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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纸“剪”出新气象

■ 本报通讯员 王友雅

本报记者 袁野

“一把剪刀手中拿，一张彩纸百
幅画，一代一代工匠梦，万紫千红非
遗花……”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六安
市金安区的翁墩乡杨公村， 尽管冬
日寒冷， 但杨公村的文化广场上却
是热闹非凡，当地“文化乐万家·新
春走基层———文化志愿者新春文化
服务”活动正如火如荼地举行着。在
各类文化服务中， 最让当地人瞩目
的，当属翁墩本地的剪纸技艺，只见
翁墩剪纸非遗文化传承人蔡敏折好
纸张、画好图形，一双巧手拿着剪刀
纵横来回， 一幅幅灵动的剪纸作品
自剪下相继诞生， 从简单的大红双
喜、到迎春“福”字、再到惟妙惟肖的
“老虎”，各种花样层出不穷。

杨公村胜利组的村民郁国勤挑
选了一幅精美的“福”字，十分满意，
一旁的小孙子看着蔡敏的巧手出了
神。 郁国勤告诉记者：“剪纸是咱们
翁墩乡的一张名片， 以前家家户户
的女眷都会剪。大过年的，有了这红
彤彤的剪纸，就有了年味。 ”村民曹
顶中也是一名剪纸爱好者， 年近七
旬的他看到蔡敏的手艺忍不住竖起
大拇指称赞：“我平时也剪着玩，和
蔡师傅的水平不能比。 如今剪纸虽
然用得不多了，但这老手艺不能丢。

好在这些年咱们当地政府宣传力度
大，也有不少孩子、年轻人对翁墩剪
纸感兴趣，这手艺还能传下去！ ”

结合自身乡情，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翁墩乡就另辟蹊径，走以文
促经之路， 以文化站为群众文化生
活阵地，先后成立书法、音乐、戏曲、
剪纸、农民画、民间文学、体育健身
等协会，群众文化开展得如火如荼，
发展和培训了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艺
术家，剪纸、农民画已成为翁墩乡的
特色民间艺术。近年来，翁墩乡更是
接续开展农民剪纸书画展、 乡村春
晚、农民丰收节、戏曲联谊会、全民
健身等活动， 打造出一批又一批特
色文化品牌。 2018 年，翁墩剪纸成
功申报省级非遗名录， 成为六安市
对外进行文化交流、 旅游推介的一
张亮眼名片。

“现在翁墩剪纸在政府的关心
和扶持下，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
升，激励我们创作更多、更好、更接
地气的作品，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魅力。 我们翁墩剪纸爱好
者结合新时代文化工作要求， 把剪
纸创作和宣传党的思想、 政策结合
起来，让剪纸艺术焕发了新的活力。
年关临近， 能用我们的手艺为乡亲
们增添一份喜庆 ， 我感到十分荣
幸。 ”蔡敏说。

“文化年货”送老人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周磊

台上， 全椒县儒林戏剧团的志愿
者正用心演着庐剧《姐妹换嫁》，台下，
百余位老人津津有味地观赏着， 不时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1 月 21 日，记
者来到全椒县二郎口镇峨嵋村养老服
务管理中心时， 县文化馆的志愿者们
正在开展“志愿红为党旗增色 非遗文
化情暖夕阳” 走进养老院文艺演出慰
问活动， 把文艺年货送进老人们的心
坎里。

“以往春节前的关爱老人活动，大
多是送吃的、用的，这几年国家政策越
来越细致， 老人们不仅吃得好、 穿得
暖，社会各界还经常送来慰问演出，让
老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富足起来， 真是
送进了老人的心坎里！ ”养老服务中心
负责人肖长义说。

提起现在的生活，92 岁的费金余
老人特别高兴。 有着 60 多年党龄的费
老告诉记者，他的子女都在外地上班，
老伴早已过世， 子女们每年也就只有
过年的时候能够回来一起吃个团圆
饭。 村里的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助餐、助

浴等服务，生活非常方便，在外工作的
孩子们都非常放心。 “这里经常会有志
愿者来慰问演出， 特别是春节前送的
戏，我们都爱看，希望这个活动能够一
直办下去。 ”费金余说。

“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让它们
照亮祖国的山河！ 阿米尔，冲……”当
天， 二郎口镇广平村老影剧院里正上
映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其中动情的
一幕幕， 让台下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
红了眼眶。 春节前这段时间，广平村及
附近村的群众经常走进老影剧院，一
边欣赏电影， 一边寻找旧时记忆，红
墙、绿窗、木椅，承载着一代人记忆的
老影剧院经过改造提升， 悬挂了广平
村各时代老照片和经典影视剧照，新
建的老式电影博物馆里展陈着电影胶
片素材、拷贝和磁底等，既有新气象，
又保留了旧时味道， 让走进来的老人
们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以前，
这里过春节时，大家生活很单调，就是
待在家里吃吃喝喝。 这几年文化生活
越来越丰富了，送演出、送电影到家门
口，日子可充实了，村里的老年人晚年
时光也变得精彩起来。 ”二郎口镇文化
站负责人桓永峰对记者说。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为迎接虎年春节到来，我省各地举办了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年味中欢度新春佳节———

文化进万家 非遗过大年

送“福”上门暖人心
■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文化年货”送企业，“留阜过年”
精神爽。 春节前夕， 由阜阳市委宣传
部、 阜阳市文联主办的 “我们的精气
神 ”———2022 年文化进千企进万家活
动在阜阳市经开区启动，首站走进安徽
阜兴新能源公司，10 余名知名书画家，
用传统书画艺术的翰墨重彩，为在阜企
业送上一份“文化年货”，让身在异乡的
建设者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祝福。

当天上午，在阜兴新能源公司内，
室外四九寒天，室内温暖如春。书画名
家们执笔蘸墨、尽情挥毫，经过 3 个多
小时的专心创作， 一百多幅饱含着浓
浓年味、寓意吉祥的春联、“福”字和花
鸟画、山水画跃然纸上，寄托了大家对
新春的美好祝愿。 企业员工们围着书
画家热切等候，收到充满暖意的“文化
年货”时，他们个个笑逐颜开。

记者了解到， 阜兴新能源超高效
太阳能单晶硅片项目，是安徽省“双招

双引” 重点工程和阜阳市光伏新能源
产业“一号工程”，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开工建设。 为确保项目尽早竣工投
产，公司不少外地员工今年选择“留阜
过年”。阜阳市文联主席李平告诉记者：
“艺术家们选在春节前走进企业，就是
希望能通过送上 ‘福 ’字 、书画等 ‘年
货’，让企业一线建设者在阜阳过年过
得安心、舒心，像在家一样温暖。 ”

拿着一幅幅散发着墨香、 寄托着
新年美好愿望的书画作品， 职工们脸
上充满了笑容。 大家纷纷告诉记者：
“现场写福字、送春联与在街上购买的
福字、春联意义大不相同，这些作品包
含着阜阳艺术家的深情厚谊， 让我们
再次感受到阜阳的温暖。 ”

据悉，虎年春节前夕，阜阳市、县
两级联动，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
组织文艺小分队，为一线建设者和疫
情防控人员、环卫工人、好人模范、先
进典型等送演出 、拍全家福 ，为出租
车师傅、快递小哥、家政服务人员、游
（旅 ）客等免费写对联 、送 “福 ”字 ，大
力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凝聚起
感恩奋进 、干事创业 、追赶跨越的强
大精神力量。

“虎头”国潮俏市场

■ 本报记者 陈成

“老虎是‘百兽之王’，虎头鞋有
辟邪祈福、吉祥平安的寓意。 ”1 月
24 日下午，在位于安庆市倒扒狮历
史文化街区国货街的方舒手工布鞋
店， 老板方翠凤拿着一双虎头鞋向
顾客张女士说道。听完介绍，张女士
爽快地买下一双，“过年时让自家小
孩穿上，年味更浓了。 ”张女士笑着
对记者说。

记者看到， 鞋店的货架上不仅
摆放着十几双不同颜色、 尺码和款
式的虎头鞋，还有虎头玩偶、虎头枕
等老虎图样商品。方翠凤告诉记者，
不同颜色虎头鞋有着不同寓意，比
如：蓝色寓意拦住灾难、红色寓意喜
庆吉祥、紫色寓意紫气东来等等。

炯炯有神的虎眼、倒桃心状的
虎鼻、微微张开的虎嘴……虎头鞋
看着玲珑可爱，制作起来却极费工
夫，需要经过打袼褙、纳鞋底、绣虎
脸等几十道工序。 “做好一双虎头
鞋平均需要两天时间。 最难的就是
绣老虎眉毛 ，要保证长度 、间距一
致，否则老虎的神韵就出不来。 ”方
翠凤说。

方翠凤今年 70 岁，是安庆
市虎头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小时候，方翠凤看到母亲在
制作虎头鞋，就尝试着学习，没
想到爱上了这门技艺， 一直坚
持到现在。“在过去，一到春节就
会给小孩穿虎头鞋，祈盼他们健
康快乐长大。后来随着时代的变
迁， 这种习俗被慢慢淡忘了，但
最近几年，听孩子们说什么国潮
风兴起了， 许多过去的老物件、
老技法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
不， 现在买虎头鞋的人也越来越
多了， 大概也都是因为这个国潮
风吧。 ”方翠凤笑道。退休后，方翠
凤专心在家制作虎头鞋。 2020 年，
方翠凤开起了现在的鞋铺， 她负
责制作和线下销售，女儿负责网上
销售。

随着虎年春节的临近，虎头鞋
成为年货市场的“宠儿”。 在女儿的
策划下，方翠凤的鞋店也顺势推出
了春节大礼包，包括虎头鞋、虎头肚
兜、虎枕、虎头玩偶四样，受到了消
费者的喜爱。 “年前这段时间，收到
的虎头鞋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 4 月
份，有的忙啰。 ”方翠凤开心地说。

锣鼓声中庆新春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余克俭

“咚咚锵、锵咚锵……”1 月 25 日上午，还未走进
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定埠村民俗文化传承基地，一阵
阵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便传入耳中。 原来，这里正在进
行一场“大小锣鼓”新春民俗表演活动。

大锣鼓表演由 9 人组成，只见鼓手抡起鼓槌猛地
敲向磨盘大的红漆大鼓，其余人员分工明确，敲击苏
锣、长号、大钹，按照曲目配合着鼓点奏响，声音洪亮
有力；小锣鼓表演由 7 人组成，演奏中穿插唢呐和长
喇叭伴奏，曲声欢快。 随后，4 位手拿彩旗的孩童蹦蹦
跳跳地上台，开始进行“小马灯”的排练，他们不停变
换阵型，活泼可爱的动作引来阵阵掌声。

“俗话说 ‘锣鼓响 ，脚底痒 ’，小时候听到锣鼓一
响，我就会跑出去凑热闹，图的就是喜气。 ”参与打鼓
表演的定埠村村民葛云军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定埠村
人，对于大小锣鼓的表演，从小就耳濡目染。 每年春节
返乡后，都要利用空闲时间跟老一辈的表演能手学习
大小锣鼓敲打手法，在锣鼓声中感受年味。

今年 70岁的吕贵宝是该村大小锣鼓表演的行家里
手， 从小随舅舅学习小马灯的演跳和大小锣鼓的演奏。
经过 40 多年的练习和表演，他技艺精湛，精通小马灯、
大小锣鼓的全部表演及演奏。 “定埠传承大小锣鼓的历
史悠久。 小时候我经常能听到大小锣鼓的声音，热热闹
闹的，总感觉那些锣鼓就像能说话一样，不知不觉就对
它着了迷。 ”吕贵宝回忆道。 2010年，在当地政府支持和
吕贵宝等人的努力下，“大小锣鼓”成功申报了安徽非遗
项目。 从那以后，吕贵宝更加注重拓展“大小锣鼓”的传
承范围，从本村和周边村落中精心挑选爱好者，传授技
艺。 同时他们还结合小马灯降福会等表演，让锣鼓活跃
在舞台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文化“大餐”。

“春节前后，我们都会组织大小锣鼓的表演，这是
为了烘托节日氛围， 让大家过一个快乐、 祥和的新
年。 ”吕贵宝说道，随着老一辈表演者年龄渐大，能熟
练掌握大小锣鼓的人越来越少， 但只要大家愿意学，
他们都愿意教，让村民们加入表演队，不但增加了大
家的收入，也能促进非遗传承。

大小锣鼓表演是郎溪县举办的 “2022 年非遗线
上线下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基
础上，线下活动在非遗传承基地表演，让群众近距离
了解非遗技艺。 线上则推出了郎溪县非遗传承项目
系列宣传片，开展“郎溪非遗拜大年”活动。“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营造‘非遗过大年’的氛围，以达
到传承方式的多样化，加大非遗整体性、活态性、生
态性保护力度，不断提高传承能力和水平，让大家
了解非遗、热爱非遗，也让村民在春节期间享受到
民俗文化的熏陶，弘扬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郎溪县文化馆馆长谢满说。

近日，全椒县文联“送万福 进万家”活动现场，十余位书法家为市民免
费书写春联。 沈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