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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民俗○

汤甲村正月十五
“过大年”
■ 刘联芳

云阳街道汤甲行政村的汤甲
自然村有一个“正月十五过大年”
的特殊民俗，代代相传。

笔者前年在编撰《云阳村村
记忆》时，曾深入汤甲村进行采
访，从村民口述中了解到该村“正
月十五过大年”民俗的由来。

明清时期，汤甲村人才辈出，
历代有汤礼敬、汤日照、汤道衡等
进士3人，举人3人，秀才4人，贡
生7人，文武官员20人，可谓代代
有人当官，名声显赫。并有官员
家属 12 人被封为夫人、恭人、宜
人、安人、孺人等，其中被封赠的
诰命夫人有3人。

旧时，村东北有午朝门牌坊，
牌坊上有石刻“圣旨”两字。村南
有明神宗帝恩赐的诰命石碑，碑
文 321 字。村后大坟有石人、石
马及十二生肖石刻。村前有汤氏
宗祠，村中有百桌厅，又名“接官
厅”。汤甲村在朝官员多，这是在
丹阳地区出名的古村。

话说汤甲村上有位汤家才子
被皇帝相中，做了太子的先生，此
公才高八斗，感恩皇上，教授十分
用心。太子即位后，为报答先生，
特颁诏书赐于汤甲村立牌坊。汤
先生甚得皇上器重，因而过年必
须在京伴君，待年后返乡，总要到
元宵节方可赶回。此时，在朝任
刑部官员的汤礼敬、授任浙江淳
安县官汤用等也纷纷回村过年。

汤甲村长老召集全村村民商
定，正月十五这天，全村男女老少
出动，燃放鞭炮，鼓乐齐鸣，全村
喜庆，迎接汤甲村在朝官员回家
过年。

从此，汤甲村另立良俗：正
月初一“过小年”，正月十五热
热闹闹“过大年”。此时，全村
同乐，合家欢聚，成为汤甲村特
殊的民俗。

○记忆深处○

记忆中的丹阳灯会
■ 刘联芳

灯会，是丹阳民间文化的延
续，也是百姓们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一种表现。笔者童年时最喜
欢正月十五观灯会了，那时观灯
会的情景依然留在记忆中。

小时候，每年元宵节我都要
跟随父亲到丹阳白云街灯笼巷
看灯会。巷内张灯结彩，敲锣打
鼓，热闹非凡。我最爱看的是舞
龙灯，只见一条条长约 10 多米
的龙灯格外引人注目。这些龙
灯均是用竹篾及各种彩纸手工
精细做成，龙头金碧辉煌、栩栩
如生，龙口含有一颗滚圆闪亮的

“龙珠”，龙身绚丽多彩、生动灵
活。每条龙灯均由十多位头戴
黄色头巾，身着黄色“龙衣”，系
着红色腰带的壮年汉子手持木
棍同时挥舞。其中龙头是舞龙
灯的关键，由一人在前举着一个

“龙球”引领，两个特别强壮的汉
子为主要操纵者。龙灯舞动时
内部还会有烛光闪烁。特别是
数条龙灯同时舞动时，那此起彼
伏的高潮场景往往让大人和小
孩都异常兴奋，爆发出阵阵喝彩
声。此时，舞龙者更加起劲，欢
呼雀跃。伴随着舞龙灯，我也看
到人们提着自制的各色花灯在
人群中穿越，花灯的造型有兔子
灯、荷花灯、元宝灯等。灯会上
还有民间说唱之类的演出，主要
表达百姓的喜好及对新年如意

吉祥的美好祝愿。
记忆中，家乡华甸庙的元宵

节灯会格外热闹。灯会上的龙
灯都是村民自己动手制作而成，
龙头威武，眼睛装上电筒，两眼
炯炯有神，龙尾较长。舞龙头的
大个子，猛将龙头一伸抬，威风

凛凛。舞龙尾的身材不高，但频
率较快，左摇右摆非常灵活。一
会儿二龙戏珠，一会儿龙打滚，
从站着舞到跪着舞，再到坐地
舞，最后到睡下舞。宝塔盘龙时
高高的龙头两眼电光远射，嘴中
的火焰四面喷射，生动活泼，精

彩缤纷，这时观众的掌声、欢呼
声、惊叹声响彻上空，将节日的
气氛推向了高潮。

儿时观灯会，给我留下了许
多美好的记忆，成为闪亮在我生
命里的一帧独具魅力的风景！

珥陵上岸的白猴有着几百
年的文化历史，是一种集武术、
杂技于一体的民间文化活动，
也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农村文化
活动。

白猴也叫猴拳，区域内一
年一度的会灯民间又称猴灯。
白猴分为沿山猴和出洞猴两
种，每类大小猴都分别由青壮
年和有胆识的十几岁男童扮
演，旧时在珥陵、云林西部区域
尤其出名。可与施甲大村的刀
棍马叉、上庄的罗汉、千口的秧
歌、旺巷的大刀媲美，深受旧时
村民们喜爱。一年一度的新春
佳节、元宵节或庙社约灯，白猴
都会频繁出村表演。在那缺乏
文化生活的旧农村年代，一度
也给村人带来喜庆欢乐，在吉
祥如意、和谐安康中过一太平
年。

白猴组建于民国初年，那
年代习武成风，村人就跟风行
乐，于是村中老一辈史金肖、
史汉照发动村中青壮年及孩
童二三十余人组织一支群体
性的白猴表演队，后由史锁
海、史正军传承延续，并聘请
外来专业玩白猴的师傅作白
猴动作指导，传授技术，演练
各种猴拳。在白猴活动项目
中，有台角猴、串角猴、扛猴、
地猴和鲤鱼跳龙门等。竖蜻
蜓、打桩倒立、翻跟头、玩鱼叉
都是白猴拳中的基本套路。

每年秋收秋种结束后，乘
着冬闲辰光之机，白猴头儿就
会发起排练，白天在村中大场
中练习，晚上或雨雪天就集中
在公堂屋内练习。每日只要
锣鼓声响起，村里男女老幼都
会到集中点聚在一起观看亲
人们排练，给村里增添了一番

热闹景象，村人们在观看时会
带来阵阵喝采声，鼓励亲人学
好演好，给村里争光。

白猴训练是刻苦的，师傅
管得很严，既要掌握技术要
领，又要做到专心一致、一丝
不苟。

每年的元宵、庙会约定，
白猴头儿率先积极准备，首先
到一个村上选定场地，锣鼓声
响，村人会扶老搀幼搬凳前来
观看，待有白猴队中专人舞棍
入场，一边表演，一边促使观
者定位坐定，然后按锣鼓打闹
顺序表演。玩白猴的形式多
种多样，其中，台猴、扛猴、罗
汉猴是整个白猴中重要的表
演节目。如台猴分平台猴、高
台猴。平台猴即在一张八仙
方桌或几张平放的桌上做各
猴的动作，翻、跃、跳。高台猴
是从一张八仙桌开始表演，然
后一张一张八仙桌叠起增加
难度，最高上五张桌，玩猴者
要在上翻跃，做出各种惊险动
作。最难的是演串角猴。扮
演者做高难度动作，从底下向
上窜跳翻跃，到最高层平面处
翻跟头，有前翻、侧翻、后翻，
具有一定的高空危险性，稍不
留神失手，轻者断骨，重则丧
命。高台动作完成后，还要从
上而下，像蛇游一样，在一张
张八仙桌空间内窜跳，做台角
猴的表演动作。据在世老人
们说，领头的特别关照要小心
谨慎，力求完美、不出事。

白猴表演注重统一着装，
穿衣开脸，上下身穿一身黄布
衣裤，头扎两角猴结。腰系红
绸条，脚穿软底平靴。表演时
要与锣鼓合拍，每个动作要落
在鼓点上。白猴表演到最后压

轴的罗汉猴时切叠罗汉，其表
演动作基本与叠罗汉表演一
样，内容相似，拿三拿七称之作
三作七。先有一位高大壮汉扮
演猴者出场，打桩站立、肩上站
着双脚叉开的小猴，大猴两臂
还各吊着两只小猴，在紧密锣
鼓声中，围场子转圈亮相，展示
扮大猴者的扎实功底，博得掌
声不断。然后群猴上场叠罗
汉。即有四大猴做底层猴，俗
称打桩，站立成圆型，四人双手
相互搭肩，头靠一起，站要像塔
稳如泰山。上第二层者也是四
人，双手相互紧扣站底层之
上。上第三层猴是三人，站二
层之上，算最上层，同样是双手
紧扣，然后由保护人从底部上
一小猴童，扮童子，随着锣鼓声
做出“拜观音”，合掌、劈叉、开
四门等造型，既惊险，又刺激，
此时锣鼓声、鼓掌喝彩声响彻
云霄，观众久久不愿离开。

上岸白猴兴盛之时，也正
是民间年间习武鼎盛时期，白
猴阵容大，少则几十人，多则百
余人，他的活动经费来自各祠
堂公田，或由乡绅名人捐资，队
员们都是自愿参加，忙时务农，
闲时排练，每到新春佳节、庙会
约灯展示白猴技艺。白猴表演
排序与众灯会不同，尽管表演
好看，地方屈指可算，但在社会
灯中排序，被安排在龙灯后面，
连秧歌、荡湖船都排在白猴前
面。民间有“演猴者似物生”之
说，猴属畜生类，上不了大雅之
堂。

上庄白猴在民间文化活动
中，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
前后，约存80余年才失传，村中
老辈说到白猴之事无不留恋忘
怀。

○旧事重温○

上岸白猴闹新年
■ 龚小勤

丹阳西门外有个花园村，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儿地处
练湖南岸、弯河东岸，村庄四
面环水、沟塘纵横，村庄西边
还有一片竹园，是典型的江南
水乡。夏日，这里绿树翠竹掩
映村舍，水塘荷叶田田，菱角
满塘，风景优美；村庄北部的
水塘中还有凉亭、廊桥、游
船，如同村名一样整个村庄置
身在花园里。这个村名的由来
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传说，清朝宰相张玉书当
官前，家住丹阳原麦溪镇花园
村，他家里养有一对珍贵的凤
凰鸟。有一天，凤凰鸟飞出后
许久都没有回家。他焦急万
分，便派人四处寻找，好多天
过去了，还是未曾见到凤凰鸟
的踪影。或许这对凤凰鸟对他
来说太重要了，他们家兵分几
路不停地寻找，搜寻的范围不
断扩大。有一天，他家的一对
人马来到练湖南岸的一片大竹
园旁，发现凤凰鸟栖息在这片
竹园里，却无法让凤凰鸟回
家，无奈，家人只得匆忙赶回
家向张玉书报告。张玉书得到
此消息后便兴冲冲地赶到练湖
湖畔看个究竟。这里紧挨练
湖，前后水系通达，还有一片
绿树翠竹园，确实是一块风水
宝地。由于他迷信凤凰不落无
宝之地的传言，于是便决定在
此建村居住，繁衍生息。为让
子孙不忘故园，仍将此村命名
为花园村。当时张玉书在花园
村建起了楼房 10 间，马房 50
间，庭院大门外有两只大石
狮。为纪念凤凰鸟发现这一块
宝地，张玉书在竹园旁边建起
一座六角亭，称为旱搁二亭。
他还将一条水沟流经村庄那段
用人工拓宽成圆形，种上荷
花，在水塘中建了一座六角
亭，河岸与六角亭之间搭建木
式曲桥回廊连接，荷花塘中备9
只小木船供人闲时游玩，还在
村前栽了 8 棵桂花树，桂花盛
开季节人们一出丹阳古城西门
就能闻到桂花香。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爆
发前，花园村村民主要姓氏为
张姓，但并非张玉书的后裔，
而是由丹阳原横塘镇迁徙来
的。村中有砖木结构楼房 30余
间，江南水乡花园村如传说般
美丽富饶。抗战爆发后，侵华
日军到村里烧杀抢夺，村里大
部分房屋被烧毁，仅剩余部分
较为分散的少数房屋及五神
庙。村民张荣荣、张海林父子
两人当日被日本鬼子枪杀，许
多村民无家可归。张荣荣的妻
子此后一直寄居在前观村亲戚
家终老。日本人投降后，村民
陆续返回村里，重建家园。现
尚存在原丹徒县前村大庙前的
一对大石狮就是从花园村购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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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

丹阳西门外花园
村的传说
■ 史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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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陵镇延陵村大庄自然
村，有这样一对母子：儿子黄年
秋，今年 69 岁，双眼失明；母
亲梁小青，今年 87 岁，患有轻
度老年痴呆症。每天，母亲在
前，为儿子看着路，儿子在后，
握着母亲的手，行走在乡间的小
路上。考虑到需要人照顾的老母
亲，盲人儿子选择了坚强，让母
亲安享晚年成了他艰辛生活的支
撑和信念。靠着乐观豁达的心胸
和孝敬母亲的信念，他黑暗的人
生中有了温暖，也有了光亮……

4岁时双目意外失明

2 月 17 日上午 10 点 10 分，
双眼失明的黄年秋，从厨房间用

双手摸着墙壁，缓慢地挪步走到
母亲房间，轻轻地呼唤：“妈
妈，起床吃早饭了！”梁小青老
人“哦”的一声，从睡梦中睁开
了双眼。在儿子的帮助下，她慢
慢地一件件穿好了衣服，起来漱
口、洗脸，开始吃早饭。黄年秋
告诉记者，自己失明多年，只能
摸索着做点简单的家务。

“小时候因为眼里进了沙
子，异物带入细菌，引起眼睛化
脓性眼疾，当时因为没有及时治
疗，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最后
导致双目失明。”黄年秋说，从
小就没有感受过外面世界的多姿
多彩，只能凭着想象来感受这个
世界的美好，虽然黄年秋觉得自
己从小就命不好，但父母亲的

爱，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快
乐。小时候，父亲给他讲天上的
飞机，奔驰的火车，电视里的故
事；母亲给他讲西瓜是圆的，黄
瓜是长的，青菜是有绿叶的，城
里有高大的楼房。无私的父爱、
母爱，哺育他无忧无虑地成长。

父亲去世儿子接力

2017 年，黄年秋的父亲黄
国强因病去世。去世前，父亲躺
在病床上久久叹息，黄年秋知道
父亲的心事：希望有人能好好照
顾母亲。为了让他放心，黄年秋
对父亲说，爸爸，您放心走吧，
烧饭、做菜、洗衣服，这些服侍
妈妈的小事情，我一定会做的。
父亲听了儿子孝顺的话，安然地
走了。黄年秋在家排行老大，有
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弟弟黄秋
生在上海大众公司上班，因为工
作原因，不能经常回家看望母
亲。大妹妹黄玉妹 62 岁，小妹
妹黄凡娣 57 岁，两人都嫁在外
面的村上，有各自的家事，但也
经常来看望母亲。

“父亲去世后，本来什么
都不会的我，硬着头皮学会了做
饭、洗衣等家务事。”黄年秋
说，现在母亲年纪大了，他要开
始自食其力，争取做个孝子。一
句简单的话语，对双目失明的黄
年秋来说，谈何容易。从学走路

开始，他就已经吃尽了苦头。刚
开始，在自家 100多个平方米的
屋内，他学着挪步，一手扶着
墙，脚步一点一点向前挪动，一
会儿脚磕着桌椅，一会儿膝盖碰
上凳子，经常青一块紫一块。

“我有一次在家中下楼梯，没站
稳摔下来，额头磕破出了血，脚
也崴了肿得老大。”为了防止自
己再次受伤，他变得更加谨慎、
小心，并拿起了拐杖做引导。渐
渐地，他熟练了起来，丢掉拐杖
能从屋里走到屋外。如今，凭着
耳朵和双脚探索，还能辨别方
向。“我从家走到门外，心中默
数着步伐数字，用手敲着墙壁听
声音，就知道附近是什么地方。”

取长补短互相照顾

6年前，母亲因为胆结石开
刀住进了医院，自己也很想去照
顾母亲，但由于出行不方便，黄
年秋只能抹泪在家，边哭边做着
母亲爱吃的汤圆、咸粥等，托弟
弟妹妹带给母亲。

近些年在家中，黄年秋与母
亲交流时，慢慢发现她反应迟
钝，问了一些类似年龄、家庭住
址的问题答不上来，或是答非所
问。他意识到母亲有些轻微的老
年痴呆症。“我妈妈现在容易健
忘，我住一楼，她住二楼，时常
是大冷天忘穿裤子就下楼了。”

黄年秋说，老母亲有时候还忘记
脱衣服就睡觉，天气冷，他帮母
亲开电热毯取暖，关照了好几遍
要记得关，母亲就忘了。

为了母亲的安全着想，黄年
秋又背起老人家到一楼的房间
睡，他则在另一个房间内。原
先，母亲常常能自己洗漱，但现
在经常忘记，黄年秋就为母亲洗
脸、刷牙、洗脚、泡脚、按摩
等，还请妹妹们为老人家安装了
空调。平日里，母亲喜欢一个人
骑着三轮车到处转悠，常常忘记
回来的路，他只能请隔壁的表弟
和村民一起寻找老人。

与母亲一起生活，黄年秋
说，省吃俭用惯了，每周蔬菜、
豆腐吃吃也蛮好！中午，黄年秋
拿起碗筷，盛一碗饭，然后夹着
青菜给母亲吃。这最平凡的味
道，却成了他们的美味佳肴。吃
过饭，黄年秋摸索着洗碗抹桌
子，还向妈妈问寒问暖，梁小青
老人脸上满满的都是笑意。黄年
秋虽然视力残疾，但每月有 710
元的生活补助，还享受 120 元/
月的护理补助，母亲还有农保，
加上弟弟妹妹送来的钱物，有了
这些，生活还算过得去。他说，
母亲总喜欢自己出去走走转转，
她看着路，扶着我走，与邻里乡
亲聊聊天，也是天伦之乐。“母
亲始终是我的眼，我始终是她的
拐杖。”

“母亲是我眼，我是她拐杖”
——六旬盲人儿子与八旬母亲相互照顾
本报记者 魏裕隆 通讯员 史柏仙

一周看点

图为黄年秋给母亲吃汤圆 记者 裕隆 摄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共产党领导革命队
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革命红
旗迎风飘扬，中华儿女发愤图强
……”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
她唱得激情高昂，弹琴、唱歌、画
画、练书法、打麻将，这是一位老
人的日常生活，她就是八旬老人
冯含英。

练习书法 心得体会成册

退休以后，冯含英有了时
间，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丰富
的晚年生活中。“我一般每天花
两个小时练习书法，学写楷体、
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冯含
英介绍说，为提高书法技艺，她
买来多种名家字帖对照临摹。
有时候，她经常和书法爱好者
交流心得体会。在内容上，老
人选取的大多是一些古诗词，
融书法诗词为一体，既抒发了
诗情画意，又练习了书法艺
术。她还写了许多学习心得，
虽然内容朴实简单，但是反映
了她的乐观态度。冯含英特意
翻出一首调侃自己的打油诗：
满脸喜气笑眯眯，八十五岁不
服老，每天上午练书法，空闲时
间弹弹琴，高高兴兴把歌唱
……老人笑着说，心得大都是
自己凭着切身体会写出来的。
有时候，突然来了灵感，她就迅
速拿起笔记下。目前，她已经

写了 18本心得体会，并装订成
册，每个册子上都题着不同的
名称，如《拾零》《养生保健》《随
笔》等。学习书法30多年，她认
为练习书法主要靠自己坚持，
才能摸出门道，做到心领神会，
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弹琴唱歌 生活有规律

冯含英是一位音乐爱好者，
她买了电子琴，在家没事就弹
奏、唱一唱，她认为这样可以提
高自己的生活品位，也可以锻炼
大脑，重要的是能结交一些歌
友。在她的房间内，《谁不说俺
家乡好》《唱支山歌给党听》《八月
桂花遍地开》《达坂城的姑娘》等
曲谱摆放在电子琴上，她还特意
给记者弹奏了一段歌曲。老人
说，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
与别人不同的是，她喜欢每天早
上6点多起床后，准时收看江苏

卫视的养生保健栏目《万家灯
火》。冯含英还边看边学，遇到
一些比较好的养生小方法，就会
记下来，自己动手实践，用在生
活中。看完电视，就开始练习书
法或弹琴三个小时左右，午饭后
就与邻居相约打麻将，晚饭后喜
欢看《一站到底》《非诚勿扰》等真
人秀综艺节目。

兴趣广泛 健康又长寿

冯含英的老伴88岁去世，有
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小女儿
与她同住一栋楼里，经常照顾
她。耄耋之年的冯老感慨：练书
法可以陶冶情趣，弹琴可以锻炼
大脑，唱歌可以抒发情调，又能
增强肺活量，丰富多彩的学习、
娱乐生活，能让她健康长寿。

“老年人应该找点自己的兴趣
爱好坚持做下去，每一天都会
很快乐。”她说道。

韵致淡雅显风采
——八旬老人冯含英自娱自乐文化养老
本报记者 魏裕隆

乐活

图为冯含英在弹电子琴 记者 裕隆 摄

我的爷爷80多岁了，尽管年
纪大了，他却很“潮”。今年过
年，爷爷说要买智能手机。我们
只当爷爷说说而已，没想到第二
天他就买来了。我们怠慢了爷
爷，有些愧疚，忙不迭地帮爷爷
注册微信账号，拉他入家庭群。
这下爷爷开心了，每天在微信里
催人早起，催人早睡，催人吃饭，
总之是各种催。有时候还学着
各种动物的叫声@我们。

爷爷非常喜欢自拍，自拍完
了，他还会用软件修整。不一会
儿，他就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自
己的帅照，老人变成了帅小伙
儿，底下收获的当然是一片点
赞。爷爷的自拍让人过目不忘，
表情十分丰富，有时甚至是挤眉
弄眼，做一些夸张搞笑的表情。
爷爷还喜欢与村里的人一起合
影。有次合影，爷爷与邻居一脸

严肃，邻居说：“萌一点嘛！”只见
爷爷一手蒙住了半边脸，边蒙边
嘀咕着：“照相就是为露脸，为什
么要蒙一点嘛！”引得众人哈哈
大笑。

今年11月，爷爷的牌友张大
爷玩起了抖音。他也赶忙下载了
软件捣鼓起来。爷爷又陆续上传
了一些跳舞、唱歌的视频。没想
到，一个多月就有100多个粉丝关
注了他，这让他惊喜不已。

老人不仅很“潮”，还是个浪
漫的人。奶奶去年过生日，爷爷
捧着一大把玫瑰单膝跪地献给
她。在我们起哄声中，奶奶一边
接过花一边娇嗔着：“你这老头
子，多老了还送花啊？”“找找初
恋的感觉呗。”爷爷眨着小眼睛
扭捏着说，这句话彻底把我们萌
翻了。这就是我家的萌爷，我希
望他一直快乐下去。

家有“潮”爷
赵自力

全国六省市推行“网约护
士”，江苏省为试点之一

2 月 12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
《“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
方案》，确定在北京市、天津市、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 6
省市进行规范化的“互联网+护
理服务”试点，备受关注的“护士
上门”业态或将迎来变局。

养老机构怎么选？国家等级
划分与评定标准来了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不
断加剧，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养老机构成为老年人社会化养老
的重要方式。那么养老机构到底
应该怎么选择？2月 18日上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
标准，填补了养老机构等级划分
与评定的国家空白。该标准增强
了养老机构等级透明度，方便老
年人选择满意的养老机构。

热拍电视剧《幸福院》聚焦老
年人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养老压力大、养老难等问题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电视剧《幸福
院》以老年人的视角反映养老问
题，同时该剧以轻喜剧的形式展
现了新时代下两代人对于新型养
老的观念交锋，以及新型养老社
区的构想。

信息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