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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兽之王”保平安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苗竹欣

皖东滁州市来安县一带有个习俗，端
午节要给孩子穿上虎头鞋， 祝福孩子有
“虎气”，希望借着“百兽之王”的威风壮
胆、辟邪、保平安。 临近端午，又到了来安
县施官镇的胡继华奶奶最忙碌的时候，一
大早，她便端出针线盒，开始赶制虎头鞋。

只见胡奶奶左手拿着鞋面，右手拿
着针线，或挑、或勾、或抹、或拨、或拉，
彩色丝线在手中不停穿梭，一个栩栩如
生的虎脸便在她手中渐渐成型。 “别看
这虎头鞋只有巴掌大，一针一线全靠手
上功夫。 ”胡奶奶一边不停地飞针走线，
一边向我们讲解制作虎头鞋的一道道
程序。 做鞋首先要打好袼褙，袼褙平整
了，鞋子穿着才舒服，袼褙打好后，还要
剪鞋样、包边、铺底、纳鞋底、绣虎脸、扎
虎须、掩鞋口，直到把鞋帮和鞋底牢牢
地缝合在一起，一只妙趣横生的虎头鞋
便做好了。

胡奶奶已经 87 岁高龄了， 孩子们
心疼她做鞋辛苦 ， 曾劝她不要动针线
了，但她放不下这门老手艺，“我做虎头
鞋已经有 60 多年了， 看到那么多娃儿
穿着我做的鞋平安长大，我打心眼儿里

高兴。”胡奶奶说。了解了母亲的心意，小
儿子专门腾出一间房给母亲做了 “工作
室”，每年端午前，上门买鞋的家长便络
绎不绝， 尽管胡奶奶早早地就为端午节
制作了 200 多双鞋，依然供不应求。为了
买鞋， 舜山镇的新手妈妈夏修静特意开
车来到胡奶奶家， 她说：“老人们都说小
孩子端午要穿虎头鞋， 我特地赶来买两
双， 让我们家的双胞胎宝宝都能穿着胡
奶奶做的虎头鞋健健康康地成长。 ”

买鞋的人越来越多，胡奶奶渐渐有些
力不从心：“年纪大了，手脚慢了，现在做
一双鞋起码要花上两天的功夫。 ”为了让
更多的孩子能穿上手工制作的虎头鞋，胡
奶奶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孙媳妇，祖孙俩坐
在窗边，一边说着家长里短，一边飞针走
线缝制虎头鞋，成了家里最温馨的画面。

2017 年， 施官镇镇情镇史馆落成，
胡奶奶的虎头鞋作为民间传统手工艺品
被放在了显眼位置， 这让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关注到了这门老手艺， 许多人慕名
上门学习，胡奶奶的“工作室”渐渐热闹
了起来。对于来学习的年轻人，她总是毫
无保留地传授技艺， 胡奶奶说：“虎头鞋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把它传承下去，
以后的娃娃们过节的时候就还能穿上这
保平安的虎头鞋。 ”

“粽子村”里又飘香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余克俭

“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又是一
年端午至， 宣城市郎溪县建平镇三岔村
埂头村民组粽香弥漫。 6 月 4 日，记者走
进这个远近闻名的“粽子村”，村民们忙
着采粽叶、包粽子、卖粽子，到处飘着粽
叶的清香。

村民陈金梅正将煮好的粽叶从锅中
捞起，一张张捋顺、码好放入盆中，青翠
欲滴。在屋子一角的几口大缸里，早已泡
好吸满水分的糯米， 颗粒饱满， 晶莹剔

透。 “我包了 50 多年的粽子了，每天早上
去集市里卖，高淳、溧阳、宣城这些地方
我都去吆喝过！ ”今年 78 岁的陈金梅一
边和记者聊天，一边娴熟地包起粽子。 只
见她将煮好的粽叶在手上叠起排开，随
手一翻卷成倒三角状， 接着倒进泡好的
糯米，再将粽叶绕圈，包得严严实实，最
后用绳固定。

在三岔村， 像陈金梅这样的老人还
有不少。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三岔村
埂头村民组多数村民都在农闲时包粽
子，经过口口相传，“埂头粽子”打出了名
气。 一旁帮忙的陈金梅女儿何先花告诉

记者：“小时候妈妈就教我包粽子， 结婚
后每年端午前我都会回来帮父母包粽
子，我会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

到了晚上， 两大桶粽子包好后，陈
金梅便放在大锅里用小火慢煮，粽团香
气丝丝外溢。 待粽子完全煮透后，第二
天一大早，她和老伴一起到附近的集市
上去卖粽子。 “早上六点多钟过去，八点
多就卖完了 ，我们卖了这么多年 ，大家
都认识了，一块钱一个，很受欢迎！ ”陈
金梅说。

除了陈金梅，同村 58 岁的饶三娣在
农闲时也包粽子， 从 2 月起直忙到端午

节。 说起粽子品种，她很有心得：“枣子、
白米、红豆的粽子相对来说简单一点，肉
粽要复杂一点，需要调味、腌制，煮粽子
的时候也要注意火候， 我们用的都是柴
火锅，所以煮出来的粽子特
别好吃！ ”

“粽子村” 的村民们
包出的粽子风味甜
咸皆有 、 品种丰
富 ，临近端午 ，村民
们经常聚在一起包
粽子， 交流切磋技艺，
有说有笑， 好不热闹。
作为端午节的标配，粽子
虽小，却凝聚着人们对端
午安康的祝福和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

龙舟竞渡夺“锦标”

■ 本报通讯员 罗光成

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芜湖市南
陵县，有弋江、漳河和奎湖跨越或是
环绕其间，丰沛的水资源为端午龙
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
载体。 南陵的赛龙舟习俗至少可以
追溯到明代，而到了清代中后期，龙
舟赛的规模和盛况更是空前。 近年
来，龙舟表演与龙舟赛，又逐渐成为
当地在端午时节的重要活动场景。

南陵龙舟赛因地域的民风不同
而略有差异，有些地方从五月初一
至初五，天天赛龙舟，其中初一称作
“出龙”，相当于序幕，端午当天进入
高潮，百舸争流，称作“收龙”。 有些
地方只在五月初五当天集中进行表
演或比赛，所有的热闹都在端午这
天展开，往往更是人气爆棚、万人空
巷。 南陵当地的龙舟赛以前有三五
十人参与一船的，现在一般以 22 人
居多。 不管人数多少，鼓手、舵手、
划手，三位一体的团队合作，是整个
龙舟的灵魂。 鼓点雄劲，划手力度
沉着；鼓点急切，划手疾划如风。 舵
手须眼观六路，善辨风声，甚至连对

方龙舟扑过来的水花也不能小觑，
否则稍有心浮，龙舟就会“晕头”，难
以保持前进的方向。

南陵龙舟赛以在弋江上进行
的龙舟赛最为有名 ， 整个比赛分
六步 ：一是祭祀 ，在江岸或龙船上
设置祭台 ， 摆上香烛 、 艾蒿等供
品 ，由德高望重的乡贤诵读祭文 ；
二是点睛 ， 由龙船师傅用毛笔蘸
上朱砂 ，为龙舟前昂扬的龙头 “点
睛 ”；三是发令 ，待比赛龙舟各就
各位 ， 裁判吹响口哨宣布比赛开
始 ；四是争流 ，龙舟如离弦之箭 ，
冲向远方终点 ，若途中两舟相遇 ，
则 “相遇必抵死角胜 ，虽婚姻不相
让也 ”；五是夺标 ，龙舟将达终点 ，
须抢夺浮标以定胜负，“标”上系有红
绸，称“锦标”；六是贺胜，抢到锦标
的龙舟， 受到观众的疯狂追捧，岸
边掌声雷动 ，锣鼓齐鸣 ，无数的竹
竿挑着彩带、红包、糕点等，伸向获
胜的龙舟，龙舟上的掌舵人接过彩
带， 系在龙舟中间的锣鼓架上，数
十条彩带在得胜的龙舟上迎风翻
飞 ，意气昂扬 ，也将整个龙舟赛推
向高潮。

品味多彩端午 展现文化魅力
晋文婧

玉粽袭香千舸竞，又是一年端午时。
包粽子、佩香囊、赛龙舟、饮雄黄……关于端

午节的传说有诸多版本， 而由于不同地域的历史
变迁及文化沿袭的差异， 东西南北的习俗也各有
千秋。 虽有不同，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端午节，
一定得好好过！

端午节蕴含着百姓的文化需求。 今年的端午
节假期恰逢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端午节与春
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也
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作为非遗的端
午节，值得中国人骄傲，但更令人会心微笑的是这
个节日传承至今的文化需求。 品味粽香，传邻里友
情；佩戴香囊 ，离疾疫伤害 ；龙舟竞渡 ，显蓬勃朝

气；祭奠屈原，抒家国情怀……无论选择用怎样的
方式过节， 都体现了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和向往。

端午节吸纳着时代的气息。 端午节的 “打开
方式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 “扩容 ”，同时 ，
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端午传统
文化要 “活起来 ”，当与现代生活对接 、与时代精
神共鸣。 当下，通过互联网，传统文化以一种更富
参与性和共创性的方式存在和传播，引发年轻群
体“刷屏”。 新颖的传承形式赋予端午节等传统佳
节新的活力，为传统文化的表达找到了适应时代
的语境。

端午节正在走向世界的舞台。 多年来，在中华

文化的影响下，亚洲不少国家都过端午节。 随着中
华文化魅力日益传递到全世界， 古老的端午文化
也逐渐走入各国的视线， 成为一张靓丽的中国名
片。 比如赛龙舟在国外也很受欢迎，是欧美流行体
育娱乐项目之一；国外的“吃货们”亦对琳琅满目、
口味丰富的粽子情有独钟。 如今，平台网络直播、
短视频等方式， 更是让精彩纷呈的端午民俗文化
活动与全世界的朋友“现场连线”，让各国人民都
能看到、 感受到多姿多彩的端午习俗和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

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要素， 凝结着中
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 端午时节，缕缕棕
香和艾香，传递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端午锦”里有乾坤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立夏一过， 坐落在黄山文创小镇的
杨家徽州香堂显得分外繁忙，200 多平方
米的大厅里芬香四溢，线香、盘香、香囊、
香牌等各类中药熏香产品琳琅满目，杨
斌和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忙着分装打包。

“这些天我们一直加班加点，赶制中
药香类系列产品，满足客户节日需求。 ”
杨斌家传制香有 200 多年历史，2014 年
创办杨家徽州香堂，专注于可佩戴、可陈

设、可熏烧的中药香类产品研发生产，目
前研发生产燃香类、香饮类、香浴类、饰
品类以及香材雕刻类等系列产品， 在全
国 10 多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销处，年销售
额超过 3000 万元。

杨斌介绍，端午前后徽州天气开始变
得湿热，病菌、蚊虫增多，是各类疾病的高
发期。 古时徽州人在端午这一天，家家户
户彻底洒扫庭院，在门前和窗口插上新鲜
的艾草、菖蒲，挂上大蒜，驱走蚊蝇虫蚁，
避除秽恶之气。

徽州是新安医学的发祥地， 自古有
佩挂香囊的习俗， 传承着中医特色诊疗
技术“衣冠疗法”。 徽州御医徐春甫所撰
的《古今医统大全》就记载了扇坠香、安
息香、合香等香药同源的香方。 民国《歙
县志》记载：“岁时礼俗，端午门插蒲艾，
户粘桃符，并制角黍、酵饼为食，且以雄
黄和酒，分饮人家，谓可辟邪。 而茧虎香
囊，竞奇炫巧，尤属闺门韵事。 ”在徽州，
香囊亦称“端午锦”。 相传端午前夕，徽州
女人用彩绸缝制出有棱角的香袋， 用彩

色丝线绣制各种图案纹饰，装饰上流苏，
放入艾草等多种芳香浓烈的中草药，成
为提神、防病的端午锦，已婚女子把它佩
戴在丈夫胸前， 订了婚的姑娘把它送给
准夫婿， 单身女孩把它送给心仪的小伙
子， 使徽州的端午节平添了许多唯美和
浪漫的气息。

据介绍， 杨家徽州香堂与新安医学
研究中心合作，汲取新安医籍精华，寻访
各地老字号药铺、中医世家等名方，其研
制的药香产品涉及道地中药材 50 多味，
有固元、安神、扶阳、祛湿和化淤等功效，
有利于改善人的体内体外环境。 近几年，
他们每年接待研学游客达 2 万多人次，
让游客在闻香、识香、制香的体验中，领
略新安医学的博大精深。

胡继华奶奶在精心制作虎头鞋。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南陵端午龙舟赛（（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杨四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