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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施勰赟

一身红火的演出服，两面锦旗
在手中上下挥舞，在她充满激情的
指挥下，锣鼓队合奏出喜庆欢快的
乐章。每到过年过节，月浦锣鼓传
承团队队长刘素芬和她的团队就分
外忙碌。部队、医院、企业、大商场
都抢着邀请她们为辞旧迎新带来一
场热闹、振奋的表演。作为首批“上
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浦锣鼓曾
多次出访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德
国等国交流演出，不少节目获得过
各类大奖，鼓乐小品《水》曾获得“第
三届全国鼓艺大赛”金奖；《钢城锣
鼓》获香港“第八届世界华人中老年
国际艺术邀请赛”大金奖；鼓乐《哪
吒闹海》获“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

‘金玉兰奖’音乐舞蹈艺术大赛”金
玉兰花最高奖……提及这些荣誉，
刘素芬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的
锣鼓可出名了，有唱月浦锣鼓的歌，
绘月浦锣鼓的画，演月浦锣鼓的戏，
跳月浦锣鼓的舞……月浦锣鼓年会
已经办了十四届。”

许多人可能没想到，作为月浦
锣鼓的领军人物，刘素芬其实出生
于山西，但锣鼓从小就融入刘素芬
的生命中。山西的威风锣鼓、太原
锣鼓也十分出名，在刘素芬的记忆
里，小时候，在家乡，锣鼓声起就代
表着有喜事发生，远远听到，一家老
小就会不约而同放下手中事，循着
声音，赶着去看锣鼓表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初，随着宝钢的建设，全国各地的冶
建单位汇集来到上海宝山，在月浦
扎根。刘素芬成为了这支队伍中的
一员。宝钢建设是一件大喜事，锣
鼓喧天的热闹情景振奋了冶钢的士
气，也让这个从小喜爱锣鼓的姑娘
看的眼红。“那时候用的都是直径1
米、2米的广场鼓，配合十面锣、铜响
器等，敲打起来可有气势了。”那个
年代，锣鼓队都是光着膀子，挥舞着
鼓棒的彪形大汉，并没有女子参加
表演。从小听着锣鼓声长大的刘素
芬想学，于是就鼓起勇气找到了工
会领导，“为什么只有男同志打锣
鼓，我们女同志也可以学嘛！”在工
会领导的支持下，一支女子锣鼓队
很快就建了起来。刘素芬是真的欢
喜，工作再忙她都要挤出时间练
习。没有鼓，桌板、柜子、墙、自己的
腿都可以用来当鼓，心里默念着鼓
点，双手就不自觉敲打起来。学会

了打鼓后，她还不满足，把鼓的搭档
钹啊、镲啊都学了个遍。

对于月浦而言，锣鼓是一张走
向世界的亮丽名片。而对于刘素芬
而言，锣鼓则是融入她生活的心灵
寄托，给她带来无限快乐。在锣鼓
的陪伴下，刘素芬的日子过得快乐、
充实，很快到了退休的年龄。突然
闲了下来，没有了心爱的锣鼓陪伴，
刘素芬心里顿感空落落的。“整个人
跟丢了魂似的，总觉得缺了什么。”刘
素芬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想个办法
重新唤回心中的最爱。于是她召集
起了过去一起学锣鼓的小姐妹，重新
练鼓，找回寄托。白天练怕影响工人
们工作，她们就选在夜里人少时回厂
练习。当时的宝钢厂房周围都是农
田，杂草有半人高，月色下黑影绰绰
甚是吓人。但刘素芬不怕，她约上小
姐妹们相互壮胆，结伴而行。就这
样，利用着每天晚饭后的一两个小
时，摸摸鼓棒，听听鼓声，原本退休后
灰暗的日子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聊起敲锣打鼓的快乐，68岁的
刘素芬的笑发自内心。如今，她的
锣鼓队早已不再是退休时小打小闹
的10来人小队伍，而是发展成为了
一支70多人的钢城锣鼓团。作为
这样一支庞大队伍的团长，刘素芬
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刘素芬告诉记者，月浦锣鼓表
演的乐器中，除了大大小小的锣与
鼓之外，也有喇叭、唢呐、笛、笙、招
军、号筒等吹管乐器，根据不同的表
演曲目，会用到不同的乐器。而最难
的就是多种乐器之间的配合，有基础
的队员配合着练好一首新曲目，也需

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节奏很重要，打
鼓的要在心里默念着鼓点，其他乐器
配合着鼓点进出，都十分有讲究，稍
稍有一点点快慢，就会‘打架’，但只
要配合好了，那听起来就十分痛快。”
刘素芬边说着，边忍不住哼起了鼓
点，“嘚嘚哒哒嘚哒嘚哒……”

刘素芬的队伍演到哪里，哪里
就会有锣鼓爱好者慕名前来想要加
入学习。“锣鼓表演振奋人心，凡是看
过的，就会想学。”而刘素芬则来者不
拒，即使是没有任何乐理基础的，她
也乐意教。但她对学员的要求并不
宽松，有她自己的一套学习纪律，说
好几点集合训练就不允许迟到，练习
时也不允许交头接耳嬉笑聊天。她
对学员说得最多的就是：“在打鼓面
前，其他事都得靠边站。”对打得不好
的学员，她总是给他们“开小灶”加
练。教会一名学员至少需要一年半
的时间，但她却从无怨言。

“刘老师教给了我们很多锣鼓
表演技巧上的窍门。我每个月和她
说的话比和我妈妈说的还多。我们
可以一口气聊鼓聊一两个小时都打

不住。”青年锣鼓队队长吴鸿英提到
刘素芬，话语中满是钦佩，“我们需
要传承的不仅仅是锣鼓的表演技
巧，更多的是老一辈锣鼓队员们对
锣鼓的热爱、忘我的精神。”吴鸿英
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青年团队从
2016年成立至今，以老带新，层层
遴选，目前已有18名技艺成熟的队
员，也参加过不少演出和比赛。“我
们还有少儿对鼓队，幼儿摇鼓队。
虽然表演形式不同，但都是极具海
派特色的月浦锣鼓。希望我们青年
队能够带好头，将月浦锣鼓代代传
承下去。”

不同于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
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在月浦镇政
府的持续扶持下，月浦锣鼓有着不
同年龄层次的9支镇属团队，成立
了海派锣鼓指导工作室，建造了全
国首个“百鼓陈列馆”，并聘请上海
音乐学院教授进行专业指导为锣鼓
编排新曲目，一系列举措“保驾”着
这一民间艺术更好地传承下去。

“老、中、青、少、幼衔接得非常好。”
这让刘素芬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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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个人带70多人的队伍，管理起
来困难吗？”

“最难的是每次演出选队员。有时
候表演需要40个人，有时候只需要20个
人。我们有70多个队员，每个人都那么
喜欢锣鼓都希望有机会展示，选谁不选
谁就很为难。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只能
根据表演水平，训练的时间，队友之间的
配合度来选人了。如果有不服气的就出
来比，让大家来评判，输也得让人输得心
服口服，觉得自己技不如人，以后就多练
习，争取下一次表演的机会。”

“平时练鼓没有固定的场地，队员会
有抱怨吗？”

“不会，我们这些队员都是真心喜欢
锣鼓的，有地方练习大家就很开心。因
为我们广场锣鼓声音特别大，平时练习
都分批练，尽量不影响到周围居民。我
一般会找空旷、偏远一点的郊外练习，还
去过消防队的操场上练习，像打游击一
样，经常换地方。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
有演出任务，经常要排练，就找了个空旷
的草地里练习。结果大家都被蚊子咬了
很多包。我以为大家会埋怨，结果有队
员说，趁着蚊子吸饱血休息了，我们赶紧
练，抓紧练习，把这节练熟了。说完，大
家就又自觉练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
月浦镇政府很支持我们，给我们买了哑
鼓平常练习用。只有到演出比赛前，我

们才用真鼓练。”

“您刚才说，钢城锣鼓团年纪最小的
52岁，年纪最大的已经68岁了。你们打
的又都是大鼓，对体力要求挺高的，身体
都吃得消吗？”

“吃得消，必须吃得消。你看我们虽
然年纪大，但是和同龄人比起来，我们的
队员身体素质普遍都比较好。知道为什
么吗？因为一直在训练，不只是体力，脑
力都得到了锻炼。最关键是我们快乐，
玩锣鼓可开心了，一玩起来什么不开心
的都忘记了，没烦恼了，能不年轻吗？锣
鼓表演时候，我们都是‘人来疯’，边上看
的人越多，我们打起来越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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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孙燕 记者 贾佳

据了解，《乡土谜语》源自奉贤
东部地区，是人们将在生产、生活
中的经验和见闻，以通俗易懂形象
化的语言编写而成，利用农闲或非
农时交流，增强文化娱乐氛围。早
在清代，就有四团谜语流传开来的
记载。

王火清是土生土长的四团人，
从小在农村长大，常听老一辈讲乡
土谜语。王火清说，他们通常在干
完农活或夜晚纳凉时就开始出谜，
如“一个小抽头，抽出来全是小囡
头”（谜底是火柴）“红口袋，绿口袋，
有人喜欢有人讨厌”（谜底是辣椒），

孩子猜对了会得到大人的夸奖。猜
谜的过程中，乘风凉的老老少少不
时发出会心大笑，这些场景也成了
王火清童年里的乡土记忆。

而真正专注从事“收谜”工作，
还是3年多前。彼时，王火清与老
干部施雪旺、瞿福根结缘。在闲聊
中，王火清得知了这两位老干部期
待“猜谜”能重新回到百姓视野中，
也唤起了他自己的一份乡愁。这促
使他做了一个决定：收集和整理四
团乡土谜语，并进行发扬和传承。

王火清的收集方法是，先通过
回忆整理出自己小时候猜过的谜
语。有些谜语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记
起，他会随身带着笔和纸，有时走在

路上，突然记起一个谜语，赶紧掏出
笔和纸记下来。有时，在睡梦中会
出现以前猜过的谜语，醒来后，他立
马找笔和纸写下来。靠回忆，他陆
陆续续整理出了上百条四团乡土谜
语。 为了找到更多谜语，他还有培
养出了一个习惯，不管走到哪里，凡
是碰到70岁以上老人，就向对方打
听老谜语。这些年，他陆陆续续已
走遍了四团的每一个农村。又听
说，有些同乡人在镇外居住，他便一
次次往镇外跑，为了和他们聊聊过
去的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收集
到了不少宝贝。

乡土谜语的内容，从一个侧面
展示了时代变迁。王火清介绍，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农户编了一
则“三头六眼八脚两头计算策划，中
间性命不看”（谜底是二人扛着卖猪
去）的谜语，就生动反映了当时家家
户户以养殖业为主的生产情况。又
如“夜里躺壁脚，日里翻跟头”（谜底
是脱粒稻谷的工具），就说明了当时

农民还是靠体力来劳动的，且劳动
方式也很落后。

如今，王火清还坚持在学校、社
区和企业用方言讲解乡土谜语，也
唤起了越来越多四团人对乡土文化
的热爱。他说，希望能够用这些谜
语留住一份乡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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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收谜”老人三年收集558条乡土谜语

留住乡愁记忆，周浦小上海步行街弥漫浓浓年俗味

□通讯员 陈军贤

你见过古老木杆秤的制作过程
吗？你见过如何纯手工制作酒酿
吗？大年初一上午九时起，浓浓的
年俗味在周浦小上海步行街上弥漫
开来。这里人声鼎沸，呈现出一派
留住年俗记忆，欢乐闹新春的喜庆
景象。第48届小上海民俗文化展
示会正在这条街上隆重上演。

令游客欣喜的是，这一届民展
会又有新亮点一一传统杆秤制作技
艺首次走上街头为游客表演。杆秤
制作技艺于2013年被列为浦东新
区区级非遗名录。老手艺人潘仁
官，出生于书院镇路南村，他家制作
杆秤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如今，
他的爷爷潘耀官、父亲兼师傅潘子
楼均已去世，这门手艺就由潘仁官
和他的儿子传承。

今年70多岁的潘仁官戴着老花
眼睛，正在展台上全神贯注地展现
他的杆秤制作技艺。展台前围满了
观看的人群。旁边的展台上摆满了

大大小小的木杆秤。特别是铜质的
称中药饮片、称金银的微型秤更是
夺人眼球。

老潘在现场表示：“木杆秤的使
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制秤是一
门十分精细的手艺，每道工艺都来
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秤就会有
偏差。”接着，老潘又用手指了指秤
杆上的秤星说：“公平诚信就体现在
这星花上。”

有位张姓游客对老潘说，自己
家里有一杆木杆秤已很旧了，想买
杆新的。老潘让这位游客挑了一
杆，以成本价卖给了他，乐得这位游
客喜笑颜开。另一位顾姓游客说，
虽然木杆秤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
家里还有用。买菜回来，如感觉分
量不对，可用来校秤。乡农上街出
售农副产品还需要木杆秤。同时木
杆秤还有收藏价值。

周浦镇常年收藏木杆秤的潘建
荣，也在这里展示了100多杆明清
时期十六两制的红木大木杆秤，其
中大都是宣统年间和光绪年间的老
秤。这些老秤都是以十六两为一
斤，八两为半斤，在秤杆的顶部和两
旁则都钉有秤星。有不少家长带着
自家孩子请潘师傅称体重，明清时
期的红木大木杆秤称起一个个小宝
宝。一位家长对着刚称完体重的孩
子笑个不停，原来自己的孩子比昨
天又重了一斤。这意味着小宝宝新
年又有成长了，喜从春节來！

大年初一，酒酿飘香成为年俗
展演的另一番景象。周浦镇酒酿手
工制作能手施华鑫在这里展示他的
绝活，并向游客介绍酒酿制作的全
过程。众多游客纷纷以成本价买下
老施做的酒酿，并在一旁吃得喜上

眉梢，连连说真纯真甜真香！
在本地因收藏得名的“大老倌”

鲁来大，今年在这里展示形式多样
的各类年俗藏品。其中有铜脚炉、
铜手炉、铜台炉，还有紫铜汤婆子。
旧时，人们过年都离不开这些取暖
用具。还有他珍藏的三十多双各种
尺寸的绣花鞋以及火油灯、丝织品、
银质水烟壶等。

几位乡村老妈妈在百年前的织
布机前进行织老布、纺纱、织老布带
子表演。有些游客争相与老妈妈互
动体验，学习织老布、纺纱、织老布
带子。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伯伯正
在用芦花秆编织蒲鞋，旁边还展示
着编织的好几双蒲鞋。有一位老年
游客拿起展台上的一双蒲鞋，对着
众多游客说：“我小时候过年就穿这
蒲鞋，里面填上棉花，可暖和啦！”

在另一边的展台上，来自本镇
的书画家姚懋初、杨静君正在为游
客写春联送春联。游客拿着一张张
春联，一个个“福”字，纷纷用手机拍
下这喜悦的难忘时刻，喜气溢满步
行街。

由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主办、
周浦企业文化促进会承办的第48
届春节小上海民俗文化展示会，为
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俗氛围。

出自奉贤四团镇的《乡土谜语》一书，不久前由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收集了四团镇自

古以来流传的558条乡土谜语，而该书的作者是一位“收谜成瘾”的76岁老人，名叫王火清。四团乡土谜

语，是来自四团、平安地区数百年的口传文化。王火清历时3年多收集乡土谜语，涵盖了动物、植物、食品、

自然、地名、生活生产、文体、人体、交通等9大类，也为后人留传下了一笔难得的地方文化财富。

宝山区打通法律援助
“最后一公里”

日前，在宝山区检察院法律
援助工作站值班的百汇律师事务
所王律师，正耐心细致地为市民
李先生解答着相关法律问题。据
工作人员介绍，自1月28日上海
首家驻检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以
来，已经有10多名当事人近亲属
前来咨询。

自宝山区检察院联合宝山区
司法局共同成立上海首家驻检察
机关法律援助工作站后，目前共
有21名业务骨干作为值班律师,
轮流到岗履行值班律师工作职
责,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
告人诉讼权利,更大限度地发挥
值班律师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
将与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共融
联动,为当事人提供普惠均等、便
捷高效、智能精准的法律服务。

据了解,值班律师在驻检工
作站主要为当事人现场提供法律
咨询；转交法律援助申请；在落实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为自愿认
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
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等法
律帮助；做好工作信息登记以及
相关数据及信息的统计上报工作
等业务服务。而作为首批开展司
法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宝山检
察院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改革，落实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
度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继与宝
山区司法局签订了《宝山区开展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实施办
法》《上海市宝山区关于值班律师
参与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试点工作的规定(试行)》以及《关
于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
信访案件的实施办法(试行)》，联
合推出的普惠性公益性法律服务
的重要举措。 记者 施勰赟

□简讯

□通讯员 王梅 记者 贾佳

（上接A1版）
“心里很温暖，这不仅仅是一

份蒸糕……”首次收到蒸糕的失独
母亲刘建珍感动得一时语塞。临

别时直说：“一定要替我谢谢好心
的‘蒸糕爷爷’。”今年第三次吃到
爱心蒸糕的困难党员徐纪良亲切
称张鹤祥为“老张”，他说：“头一年
收到老张送来的蒸糕很感动；第二
年收到，觉得老张就像家人；今年

又收到，又多了一分感慨，老张不
简单。作为党员我为他自豪。”

“大家说收到您的蒸糕心里很
温暖。”月湖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陈
瑛将困难居民的谢意带回张鹤
祥。老人笑得开心：大家“高兴就

好。”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了解，每次
去张鹤祥家，老人都会关心困难邻
居近况，但很少提及自家困难。他
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退休金是主
要来源，自己与老伴常年身体不
好。

用来买蒸糕的钱并不是个小
数目。老人却打趣：“我是用省下
香烟的钱来买蒸糕，我还得感激吃
蒸糕的人啊！”而事实上，老人多年
来省吃俭用，眼下，随着年纪增长，
身体状况也有些不如以前，家里装
药的瓶瓶罐罐多了起来，但提及送
蒸糕，张祥鹤还是很坚定：“只要还
活着，新春蒸糕就会送下去。”

佘山86岁“蒸糕爷爷”连续3年为困难居民新春送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