能挡
住从两侧进来的风和雨;凤凰又纵身飞落在地面上，将身子高高托起，暗示房子要建得高

高的。待凤凰飞走以后，帕雅桑穆帝明白了，于是他就模仿凤凰的姿势建盖了离地面很高

的竹楼，起名叫 "ω泪0CIJ8S" [hoIJ吨:m叮 ω凹 [hOIJ叮即凤凰 ;αω饨 [h，m叮是飞的意思。后来，
帕雅桑穆帝给房子起名为"叫8S" 日1:ln ] 一直到现在。
41

据说，有一年，连续下了七个月的雨，洪水冲走了人类所有的房屋以及动物。于是，

帕雅桑穆帝于持着"神杖扶在大约有十二米长的一根木头上漂在水面。他用"神杖"的
尖部指活了所有被水淹死了的动物。动物们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当帕雅桑穆帝重建家

园的时候，都纷纷来帮忙。帕雅桑穆帝为了感谢动物的帮忙，也是为了纪念动物们的相助，

因此他便用动物肢体名称为各种建筑用材料命名。这就反映了傣族对动物的一种崇拜。
傣瀚的房屋建筑，大多是受原始宗教以及万物有灵的信仰习俗影响。他们认为，建盖

新房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要经过一翻的准备和仪式，人才能住进去。所以盖房子的时候，
都要告诉亲朋好友来参加或来帮忙。从盖到房子落成，一般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准备木料;第二阶段是寻找地基;第兰阶段是庆贺房子落成。从盖到新房子落成的整个过
程中，都与原始宗教信仰有着很大的关系。

2 原始宗教在竹楼建筑中的反映
2.1

备抖习俗与信仰
傣j防建盖房子的备料时间，一般是在傣历(传统的傣历，是一种阴阳合历。年是阳历年，

以太阳沿黄道十二宫运行一周(实际上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长度为一周年;月

是阴历年，以月亮的一个困缺周期为一月。年的时间长度是 365 、 25875 天，每年分为十二月，
单月 30 天，双月 29 夭。年历的月份排列顺序，是以六月为首，五月为末。每年过年时间，

是太阳沿黄道十二宫，运行至白羊宫首之日。此时，多是傣历六月。所以，人们把新年佳

节称为六月新年[杨 2001] 的 1-2 月份，如果拖到 5-6 月份，木料会被虫虹。另外，按习俗，
傣历五月是一年中的末月不吉利，它象征着一切都即将结束的意思。
盖房子需要备的木料非常多，但是在习俗和信仰中，砍伐木料的时候，最重要的以柱

子和大梁为主。传统的竹楼，一般需要三十二至四十棵柱子(其中七棵大柱)、五棵大梁(有
的七棵)，还有枕木等。
上山砍木料之前，主人要先祭拜家神，请求家神保佑平安。然后夫妇俩再亲自去请亲
戚或朋友帮忙。男主人要备好斧子、砍刀、锯子等工具;女主人备好大米、蔬菜、盐巴、

辣子等食物。请"波占" (当和尚十年以上，然后升为佛爷还俗以后方能当选为"波占")
选好良辰吉日。然后带上一只公鸡、两对蜡条、一串槟掷、一血洒、一把白米、红米、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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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等祭品，由男主人亲自率领大家前往山林。到了山上以后，要找一个离水不远的地方

住下，先搭棚子，然后砍下树枝、树叶铺在地上，由主人摆好祭品，杀好鸡，用鸡血滴在四周，
口里念道山神、山鬼，我是某勤某村的人，名叫什么什么，我已经向神灵禀报过想建新房，
今日上山来砍伐木料，是为了安身之用，请允许我们砍伐，特献上祭品，请众神、众鬼来笑纳，
保佑我们平安....
55

念完以后，就先选出两棵新房的主柱。一棵称为"::JJg~" [sau'飞V:m ] (也叫::JJg]ge
55
[sau 由q 叮或刀ω :J::JJg[ph Ja: sau ]) ，它代表房子的灵魂柱;另一棵叫" ::JJgs:Jg"
5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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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55

n 叫 41] (女儿桂)。这两棵柱子非常重要，首先要求木质好、要笔直、枝叶要茂盛，而且没
有疙瘩，它象征着家业兴旺，儿孙满堂。必须由房主亲自挑选，别人无权代劳。如果所选
的树的主于有两极则认为不吉利，就要重选。找到以后，先由主祭人砍第一刀，然后，同
去的人相继将树砍倒。如果树倒在其它树上不落地，那就得重新选。假如往西边倒就不能

要，往南边倒也不要;如果往北边倒可以要，最好是往东边倒。其余的柱子和木料，就没
有那么多的规矩了。另外，如果一棵树可以做两棵柱子，这两棵柱子就不能排在一行上使用，

必须把它们分开。砍伐木料大概需要十至二十天左右。有的住在森林里，有的不住，随主
人的便。
运木料时也非常讲究。运的时候，可以抬，可以拖，也可以用牛马拉。无论你用什么

方法运输，但必须遵守一条规矩，那就是进寨子的时候，木头的根部必须朝村寨方向，而

且在运输途中，或者堆放在村里、家里的时候，都不准女人跨越，认为主柱被女人跨越就
不吉利。除了木料，还需要准备茅草。编好草排、削好蔑片;备贵刊守笆等等。
以上材料，有的头一年备好;有的当年才准备。特别是柱子和大梁需要早一点准备，
因为要经过在水里浸泡一段时间方能使用，以免被虫虹。

2.2

选地基习俗与信仰
材料备好后，盖房子之前，需要选择地基。选择地基非常重要，一般先由主人请寨子

里的波摩巫师，或者"波占气和尚升为佛爷还俗之后方能当选为"波占勺。让"巫师"或"波占"
在已被选种的地基的东、南、西、北边插上竹签，用棉线围起来，插上"∞:J(lOmg" [侬551四55] (辟

邪物)和茅草(照片 3) 。然后在地基的中央挖上一个大约深半尺、长宽一尺左右的坑，中

间插上一根小木桩，周围放上四颗谷粒，用碗盖好，拿石头压上。坑的周围摆上祭品、银圆、
铜币等，点上蜡条，由波摩巫师随即念咒i吾驱邪，并向神灵祷告、祈求神灵保佑主人平安，

然后离开。到第二天早晨再来看，如果谷粒移动则不吉利，再请巫师再一次看主人的生辰
八字，然后再决定另选地方或者在原地稍微移动一下方位，再做同样的摆设、做同样的仪式。
如果谷粒原样不动则说明这个地基好。驱鬼仪式就在地基中央举行。
地基选定了以后，主人还要去请僧人来念经驱鬼、驱邪，祈求鬼怪离去，让房主平安。
要用水牛在地基四周犁一圈或几圈(水牛分为黑和自两种)。据说黑水牛是帕雅桑穆帝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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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白水牛是魔王的牛，有的说是"如3gncmg" [盯缸i xau s呵叮(神角牛)。用黑水牛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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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丁兴旺，同时也为了保护主人平安;用白水牛犁是为了驱邪压鬼。具体做法是，找

一个破犁来犁。掌犁的人一般要找一个名叫~非jS[缸i气m叮(支康)的男子，因为 "jS"
[xan叮是强壮的意思，而且一定要没有当过和尚的人(表示他没有文化是个傻子)。犁的时候，
他的腰间要别一个小竹箩，边犁口里还要边念道:我是傻子、我是笨蛋，什么都不懂，什

么都不会，妖魔鬼怪们请你们赶快给我让路，赶快走开，撞着i雀、伤着谁我一概不管，这
头牛不是一般的牛，它是老魔王的牛，犁也是坏犁，我人也是傻子，我不懂规矩，我不理谁、

认谁，你们赶快跑呀;赶快逃。边犁边念，而且见到石头、蛋壳或破烂东西，都要一一把
它拣起来放在小竹箩里，然后连犁带破烂东西全拿到村外去丢。然后到河里冲洗干净以后

再返回村寨。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地基形式。从八个不同方向找来茅草，把它编
成八匹马，念上咒语以后，把七匹马分别放在地基的七个方向，另一匹用来给"巫师"骑。
"巫师"骑着马绕地基转三圈。然后再找来干芦苇，念上咒语，把它插在七个方向。再用四
条河的沙子四处撒，把从四条河检来的白石子摆在东南西北各一个，再用芦苇杆插在周围，

表示是新房子的地界，任何鬼怪都不能进入。假如所选的地基离坟地较近，或者死过人，
或者为神灵遗址等等，祭祀的规模也就更加隆重。有些地方又是这样做的:主人先用竹子
编五个桌子，长宽一尺左右，用泥巴捏几个泥人，还有各种动物;还有白旗、黄旗、红旗、

黑旗;还有白米、黄米、红米、黑米。分别把它们摆在地基的四角和中央。然后，再去请
曾人来念经驱邪。念完经以后，由念经人用锄头挖一点土，用刀削下一点、木渣放在桌子上面，
按东西南北抬出去丢。

主人挖地基的时候，如果时逢五月。据说，傣历五月份，龙的头是朝北，尾巴朝南，

肚子朝西，背朝东。那么，挖地基的时候，必须从肚皮方向挖起，也就是从西边挖起。这样，
就不会碰着龙鳞。立房柱也一样，柱子的梢部必须朝龙的头部，也就是必须朝北方向，根
部朝尾，也就是朝南方向。

建盖房子还有几个"不能不能填平池塘、沼泽之后，在上面建盖房屋;不能铲除白
蚂蚁堆(傣语叫伊SWC勾6 [1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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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k ]) 建盖房屋;不能砍倒大树后，在其上面建盖房屋;不
35

能随意移动房门和院子门;不能拆旧房木料来建盖新房子;不能互相换房子住;不能用新
木料来修补旧房子;村寨、寺庙建盖不满三年不能建盖新房子;不能随意移动房子的方位;
不能随意扩大房界;不能把房子建盖在十字路口;不能建盖在老路和大路中间;不能建盖

在有水沟、水井的地方;不能建盖在曾经理过死人的地方;家里人死不到三年都不能建盖
新房等等。

2.3 上新房习俗与信仰
房子建盖好后，就要上新房(贺新房)。上新房，一般主人会全权交给厨师来张罗，包

括请"波占"选日子;请"赞哈" (歌手)来唱歌助兴等等。一般做法是这样的:当房子盖
好以后，厨师就安排人去请"波占"来选日子。选日子首先先看主人的生辰八字，或者以

日月星辰为依据。例如，书上有这样的说法:周日不能出门，会落坑，也不能送谷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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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周一不能出门做生意，也不能送衣物给他人;周二不能烧香拜佛，也不能送钉子给他
人;周主不能建盖房屋，也不能给他人治病;周四不能开田种地，也不能送金银给他人;

周五不能上新房、结婚，也不能给他人送钱财;周六不能下河洗头、洗澡、挖水井，更不
能送家禽牲畜给他人。如果谁违反了以上规矩，谁就会自身灭亡或变成叫花子。看来上新房，
除了周五以外，其余日子似乎都可以。这种说法，民间有个传说:从前，有七个小偷，到
处偷人钱财，国王命令人去追杀。据说，第一个小偷正在挖坑被人杀死，所以周日不能挖坑;
第二个小偷，在路上被人杀死，所以，周一不能出门行路;第三个小偷，正在做火塘被人杀死，
所以周二不能玩火;第四个小偷被杀死在村里，所以，周三村里不能做事;第五个小偷被

杀死在森林里，所以，周四不能进山伐木料;第六个小偷被杀死在卧室里，所以，周五不
能做床;第七个小偷被杀死在田里，然后丢进水里，所以，周六不能撒秧、祭田，也不能
洗头。

据说日子选得好与坏，关系到主人的一生平安。如果日子选得不好，无论是结婚、盖房、
建村、建寨或者入佛、还俗等等都不吉利，会带来一生的灾难。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建曲(地方)，副还没有建好，召曲(勋王)就会死;
如果建村寨，村寨还没有建好，村长就会死;

如果建新房，新房还未建好，主人就会遇到不幸等等说法。
上新房之前，大家先准备好东西站在楼梯下，先由厨师给大家声明:大家昕着，今天

是好日子，我们来上新房。上新房的这一天，一、无论男女老少，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
大家都要客客气气，不能乱发火;二、谁都不能借酒滋生闹事，要尊重老人和来客;二、
姑娘们要尽情地打扮，少妇们要注意言谈举止，谁违反规矩，要受到惩罚;四、提醒姑娘
和寡妇们，你们不要在漆黑的夜里，让人看见你们的大腿，不该做的事别做;五、无论男

人还是女人，检到东西要归还，乱拿乱拉不是好行为，迟早会被别人发现，做人一定要清
清白白，光明磊落……

声明完后，老人和长辈先上楼坐在客厅等候。由四个厨师组成的上房仪式就开始了。

他们于提着一瓶酒，第一次先把酒瓶放在楼梯板上，然后大声问道: "E)gen(l(")6Q2-6削阶m午，
ω:J~56ecJ6Sc.J:J~]6ω:J~9:J~uf(，):J?

..

[thau ke严严、.e:33h;}i35ja:m41ni:llpin55ja:m飞thm飞a:m41
13

le3"ka: 41] (父母长辈们，时辰到了吗? )长辈们回答呵呵62900(366 ! ..口时lbau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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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ω:叮(还没有重的。厨师们走上楼，第二次把酒瓶放在楼梯口上又问父母长辈们，时辰

到了没有 ? ..长辈们同样回答说还没有到"。他们又志到门口，把酒瓶放在门口又问:

"99EGQ∞咿创咱m呻6 ， ω:J~56ecJ6sc.J咽。ω :J~9:J~、 ω:J~号§ω:J~no∞S6 ， ω:J~明ω:J~~6ufm? ..
[thau I3 ke: 币。33mE: 吨;}i 35j a:m41 ni: l1 pin 55j a:m
41

41

33

41 di: 55 a:m 41 1J a:m41j a:m 41man 13 a:m 41 ken 35
j
j

41

j 缸 m ha的缸m 皿 :111e ka: J (父母长辈们，时辰应该到了吧? )老人们共同回答说:吨。，
ω:J~56日ω叫，cJ6Sω:J~]6ω咽:J~， ω:J~呐ω~~6nn(3时

41

11

[?;}4ja:m ni: ha:旷5pin55jam41d叮 a:m41

1Ja:m4j a:m41ha1J3'J缸m41mi:41tfll1e33J "好的时辰已经到了"。于是，他们就把酒瓶放在谷箩旁边，

四个厨师围坐在四周。他们嘴里喊着叫着"啊!啊!啊! "又问道父母长辈们，时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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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了吗? "老人们又回答说真的到了"。这时，他们把酒全倒给周围的人喝，楼下的人，
13

也开始有秩序地把∞且se:xx;)日 [km sau吁"三角石"和大米，以及其它物品都挑上楼来。按习俗，
挑"三角石"的人是女厨师。把"三角石"安放在火塘上的人是男厨师。上楼的时候，先

由男女主人上去，男主人把一棵钉子钉在卧室朝东的一棵柱子上，然后把挎包挂上去，点
上一根蜡条贴在柱子的侧面。接着妻子用水浇，男主人又在东南西北各点一只蜡，妻子也

紧跟在后面用水浇。意思是:丈夫如火，妻子如水，一个钢而一个柔，共同撑起这个家。

傣拗认为，火塘是房子的心脏、灵魂。无论乔迁，还是新盖的房子都要先迁火种和"三
角石把"三角石"安置稳妥。所以，厨师们安置时有一个仪式。他们会问道刚从地
面上挖上来的士，打成四四方方的火塘，现在我们把"三角石"就安置在这里，请问老人

与长辈们，这样安置算稳了吗?"连问三遍。接着厨师们又念道这家主人啊，有吃有
喝，可是没有地方住，刚刚落成的新房子，就打了这个火塘。"三角石"表示它能支撑着这
个家。朝外的一块是金子;朝里的一块是银子;正对面的那一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财富。

是帕雅桑穆帝给人类造的福，让回难和饥饿离我们而去。这"三角石"是龙王给的，也是
天神赐的，天神还送给主人盐巴、辣子、棉被、垫子和食物，让这家主人吃不完，受不尽，

永远的幸福安康吧! "说完厨师们开始生火，一边升火，一边用一节木棍来插在火塘里说:
火烟啊火烟，你从这道进，要从那道出，这道出的是白烟，那道出的是黑烟，主人出门遇神仙，

检到金钱用不完……待仪式结束以后，房主还要送给厨师们两只鸡，五个蛋或者七个(逢
五月送五个，逢七月送七个)。

接着由"波占"主持，开始驱邪撵鬼。词的大意是这样的:鬼怪们，你们昕着，我们
盖房子用的木料是通过你们允许的，希望你们不要跟着来，也不要再来骚扰主人，让他们
平安吧…...

待驱鬼仪式结束后，由女厨师把 "qg平伊s" [mu:白'XV:Jll55J "q;>吨fj" [mu产]即群"~"

[XV:Jll叮是魂。意为"魂席"抬上来。请"波占"给主人"二。比6萨s"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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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Jll

Jo "::ntt,6 "

[副产]

即会会魂"的意思，普遍称为"拴线"。如果没有"波占"就由长辈来主持。拴魂祝词
的内容包括:把主人丢在外面的魂叫回来，以及对主人的祝福"。拴线仪式在傣族生活中较

为普遍，不论举办什么活动，都要举行一个拴线仪式。拴线的目的是让被拴线者身体健康，
生活美满，万事如意，一生平安。如:小孩满月、过生日、婚礼祝福、生病受伤、丧葬活动、
外出回归、出远门等等都要举行拴线仪式，这种仪式，有集体拴线，也有家庭拴线等不同形式。

另外，有些隆重、庄严的场合，也举行拴线仪式。如接待重要的宾客，为来者表示欢迎和祝福。
不同的活萌，祝词也有不同的内容。盖新房拴线祝词一般是这样说的雨水来了，房子的

主人没有地方住，邀约亲朋好友上山砍伐。木料运回盖新家，忙坏了主人，也忙坏了大家。
如今房子已经盖好，应把主人的魂叫回家。落在森林里的魂啊请你a快回家，不要落在山洞里;
也不要丢在小河边;悬崖下不能藏;普沟里不能躲;落在草皮上的魂啊快回家吧!现在新
房已经建好，手魂、腿魂、耳魂、眼魂和嘴魂，你们都要快回家;胸魂、脑魂都别孟;肩

魂、臂魂快回来，主人的所有魂啊都快快回家来。叫了人魂，我现在要叫金魂和银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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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主人的日子全靠你们帮助;谷魂少不了要归仓;猪、鸡、鸭魂都回来;咬人的狗魂也要

叫回来看家。我的声音甜如蜜，魂啊魂，你们快快回来吧!主人新落成的房子，没有你们，
一切都是空的"

"波占"和老人们，给主人拴线的同时，还要送一点钱略表心意，他们都把钱放在"魂
席"上。待所有的人都已经拴完，最后，主持人还要把"魂席"上的所有东西都赐交给主人。

赐交"魂桌"词是这样说的:今天是好日子，新房也盖起来了，大家都来祝贺你们。我们
长辈没有出力，只把心意带来。魂桌上有鸡、有鲜花、还有蜡条，金银财宝，都是亲朋好
友送的，所有的魂已经回来，魂桌上的东西谁也无权受用，谁也带不走，只配赐给新房的

主人，请你们接受，它能给你们带来幸福，也能给你们治百病，驱走一切灾难和祸害，因
为它来自古老的习俗，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谁也无法改变。我们祈求天神保佑你
们平安，希望你们家庭和睦，五谷丰登，家I兴旺，楼上装满粮食，楼下拴满牲口，猪、鸡、
鸭、狗四处可见，主人不愁吃，不憨穿，要什么有什么，你们的美名一定传遍天下。

傣拗房子，每个构件都有一个传说。每当上新房的时候，飞:>g6~陪" [回:1')飞ap叮歌手就
会把有关竹楼的构件传说编成故事来唱给大家昕，在群众中广为传颂。

据说，院子的门是小龙王送的。傣语叫"出勾∞马∞鸣" [阳:k35ω:吨:>n J ， t!:JC'3<D吨[严:k 曰:叮
55

3

是门，∞且s[k:>n叮是小龙的意思。据说小龙王有三个妻子。大妻子有三个孩另两个妻子各有
一个。小龙王死后，她们带着孩子来投靠帕雅桑穆帝。大妻子站在一边，另两个妻子站在一边，
五个孩子用头靠在三个母亲的怀里。

篱笆有两种，一种是稀篱笆;另一种是密篱笆。篱笆的来历，和帕雅桑穆帝建房有关。
11

据说稀篱笆是男人的篱笆，也称为句eOOJ<1ωg[hO: ta:飞町叮神眼篱笆，它象征着力量。这

种篱笆可以防牲口进入，又起辟邪的作用;密篱笆是女人的篱笆。帕雅桑穆帝盖房的时候，
女人们为了防猪、鸡、鸭、狗来偷吃食物而发明的(照片 4 ，照片 5) 。
两棵中柱傣语称"明鹤" [saU 盯Jn55J (灵魂柱) "~J9" [saU na:η41J (女儿柱)。相传，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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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雅桑穆帝建房年代，柱子是埋在土里的，当人们建盖的时候，不小心，在立中柱时，中

柱突然坠入地层，直通龙宫，惊动了老龙王。龙王昕说是帕雅桑穆帝的柱子，就派人把柱
子托出水面，送还了帕雅桑穆帝。从此，帕雅桑穆帝告戒人们，将来盖房子的时候，为了

预防柱子再次落入龙宫打搅龙王，就叫人把柱子用石头垫起来，而且还要拴上红线，表示
把柱子的魂拴住。同时也为了纪念龙王帮助找回柱子，所以桑穆帝把这棵柱子视为房子的
中柱。让人们敬仰和尊重它。

楼梯垫板是乌龟送，主要留给看家狗睡的地方。楼梯是老龙玉的妻子和九个儿女的化身。
蔑片是蚂喔送;竹地板是眼蛤送;茅草是燕子和麻雀送;草排是凤凰张翅让人模仿而编出

来的。窗子为什么要对着房门?据说这是龙王来访的必经之路，为了给龙王照明而开设的。
同时，它又称为房子的眼睛。

上新房，人们除了吃吃喝喝以外，主人还要请"章哈" (歌手)来通宵达旦地唱歌助兴。
歌的内容有很多种，有的带有相互打招呼的内容;有的带有自问自答猜房屋某个构件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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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送的等等内容。但大多数歌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盖新房这个主题来唱的，他们运用以唱带

叙的方法来给大家讲故事、拉家常。人们在欣赏歌声的同时，也就可以昕歌手讲故事。有
的歌是从帕雅桑穆帝如何教人们盖房唱起;有的赞美主人盖房如何艰辛;有的专门祝福主

人平安。总之，贺新房唱歌，主要表现人们共同出力，相互帮助把房子盖起来的欢乐体现。
歌词内容大慨分类如下:
1 、帕雅桑穆帝建房歌
昕吧!男女老少们，

据说当时人类没有房子住，
天神看见很可怜，
派了神仙下凡来，

点化帕雅桑穆帝盖新房。
帕雅桑穆帝盖的不是房子是草棚，
草棚起名叫"狗昂首屋

这种房子只能遮挡太阳而不能防雨水。
愁死了人们又四处奔波，

帕雅桑穆帝首领最聪明，
不怨其烦又重盖，
盖来盖去变成如今的"凤凰屋
凤凰展翅飞上天，
告诉帕雅英神王，
从此人间有了地方住，
感谢帕雅英神王来救助…

2 、众人帮忙歌
有人说，雨水是金子，雨水是银子，雨水来了房屋漏雨。男主人说，房子坏了;女主人说，
该重新盖了。老人小孩都赞成。

丈夫磨刀、磨斧又磨锯;妻子备好大米、盐巴和辣子。男人们带着工具、食物进了山，

水边搭起露宿营。祭鬼求神砍木料。笔直高大的树木用来做主柱;一般的树木做大梁。虫
爱吃的木料他们看不起。砍好木料大家一起运回家，力气大的人想自己抬;力气小的人想

两人拉，五花八门真热闹。忙坏了主人赶快去找巫师，地基选定先驱邪，房子盖好鬼怪不
能存在。

盖新房真热闹，男人盖房女人做饭。爱打扮的姑娘们也不闲，有的挑水;有的去河里洗菜。
上新房，人真多，有的唱啊有的喝，今晚不醉不回家睡。
3 、建房歌

昕吧!美丽的姑娘，

当你已经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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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儿有女，
他们已经长大，
你的房子也已经破烂不堪，

柱子也被虫吃，
墙角也有老鼠洞，

它们偷吃你的粮食，
咬破了你的新衣裳。

夜里你望见星星，
白天你在躲避太阳，
雨水来了，
你无法安身，
被子也湿了，
垫子也潮了，

黄一'快，白一块，
你怒不堪言。

急坏了男主人，
他四处奔波，

求了亲戚，求朋友，
一起上山砍木料，
木料砍好运回家，

找好地基，算好命，
巫师驱邪又赶鬼，

求得主人一生平安。
请来木匠和老人，
设计好了把房子盖，
上新房，我把歌来唱，
祝愿主人永远平安!

4 、祝福歌

新房藩成主人来请客。我没有带礼物，只带歌声来祝福。今天的客人实在太多，除了

本村还有外地人:除了小孩还有大人与长辈。一桌饭菜一个祝福，你请僧人吃是为了求佛
保佑;你请长辈吃是为了行善积德;你请官员吃是为了心胸广大;你请商人吃是为了广交

朋友;你请男女老少吃是为了感谢大家来祝贺。
今天，我用歌声来赞美，祝福新房主人远离灾难，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日子一天比一

天舒坦，人见人爱，聪明绝顶，精通八万四千部经文，多行善、多积德，遥远的朋友都会
相约来拜访，因为你的美名传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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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别歌

今晚的酒宴，我真的舍不得离开，

可是夜半三更，不离开也不行，
再见吧男人、女人与长辈，

我们在这里相聚，夜色已晚，
有的人已经睡着在说梦话，

楼下的小伙子们顾不上昕歌，忙跟姑娘们谈情，
只有我和老人无人光顾，
坐在我对面的朋友已经睡着，
有的人错把盐块当柴火往火塘里丢，
认真昕我唱歌的人毕竟太少，

打哈欠的人实在太多。
夜深了，我真的该走，

再见了给大伙照明的火光，

再见了盛饭菜的锅碗瓢盆，
以及让人坐在上面的小板凳。

再见了给大伙热饭菜的"三角石
为了主人你不要发怒。
再见了镰刀和锄头，
丰收时别忘了帮主人收割。
再见了楼梯和木板，
人们随意踩踏的地方。
再见了新缝的垫子和棉被，
主人用攀校花制成。

再见了篱笆和门槛，
是人们不争L貌跨过的地方。
再见了所有的家什，

我要一个一个数，
未免太多，
有机会我还会来拜访，
祝福主人大吉大利。

综上所述，傣族人民建盖新房，从备料、选地基、破土、建房，到上新房，无处不带
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祝福主人，一生平安，大吉大利，幸福美满。
祖先传下来的这些盖新房习俗和信仰，至今仍在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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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西双版纳傣i助民居建筑与信仰 !

3

建房传统习俗与之有关的禁忌
傣渤认为，人生最大的事情模过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尤其是房子，当人类把它盖

起来以后，就视它为有生命的建筑物。如:房子中的耳朵是竹笆墙;腰是墙角;眼睛是窗
口;腿是柱子;脚是石角柱;肝是垫子;肺是棉絮;肚子是蚊帐;胃是枕头;肠子是银子;
心是饭桌。所以至今，凡是家里来客，主人都要请吃饭，这是主人的一片心意。

既然傣袖人把房子视为有生命的建筑物，所以，为保护房子，保佑人们一生平安、顺利。
祖先流传下了许多有关的习俗和禁忌。如把房子分为好房子和不好的房子。它的主要标准是:
是否按照传统规矩盖。如果按传统规矩盖就视为好房子，如果不按传统规矩盖就视为不是
好房子等等。具体划分为卡二类:
1仁、 叫6S'臼
9勾叫8屯s9剑习e[恤
hmi
旷41、
t臼sk
旷33、
h<l旷
旷41也回恤
n
a缸1旷
i 1]
口
1

乙、 叫
2
o1阶乌8电SC咆
例引非e [h<lll
2
旷41mam1di口
趴、叫16S'
3
臼
Sè囚S[h<l吕n
旷41mm4
叮]
4 、叫。阴气Je呵。SE2.6 [h:m41ha:il1h<ln41phi叮
41

41

5 、呵。g60习。SClèS [h<ln di'吨<ln kun ]
6 、吨。S(3Jgω句。§∞èC'3

41

[h<ln41 ta:u33h<ln411uk33]

7 、呵。sω:JCi)6 [h<ln 如町叮
4

8 、呵。 S<Zl:Jy [h<ln 41 ha:p35]

41

9 、呵。sω:Jg [h<ln ha:m

55
]

41

55

55

10 、呵。s∞3叫臼句 [h<ln ka: tsap551ak ]
11 、叫6Çßt'lse句∞∞ge [h<ln 即}13也i气m叮
41

41

35

55

12 、呵。Smoo.6 C1喃喃Pg [h:ln 1明白ph:lk 1町55xa:U ]
以上各种房子名称解释如下:

33

1 、呵。因句俗)6S9气Je [h::ln41tsk h:m41tsa:i

l1
]

l1

..9Cj" [tsk'叮是"拉剑♂[回:i ]是"斜"的意思。称为"倾斜而拉回的房子"。这
种房子不好，俗话说:房子要倒别去拉，梁会断、枕木会脱。所以，房子要倒就让他倒，
不能去扶去拉。
2 、叫6SCQ非 [h::ln41 ma: i13]

"qg非"[ma:i吁是"蝶夫或者寡妇"的意思。称为"不完整的房子"。这种房子不好。专指:
房子只铺盖了一半，还有另一半还没有铺盖好，这样的房子不能住人。

41

41

3 、呵。S~èS [h:ln mlUl ]
41

"~èS" [mlUl ] 是"圆"的意思。称为"圆形房子"。这种房子不好也不坏，属于中性房

子，也可以住。专指:长宽横梁都是四米，一样大的意思。
4 、呵。阴气Jec闪电E2.6 [h:m41ha:illh::ln41phi叮
11

55

"勾引e" [ha:i ] 是"凶四。" [phi ] 是"鬼"的意思。称为"凶房或者鬼房"。指:人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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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还停放在家里尚未安葬。又称为"幽静房"。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盖新房那天，恰好
村子里有人死，那么，新房也称为"鬼房"。
5 、吨。日8叫eS02Ç) [h;m4\li5 "hgll41kun41]
41

"]e" [di叮是"好"， "ot!S" [kun ] 是"人"的意思。称为"好房子或人住的房子"。指:
人刚死，但已经安葬，已经请僧人念过经、驱过邪。这种房子仍然是好房子。

33

6 、呵。s(3:)(;)创句句∞'t]C'3 [hgll41 ta;U hgll411uk叮
"(3苟6" [ta:U ] 是"倒

ωt]C'3" [luk叮是"起"的意思。称"倒下去又站起来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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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拆老房子，在原地重新盖新房，属于好房子。

7 、呵。sω::J9 6 [hgll4Jja :明叮
"ω::J96 " Ga:llI)33] 是"走"的意思。"会走的房子"。指:把旧房子拆到另一个地方重新盖，
保持原样，不增弃任何材料。是好房子。

41

8 、呵。s∞::Jg [hgll ha:p35]

"ω::Jg" [h缸p叮是"挑"的意思。称"担子房"。指:从东边卧室搭出一间，又在西边
搭出一间，卧室在中间。这种房子不好。

41

55

9 、呵。sω::Jg [hgll ha:m ]
55

"∞::Jg" [ha:m ] 是"抬"的意思。"抬的房子"。指:从客厅朝南方向搭出一间，又从外

屋朝北方向搭出一间，卧室在中间，这样的房子不好，会克财富。
1山
0 、 叫esCJ
∞
CJ::JO
叫
9ω勾 [hgn
旷41ka:臼回p
f
旷
曰吁
51地
a汰
k团
目叮
"、∞::J" [ka:产
5] 是"乌鸦";"0叫g" [缸坤
p叮是"停";"Eω9伺C1" [la汰
k叮是"桩"的意思。"乌鸦停
5

在树桩上的房子"。指:两栋房子靠得很近，中间搭一个桥，这种房子不好。
11 、叫8日。se句(10∞ge [hgll41xum13dai55kfu吁
13
"tJse句 " [xum 出i可是"楼梯"， "QG∞ge" [kfu叮是"宝"的意思。"宝楼梯房子"。按

规矩建盖的房子，是好房子。
41
55
35
55
55
12 、叫电阴m:lte C1 6♀99il ::Jg [hgll la1) phgk 1叫 Xa: U ]

55
55
55
"ω伊rneC16ω9il::Jg" [laI) phgk:呵呵 X缸:U ] 是"白房子"的意思。指:高角楼，房顶斜坡，

三十二棵柱，五根大梁，是男子汉的房子，是最好的房子。

如果家里人常生病、不和睦、常丢钱或者家禽、牲畜常病常死。就认为房子的地基有问题，
必须通过程序，把不吉利的东西赶走。通常是这样做的:主人带着鲜花、银两、蜡条等去

请巫师。巫师先给主人算命，然后，让主人把房子打扫干净，备好祭品。通常用红泥巴捏
成各种家禽、牲畜各十二只，把它们放在篮子里。再把生鱼生肉、熟鱼熟肉、酸辣汤、白米、

黑米等，分别放在五块竹笆上，房子四周各放一块，中间放一块。由巫师来念咒语寻找邪物。
一般咒语是这样说的动物们有大地守护，上夭有天神主宰。房子的四周有神灵守护，鬼

怪们，你们不要进来，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你们爱吃的食物，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
请你们来吃，请你们来拿吧!你们一定要明白，这里的神灵是专门守护主人平安的……"

念完就四处寻找，哪怕在地基里挖出一小块石头、一小块砖头、一个空蛋壳、一块破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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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撮头发，都视为不吉利的东西在作怪，一定要把它们挖出来丢到远远的地方去。

对火塘的禁忌:

不能移葫"三角石、三角架"。
不能踩火塘。
不得灭火种。

不能跨越火塘。
柴火不能从专留烧烤对面加。
不得乱烧不吉利之物。

回家来的禁忌:

不能穿鞋上楼。
不能扛锄头上楼。
不能挑空桶上楼。
不能在家撑伞和戴草帽。

女人不能在家披头散发。

在家里的禁忌:

吃饭、睡觉不准说话。

夜里不准打口哨。
在长辈面前不能放屁。

不能用脚踢凳子。

不能随地吐痰。
女人不能随地丢头发。
往长辈面前过要躬腰。

不能靠在主柱上。
女人吃饭不能做凳子。

不能违背的传统规矩:

一、不能违背家规;
二、不能违背村规;

三、不能违背副(地方)规;

四、不能违背父母规;
五、不能违背哲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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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不能饲养的动物奇数有:
五匹马、五只猫、五只鸭、五只狗、五头猪。

不能摆设在家里的画像有:

大象、老虎、龙和占卡。

4 传统习俗与现代化
(1)

建筑材抖方面
从前的木料是由主人请亲戚朋友一起到上山砍伐的。可是现在，由于国家要保护生态

平衡，不许乱砍伐，所以，有的地方，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伐，或到老挝缅甸边境去砍;
有很多人出钱购买，包括水泥和砖块，钉子等等用料。

(2)

炊具方面

从前，很多家庭烧火做饭，都用自己栽种的核心树做燃料。现在都安装了煤气灶。但是，
由于费用太高，加上煤气不能用来做烧烤。这样，人们为了节约能源，家家户户开始购买
小炉子来烧火，这样的炉子既可以做烧烤，又可以节约柴火。

(3)

饮用水方面
按传统习俗，井水是用来饮用，河水用来洗澡，洗衣物。可是，现在大部分地区都有

了自来水管。自来水可以安装太阳能，既可以用来洗澡，也可以用来洗物等。靠近城镇的
村庄已经用上瓶装的纯净水。只有比较偏远的村寨仍然习惯饮用井水。

(4)

交通、运输方面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靠近城里的傣族也做点小买卖，把田地租给外人种。从前运输

木料都是人拉或牲口运。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拖拉机，部分人家买了汽车。摩托车代替了
自行车，运输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5)

经济作物方面

现在的傣j防都改变了只种水稻来维持家庭收入的问题，大部分地区，家家户户都有橡
胶园。橡胶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的效益，现代经济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认识。比如，传统的

竹篱笆如今都用砖头砌成的围墙，木门变成铁门，既美观又安全，已经用不着年年砍伐竹
木和破坏生态平衡。

5 边境国家的互相影响
(1)

房屋方面

西双版纳地区主要靠近老挝和缅甸泰国等地，历史上就边民相互往来，无论习俗与生

活方面都相互有影响的一面。如今，由于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改变房屋的结构，
往厨房方向和外屋扩大，有些家庭扩出的面积比原有的翻两倍，屋顶的形状与老挝泰国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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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用水泥铺，地板用地板胶铺，石棉瓦代替了茅草排。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卧室的一

面仍然没有改变，还是保留着传统的风格。(照片的。
床上用品

(2)

第一，改变了自己做床垫，丽购买来自泰国的攀校花床垫和中国自产的"席梦思"床垫，
这种床垫比传统的花草舒适叉透气。枕头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做得比传统枕头更加大和长。

床单也不用自己做，而喜欢从商店里购买。这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改变。
文化娱乐方面

(3)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 VCD 和卡拉 OK 机，大家喜欢从商店或泰国、缅甸等国购买傣族

传统民歌磁带来播放。有些碟片虽然语言上不完全相通，但大概内容均可理解，加上有浓

浓的傣昧音乐，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欢乐。现在结婚、上新房以及娱乐活萌，都喜欢用卡拉
OK 音乐来助兴，年青人更是边唱边舞，比传统打鼓吹笛更加热闹。
卫生用品方面

(4)

如今，靠近缅甸老挝国家的边民，都开始建盖自家的卫生间，一般便缸是从泰国引进的。
当然除了寻|进国外的新产品以外，也从国内运出去不少产品，如啤酒，电池，香烟等，不
同程度的销售到老挝、缅甸等地，民间物质交流越来越丰富，可以说，它对社会进步有很
大的帮助。
服饰方副

(5)

主要是妇女服装变化比较大，她们喜欢用来自泰国和内地的、有本民族风格花纹图案

的布料来加工做成自己的民族服装，传统自织逐步减少，可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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