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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汕尾

《诗·小雅》 有云：南有嘉鱼，烝然
汕汕。清代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解释
说：汕，鱼游水貌。

在中国岭南的东南方向，有一方水
土，山水相连，山清水秀。这里的人们千
百年来临水而居，向海而生。这里物产丰
富，南有嘉木，南有嘉禾，南亦有嘉鱼。

嘉鱼畅游，之首为汕头，之尾为汕
尾，仿佛一条鲲鱼，遨游海陆之间。

《禹贡》 有九州之说，时汕尾该属九州
中的扬州南境。我的故乡在古扬州之
侧，距离汕尾南北纬度相差 1000 多公
里，东西只差2个经度。8月，我自广州
采风东临，以观南海，以寻嘉鱼。

红色记忆

古代学宫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广州
的番禺学宫却不为人所知。近代以来，
有识之士在此创立农讲所，教育对象与
教学内容为之一新。今天，农讲所成为
一号线地铁的一个站，当地无人不晓。

一组红墙黄瓦、古朴庄重的建筑
群，与现代化高楼相依相邻。这里坐落
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共办 6
期。毛泽东做过第 6 期所长 （前 5 期称
为主任）。

农讲所的创立离不开一个人——彭
湃。他是汕尾海丰人，在农讲所创立过
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并担任过农讲所第
1期主任，是令人敬仰的革命先烈。

300 公里外，还有一个学宫。它也
有一个红色的名字——红宫。1927 年，
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会议宣
布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中国第一个
红色政权在此诞生。红宫与彭湃密切相
关，与中国革命史一脉相承。今日的红
宫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海陆丰，一块神奇而伟大的土地，
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工农红色政权。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片红
色的土地孕育了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百年间，天地换了新模样。

一群稚嫩的少年为我们做起了义务

讲解。他们都是小学生，生在海陆丰，
长在红土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讲解，
难免显得有些紧张。他们说，不仅要牢
记彭湃爷爷和许许多多革命先烈的感人
事迹，而且要用笔写出来，让更多的人
知道这些故事。

戏曲之乡

关帝庙前香火鼎盛，新盖的大殿壮
观雄伟，更多建筑正在扩建中。旧址前
一对石狮子，默默蹲守在街头，佑护着
一方平安。

玄武山下，游人如织。凤山之巅，
妈祖天后日日夜夜为远航的渔船商旅佑
护平安。我们在冰心题写的“天后圣
母”前合影留念。

在凤山背面的山坡上，我与一个个
戏剧脸谱相逢。原来，这里是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更是传统戏曲之乡。这
里拥有8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个
属于珍稀戏曲剧种——正字戏、白字
戏、西秦戏和陆丰皮影戏。汕尾地方戏
被誉为“活化石”，见证了中国戏曲历
史形成到发展的重要阶段，唐戏弄、金
元杂剧等，都可以在汕尾地方戏中找到
它们的影子。

面临演出市场萎缩、艺人逐渐分散
的困境，如何提高社会各界对非遗的
关注度，使这些珍稀剧种走出低谷，焕
发生机？

文化血脉

虽然面朝大海，但这里丘陵众多，
台风肆虐，不像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
那般条件优渥。汗水流的多，收成却不
尽如人意。特别是旧社会的苛捐杂税和
层层盘剥，更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们饱尝艰辛。

苦难锻造了坚忍和不屈，也激发了
斗志和勇气。

这里，有纪念抗元英雄张世杰的待
渡山，也有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方
饭亭”。然而，这里不仅有尚武的血
性，更有文化的血脉。文武之道，亦如
阴阳，一张一弛。

在学术大家钟敬文先生的雕像前，
大家纷纷合影。郁达夫对钟敬文早期散
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
周作人、冰心之后武”。终其一生，钟
敬文潜心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
是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倡
导者。

中国第一代小提琴作曲家与演奏家
马思聪也生长在这里。马思聪的父母都
不懂音乐，但戏剧之乡海陆丰所独有的
戏剧音乐特色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
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漂洋过海去
到大洋彼岸，乡愁使得马思聪在异国的
日子里，谱就了 《李白诗六首》《唐诗
八首》 等作品。马思聪将自己去国怀乡
的悲凉心情，借用古诗名句深情演绎。

丘东平，1927年参加武装起义并加
入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任东江特
委书记彭湃的秘书。他以自己丰富的革
命斗争经验创作纪实文学作品。参加新
四军之后，丘东平所写的一系列反映前
线的报告文学作品，引起文艺界的震撼
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成为抗战前期
文学的代表人物。

一颗革命的文学之星划过夜空，留
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个性文字。

我们在他简陋的故居里放慢脚步，
屋外雨声潇潇，几个村民坐在门口士多
店里。在车上回头看去，这个名为东平
村的小山村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来到老街，海丰作协石主席买了一
包猪油糖，大家纷纷品尝。这些童年时
代的味道虽然已经变化，但里面的甜和
记忆还在。

老街里的老房子几乎找不到了，取
而代之的是水泥板铺盖的千篇一律的楼
房。只有故居的保护牌，似乎还在说明
这里曾经的历史，沧海桑田。

一株米兰，粗大虬枝，却不是当年
主人家手植。这是后来补栽的，也已郁
郁葱葱，亭亭如盖。

水德灵长

一条古道沿着长长的海岸线蜿蜒而
行。南海碧波，潮起潮落。当年的钦差
大臣林则徐也从这里拾阶而上，登岸视
察边防，并题写“水德灵长”四字，以
祈福海疆安澜。

在金厢沙滩，我们在巨大的礁石旁
寻觅贝壳。攀岩涉滩，终于找到了一块
红色巨大的石刻。

一条渔船在浪里劈波斩浪，不断前
行。92年前，南昌起义后，病恙在身的
周恩来就坐着这样的渔船，在一个风雨
交加的危险时刻被党的地下组织秘密转
移到这里的安全地区。

如今，礁石屹立如初，南天一柱，
一任风吹雨打，浪拍潮涌。

汕尾市区坎下城是保存较完整的明
代海防城池之一。如今，一个水城，四
周都是民居高楼，不禁让人思考，古城
风貌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善美之城”诗歌颁奖大会现场，
人们真情吟咏着海陆之间的四季物语：

海风吹来，把蓝天吹蓝
海浪涌来，把白沙洗白
幸甚至哉，感而记之
烝然汕汕，汕之尾兮

汕 之 尾 兮
於中甫

行天下行天下

说起贵州的美酒，许多人知
道的是赤水。只因为茅台惊世，
赤水便流淌了一河的酒香。殊不
知，乌江也是一条美酒河。古往
今来，两岸的汉、苗、土家、仡
佬等各族人民，早将各色佳酿灌
满了千里乌江。当年，北宋文学
家 黄 庭 坚 谪 居 乌 江 下 游 的 黔 州

（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就在他
的诗词里贮藏了黔酒的芬芳。“不
醉欲言归，笑杀高阳社”“满倾芦
酒指谐围，相守与郎如许寿”“酒
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令
千年前沿河一带的风景活色生香。

世居乌江两岸的沿河人，是闻
着酒香长大的，也与酒结下了一生
的情缘。孩子出生要喝“家 （念
gā）家酒”；待牙牙学语了，得喝

“抓周酒”；读书举业要喝“学
酒”，谈婚论嫁则喝喜酒。自立门
户、修房造屋，得请大家喝“房子
酒”。就日常生活而言，这里的人
们一年四季也是酒会不断：正月元
宵酒，二月挂社酒，三月寒食酒，
四月牛王酒，五月端阳酒；七月月
半酒，八月送瓜酒，九月重阳酒，
除夕祭祖酒；更别提一日三餐的

“老宅酒”，上街会友的“零杯酒”
了。可以说，乌江就是一条酒河，
沿河人一生一世都荡漾在这百转千
回的酒的波涛里。

在沿河人看来，酿于秋后的
甜米酒与红薯酒算得上是真正的
酒。甜米酒既是日常烹饪的调
料，也是逢年过节待客必备的佳
品。沿河人特别重视一年一度的
春节，从除夕到元宵，天天酒宴
不断。有客来，主人首先敬上一
碗糍粑煮甜米酒，“甜米酒，热得有”，这便是周全的待客之
道。红薯酒又称为“麻糖水酒”，以苞谷加红薯熬成的饴糖

（麻糖） 酿制而成。麻糖水酒有金黄透明的颜色，有绵甜幽香
的口感，还能够提神解乏，也是待客佳品。

当然，最令沿河人迷恋的，要数“苞谷烧”了。顾名思
义，所谓“苞谷烧”，就是用苞谷酿成的烧酒。以木甑子为
器、苞谷子为料，土法酿造，这种酒味道纯正，“入口顿生空
灵之感，半醉时飘然若仙”，辣嗓却不伤胃，饮后令人有全身
经脉通畅的痛快感。举凡沿河人，江边拉纤的，山上砍柴的，
乡下犁田的，城里坐店的，摇扇打伞的……无不为“苞谷烧”
所醉。因此，沿河人尊“苞谷烧”为酒之正宗，而把外来的勾
兑酒统称为“瓶子酒”。在沿河人口中，瓶子酒香则香矣，喝
起来却“打脑壳”，不爽。若以现代商业的标准而论，“苞谷
烧”远比不上“瓶子酒”，销售也多靠酒客们闻香而至，但这
并不妨碍沿河人昂扬的酒兴。只要还有一滴“苞谷烧”在，性
情耿直的沿河人就绝不会去碰哪怕一小口“瓶子酒”。

“苞谷烧”好不好，喝酒的人最有发言权。据这里的“酒
仙”说，要想分辨出酒的优劣，先是看酒花，酒液入碗，酒花
如簇，这酒就错不了。接着用火点，如若烧出蓝汪汪的火焰，
这酒就够真。最后试喝，入口凛冽火辣而又清纯自然，便是好
酒。这样的好酒，在沿河人心里，就算是茅台也不能与之比
肩。好酒自然要用来待客。请客喝酒，沿河人讲究用大碗，以
示对客人的真诚欢迎。头三杯，主客必须一饮而尽，并将碗底
出示给对方，表明自己诚实无欺，坦然爽直，此举称为“亮
杯”。三杯后，主人劝酒，客人谢酒，这叫“扯酒经”。

“苞谷烧”的酒趣，多在平时的“零杯”里。情义相得的沿
河人街头巷尾碰见了，不用寒暄，单刀直入：“走，啄杯去！”一
个“啄”字，尽显乐观爽直的土家人那种喝完酒后美滋滋的感
受。因此，受邀者每每欣然前往。在随处可见的小酒摊前你啄一
杯我啄一杯，叙叙家常，扯扯酒经，唱唱山歌，尽兴而去。2010
年，来自沿河的土家山哥山妹组合，将一曲高亢而又洒脱的《飙
酒歌》，唱到了央视青歌赛，也唱响了华夏大地。

夜幕降临时，如果带包牛肉干，再带上“苞谷烧”，到乌
江边，把脚泡在温塘里，一边看山城夜景，一边听土家山
歌，一边嚼着牛肉干，一边喝着烧酒。待烧酒劲上来了，你
便会感叹：我就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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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红海湾遮浪半岛风光 来自网络汕尾红海湾遮浪半岛风光 来自网络

汕尾新貌 来自网络

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余杭滚灯”是余杭民间传
统艺术项目，是节庆和灯会期间表
演的具有强烈竞技特点的民间舞
蹈，深受群众喜爱。其发源于浙江
余杭翁梅一带，主要道具就是一只
只采用江南毛竹削蔑手工编制而成
的可压、可滚、可掷的竹编圆球与
亮灯套球。南宋诗人范成大曾在诗
作《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
韵》 中对“余杭滚灯”作如下描
绘：“掷烛腾空稳，推球滚地轻”。
可见，在距今八百余年的南宋时

期，“余杭滚灯”就已流行。
滚灯世代流传，得益于余杭的

天时、地利与民俗。余杭地处杭州
近郊，南宋时为京畿之地，各种庙
会民俗活动频繁。余杭滚灯上下左
右翻滚，使行人避让，能起到“鸣
锣开道”的作用，所以其往往出现
在民间艺术踩街队伍的最前面，成
为旧时俗节迎会仪仗队伍中的必备
节目。余杭翁梅临钱塘江北岸，古
代盐业兴旺，海盗不断侵犯。因
此，数百年间，余杭民间一直把滚

灯作为一种吉祥之物、强体之器。
每逢元宵或庙会 （主要是元帅庙
会），滚灯必出现在表演队伍中。

“余杭滚灯”的表演者，男、
女、老、少不限；“余杭滚灯”的
道具，大、中、小号齐上，红绸包
裹的“文灯”与黑绸包裹的“武
灯”相映生辉；“余杭滚灯”的舞
台，在乡场、戏台、大街小巷，甚
或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余
杭滚灯”的轨迹，从余杭、杭州、
北京，直至走出国门走向法国尼斯
的狂欢节现场。在“排鼓”与低、

中、高音唢呐群的伴奏下，在众目
睽睽的焦点处，表演者不断地舞动
手中的大、中、小号滚灯，不断地
变换队形和动作，不断地亮出绝
技，滚灯的倩影与闪烁的灯流交相
辉映，光怪陆离，引发人们热烈的
掌声与喝彩。

“余杭滚灯”有 9 套套路合计
27 个表演动作，其基本动作有：
缠腰翻滚、金猴戏球、旭日东升、
白鹤生蛋、鹧鸪冲天、蜘蛛吐丝
等。表演时按一定程序进行，结尾

必是“开荷花”。男子表演一般用
一只“黑心”大滚灯 （武灯），而
姑娘们与小朋友们表演时则使用

“红心”小滚灯 （文灯）。表演时，
人换灯不换，伴以锣鼓、唢呐，伴
着灯光舞动，十分出彩。最为精彩
的“余杭滚灯”表演，应该就是被
誉作“鸟巢版”的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上的表演，那是“余杭滚灯”艺
术家们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地创
新设计、精心编排的，伴奏音乐则
邀请了北京交响乐团量身定做。其
间十易其稿，终至大气磅礴，激情

雄健，表演后大获好评。
现在，余杭地区已有14个镇乡

建立了滚灯队，拥有滚灯艺术表演
骨干 400 余人，国家级非遗项目

“余杭滚灯”正在进行活态传承并不
断推陈出新。《余杭滚灯舞起来》的
歌曲也正在余杭大地上唱响：

余杭滚灯舞起来
舞遍钱塘舞热神州舞出国门外
余杭滚灯“非遗”美
代代传承永不衰
上图：滚灯表演 来自网络

余杭滚灯舞起来余杭滚灯舞起来
江志伟江志伟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地处阴山北麓，
是人们心中的荒寒小县。但如今，武川
以燕麦产业为“重型武器”，打赢了一
场脱贫攻坚战。正如武川县副县长张海
涛所说，从2015年开始，燕麦逐渐成为
武川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在武川县的脱
贫事业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武川县有两样东西在全国叫得响：
一是“帝王之乡”，武川出过北周五位皇
帝，也是隋唐帝王的故乡；二是“莜面
之乡”，武川属世界裸燕麦原生地，素有
中国莜面之乡的美称，“武川莜面”获批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风干净，水干
净，污染小。尽管如此，武川国家级贫
困县的帽子却戴了一年又一年，为了走
出贫困的“鬼打墙”，武川人苦苦求索。

2012 年，这块土地上生长出一个
企业——内蒙古燕谷坊生态农业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 （简称燕谷坊）。在
武川县委政府的领导下，燕谷坊成为
助力全县脱贫的生力军。

武川县以振兴乡村产业促脱贫攻
坚，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在四个节点上

下了大力气：育龙头、建基地，强化主
体带动作用，着力做大做强燕麦产业，
带出更大规模；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带
出更高质量；强化利益联结，带出更新
机制；加强产销对接，带出更好效益。

本世纪初，因为产量低，武川种燕
麦的人很少。燕谷坊通过“企业+科研单
位+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和小额订单
方式，将种植收购和市场动态对接。公
司与农户通过订单结成“燕”姓一家
人。公司对“小微订单农户”建档立
卡，既形成了“宗亲谱”，也留下了一份

“健康档案”。上面既有公司与农户“结
亲”的历史记载、扶贫措施，也反映了
农户的燕麦种植面积、产量、作物换茬
等情况，便于技术人员发现问题，进行
指导。“小微订单农业”使燕麦农户不愁
劣种欠收，不愁种植技术盲点，不愁燕
麦卖不出去，不愁价格卖不上去。

燕谷坊种业有限公司自 2015年春
季实施燕麦订单种植以来，到2018年订
单农户已发展到3580户，燕麦种植面积
比 2015 年多了 5 倍有余。武川县重现

“燕麦摇铃，白浪千顷”的壮观景象。
秋收时节，燕谷坊无偿帮助建档立

卡的特困农户收割燕麦，公司让贫困户
享受保护价的同时，每亩还给予18元的

收割补贴，每吨给予20元的拉运补贴。
武川县的小额燕麦订单方式，是针对小
农户发展，与企业结成共生关系的有效
衔接模式。自2015年起，每年燕麦秋收
后，燕谷坊和订单农户都有一个自己的
节日——“燕谷坊农民丰收节”。

燕谷坊根据燕麦的特性、营养成份及
适用人群，开发了30多个品种的燕麦产
品。燕谷坊的全谷物燕麦胚芽米荣获“健康
主食金奖”、“第十届中国品牌节产品金奖”。
燕谷坊系列产品评为“内蒙古著名品牌”。

科技成就了武川县燕麦产业的高
质量，目前，投资1.8亿元的燕谷坊全
谷物产业园正在兴建，这是公司发展
特色产业和强化扶贫功能的重要平台。

疏通销售渠道，才能抽通源头活
水。燕谷坊通过新零售，线上线下融
合并行，让线下商家在线，让线上商
家有实体店。实现多种方式销售，产
品质量全程追溯；并通过大数据分
析、智能化推荐，实现智慧销售。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在武川视
察时，对燕谷坊“一手农民，一手市民”
的理念和“武川模式”表示赞赏，指示燕
谷坊要着力在产品精细化和品质高端化上
下功夫，进一步拓展市场，走向国际。

下图：燕谷坊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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