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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
记忆中，每逢过年，大人们都要
从集镇上买来一张“灶老爷”。这
“灶老爷”，是在一张四开微黄的
软纸上，印有一位头戴带翅的官
帽，飘逸的胡须，满面笑容的古
代慈祥老人画像。画像的左边有
“上天言好事”，右边有“下界保
平安”，上边是“一家之主”字样。
人们买回来后，一般都在年三十
早上贴门对子的同时贴在锅灶
旁边的墙上。 讲究的人家，要在
“灶老爷”下面设有一盏香炉，磕
头礼拜， 还要在吃饺子的时候，
用勺子舀点面汤洒在 “灶老爷”
面前，还要盛上半碗饺子放在锅
台上，以便让“灶老爷”也和全家
人一起吃饺子、喝汤。 有“灶老
爷”在，人们的心情是温馨的，似
乎锅灶里的柴火都是欢笑着的。

我最喜欢看那贴在锅门口
墙上的“灶老爷”了。 你瞧，他那
面容是多么慈善，多么的笑容可
掬； 那左右上缀有的三行字，让
人是多么的温馨和踏实。 看到
他，辛辛苦苦了一年，人们把过
去的苦涩忘记，就这样，面对“灶
老爷”， 似乎无形中便涌现出了
新的一年诸多希望和美好。大人
们觉得，新的一年，有了“灶老
爷”保佑，一家人的生活便就没
有过去不了的坎。

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只不过
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没有考证
过，这大概贴“灶老爷”的习俗由
来已久了吧？ 从历史上看，远的
不说，当然也是不知道，就拿清

末和民国来说， 想象中，“灶老
爷”肯定是贴了的，因为既然是
习俗，不可能是从新中国建立后
才形成的。但是，贴上“灶老爷”，
人们还不是照样吃糠咽菜、食不
果腹、流离颠沛，提心吊胆地过
日子？ 那“灶老爷”对天上“言好
事”是怎么说的无从知晓，但未
必就能在下界“保平安”。 这“灶
老爷”只不过是主观愿望是好的
罢了，实际上，一纸画像，他哪有
那能够左右人世的能耐？
社会在向前发展进步。 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泱泱大中
华真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华夏子孙有时候虽然也因种
种原因过点苦日子，但毕竟是天
下太平了，日子是安稳的，人们过
的就是烟火味。人生在世，酸甜苦
辣咸都得尝尝。不言而喻，是党和
国家才是真正地履行了 “灶老
爷”下界“保平安”的神圣职责。
于是，那个被贴在墙上的“灶老
爷”便渐渐地在人们的头脑里淡
化，被他替代的则是党的领导所
带来的恩泽。 我已经有很多年很
多年没见过农村人在过年时贴
“灶老爷”了。 人们非常清楚地明
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
给人民带来享不尽的福祉。

现如今，倘若还有贴“灶老
爷”的人家，那只能是对未来生
活的一种美好的祈盼。而这种被
祈盼的美好年景，一定会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得以实
现，并绵延至千秋万代、子子孙
孙……

“灶老爷”
汪晓佳

腊八节之后,年的脚步渐行渐近,杨
伟与徒弟们的脚步也开始更为忙碌。只
是他们直接踩踏的不是古镇坚实的土
地,而是1.5米高的木跷。 作为“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的古镇临涣,春节前后的
踩街活动是一道传统的民俗文化大餐。
杨伟期待着,踩着1.5米高跷的师徒能在
年关的踩街民俗表演中, 踩出一片叫好
与喝彩,踩出古镇代代相传的神奇古韵。

个头不高、寡言少语的杨伟,很难
让我将他与表演中的滑稽有趣的 “丑
婆”形象画上等号,但就是这样一个普
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古镇人,以他精湛、
惊险、让人叫绝的技艺征服了一批又一
批围观的群众。

2017年的腊月二十七日,杨伟与他的
徒弟们参与了临涣民俗踩街表演,淮北电
视台、安徽电视台进行录制采访,踩街表
演的视频在春节期间的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时段播放了1分25秒, 这是杨伟和徒
弟的幸事,也是整个临涣古城的幸事。 而
有关杨伟一家三代人与民俗文化之间的
故事,也被更多人传知。

热爱

在古镇,民俗如同一杯浓醇的酒,不
仅醉了杨伟,也醉了他的家人。

腊月二十七日的踩街表演, 杨伟一
家上场五人。 热闹的民俗表演队伍中,
母亲王彩萍划旱船,父亲杨德信赶毛驴,
女儿杨婉婉踩高跷,活泼可爱的侄女杨
小雨骑黑毛驴,杨伟则挑起整场表演的
大梁———“丑婆”高跷表演,这也是临涣
民俗表演的压轴戏。
足踩高跷,杨伟以丑婆的形象展示着

绵延数百年的古镇民俗文化,表演滑稽有
趣而又惊险不断。 丑婆其实就是我们所
说的媒婆。 个子不高的他穿上一身喜庆
的大红媒婆服,头上包着大红头巾,后脑
勺的独辫子又粗又长,朝天翘起,脸上的
小丑妆容让人忍俊不禁,尤其一张血红大
口异常抢眼,只是那眼角的道道细纹透露
了他的年龄。 高跷之上,他左扭右摆,挤眉
弄眼,手中的一把羽毛扇扑来扑去,惹得
观众欢笑声不断。

充满浓郁地方风情的踩街表演是
自发性的群体民俗表演,演员多,服饰鲜
艳,妆容夸张,锣鼓唢呐喧天,是民俗表
演的主要特点。 两条长龙上阵,上下翻
飞,狮子蹦蹦跳跳出场,旱船、小车、毛
驴、唐僧师徒、大头娃娃身着民俗表演
服装依次出场后,便是高跷队了。 由于
镜头拍摄的需要,往年16人的高跷队这

次只有杨伟和他的四个徒弟上阵。
踩高跷是一种民俗文化, 已有两千

余年历史,技艺性强,形式活泼多样,深受
群众喜爱。杨伟的四个徒弟均是文跷,身
着戏剧里的县官、武生、花旦等服装,在
预留好的场地里甩着宽大的衣袖, 踩在
1.5米高的木跷上轻松自如地走来走去。
锣鼓声停了,龙狮静了,文昌宫十字

街中心已经圈出一面空地,风似乎比先
前更为兴奋。

围观的每一双眼睛都带着急切等
着杨伟的独场表演。
让我们在文字里重温那天的画面。

泼水成冻,阳光也驱散不走寒气。 清冷
的风像刀子飕飕地从人们的脸上碾过。
从古镇的文体广场到文昌宫的路口,杨
伟在零下的低温里衣服单薄,踩在高跷
上表演持续了近四个小时。

“丑婆”以一身热热闹闹的喜庆,鬼
精鬼精地立在了中场。只是一个扭头一
个咧嘴,观众的欢笑声便如开水瞬间沸
腾起来。 性别和年龄在这里被人忘记,
杨伟是围观的千百人眼中会搞怪的“丑
婆”。 他站在1.5米高的木跷上, 两腿交
替,打了一个旋子。 所谓的旋子,是两腿
先后离地,呈逆时针的方向,快速地作一
个360度的旋转,落地要快,反应更要快。
趁着重心不稳时,啪的一声,直接来一个
竖叉,绑着高翘的两腿瞬间着地,成一条
直线。这个难度对于从艺三十年的杨伟
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但心态要沉稳,要
注意留好安全距离。

“丑婆”在众人悬着的心里完成了
竖叉表演,又开始翻跟头。 翻跟头难在

腿太长,不灵活,后腿要用力,要快,两手
要叉开。 为了保护头不受伤,顺着手的
撑劲,再倒立起来。 冰冷的沥青地面上,
杨伟坚持了五分钟的倒立。那一道直立
的中国红,赢得了阵阵喝彩。
倒立,腿落地时,又是一个直接劈叉。

为了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吊观众的胃口,
杨伟故意做出了一些危险而夸张的动作,
又瞬间在观众的惊呼中化险为夷。掌声在
风的哨子里飘远,杨伟脚上的木跷如停不
下来的红舞鞋疯狂旋转。
关于民俗文化,我是个外行,看的是

热闹。当我试图去描述他那天精湛的表
演时,只能惭愧自己语言的苍白。 杨伟
的独演,表演节目和形式并不固定,有时
会随着观众的热情,临时增加一些即兴
节目。

连续旋转360度,劈叉,翻跟头,蹲走,
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看似轻松,其实危
险。 人至中年,在平地上劈叉、翻跟头已
是一种奢望,更何况是踩在1.5米的高跷
上,零下的冷风是一道无情的考验,表演
持续四个小时的累与饿更是一道关。
寻常人做不到,杨伟做到了。
喝彩是因为精彩,叫好是因为惊险,笑

声是因为有趣。 无数镜头的见证下,杨伟
完成了自己技艺的又一次升华。

结缘

从十岁那年结缘高跷,杨伟已在民
俗表演的路上行走了三十二年,时间十
分久远,但杨伟的记忆依然清晰。

那年冬天,雪在地上铺成厚厚的棉
被。 出于好奇,他跟着当时还是中年人
的张清实和段学森两位师傅,学习如何
踩在高跷上走路,以及如何保护自己不
受伤。 就是从那个大雪天起,在一次又
一次的摔跤里,杨伟开始了他自己也没
有想到的高跷行走,不服输的他两个月
后就基本行走自如。
此后的三四年,他渐渐不满足于两

位老师教的文跷表演,开始自己摸索,添
加一些武术元素,一些搞笑的动作和神
态,只为表演滑稽搞笑,更能逗乐观众。
杨伟以自己的聪明、刻苦和对高跷的热
爱,将临涣的高跷表演推向高度、难度,
渐渐声名远扬。 与此同时,他也带动了
家人走入民俗表演队伍。

杨伟62岁的母亲王彩萍,受儿子影
响,42岁那年开始划旱船。 年轻时爱唱
样板戏的王彩萍上手快,不久便得到了
观众的叫好喝彩。 此后,杨伟的父亲也
走入了赶毛驴的表演队伍中。 现在,杨

伟的妻子刘艳玲跟着母亲划旱船已十
年,七岁的侄女小雨会骑黑毛驴了……

杨伟家的经济条件在古镇只能算
得上中等偏下。杨伟常年外出打工以补
家用,他的父母曾卖过十几年大馍,目前
在街角卖些季节性水果。 但是,他们对
民俗文化的热爱,从来不受经济收入的
影响。
年关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民俗表演

也开始了。 杨伟一家人关了门停了生
意,集体走入表演队伍,去享受那属于他
们的舞台。 报酬是多是少,他们从不计
较,从不拉古镇民俗队的后腿。
他们说,快乐就好。

疼痛

快乐的背后是危险与疼痛。
杨伟享受着每一次的表演。当他站

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每一次表演都有
一些临场发挥,掌声越多,心情越舒服,
花样也越多,动作也越精彩。

现在的杨伟, 已经有了一些小名气,
他偷偷告诉我, 他在网上看到自己表演
时的照片,开始会觉得诧异,自己的照片
怎么长腿了跑那么远, 后来就会偷着乐,
会有一些小小的骄傲, 对自己的表演要
求更高。 收到各地记者寄来的合影照片,
他会有小小的幸福感。去市区,遇到采访
过自己的记者主动前来握手,那种被尊重
的感觉,给了他莫大的开心。
他不提辛苦,甚至忘记了身体受伤

的疼痛。
母亲慢慢帮他找回了一些记忆。
25岁那年冬天,怀远的观众格外热

情, 久久不愿散去,“再来一个, 再来一

个”的呼声越来越强,观众的热情让杨
伟一下子迸发出激情,时间长,幅度大,
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他忘记了累,忘记
了冷,忘记了饿,忘记了时间,只觉得那
是他一个人的舞台。他竟不知脚指头已
骨折,手掌肌肉已拉伤。

每一次表演结束,取掉高跷后,小腿
肚都会被绷带勒肿,第二天腿部会乌紫青
肿。有时表演跨度时间长、距离长,中间不
能卸下高跷。 踩着高跷去走街,十里二十
里路很常见。 去年杜集区南山风筝节上,
就整整走了二十里路的长路线。

杨伟表示,这些与表演的快乐相比,
可以全部忽略不计。

杨伟说:“疼,我不在乎,就是那么回
事。 ”

疼痛从来就是疼痛,没有人可以不
在乎。 从一次次的青紫乌肿,到一次次
的肌肤正常,到长年阴雨天的疼痛,需要
一个男人怎样的意志和忍耐。

能让人忘记疼痛,只有一个原因,热
爱。

责任

30年后,人已中年。 杨伟对高跷表
演的喜爱有增无减,但早已不是最初的
新鲜好奇,更多了一份思考与责任。

以高跷表演为大梁的临涣民俗表
演队由于名声远扬,有了更多的表演机
会,他们的舞台到了更远的地方。 表演
薪酬一直不高,他们却得到了满足与成
就感。在几次与周边乡镇的民俗表演队
同场竞技胜出时,他们生出更多作为古
镇人的自豪感。他们意识到表演不只是
一种乐子,一种技艺,还是一种文化,更
需要传承。

这是一种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作为临涣高跷传人, 高跷文化的发

展与传承担子早已落在杨伟肩上。 杨伟
明白不能让古老的东西失传, 更不能失
传在自己手里。曾经在温州的工地上,他
在工友内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高跷
队,找木工做高跷,教他们踩高跷,在辛苦
里找快乐。

几十年里,他大约收了两百个徒弟,
一批来一批走,上学、打工,能坚持走下
去的,所剩无几。作为一种“中看不中用”
的民俗,而且对一个人的身高、体重、骨
架、武术或杂技的基础功都有要求,杨伟
高跷的绝活传承面对着难题。
为了生活,杨伟在表演空闲时,在南

通的一个跨海大桥上当了一个钢筋工，
在七八十米的高空作业。但他没忘自己
的高跷,只要家乡有表演需要,他总会请
假回家。
在杨伟的家里, 我遇到了他的一个

徒弟,春节时同台表演的陈若轩。二十多
岁的若轩瘦高英俊, 谈起师傅的严厉赞
不绝口, 但是也为自己受身高骨架限制,
很难练出师傅那样的绝技而失落。

杨伟13岁的大女儿婉婉在春节时
已走在高跷表演的队伍里。 3岁的小女
儿,杨伟希望她长大后也能学习高跷,传
承自己的技艺。

如何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入高跷
的表演队伍, 如何将自己的绝活传下去,
这仍是杨伟需要考虑并解决的难题。

如何培养非遗人才,如何将对民俗文
化的热爱由自发变成自觉,这也是临涣民
俗文化部门面临并亟待解决的难题。

追梦

这个夏天, 杨伟破例没有外出打工,
留在古镇和家人一起经营碳锅生意。 杨
伟与父亲负责最辛苦的烧炭工作,盛夏时
他常常在红红的炭火边汗流如注。

一边是现实的枯燥忙碌,一边用“丑
婆”的表演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杨伟在
矛盾的夹缝里行走着。 那个众人瞩目的
舞台,短暂而精彩,需要台下数十年的历
练,其间的艰辛,杨伟自知。 中年发胖,技
艺容易生疏, 高难度动作也有高度的危
险,报酬微薄,掌声喝彩声转眼就会消散。

杨伟申请淮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继承人,目前结果还未出来。
这一切都在考验着杨伟。通往掌声

的路上,一直都是荆棘丛生。
只有热爱, 才有年复一年的坚持。

只有热爱,才会甘愿以“丑婆”形象站在
舞台上。

杨伟说,空闲时他喜欢看高跷表演
的视频,他会偷偷与自己比较,甚至想象
自己就在那个舞台上。

杨伟说,他想春节时能与另一支高
跷队相遇,同场竞技。 他想去一个更大
的舞台……

谈及梦想时, 那张朴实略带沧桑的脸
上有着分外生动的神采, 那笑容在放大,在
舒展。 那是属于“丑婆”的笑与幸福。

有梦想的人脸上有光。
又一个春节临近。熙熙攘攘的人群

里,冰冷刺骨的寒风中,宽阔平整的马路
上,锣鼓再次敲起,旱船又会划起,杨伟
以“丑婆”的形象和徒弟们踩着1.5米的
高跷走过古镇临涣的每一条街道,与年
的脚步一起走来。

“丑婆”的高跷人生
王利雪

守岁，又称熬年、熬夜，是一
种春节民俗。 除夕夜晚，全家团
聚，吃过年夜饭，围炉闲聊，迎接
农历新年的到来。
最早记载见于晋周处的《风

土志》： 除夕之夜， 大家终夜不
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守岁，是一种回忆。
在一年最后的时刻，心中会

留下什么？ 自己得到什么？ 在此
时，在此刻，盘点过去，反省自我。

除夕， 年关岁末的时候，静
下心来， 体会自己有什么收获，
有什么遗憾，以便来年踏上征程
再出发。

守岁对于团圆的人们来说，
是一种欢乐，是一种美好。 而对
于游子，守岁会生出忧伤、孤独
之情。

唐人崔涂有诗云：“渐与骨肉
远，转于僮仆亲。那堪正漂泊，明日
岁华新。 ”出自《巴山道中除夜书
怀》，可见除夕之夜的凄清悲凉。

又有卢仝的《守岁》“年去留
不得，年来也任他。当垆一榼酒，
争奈两年何。 ”流露出对时光易
逝的无奈。刘禹锡《岁夜咏怀》则
有：“弥年不得意， 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
守岁，是一种珍惜。
除夕晚上， 一年的终了，全

家欢庆团圆的时刻， 留住美好，
守住团圆。 新的一年来临前，守
住时光， 让时光停留在一刻，让
美好永驻。 告诉自己，应过好每
一年，珍惜每一天，活在当下时
光里。
时光匆匆之感，在此时会更

强烈。 生活的脚步太快，行程太
过匆忙， 离最初的目标还有多
远，重新回味一年的生活。 让时
间停下来，深深思索，慢慢感受，

细细体会。
其实较早的《诗经·国风·唐

风·蟋蟀》，“蟋蟀在堂， 岁聿其
莫。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这可
能最早关于时光的描述。

时光是守不住的，会一点一
点地流逝，在古人诗句中可见一
斑。 “流水落花春去也”“去年今
日此门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守岁中，可以感受到时间的
滴漏。

守岁，是一种期待。
春节这个时间节点守岁，期

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会有
“孩童在成长， 老人惜寸阴”感
觉。 白居易诗《除夜》“病眼少眠
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 火销
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 ”
过了这一天， 年轻人长了一岁，
老年人也就老了一岁，但心情各
不相同。

苏轼在《守岁》中写到：“儿
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坐久灯
烬落，起看北斗斜。 ”一个“强”
字，把孩童对守岁的企盼与迷恋
表现得尽致淋漓。

想到过年的孩子， 在春节里
吃得好，玩得好，还有压岁钱。 在
守岁时刻， 新年到来， 又长大一
岁，在此有生命成长的自然力量。

守岁，是一种团圆。
一年的最后一日，家人相守

在一起，那种状态，更是一种情感
的守护。老人守得子女茁壮成长，
事业有成。 孩子守得父母健康长
寿，也守来父母的压岁红包。
愿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停下脚步， 看看貌似无情的日
子，珍惜当下时光，慢慢走好每
一步。

我想，守岁就是守住岁月美
好，过好当下幸福年。

银鹰高铁江河船，携家带眷过大年。

新村无别胜城镇，老乡有意贴春联。

临涣踩街笑满怀，南湖扑鱼喜空前。

灯会金猪贺岁来，村庄童叟庆盛宴。

新春，草未绿，树未芽，寒意尚
浓。 百废待兴，万物复苏，等待着一
个温暖的问候。

新春，给父母一个问候。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父

母一生辛劳，无怨无悔，把整个世界
都给了我们。 父母在，家就在。 无论
远近，门前那棵树，窗口那盏灯，都
指引你回家的路。父母不在了，也要
给一个问候，他们在那边安好，你才
能在这边心静。
新春，给儿孙一个问候。
不管是儿子、女儿，家孙、外孙，

不管他们相伴身边，还是天各一方，
“父母在，不远游……”早已成了历
史的沉渣。 您清晨的一声祝福，是唤
醒他们踏上征程的阳光， 您晚上的
一声问候， 是洗去他们一天尘霜的
雨露。 您的问候是他们成长的动力，
前进的方向。 他们取得点滴成绩，都
是对你问候最美的回报。
新春，给兄弟姐妹一个问候。
兄弟姐妹是一家。朝夕相处，形

影不离；唇齿相依，拌嘴磨牙。 父母
在，聚多离少，父母不在了，聚少离
多。 聚也好，散也好，打断骨头连着
筋，同样的血液在血管里流淌，血缘
总会让你难以淡忘，无法割舍。
新春，给同学同事一个问候。 曾

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一起学习，一
起成长， 青春在共同的努力中闪光。
一起拼，一起打，一起创天下，共同实
现理想，辛苦快乐，失败成功，酸甜苦
辣曾一起分享。
新春，给亲朋好友一个问候。
渐忘了的亲戚，久违了的朋友，

即使联系越来越少， 但彼此心里知
道，那是沉淀在心底的情义，即使偶
尔想起，也是一段温暖的回忆。

新春，给自己一个问候。
也许还在打拼， 也许已告老还

乡，或许还上有老，下有小，肩上的
担子无论轻重，人生注定辛劳。 给自
己一个问候，褪去厚重的战袍，让心
灵有个港湾，即使生活需要，你也加
加油再入战壕。
问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

春姑娘的怀抱，孕育着勃勃生机；问
候是一种力量，如滚滚洪流，如汹涌
的波涛；问候是一种境界，淡定从容
不计较；问候是一种胸怀，海纳百川
不拒细流，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问候需要丰子恺《渐》中的“大人格”
“大人生”。
问候很简单。 说一声你好，道一

个晚安，化干戈为玉帛，笑容挂在脸
上，幸福藏在心间。 一个信息，一个电
话，远隔重洋，彼此心里安详。 问候又
很复杂，常常因为烦，因为忙淡忘了。
近在咫尺的对视， 千里遥远的向往，
慢慢淡漠，冷若冰霜。
你忙，我忙，他忙，大家都忙。挤

点时间，给彼此一个问候。轻轻地一
声问候，浓浓地一片情意。 似春风，
似夏花，似秋果，似冬雪，温暖了人
心，温暖了人间，温暖了世界。

守 岁
张思伟

新春，
给一个问候

杨健

梅绽枝头醉晚晴，红灯数盏炫长空。

返家紫燕芳心动，苏醒椿枝芽瓣萌。

腊尽破冰融善水，阳回耘地沐春风。

天昏正待新雷响，惊起墒情任泛耕。

过年
李世剑

迎春 张成林 摄

辞旧迎新 苗青 摄

新春随笔
梁永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