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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

我市作家梁永利获吴伯箫散文奖
近日，首届吴伯箫散文奖在山东济南揭晓， 式刊号的散文集、散文单篇作品、散文理论专著
《湛江文学》主编、市作协副主席梁永利的《走在 （篇）。经过专家认真细致评选，共有 46 部（篇）
雅致的家园》获单篇散文作品奖。
作品获奖，其中散文集奖 10 部、散文单篇作品奖
吴伯箫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散文家和教育
34 篇、散文评论奖 2 篇。
家，一生共有 17 篇散文名篇被收入新中国成立
梁永利的散文《走在雅致的家园》是 2017 年
后各个时期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
11 月参加湛江市作协组织的北部湾城市作家笔
人。吴伯箫散文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首届评选
会所创作的一篇佳作，收入《蓝色之城》一书中。
范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
作者以云淡风轻般的笔触，抒写出年轻港城的姿
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表，具有独立书号和国家正
彩。 （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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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筑牢
防疫墙

□林延军
村庄的气息，从
“咚咚咚”的鼓声里开始。
得益彰。北狮重写实，南狮重写意。北狮有雌雄
劳作了一年的人们，黝黑的额头写满皱纹， 之分，南狮头上则有一个“独角”。相传远古时
像是田畴里的庄稼。从田里耕作的带头小哥，还
期，广东南海一带发生了瘟疫，后来出现一只神
来不及放好农具，便直奔村里宗祠旁的一间小
兽，神兽所到之处，瘟疫便很快没有了，后来百姓
屋，屋内灯光微弱，暗暗的，带头小哥举起鼓槌， 为了纪念神兽，称神兽为“年兽”。家家户户用竹
“咚咚咚”的鼓声萦绕在村庄的上空。悦耳的声
蔑、纸等材料制作“年兽”，配合锣鼓，并用一张桌
响，似一支集结号，由近及远，又从远及近，慢慢
子放置家门口，准备好“年兽”喜欢吃的青菜，等
地，小屋门外那块空地很快聚集了不少黄发垂
待年兽采食。由于年兽与狮子的样貌有相似，经
髫。一阵拾掇，有人敲锣打鼓，有人头顶着狮头， 常为老百姓带来祥瑞和喜气，年兽被称为“瑞
有人弯腰当狮尾，带头小哥与几名青年小伙摇身
狮”。受年兽影响，南狮头上还有一只由头顶长
一变成为“狮子班”，他们脚踩着土地，双手举起
出，向前弯曲的独角，寓意“独占鳌头”。舞狮就
狮头，在人群里舞动起来。
像一只南飞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它的气息、
“狮子”时而抬头扭脖，时而腾挪翻越，时而
性格、身影似乎伴随着远古先人的足印迁徙，从
眨眼踢腿，刹那间，
“狮子”又向前奔跑，像是听到
中原一路南下，从高墙内到高墙外，从一座村庄
谁的呼唤，踢腿，抬头，突然间又摆头晃脑。此
到另一座村庄。
时，鼓声从轻快转为慢悠悠地，紧跟着又从慢转
在广东，因粤语“瑞”与“睡”读音相同，老百
为快。
姓比较忌讳，认为“瑞狮”是带来福瑞，后又将“瑞
一会儿狮子
“高兴”
了，
一会儿狮子
“生气”
了， 狮”改称“醒狮”。直至明代，醒狮出现在广东的
不会儿狮子“悲伤”了……从步伐到动作，从表情
一些村庄，百姓为祈愿兆丰年，风调雨顺，把愿景
到性格状，
舞狮人在
“狮子”
的世界里，
靠默契和心
寄托在醒狮的身上。村民用醒狮的威严驱赶邪
灵相通等配合，
将狮子的喜、怒、哀、乐、动、静、惊、 恶，祈盼来年事事顺心。
疑八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刻，狮子像生长在村
在南方的乡村，特别是粤西一带，基本每条
庄的精灵，
为百姓带来欢乐，
祥瑞辟邪。
村庄都有自己的醒狮队，乡亲们学南拳，舞醒狮，
正月的日子，
“ 狮子班”便串村走巷，挨家挨
后来将舞狮的表演程式逐渐演化出高桩狮、梅花
户，为村民舞狮，寓意庆贺一年的收成，祈祷风调
桩狮、狮子走钢丝……每逢元宵、年例或节庆盛
雨顺。他们在村庄穿行，变成村庄乐谱上的一个
典，乡亲们便举起狮头，与狮共舞，人们要将一年
个音符，又像田畴里的庄稼，星星点点，在南方这
的收成和喜悦，
擂晌在鼓锣钹的交融之中。
片贫瘠的红土地上跳跃起来。
记忆中的童年，许多小伙伴都有“功夫梦”
从村头到村尾，从大街到小巷，
“ 狮子班”所 “狮子班梦”。一听到鼓声响起，小伙伴们就像着
到之处，队伍后面跟着一群围观的孩童，他们个
了魔，拔腿就跑，直奔村中央的那片空旷地。
“舞
个跃跃欲试，目标是那“狮子”。舞狮多数由身手
狮子啦！快！”成为我们奔走相告的口头禅。但
敏捷、强健有力的小伙子完成。其实小孩并不
每次看完舞狮表演，伙伴们都意犹未尽，回家又
懂，只知道想看“舞狮子”。看别人耍几套功夫， 找来棍子到处敲，模仿击鼓。
看舞狮，看击鼓，来一场喧嚣和狂欢。
有一次，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便听到我
每次舞狮前，
都会有一段击鼓演奏。
“咚咚”
的
家那个方向传来一阵“咚咚咚”的声音，只是，那
声音从低到高，
变化多端，
似乎在召集志同道合的
不是狮子鼓发出轰隆、遒劲的鼓声。原来，邻居
人，又似乎要把“狮子”唤醒。随后，醒狮闻鼓起
家的亲戚坐在砖头上，他跟前倒放着一个破旧的
舞，或睁眼，或洗须，或舔身，或抖毛。渐渐地，鼓
铁桶，双手各握着一根棍子，自得其乐地敲起来，
声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又像狂风暴雨，排山倒
我马上意识到他想学“狮子班”的人击鼓？此刻，
海。小孩坐在大人的肩膀上，
看得如痴如醉。
这个鼓就是他的“狮子班梦”，就是他的世界，他
霎时，握鼓槌者用尽力气，擂出浑厚的鼓声， 陶醉在鼓声的旋律中，童真而无邪。那段时间，
“狮子”又弯了一下头，似沉思，似惊悚，尾巴随之
我也学着他，搬来自家的铁桶当鼓敲，后来被母
摇摆起来。鼓声、钗声和鞭炮声回荡在房舍、村
亲训了一顿，现在回想以来是那么幼稚。
“我长大
庄和草木之间，地面不时扬起一阵土灰，围观的
了也要参加狮子班！”他告诉我，这是他的梦想，
黄发垂髫如追星，久久不忍离去……
只是没多久，他就回到他的家乡，从此再无音讯。
听村里的老人回忆，什么时候开始舞醒狮，
是的，醒狮一动，沉寂的村庄就被唤醒。它
早已无法考究，只知道这是“历史传下来的”！但
们威严，它们凶猛，它们祥瑞，它们从乡野走进城
《旧唐书·音乐志》有一段关于记载：
“ 太平乐，后
市，又从城市走出国门。醒狮要将舞蹈、武术和
周武帝时造，亦曰五方狮子舞，缀毛为狮，人居其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气神，从世界的东方撒向全世
中，像其俯仰驯押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
界。在一呼一吸之间，醒狮登上异乡的舞台，在
之状。五狮子各立其方位，百四十人歌太平乐。” 华丽转身之间，在万千景象之中，醒狮一跃登上
从记载来看，
“ 太平乐”所描述的场景与现代的
非遗的榜单，万物景仰。
“舞狮”出于一辙。
醒狮，是有生命的，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
舞狮，源于官廷狮子舞，盛行于民间。史料
的目光，还有记忆。它，又像一条辽阔的河流，支
记载，中国的舞狮分为南狮和北狮，一南一北，相
流所到之处，连着根脉，滋长乡愁。

2020 年 6 月 15 日

□莫红妹
2020 年春节期间，宅家的每一
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媒体于某一
刻蹦出来的某一个数字或某一段话
刺激着我绷紧的神经。特别是每次
关注班级孩子们的健康情况时，我
总是先在心中默念几句才敢打开登
记平台。得知孩子们一切平安时，
悬着的心才慢慢落地，然后重复又
重复地强调宅家，勤洗手，多休息，
出门戴口罩等防疫事项。因为，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生怕自
己的某一次疏忽，会给家人或者他
人带来危害，所以，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做好防
疫的表率。
而经过多次解答孩子们幼稚的
提问后，
他们慢慢地懂得了病毒的可
怕，
并能积极地配合我的工作而尽可
能地足不出户，
有的甚至当起了家庭
监督员，
认真地向我汇报家庭成员的
健康情况和动向，这让我感觉到:只
要用心，
哪里都可以是主战场！
我虽然不能给在生命线上挣扎
的重症者送去一丝温暖；也无法给
一线的工作者抹一把劳累的汗，但
宅家的日子，我不但坚持每天给孩
子们认真上好每一节网课，还利用
空闲时间写抗疫宣传标语及散文、
诗歌、小小说，用文字筑起了一道坚
固的心墙。
所做的这一切，我觉得自己是
勤劳而光荣的。可是当我回到学

校，看到保安养叔每天忙碌的样子
时，才觉得自己所做的是如此的微
不足道。
养叔，是人见人夸的好人。他
那慈祥的微笑，有着父爱般的温暖，
那布满老茧的双手，可见其勤劳的
程度。
而在疫情期间，养叔无论上不
上班，每天都早早地起床，挥舞着那
把长长的笤帚，把整个校园打扫得
干干净净，还适时进行消毒。
校长心疼地说：
“ 养叔，轮到你
上班才来打扫吧。”
养叔微笑着说:“反正在家也是
呆着，习惯了。”
尤其是每个星期定期消毒的那
一天，养叔会更早地来到学校，先把
花圃上参差不齐的枝叶修理整齐，
然后一个人背着消毒喷桶，一个个
教室，一棵棵树木，一块块花圃认认
真真地消毒。口罩外露着的双眼，
让我仿佛看到了奔赴前线的钟南山
院士以及那些美丽的天使们。是不
是目光也可以传递？是不是执着也
能延续？是不是信念也可以传播？
这一切，在养叔的身上，都让我找到
了答案！
更让人感动的是养叔利用工作
之余，开拓了学校后面的一块荒地，
种上了蔬菜，疫情期间成了空巢、孤
寡老人的物质精神双食品。养叔一
有空就到那里抓几大把，然后逐个

地给附近的这些老人送去。这暖心
的一切，让多少人为之内疚，又让多
少人涕泗横流？菜送到家，离开时，
养叔总是微微一笑地对那些老人
说:“ 有什么事，你们尽管打电话给
我。一定要让在外面不能回家过年
的孩子放心。”
短短的一句话，让我明白：格局
成就了人生！站在养叔的面前，我
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特别让我难忘的是那天上级领
导来检查，校长只要求养叔打开大
门欢迎。可是养叔五点钟起床，一
个人就把整个校园打扫得干干净
净。领导来到我们学校，看到如此
洁 净 的 校 园 ，直 夸 我 们 的 校 长 不
错！领导离开后，校长握着养叔的
手连说着感谢的话。养叔还是那么
平静地微微一笑说：
“ 校长，是您对
教育的那份热忱感动了我！”
认认真真读报的养叔常跟我谈
起那些抗“疫”在第一线的工作者的
优秀表现，感觉他有一种未能奔赴
前线工作而产生了遗憾的心理，而
每每此时，我总为自己取得一点小
成绩就感到自满而惭愧。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养
叔平凡中所凸现出的伟大人格给我
上了一堂生动的抗疫课，让我明白
了“格局决定成败”这句话的内涵！
更让我在 2020 年这个不平常年份
里，加牢加固自己的爱心墙！

庚子年这个春天

（组诗）

□林达琳

春天的脚步
看不到炮火冲天
听不到枪声哒哒
闻不到硝烟刺鼻
一场全民战争却紧张打响
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
变成了冲锋陷阵的战士
前进吧
把寒冰披在身上
让它成为刀枪不入的盔甲
战斗吧
亿万颗最炽热的心
此刻演绎人世间最深情的告白
听，春天的脚步近了
冬去春来之时
百花必定怒放枝头
樱林飞霞同样不负春光
中气十足的报春鸟
举起喇叭也来催春耕

逆行

庚子年这个春天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骤然按下了暂停键
瞬间，逆行成为了
感人肺腑的关键词
出征的心虽然本能地害怕
却选择义无反顾
大爱是逆行者的理想
勇敢是逆行者的战袍
信仰是手中高高举起的利剑
向敌人的心脏刺去的时候
他们就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一个个逆行的背影化作了
一座座顶天立地的大山
撑起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
点点星光越来越多
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
在凛冽寒风中
温暖了华夏儿女的心房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庚子年这个春天
尽管有姗姗来迟的动机
但没有缺席的理由
因为

热血英雄把迷路的春天
坚决地找回了人间
还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大地
播洒了无数饱满的种子

在春天种下怀念
在无风吹拂的旷野
布谷鸟的聒噪更添空寂
就这样硬生生地
犁开了心田
埋一张黑白照片
洒几捧悲伤的眼泪
吟诵三五行关于
苦难与抗争的祭词
虔诚地祭奠
勇敢逆行书写大爱的灵魂
多年以后
每当人们想起
庚子年这个春天
不会忘却也不能忘却
因为
在每个人心里
早已长出了座座丰碑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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