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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在民俗中辨认一个地方，而后
记下这个区域。这相当于一只恋旧巢的燕
子的脾性。

7 月，我在湖南长乐作短暂停留，乡
人热情，捧出甜酒，而后表演“故事”。
此二种恰合了我的喜好。

让人着迷的甜酒

甜酒是酒又不是酒。怎么比喻好呢？
应该离酒还有几百里路程吧。是米饭与曲

（麦曲） 阴阳相作生成的最初物态，是酒
之始。江南各地又有米酒、酒酿、醪糟等
诸多称呼。米酒和糯米酒指向制作材料，
甜酒指向口感，而酒酿指向做法，醪糟则
是物状了。“甜酒”之称最勾人了，舌知

“甘”，自是美味。
甜酒，古代称之为“醴”。《玉篇》：

“ 醴 ， 甜 酒 也 。 一 宿 孰 也 。”《说 文》：
“醴，酒一宿孰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
考古中，荆州江陵凤凰山 8 号汉墓出土的
竹简第 163 载：“甘酒一伤。”甘酒就是醴
酒。长乐人说，自家的甜酒出于醴而不同
于醴，需要两三天才成，味道胜于醴。

“胜”自是有别于他处的。地处江南
的长乐，五谷丰登，制作甜酒的原料是一
种叫“桂花糯”的稻谷。这个称呼也只有
南方的山川草木养育了的人才想得出，
物之色香味俱全不说，呼之而出的那种
气韵——独属于江南的香软让人着迷。做
甜酒的曲采自汨罗徽山上一种植物的曲花
籽，而后制作成酒曲。乡人说做曲技艺传

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吃甜酒！吃甜酒！”一碗暖乎乎的甜

酒已到眼前。烧热了的甜酒，“桂花糯”
粒粒如玉，鸡蛋似鹅黄的嫩柳丝缕析出，
洒上几颗枸杞子点色，酒香散出，勾人食
欲。乡人又说，乾隆三下江南时，经长
乐，品酒后作“酒气腾空，小鸟闻香化
凤；糟粕有味，游鱼得味成龙”，并题

“长乐甜酒”。一碗小食，一碗乾坤。身后
淘米的箩，蒸桂花糯的甑，压甜酒曲的石
碾，装酒的坛子，此刻样样分明起来。

收割了庄稼，做好了甜酒，开始祭祀
祖先，酬神娱人。做甜酒的人也是扮演故
事会的人。甜酒作坊的墙壁上画了几幅乡
人扮演故事会的场景——人人微醺态，摇
摇摆摆，扭扭捏捏，滑稽可爱，要从墙上
走下来。

故事会传习所里看抬阁

鼓声如雷而来，随着大家的脚步往前
赶。下市街故事会传习所的庭院里，乡民
们已粉墨登场，化身为故事里的人物。

一米高的台基，是“火焰山”，孙悟
空右手扛着芭蕉扇，芭蕉扇上凌空立着身
着玫红紧身衣的铁扇公主；是“湘水”，枝
叶纷披的青竹间，凌空飘举着红衣和黄衣
两位“湘妃”；又是“校场”，两位杨门女将着
红白紧身服，一人站立持剑，另一个持枪凌
空而下，枪剑交锋，打得正酣……人物皆
是童男女所扮，十几组典故，凌空定格，
浑然天成，奇巧夺人。

此为“抬阁”，也写作“台阁”，吾乡
温州也有此俗，内中机巧，我自是心中有
数。其主干固定在台基上，而后根据所表
现的内容，斜枝逸出，弯曲成形，利用服
饰、剑、棒等道具，巧妙地将中心支撑圆
钢遮住，而人物的身体靠圆钢做成的支架
支撑。孩童体重较轻，不增负荷，而稚子
纯洁，自是适合此种源于祭祀的娱乐。巡
游时，旧日是四人用肩抬着走，今时都至
车上载着走了。

抬阁故事会中也夹杂高跷、老汉驮
妻、猪八戒背媳妇、跑马灯、舞龙、舞狮
诸多游艺表演，都以“滑稽取笑”。这些

《武林旧事》《梦粱录》《都城纪胜》 记录
的南宋行都临安的旧事，此刻纷呈于长
乐，让人恍若置身于南宋临安的勾栏瓦
肆，或赛神社火。

台阁是南宋肉傀儡遗风。著名戏剧史
家董每戡在 《说傀儡》 中考证说，肉傀儡
是由真人——童男女扮装的。温州在民国
初年每年的五月和龙舟竞渡同时还有所谓
的“划台阁”，即在大船上搭几层叠架，
架上悬挂着或站立着扮装各种故事或戏剧
人物的童男女；此外在每年春三月迎神赛
会中也有“旱”台阁，即在八仙桌 （大方
桌） 上由童男女扮装故事或戏剧中人物，
由多人抬着游行于闹市。傀儡是木偶戏，
温邑是南戏故里，现今犹存悬丝傀儡、杖
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诸多历史遗
风，而水傀儡已绝迹。

董每戡先生是温州人，1958年举家从
中山大学康乐园迁往其夫人胡蒂子的家乡
长沙，贫病交困中开始长达21年的“长沙
诂戏”，病手“推写”200多万字的戏剧文
稿，其中 《中国戏剧简史》 是继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 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
与开创性建树，而 《琵琶记简说》《西厢
记论》《五大名剧论》 等著作，开创了中
国戏剧史理论体系，这两个命题是董每勘
先生对中国戏剧两大里程碑式的贡献。先
生不知离长沙不远的长乐亦有与家乡如出
一辙的台阁。那时，长乐台阁跟温州台阁
的命运一样，作为“四旧”被“破”了。
不然，他定会跑过去，看个仔细，又有一
篇好文。

非遗传承人让抬阁活起来

有抬阁的长乐，于我也亲近了许多。

东瓯与湘楚，风俗一脉相承。《万历温州
府志》 记：东瓯王“敬鬼，俗化焉，尚巫
渎祀”。汉王逸 《楚辞章句》 曰：“楚国南
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
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抬阁，其
源头也是上古初民娱神的仪式。

每一项流传至今的民俗背后都存在一
个或者几个传承者。他们有个名称——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简称非遗传承人。
今年66岁的陈范兴是长乐抬阁的第十八代
传人，也是长乐抬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他让抬阁重新在长乐的麻石街活了起来。
家中 100 多年前手绘的脸谱书，祖传的锣
鼓，旧日化妆用的煤油灯，一个民国的木
制台基，此刻以“秘籍”的形式呈现在众
人的目光下，旧物里的旧时光因而显得有
情有义起来。

眼前走来一个踩高跷的“小花脸”，
这个戴歪了乌纱帽的“白鼻子”，在离地4
米高的空中肆意地挤眉弄眼，极尽可笑之
能事。当神圣的表层随着神的真相被看破
而不断脱落，剩下的便是纯粹的诙谐式的
欢乐。

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潜入这条
欢乐的河流。如果你尝试逆流而上，当脸
上的油彩褪尽，你会看到“葛天氏”的那
根“牛尾”——“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
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
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
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
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吕氏春秋·古乐》）。

在楚地长乐，甜酒和抬阁都是生民之
事，代代相传，无尽无休，就以“长乐未
央”四个字记下这个南方古镇吧。

（周吉敏，浙江温州人，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出版
作品《月之故乡》《民间绝色》《斜阳外》
《一生爱好是天然——琦君百年纪念集》
等。）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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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汨罗长乐下河街抬阁故事会表演湖南汨罗长乐下河街抬阁故事会表演

长乐抬阁故事会现场长乐抬阁故事会现场

当我的脚步踏进由清一色青砖铺成的宽窄巷
子，我似乎走进了成都的“清明上河图”。阳光洒满
小巷，墙上爬满绿色精灵，古朴的四合院，雕梁画栋
的屋檐，共同见证着巴蜀大地的沧桑和繁荣。

翻阅史志，宽窄巷子的故事犹在眼前。清康
熙五十七年，平定准噶尔之乱后选留的千余兵丁
驻守成都，在当年少城基础上修筑了满城。清朝
居住在满城的只有满蒙八旗，满清没落之后，满
城不再是禁区，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有些外地商
人趁机在满城附近开起了典当铺，大量收购旗人
家产，由此形成了旗人后裔、达官贵人、贩夫走
卒同住满城的独特格局。此间的宽巷子名叫兴仁
胡同，窄巷子名叫太平胡同，井巷子叫如意胡同。

我步入宽窄巷，这是一个时空交错的天地，
青砖剥蚀，屋檐朱红涂饰，中式院落的雅韵令人
遥想，法式洋楼的风情让人慨叹，一街一景，景
中有景。摩肩接踵的游人也遮挡不住长长的巷子
透着的那一份宁静。参天的古树描绘着历史的画
卷，古老的店铺讲述着历史的记忆。虚掩的门
扉，木质的窗格，雕梁画柱的图案，都是一幅幅
怀旧的老照片。

远离车马嘈杂，没有小桥流水，却有铜扣的双
木门、高高的木门槛。坐在四合院里，沏上一壶茶，
体味古人闲适高雅的生活情调，让自己浸润在浓浓
的川西文化中，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最纯粹的成都
人。在这里，你可以欣赏优雅的茶道表演，品一杯
香茗，听一曲古琴，看一出川剧表演……每一个人
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消遣。

人们都说：“宽窄巷子是老成都城市格局和百年
原真建筑的最后遗存，也是北方胡同文化和建筑风
格在南方的孤本，是古城往昔的缩影，是新城记忆的
符号。”窄巷子里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
有树，是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井巷子是老成都的“新生
活”。虽然有“闲在宽巷子”，“品在窄巷子”，“淘在井
巷子”的区分，可我依旧分不清哪是宽哪是窄。

茶吧里，茶女精湛的茶艺功夫令人拍案叫绝，
收放自如的手势，高山流水的韵味，让人目不暇接；
街边的雕塑，与人合完影后竟动了起来，不去亲身
体验，永远也不知道其中的乐趣；一壶茶，一张椅，
一把扇，人们侧耳倾听说书人口中的世界。龙堂客
栈、精美的门头、梧桐树、街檐下的老茶馆……构成
了宽窄巷子独一无二的成都味道。

宽巷不宽，窄巷不窄。行走在这样的巷子
里，总让人忍不住把脚步放得轻一点，再轻一
点，生怕自己的一个冒失动作，惊扰了不远处正
围坐在方桌旁品尝当地小吃的游人们，或是沿墙
种植的丛丛翠竹。

上图为宽窄巷子。来自网络

梦幻宽窄巷
庄文勤

仲秋时节的安徽九华山，气候宜人，景色
秀美，大批野生灵鸽飞抵九华山风景区栖息，
构成一幅幅美丽的人与自然画卷，为游客增添
游兴。

多年来，九华山风景区坚持生态优先，当

地严禁开山炸石，禁止燃放鞭炮，禁止燃烧超
标准香烛，极大地改善了景区的生态自然环
境，吸引大批鸟类来此生息繁衍。

图为飞舞的灵鸽与游客嬉戏。
王安民摄

九华生态美
灵鸽来做客

本报电（沈青茁） 近日，汉中全球
旅游推介会在京举行。会上，汉中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赵素萍介绍了汉
中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民俗风情、区
位交通、红色旅游及旅游商品等。

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镶嵌在秦
巴之间、汉江之源，是国家优质水资源
和地质景观宝库，森林覆盖率达59.1%，

“秦岭四宝”大熊猫、朱鹮、羚牛、金丝猴
栖息于此，拥有5100平方公里的世界最
大天坑群，以及暗河、石林、溶洞等多种
地貌奇观。著名学者余秋雨说：“我是

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
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
汉朝与汉中密不可分。”汉江、汉朝、汉
语、汉服与汉文化一脉相承，汉中享有

“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之美誉。
悠久的历史遗存、秀丽的自然风

光、浓郁的秦巴民俗，为汉中旅游业发
展提供了优良的先天条件。近年来，汉
中市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为引
领，打造“两汉三国、真美汉中”城市品
牌，以文化展示与合作交流为突破点，
着力打造“世界汉学大会”、“世界汉语

大会”、“世界汉文化大会”的永久会址，
更好地讲述汉文化故事。

兴汉胜境是兴汉新区的核心文化
旅游区，依托汉朝初兴的历史，将优
秀的传统文化进行艺术再现和生活化
转换，建成集汉风景点群、商街群、
博物馆群、餐饮、演艺等于一体的汉
文化旅游度假区。游客在此可以体验
到汉乐府的歌舞鼓乐、汉人老家街的
风情集萃、蜀道乐园的科技与游乐项
目以及 《天汉传奇》、《汉颂》 等汉文
化大型演出，感受汉风古韵的魅力。

本报电（于莹烁） 在第 38 届世界
诗人大会暨第二届中国·绥阳十二背后
国际诗歌文化旅游活动周新闻发布会
上，主办方宣布世界诗人大会将于 10
月10日至16日在贵州绥阳县举办。

世界诗人大会是全球诗歌界的奥
林匹克大会，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可的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国
际诗歌组织。自 1969 年创办以来，已
经在欧、美、亚、非、澳五大洲的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37届。

贵 州 省 作 协 党 组 书 记 张 绪 晃 介
绍，本次世界诗人大会将贯穿融入多

彩贵州文化元素，组织三场诗歌主题
论坛、五场诗歌朗诵会，为国内外诗
人提供一个展示和切磋的平台。

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贵州，山川
秀丽、气候宜人，不仅拥有赤水丹
霞、施秉云台山、铜仁梵净山等四处
世界自然遗产地，还有世界著名黄果
树瀑布以及百里杜鹃、千里苗疆、万
顷茶海等自然旅游资源。作为多民族
聚居的省份，贵州民族风情浓郁，民
族文化丰富多彩。过去两年，贵州旅
游业井喷式发展，接待游客人次及旅
游总收入实现了年均同比增长逾 40%

的好成绩。
途牛旅游网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前 8 个 月 ， 上 海 、 江 苏 、 广 东 、 北
京、天津、浙江、山东、辽宁、湖
北、河南等省 （市） 的游客对贵州旅
游情有独钟，其中，黄果树瀑布、青
岩古镇、赤水大瀑布、荔波大小七
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精品景区受到热
捧。此外，贵州的美食游、乡村游、
红色旅游等主题游人气高涨。

与此同时，途牛贵州生态旅游旗
舰店正式上线，以推动贵州旅游发
展，提升贵州目的地知名度。

贵州绥阳：

用诗歌讲述旅游故事

陕西汉中：

打造汉文化城市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