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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笼山村龙腾欢

■ 汪红兴

啌啌咣咣、啌啌咣咣……鞭炮齐鸣，
礼花绽放。 海拔 1075 米的仙姑尖深处，
一个状如琵琶形的古老山村， 笼罩在一
片如水的月色中，沉寂了许久的山村，又
一次沸腾起来。

那是两年前的中秋， 正是民俗登场
的最佳时机。

那天，我一人从镇上骑行百里，翻山
越岭，就为来到这小坑村看舞稻草龙。总
觉得，身处徽州是幸福的，常常可以这样
偷偷地“私奔”，这样中秋夜的“私奔”，我
已有十多次经历，板桥、凰腾、梓溪、田里
等小山村，都去过。

龙是中华民族的古老图腾，是百姓
的一种民间信仰。 中秋舞稻草龙，是一
种庆丰收仪式。 五谷丰登之时，意在祈
求风调雨顺，去灾祛邪，村庄安宁。 这习
俗由来已久，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可如
今的乡村 ， 受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冲
击 ，青壮年大量外出 ，村里所剩只有老
幼。 乡村无疑缺少了些活力，舞龙的习
俗日渐萎缩，能够完整地保留民俗的村
庄，如今是矮子下楼梯———一年不如一
年。 城里人想看民俗，大多只能在景区
里 ，那种商业性的表演行为 ，已失去了
民俗最初的原真味和文化味，让人失了
兴趣。

在皖南新安源头还有少量村庄，一
些民俗仍在世代传承。 民俗大多是应节
应时而生的，比如正月十五闹花灯，端午
节包粽子、 中秋节舞稻草龙……民俗是
约定而成，无需广泛发动，全是大家自发
自愿，比如舞龙活动，自己扎、自己舞、自
掏香火烟炮钱， 人工则一般是没有什么

报酬的。因此，真正的民俗是一种文化的
感召力。

我黄昏时分抵达， 村中已呈现一派
节日的气氛。 小川河两岸人家欢声笑语
不断，但见村民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不少外地打工人员也都陆续回来
了，大家一起过个团圆节。威风凛凛的稻
草龙，就是一种无声的呼唤。

无需招呼，前一天，村里的队长就盘
算开了———小坑村没有农田，缺稻草，就
用拖拉机从邻村田里， 运来了一大车稻
草。中秋那天上午，村里的几位长者不约
而同地来到老祠堂“应宿堂”前，大伙儿
各自分工、相互配合，剖竹片，扎龙骨，用
稻草扎龙身、龙头，忙得不亦乐乎。

已经扎好的稻草龙就立在祠堂前，
足有十几米长！ 80 多岁的李天保打着赤
膊 ，满头银发 ，自豪地说 ：“我们村舞龙
已有 300 多年历史了， 我打小就看村里
人中秋舞龙 ，一直舞到现在 ，即使是文
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过。 中秋不舞龙，哪
能算过节！ ”

晚饭后， 村民三三两两地聚集到祠
堂坦前。村里有两座古色古香的祠堂，一
是朱姓的应宿堂，二是胡姓的敦睦堂，均
建于清代， 历经 200 多个春秋， 几经修
缮。 祠堂是村子的灵魂， 是凝聚力的体
现，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村民的成长。古风
犹存的徽州，村民对祠堂怀有敬畏之心，
村中的红白喜事都在这举行， 并由辈分
高的族长主持。

上香，就是在祠堂坦上进行的。村民
将龙头、龙身、龙尾都插上了香火，香烟
缭绕，星星点点，这龙仿佛活了，有了灵
气。四周村民激动地围观，爽朗的笑声点
亮了寂静的乡村，老人咧开了嘴，孩子乐

开了脸。
今年这一拨舞龙的人， 全是年轻小

伙子，最大的不过 30 岁。 主事的队长朱
国洪说道 ：“我对在屯溪开店的小伙朱
建江说 ，中秋节村里舞龙 ，你们年轻人
回来吧！ 十几个年轻人一吆喝， 立马从
外地赶回家，就为舞龙这事！ 明早，他们
就得赶回去。 ”乡村人朴实，说啥做啥都
很干脆。

锣鼓声响起，稻草龙先从“应宿堂”
舞起 ，在祠堂中回旋打转 ，接着再转到
胡姓的敦睦堂。 鞭炮接连炸开，烟花在
夜空灿然绽放 ，龙灯左腾右旋 ，随着龙
珠上下翻滚 ，变化着各种姿势 ，尽情释
放着生命的原始动力，酣畅淋漓。 这是
一个村庄古老的图腾。 在村人看来，这
龙有着驱邪作用， 护佑着村庄的安宁。
93 岁的村民朱花九说， 山村人剽悍，早
些年，舞龙时村人还会扛着土铳在村中
巡游 ，龙在中 ，土铳前领后押 ，走几步 ，
放一阵铳。 咚咚咚、咚咚咚……在山林
中引起一阵阵回应 ， 山中的禽鸟野兽
们逃之夭夭 ， 地里的庄稼也而因此免
受伤害了。

游龙开始在村中巡游了 。 啌啌咣
咣 、啌啌咣咣 ，鼓手们一路相伴 ，在村
中干道及小巷中穿行 ， 小孩子们提着
茄子灯 、南瓜灯在后跟随 ，一户不落 。
这些鼓手都是些六七十岁的老汉 ，个
个精神抖擞。

圆月从巍巍的仙姑尖缓缓地升起，
如银的清辉静静地倾泻在碧玉般的小山
村里，山村似乎变得通透明朗起来。

每到一户农家， 龙头须在门口叩拜
两下，为这户人家祈福。户主早已做好准
备，热情地端出一壶茶来，为每人双手敬

上一杯，打上一通香烟，说说吉利话，在
龙身上续上香火，再放一阵鞭炮，龙便游
向下一户人家。乡村的鞭炮与焰火，或许
稍显稀稀落落， 但会在山中形成辽远的
回声，听来有着别样的神韵。 俗话说“不
走不亲”，乡里乡亲的感情，便是这样通
过古老的民俗串联起来。 从村中走到村
头，再走到村尾，一条火龙就像是一条火
链，在琵琶形的村落中熠熠生辉。

乡村龙灯的结束是讲究仪式感的。
龙归大海之前， 村人都齐聚在村中水口
的堨坝下，焚香祈祷，火光熊熊，映红了
每个人的脸庞。 每个舞龙者举起龙身掉
头，龙头朝上。 “一二三”，大伙儿齐声吆
喝一声，奋力地将草龙抛向河中，然后头
也不回地朝村中走去。山民们相信，龙还
会世世代代护佑着一村的安宁， 这是对
天地的敬畏。

山村渐渐趋归宁静， 山中的月亮显
得格外皎洁，每个人都很兴奋，心里也倍
感踏实。

我骑车返回， 沙-沙-沙，车轮与地
面摩擦发出轻微的响声，分外清晰悦耳。
山野的风，氤氲着桂花香，格外清凉。 月
色更加迷人，黛色的群山在眼前不停地
跃动，仿佛是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所描
绘的月夜归航的情景。 骑过了一村又一
村 ，村庄都静穆在融融的月色中 ，朦朦
胧胧。 五十多里路，几乎我一人独行。 皎
皎空中孤月轮 ，这山村的夜晚 ，多么宁
静美好！

乡村振兴的号角如今已经吹响神州
大地，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看来是大
有可为。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越来越
多的乡村，在中秋之夜，在皎洁的月光底
下，龙腾狮舞，共襄盛世。

莫让“伪作”消解经典

■ 韩小乔

杜甫很 “忙 ”。 近日 ，多个网络
平台上流传一首据称是唐朝杜甫

的作品 《暮年 》，被网友冠以 “最美
最甜 ” “惊艳了大唐 ”。 但实际上 ，
《暮年 》不是杜甫的作品 ，文字与杜
诗的境界也相差甚远。

这已不是第一次古代名人被

“碰瓷”。 之前有首挂名李商隐的诗
《送母回乡 》， 不仅在网络广泛传
播 ，还进入不少出版物 。 孟晚舟回
国时 ， 有人以此杜撰出一首藏头
诗 ，堂而皇之冠上 “诗仙 ”李白的大
名 。 可这些 “伪作 ”大多经不起推
敲 ，有些是经典作品 “肢解 ”后 ，转
化成不伦不类 、 不古不今的作品 ，
如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是你 ，
冰河是你 ”， 只有上半句是陆游
的 ；沈复的 “闲时与你立黄昏 ，灶
前笑问粥可温 ”被人改成了 “无人
与我立黄昏 ， 无人问我粥可温 ”。
还有些 “伪作 ”的文风 、内容跟古
代名人完全无关 ， 甚至就是常见
的心灵鸡汤 。

《暮年 》“蹭 ” 上杜甫并走红网
络 ，某种程度上证明传统文化有生
命力、吸引力。 平心而论，虽然这首
诗歌接近于现代白话 ，文字也略显
单薄稚嫩 ， 可情感表达直白坦诚 ，
“闲坐庭院”“听雨声”“话往事 ”“共
白头 ”等词句迎合了现代人吟风弄
月的心境 ，并非一无是处 。 可问题
在于 ，为何不光明正大标上自己大
名 ，而要伪托他人之名出现在公众
面前？ 无非是想借着经典作品的知
名度 、影响力 ，在互联网平台上骗
取流量和点击率。 一些网友明知是
“伪作 ”， 但出于调侃恶搞心态 ，纷
纷以玩笑口吻 “作证 ”，表示 “这就
是杜甫的作品 ”，让人摸不着头脑 。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传播者 ，若是心
中怀有对文学大家和经典作品的

尊重和敬意 ， 就不会四处招摇撞
骗 、以讹传讹 ，更不会对肆意炮制
“伪作”的恶作剧一笑了之。

进一步说， 不是禁止人们模仿
和学习 ，而要警惕伪托诗文泛滥消
解经典 。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 ，就是
因为其意蕴深远且颇具匠心 、历久
弥新且常读常新。 经过时间沉淀和
考验 ，不同年龄的人读会有不同体
会 ， 不同境遇的人读会有不同感
悟 。 杜甫和李白的诗 ，远没有那么
直白易懂 ，读者多次品读 、细细品
味或许才能领略到文字之美 、意境
之深远 、思想之伟力 。 但一些鱼目
混珠的拙劣 “伪作 ”， 既无斐然文
采 ，也无深厚底蕴 ，甚至近乎恶搞 ，
不仅损害文学大家的声誉 、消解经
典作品的文学基础和思想深度 ，也
会对读者造成误导。 在各种“伪作”
影响下 ，一些人习惯于从手机端摘
取只言片语 ，放弃追求语言文字的
审美 ，只能接受浅显直白的网络文
学 、快餐文化 ，学习与鉴赏能力逐
渐下降。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可以
说是历朝历代读书人的共识。 诗性
追求与表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特征 。 现代人生活环境在变 ，
情感也在变化 ，新的诗句不断面世
是必然的 ，但不必把网络上唾手可
得的情感抒发 ，甚至是过于浅白的
“网红句 ”，言之凿凿当做 “大家之
作”传播。 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40
周年之时 ， 一本名为 《确是我说
的———鲁迅语选 》 的新书出版 ，这
是出版工作者为了抵制 “伪文 ”、匡
正时风作出的努力 。 对待文学 ，我
们要多一分敬畏 、 多一分谨慎 ，莫
让伪托诗文再度沉渣泛起 ，玷污了
文化生态。

掼稻
■ 张恒

黄澄澄的稻子割倒了，一铺铺堆放
在田里 ，排列整齐 ，间距相等 ，朝向一
致。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掼稻，把稻粒脱
下来。

就在田里脱粒，用斛桶掼。
斛桶是一件很古老的农具，从哪个

朝代发明使用的 ， 好像没人能说得清
楚。 当年我问过村里的常三爷，后来又
问过学校的老师 ， 都是说不出个所以
然。 常三爷读过许多古书，晓得四书五
经 ,会讲三侠五义；老师书橱里有《齐民
要术 》和 《农政全书 》这些专著 ，记着许
多农业方面的事情。 但他们都不晓得斛
桶的身世。

一个普通的斛桶，似乎有些神秘了。
斛桶样子不特别， 结构也不复杂。

除了四角有护耳，桶底多了两根木拖以
便于挪动 ，其他形状就像米斗 ，只是板
材要大些，厚点。 我用胳膊庹过，也用手
指拃过 。 桶底口 ，边长一庹稍多 ；桶上
口，边长将近一庹半。 我那时身高一米
五不到，一庹跟我身高差不多。 我一拃
五寸，斛桶最高的地方拃了四拃。 护耳
长都不到一拃，板虽然厚，也不够拃，只

能用手指量。
别看斛桶结构简单，不如风车、犁耙

复杂 ，却不能自己用木材打 ，要凭计划
买。 这是我幼时的事情。 记得我们村里
有一个斛桶就是在镇上农具厂买的，桦
树料，禁用得很。

斛桶其实平时不大用，只是到了割
稻的时候才派上用场 ， 平时就放在仓
库里，装装东西。 也能当船用，不漏水，
用扁担就能划得走 。 下大雨田涝了的
时候 ， 村里人就是推着斛桶把没在水
里的稻子割上来的。 记得破圩那年，还
有人划着斛桶去救人。

把斛桶运到田里很费事。斛桶很重，
一百多斤 ，且体积庞大 ，不是身强力不
亏的人扛不动 。 我们村里有几个人能
扛， 力气最大的二老张都不要人帮忙，
自己双手拎着护耳 ，深吸一口气 ，猛一
提起 ，斛桶就到了肩膀上 ，稳稳地竖在
空中。 他步子端正， 走田埂跟走大路一
样轻松，斛桶放下来，不喘粗气，脸色如
初。 也有抬的， 用绳子将斛桶四个护耳
系住 ，再在桶内交错处绾个结 ，扁担不
够长 ， 拿一根毛竹杠子穿插在结的中
间，两个人抬着走。 这就会招来逗笑，说
两个劳力抬斛桶，精怂！

斛桶放在田里的位置有讲究。一般
桶拖与稻铺的朝向相反 ， 这样便于拿
稻铺。 还要兼顾到田的长宽比例，斛桶
的走向最好是与长边平行 ， 这样省得
斛桶经常掉头。

一张斛桶最多可以八个人掼稻 。
每个拐角两个人 ， 掼起来稻铺一上一
下 ，声音有节奏 ，场面也好看 ，而且不
乱 、不窝工 。

掼稻有技巧 。 从稻铺上拿起一大
把 ，正好双手握 ，用稻披叶一裹 ，握紧 。
然后挺胸仰肩举起来 ， 手和腰同时用
力 ，对准桶板用力一掼 ，金灿灿的稻粒
就洒洒地落下来。 接着双手抖几下，使
得稻铺里脱下的稻粒落净，再举起来用
力掼。 边掼边抖，一粒不留，中间还要把
手里的稻铺翻几下，防止裹在中间的稻
粒因为没掼上力脱不下来。 一把稻铺掼
上个五六次就差不多了，有经验的人听
稻铺掼在斛桶板上的声音就晓得稻粒
是不是掼净了。 从沉重的“嘭”声，到轻
飘飘的“啪”声，像是强度逐渐减弱的音
调。 我就喜欢听掼斛桶的声音，那是一
种享受。

把两边的稻铺掼没了，就把斛桶往
前拖，免得到远处拿稻铺耽误时间。 才

掼下来的稻粒我们称为水籽，很重。 即
使斛桶下面装着两根拖木 ， 减少了不
小的摩擦力 ， 但装着水籽的斛桶拖起
来也很费力 ， 一般是两个力气大的人
在前面拎着护耳用力抬 ，出劲拉 ，后面
把人推。 如果田里没水，斛桶后面就会
露出两道泥沟。 有水的话，就鼓起一片
泥浆。

掼斛桶的时候常常有许多孩子在
田里玩，捡稻穗，逮小青蛙，在泥里踩野
果子吃。 移动斛桶时大人喊孩子们帮着
推 ，孩子们自然乐意 ，把吃奶的力气都
用上，却不想常常被大人戏耍———几个
大人忽地齐用力 ，斛桶跑得飞快 ，推斛
桶的孩子猝不及防 ， 双腿跟不上 ，“扑
通”一声全都摔得嘴啃泥。

斛桶里的水籽要及时挑走。 挑水籽
的人都是一把好力气，一担水籽堆满了
有三百斤。 我最佩服二老张，别人挑一
担水籽路上还要歇肩，他一口气就能挑
到晒场，一天下来，就比别人多挑几担。
不过，他从不怨言，多挑就多挑。 乡里人
性格都是这样，跟水籽一样沉实。

掼下来的稻草是要扎起来的。 专门
有人干“打扫战场”这事，先拽几根稻草
做扎绳用 ，手拿两头 ，往摊在田里的草
铺穗颈处一捋 、一扣 ，手带着草铺立起
来，扎草交叉一扭，一头往扎草里一塞，
另一头用力一拽， 一铺草就扎好了，我
们叫“斛桶把子”。

拎着斛桶把子用力一旋，底部撒开
就站在了田里。 日后，太阳晒，鸟雀飞，
成了田畈里一道风景。

为童年写作注入史诗思维

■ 何军民

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许诺晨献
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新作
《百年仁心 》，所写时间从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到 2020 年夏季长江流域
出现特大洪灾这将近一个世纪 ，所
写空间从大别山下小山村到繁华
都市南京再到长江流域 ，所写人物
从医术超群的懵懂少年 、初入职场
的青年队医到性格坚毅的中年医
生以及普通士兵 、家庭妇女 ，构成
了一幅人物群像 ，表现了难能可贵
的创作雄心 ，为新时代童年写作注
入了史诗思维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附着在儿童文学这一门类上的某
些偏见。

《百年仁心 》聚焦了抗日战争 、
中国女排成长和 2020 年长江流域
特大洪灾这跨越两个世纪的三个
重大事件 ，表现了非同凡响的宏阔
视野。 作者通过两条线索将三大事
件紧密相联 ，让读者在引人入胜的
文学阅读中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
清晰走向 。 这两条红线 ，一是生命
延续意义上的祖孙四代成长 ，二是
精神延续意义上的红色基因传承 。
两条线索水乳交融 ，共同锻造了这
部作品的史诗品格 。 其中 ，生命延
续意义上的家族成长是显性的 ，比
较容易把握。 这条线索实际上是一
种铺垫———既在时间跨度上进行 ，
也在史诗模式上进行。 通过这样两
个层面的铺垫 ，作品在经验可感的
层面上给人以突出的 “长 ”的印象 ，
这为其史诗质地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 。 就写作创新来说 ，更重要的是
精神延续意义上的红色基因传承
的线索 。 在故事开头 ，懵懂少年陆
引舟因偶然救治新四军副连长叶
震南而加入部队 ，共产党员的崇高
品质逐渐打消了他的疑虑 ，他在思

想上和行动上融入党领导下的先
进集体 ，从此矢志不渝 。 改革开放
后 ，陆引舟已然老去 ，他的儿子陆
礼国作为队医 ，在帮助女排姑娘为
国争光这个新战场上继承了他的
精神衣钵。再到了 2020 年长江流域
发生特大洪水这个片段 ，陆礼国的
儿子陆远望在抗洪抢险 、救助百姓
时奋不顾身 ，陆家最新一代陆昊宁
也因深受党员风采的感染而得到
了精神上的升华。 红色基因不仅让
一个家族有了精神指引而成为一
个传奇 ，也让这部作品有了核心而
成为一个标杆。

《百年仁心 》采取对举手法 ，刻
画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读者可
以看到 ，第一部分 《战争 》中的陆引
舟和铁蛋 、第二部分 《拼搏 》中的陆
礼国和女排队员 ，第三部分 《守护 》
中的陆远望和钟晓慧夫妇 ，乃至陆
家最新一代陆昊宁和他的曾祖父 、
祖父 、父亲 ，在性格上都形成了非
常鲜明的反差 。 不仅如此 ，在每个
阶段作为衬托的次要人物 ，也都和
三个阶段的主角性格明显不同。 不
过我们深入一层看就会发现 ，表层
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他们深层的一
致 ， 而让他们产生深层一致的 ，恰
恰就是他们对于红色基因的由衷
热爱 。 由差异而一致 ，正隐喻了经
过百年的洗礼 ，红色基因在家族乃
至民族的意义上已经越过自发而
走向了自觉 ，内化到了群体的心灵
之中。

《百年仁心 》是一部关于革命
和建设的小说 ， 也是一部关于初
心和信仰的小说 。 它在将近一个
世纪的时间跨度上 ， 成功对接了
战争与人性 ， 以医者的仁爱充分
注解了信仰的力量 ，这是一个以史
诗思维成就童年写作的值得肯定
的努力。

桃花潭水深千尺 潘晓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