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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笑农家腊酒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丰年留客足鸡豚。。””鼠年将至鼠年将至，，在生在生
活越来越好的当下活越来越好的当下，，大家对曾经的那些年的味道格外想念大家对曾经的那些年的味道格外想念，，
因为这里有很多是我们孩提时便有的美好记忆因为这里有很多是我们孩提时便有的美好记忆！！进入腊月进入腊月
后后，，全市各地的农民朋友纷纷进入忙年的节奏全市各地的农民朋友纷纷进入忙年的节奏，，农村的年味农村的年味
也更加淳厚也更加淳厚。。这既是辛苦一年后这既是辛苦一年后，，对自己和家人的一番犒对自己和家人的一番犒
劳劳，，也是在传承中华民族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也是在传承中华民族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更寄托着人更寄托着人
们对来年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新希望们对来年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新希望。。在镇江广袤乡村的金在镇江广袤乡村的金
色田野上色田野上，，年味是如何散发的年味是如何散发的？？近些天来近些天来，，本报本报““三农视点三农视点””
栏目的记者深入乡村栏目的记者深入乡村，，记录下一些农民朋友记录下一些农民朋友““非你莫属非你莫属””的的
忙年身影忙年身影，，共同体味中国年的欢乐喜庆共同体味中国年的欢乐喜庆，，为我们的年夜饭也为我们的年夜饭也
加上一道春节特供的加上一道春节特供的““农家套餐农家套餐””！！

栏目摄影栏目摄影 周迎周迎 孙薇孙薇 滕庆海滕庆海 萧也平萧也平 栾继业栾继业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乡村年味
越来越浓。20日傍晚，丹阳市珥陵镇
张刘村是敲锣打鼓、笑声阵阵，村民们
成群结队向广场走去，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一帮爱好文艺的
村民正忙着排练“迎新春”民俗展演节
目，准备在农历大年正月初二热闹热
闹。

走进张刘村，一面面迎风飘扬的
国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只见村里一
排排农家小楼错落有致、干净整洁。
放眼村中的道路两边，上空飘扬着一
面面鲜艳的国旗，小村庄里里外外好
像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村民七嘴八舌
地介绍，他们家家户户几乎都买了新
的国旗，从元旦开始就陆续将一面面
国旗挂了起来，这些国旗一直挂到了
村后的丹西公路和 241 省道，绵延
3000多米，真的好不壮观！

“这是老百姓以特有方式喜迎新
春、感念党恩，这份别样的新春大礼村

里已连续开展了9年。”身为张刘村人
的原珥陵镇副镇长、现任镇老年体协
主席的石和法感慨道。国旗迎风飘
扬，村中的房舍建筑也犹如换上新衣，
显得格外精神。“我们村原本算珥陵镇
最穷的一个村庄，在党的富民政策的
指引下，村民们想方设法脱贫致富，有
的搞种养加工，有的进厂务工，有的外
出经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如今百姓日子是越过越好，村庄
也旧貌换新颜，相应的大家精神文明
生活也不能落下了！”村里的乡村医生
周仁来笑着说。

生活富裕了，张刘村农民的精神
生活也有了新追求。从 2010年春节
前开始，蒋夕康等村民自发购买国旗
在村中悬挂，在喜迎新春的同时，祝福
祖国繁荣昌盛。从腊月二十五开始，
为营造喜庆气氛，他们还对旧的、破损
的国旗及时进行更换。

“这些年，我一直奔波于异乡陌

土，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因此每年都会
带着妻子回到这里，踏上故土，那种油
然而生的幸福感是难以言表的，特别
是村里每年都会悬挂国旗，更加让我
心潮澎湃，即使身在异乡，但只要看到
国旗，就能想到村庄上空飘扬着的红
旗。”村民黄国方一直在宁夏打拼，只
有过年时才能回乡的他格外珍惜和村
民们共同生活的时光。

张刘村淳朴的民风、团结的乡情，
让挂国旗的行为变成了一个全村集体
加入的隆重仪式，在村民心里，爱国就
是这样一种朴素而具体的行为。随处
可见的国旗，让村民心中的爱国情更
有触发点，国旗的鲜红和神圣，就这样
在光阴流转中，日益深入到村民心中，
将张刘村村民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现
在城里人都羡慕我们的乡村生活！住
在城里的儿女们过年都会回来，与家
人、村民一起红红火火迎接新年！”
石和法十分开心。这次民俗展演中的
所有节目都是由张刘村村民自发排
练、表演的，为了这次晚会，很多上
班族白天上班、晚上排练，但没有人
抱怨。据了解，村里 2014年成立的
这支民间艺术特色团队有100多名队
员，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更有
婆媳、母子等一同参与，这不仅促进
了家庭和谐，也让邻里关系更加融
洽。如今在张刘村，尊老爱幼、济贫
帮困、助人为乐是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栾继业
本报通讯员 蒋须俊 魏郡玉

“我们还是用‘火炉球’开路，
让两条龙就从村文化广场开场，到龙
宫门口摆出‘中、国、龙’，然后绕
村里的主路一圈回广场，你们看怎么
样？”近日，在句容市郭庄镇三阳地
村村委会，村副主任窦红亮一边用笔
画出路线图，一边征求大家的意见。

“年三十是一年的结束，紧接着就是
新一年的开始，这一圈走下来圆圆满
满，给全村讨个好彩头。”一旁的舞
龙师傅赵长新附和道。商量间，他们
就定下了今年村里舞龙的方案。

三阳地舞龙流传至今已有400多
年历史，现有的舞龙队为三阳地村村
民于 1978 年自发组建，从 1999 年，
团队赴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50周年舞龙表演，到舞龙队赴

北京参加迎接澳门回归百龙大
赛，荣获金奖……这些荣誉不断
激励着吴昌根等老一辈将舞龙传

承下去的心。
今年 68岁的赵长新是三

阳地村地道的农民，担任龙
头的角色。从他父亲赵廷
合开始，赵家三代都是舞
龙人，从小耳濡目染，让
赵长新与舞龙结下了情结。
20世纪八十年代，20岁出头

的赵师傅有幸被村中长辈选
中，成为新一代舞龙人之一，

同村老中青三代言传相授，继承
这一传统。“那时候，我们白天下田
挣工分，晚上练舞龙，尤其是进入腊
月，时间紧张，越冷越要练。”另一
位“龙头”冷茂金补充道，“以前一

个竹篾龙头最重有三四十斤，不像现
在的十七八斤，轻松许多。”

“除了村里早些年留下的竹篾
龙，我们在外表演都是用别人的道
具，团队应该有自己的东西。”舞龙
师傅吴昌根告诉记者，在一次巡演回
来，村民连夜开会商议，决定全村有
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舞龙道具
有着落。“有的人家出10元，也有出
300元的，赵长新卖了家里的猪，出
了600元。”

59岁的吴昌根 1987年前负责火
炉球，1987年后担任“龙身”，他摸
着“龙珠”说，两条龙 18人，舞龙
讲究的是团队精神，龙身跟着龙头
走，龙头听从“珠”的指挥。1999
年，他成了这名“珠”。如今，他已
在村里挑选了2名有舞龙基础的年轻
人作为守“珠”人，传授衣钵。

2004 年，由于舞龙队人员结构
老化、人员外出打工流动性增强等原
因，“三阳地”舞龙几乎处于瘫痪状
态。2007 年，在原有的“三阳地”
舞龙队基础上重新组建了芦亭村舞龙
队，并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2014年，芦亭村舞龙队

《二龙戏珠》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2015年至今，芦
亭村舞龙更是作为保留展演项目频频
亮相于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句容
赛段、句容国际马拉松比赛等各大文
体活动，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有了质的
提升。

本报记者 滕庆海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明庭舒 王维

“老板，给我打20斤糯米酒，我带
回南京去，过年的时候给亲戚尝尝。”
腊月廿七一大早，位于丹徒区宝堰镇
团结村申公塘村的岳家坊就热闹起
来，蒸米的灶头炊烟袅袅，上门买酒

的熟客络绎不绝，屋外喜庆
的红色招牌混着酒香，给

冬日的乡村增

添了浓浓的春节味道。
“这两天上门的客人已经少很多

了，上周之前每天都忙得不得了。”酒
坊“掌舵人”岳家林一边与记者聊
着，一边用大木桶把刚煮好的酒糟出
锅。临近年关，上门买酒的人很多，
上周末门口排起了长队，本镇的、镇
江市区的、丹阳的，甚至还有南京和
常州的消费者上门来买，他和老伴、
儿子、儿媳一起上阵，还雇了一个村
民，依旧来不及打酒。“去年出了点小

状况，由于没有预料到销售这么火
爆，生产的酒不够，最后导致腊月
廿七的时候家里就没酒卖了，很多

熟客没买到酒，有些遗憾。今年很多
消费者吸取去年的经验教训，早早就
上门来买酒了，虽然人多来不及销
售，但酒还是够的。”

作为使用传统宝堰米酒酿造技艺
的酒坊，岳家林严把原料关，保证纯
粮酿造，优先发酵，分层摘酒，土坛
陈酿。“你别看这酿酒，工序真不少，
要先后经过泡米、冲洗、入锅蒸煮、
冷却、入缸加酒曲发酵等多道工序，
历时近一个月，才能出酒，急不得。”

据了解，岳家坊的酒分为粳米酒
和糯米酒，糯米酒价格最高，每斤卖
到30元、粳米酒为每斤20元，还有一

些普通的酒和封缸黄酒，价格更亲
民。“最近1个多月，每天的销售量都
在350公斤左右，生产压力不小，只能
起早贪黑的加班加点。”岳家林说，每
天，他的工作时间是从凌晨3点到晚上
8点，但就这样的生产强度，每天也只
能生产近350公斤的酒，刚刚够卖。

说话间，三个客人又走进酒坊，其
中一位和岳家林熟悉地打着招呼。“老
岳，我带了两个朋友来买酒，都是春节
期间要招待亲戚用的。”说话的是来自
京口区健康路街道桃花坞社区的“熟
客”老董，他在岳家坊买酒已有5年的历
史，每年都要买50多公斤。“朋友上次在
我那喝了你家的酒，都说好，让我带他
们来买，每人20斤，装好带走。”

跟着岳家林走进放满大缸的“打酒
间”，酒香扑鼻，随着他打开一个大缸上
的封口，香味更是浓郁。“这是55度的糯
米酒，卖得最好，外面那5坛前两天刚刚
封缸的100斤白酒就是一位南京客人订
的，年后就来拿。”

虽然销售火爆，但岳家林还有些
“烦心事”。“生产上能休息，但买酒的人
却是天天来，有时候饭都不能好好吃。”
岳家林说，去年过年想和亲戚聚一聚，
在街上的饭店定了一桌，刚坐下来准备
吃饭，上门买酒的电话就来了，只能回

家，一顿晚饭，往返了4-5趟。
小小的“抱怨”，其实也是酒坊红火

的印证。岳家林一边凭经验查看锅内的
变化，一边说道：“明天就停产了，腊月
廿九把剩下的订单全部送掉，再开工要
到正月初八了，好好休息休息！”

酒坊的烟囱上，热气裹着糯米蒸煮
的香味飘出，夹杂着淡淡的酒香越飘越
远，年就这样到了……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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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飞黄腾达的祥龙、寓意节
节高升的竹笋、代表喜事临头的喜
鹊……进入腊月以来，镇江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糏塑传承人、西来桥第四
代糏塑传人黄金龙就一直没闲过，一
笔接着一笔的新年订单，让他忙得停
不下手。

西来桥糏塑，扬中人称“花圆
子”，在扬中，孩子满月、老人祝
寿、结婚迎娶、新房上梁等喜庆活动
都少不了它。黄金龙告诉记者，年底
好日子多，订单翻倍增长，带有龙凤
呈祥、年年有余、喜鹊登门等寓意的糏
塑尤为受欢迎。

“制作糏塑是纯手工活，每天生产
量固定，每道工序都不能省略，订单一
多，只能加班加点。”黄金龙说，糏塑的
热销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喜爱，他是忙并快乐
着，希望让更多人在非遗文化的浸润
下喜迎新岁。

扬中西来桥糏塑由来已久，早在
1930年左右，糏塑技艺流入西来桥；
至1933年，南旺桥处陈于氏和陈春香
姑嫂俩将其改进，在其中掺和各种颜
料，捏成花样，贴于其上；后又有邻人
陈金莲学成手艺，三人因为糏塑技艺
远近闻名，作品还流向无锡、苏州、上
海、南京等大中城市。

近百年来，凭着老一辈的坚守
和新一代传承，古老的糏塑技艺在
西来桥绽放出新的艺术魅力：一个

个普通的糏塑团经过匠人们揉、搓、
捻、刻……在指尖幻化出千般造型，成
为扎根乡土的传统民俗技艺，也成为
西来桥这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

作为西来桥第四代糏塑传承人的
黄金龙，自打19岁起就跟在祖母身边
学做“花圆子”。他回忆说，那时候家
里穷，奶奶靠着帮别人做“花圆子”维
持生计，日复一日地耳濡目染，自己也
逐渐掌握了这门手艺，在多次观摩陈
于氏等糏塑师傅的制作过程后，黄金
龙更是凭其捏制灵感，创作出更具立
体感的新作品。

先将米磨成米糏，再将配制好的
米糏放入盆中，分批次加入适量开水，
快速搅拌至均匀；然后捏底，撒上干燥
的米糏，反复用力揉搓使其大致成型，
之后将混合均匀的糏塑团合理切成需
要的大小，捏成需要的糏塑主体；最关
键的是装饰，在米糏中加入食用颜料，
然后用热水将米糏调匀，借助梳子、瓶
盖等各种小道具捏成艺术附件，将之
贴在糏塑主体上……在黄金龙的一双
巧手下，栩栩如生、色彩鲜明、有着美
好寓意的糏塑成品就完美诞生了！

如今，在大力倡导强化传统文化
传承的今天，西来桥糏塑这一历经历
史文化积淀的民间手工艺已成为优秀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地受到
人们关注。去年5月，西来桥糏塑作
品“龙腾盛世”“凤凰戏牡丹”亮相
中国花馍艺术节后，糏塑更加火了起

来，也让
很 多 北 方
人 认 识 了

“糏”这个
字 ， 糏 塑 文
化更走进扬中
校园和社区，民
间工艺大师的指尖技
艺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
大。 本报记者 栾继业

本报通讯员 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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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宝堰：
米酒香里闻年味

三农视点
走基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