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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婷通讯员沈国强

本报讯 日前，第八届跨湖桥文化节
暨“联合国代表团中国萧山文化行”正式
启幕，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 22个国家
的 56 位联合国代表齐聚萧山，实地感受
萧山的文化魅力。瓜沥镇“萧山花边”、

“昭东剪纸”两个非遗项目在此次活动中
展示，深受国际友人的喜爱。

在省级非遗“萧山花边”展位前，不少国
际友人驻足欣赏，有的还参与挑花的动手体
验，一位比利时友人一边仔细观看挑花师傅
们现场展示手绣花边、欣赏展位上的花边作
品，一边连连竖起大拇指为萧山花边的技艺
点赞，并用不太流利的中文给现场的挑花师
傅们鼓劲：“我们比利时手绣花边也很厉害，
但还是你们厉害。”此外，在此次活动的开幕
式上，“萧山花边”舞蹈《指尖上的花朵》作为
表演节目之一呈现在国际友人面前，赢得大
家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他们纷纷拿起手
机、相机记录着精彩的瞬间。

在“昭东剪纸”展位前，瓜沥明德学校师
生向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国际友人，现场展
示剪纸技艺，不少友人跃跃欲试，参与剪纸非
遗项目的动手体验。一位韩国友人现场学习
了剪纸的技巧，并在剪纸老师的指导下，亲手
完成了第一件剪纸作品，开心地和剪纸老师
合影留念之后，带着纪念品开心地离开了。

据悉，“萧山花边”设计精巧、构图精致、
绣制技艺精湛，其制作分为设计、刷配、挑
绣、整烫四道工序，20余个环节，有上百种针
法，是独特的工艺品、实用品乃至收藏品。

昭东自古就有剪纸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
每逢喜庆婚宴，许多人家都会将喜花、福寿字、
元宝、龙、虎、鱼、荷等寓意吉祥的剪纸作品，用
于礼品点缀、贴于门窗。近年来，瓜沥镇党委、
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断通
过举办大型赛事、组建社团、编印教材等方式，
将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推广。如
今，辖区内挑花、剪纸的爱好者越来越多。

▉记者周婷通讯员王成康

本报讯 这个暑假，瓜沥镇的青少年
又多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好去处”。

“这个好玩，要不我们来比一比？”“我赢
了！我赢了！”……大家兴致勃勃、争先恐
后地参与意念方舟、方块大作战、桌面足
球、激光打靶等新奇有趣的活动，欢呼声
此起彼伏。

这里是区青少年宫瓜沥分宫，是该镇
为更好地推进校外教育工作，促进青少年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于今年夏天新增设

的青少年活动场所。瓜沥分宫自7月10
日启用以来，深受辖区内青少年的喜爱。
截至目前，瓜沥分宫已开设兴趣活动项目
30余个，参与青少年超过1000余人次。

日前，瓜沥镇“春泥计划”指导服务中
心也正式在瓜沥分宫挂牌成立。指导服
务中心成立仪式上，下发了暑期服务青少
年的活动菜单，供瓜沥镇各村（社区）“点
菜”。到目前为止，指导服务中心已接受
瓜沥镇各村（社区）共计20多场快乐大篷
车的预约活动。接下来，指导服务中心将
继续把优质服务送到有需要的村（社区），

把快乐送给更多的孩子们。
据悉，瓜沥分宫位于瓜沥镇东灵路

130号（原任伯年小学），以“关爱儿童、
服务青年、立足公益、追求卓越”为宗
旨，结合学校课程设置和改革，组织开展
生动活泼、怡情益智的文体、科技等活
动，共享优质校外教育资源，丰富第二课
堂内容，着力培养人才，推进和提升瓜沥
及周边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使广大青少
年在形式多样的校外活动中培养兴趣爱
好，是推进青少年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
阵地。

老底子每逢农历五月廿日，就得开
办举行一年一度的“分龙节”。

何谓“分龙节”？据《辞海》“分龙
雨”条目解释：“分龙雨”是指地方性热
雨，在太湖流域一带把每年农历五月廿
日定为“大分龙节”。民间传说，这一天
东海龙王分派龙子龙孙到各地行云布
雨，地方性热阵雨就多起来，火灾就相
对减少，所以用办“分龙节”的形式，来
纪念东海龙王的功德，因龙能吐水，水
能克火，这是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自然规
律，来消灭火灾。实际上，“分龙节”就
是旧时民间“消防宣传日”。

瓜沥镇在每年的这一天，把所有的
救火设备（木龙）聚在一起，在一定的时
间，一定的地点，按一定的运作比赛速
度，哪一支“木龙”发挥得最好，就是一
支勇敢善战、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灭火作
用的队伍。为此，这一活动深受百姓赞
扬，也获得当地政府的肯定。

瓜沥镇“分龙节”历史悠久，规模较
大，名闻省内外。其大约起源于清朝光
绪年间，当时瓜沥己比较闹热，工商业也
较为发达，以蚕桑棉花业和手工制造业
为主，成为当时绍萧两县交通水陆码头，
是南沙一带的生产生活必需品集散地。
在当时大部分地区都是砖木结构房子，
南沙地区都是草舍，俗语说“贼偷一半，
火烧全完”，如果用火不当，很容易发生
火灾，加上木结构房子如果失火，如果救
火勿及时，就会“火烧连营”。

针对这一实际状况，防火问题，不可
忽视，成立灭火救援队伍也较为迫切。
在镇上首富“金毛爷”的创导下，瓜沥首
次成立“救火会”，他从绍兴城里买来救
火“木龙”一台，取名“久安”防火龙，并组
织起有36人的队伍，成立首支救火队。
每人发救火龙会号衣一件，救火时穿用，
衣服印有“久安”二字，大旗上印有青龙
一条。整支队伍形象以龙为代表，含龙
能喷水，水能灭火的意义。当时的救火
队按报警早、损失小的要求建立，拷锣报
警制度，分地段进行，初听到火讯为头
锣，紧邻负责区域为二锣，听到锣声为火
起信号，队员不管白天或晚上，必须急速
到达救火“龙房”各就各位，在指挥的指引
下，奔赴火灾发生地，大旗插在哪里，“救
火龙”就放在哪里，以就近水源取水，用水
桶挑水到“木龙”贮水桶里，两边龙杠手便
一上一下揿动，通过铜泵活塞的抽动，把只
进不出的水压注入铜筒管子里。整个过
程要紧密配合，一气呵成。

为了提高救火会员的积极性，解放前
后，消防队员每出去救火一次，在队里可领
到“火签”一支，凭签可去“金东昌”南货行领
取赏钱或物资。当地商会负责在各个商

店、企业筹集经费，用于防火组织添置设施
和日常开支，并奖励救火有功人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瓜沥镇的防
火救灾设施得到不断更新，队伍也得到不
断扩大和增强。1957年镇人民政府由镇
公安特派员高炽林负责，成立义务消防
队，并以瓜沥明丰电厂厂长龚炳熙为代
表，工商业联合会出资，从上海购得消防
泵一台，当时老百姓叫“救火洋龙”。“洋
龙”果然利害，只要进水管在河里一放，机
器一发动，“洋龙”马上出水，须三个人把
稳出水带瞄子，水柱扬程达70米左右，其
冲击力可以冲倒老式墙头，一台“洋龙”的
功率比十支“木龙”还要大，能倾刻扑灭大
火，老百姓拍手称赞“洋龙”真煞灶。救火

“洋龙”放中街耶稣教堂对面，是手推车
式，出门救火速度快，队员体力消耗减轻，
有效提高了灭火效率。

1960年，由镇手工业办事处主任戴
阿维任瓜沥镇义务消防队队长，组成有实
力的工厂陆续购置消防泵，镇义务消防队
下辖企业义务消防队二十三支，有机动泵
25台和消防车1辆，各个企业领导都兼任
队长、指导员。1980年始，由镇联防队长
沈张宝兼任队长，以加强镇党委、政府对
防火工作的领导。在上世纪后期，确定由
镇人武部长主抓消防工作，全面落实“群
防群治”、“自防自救”方针，使瓜沥镇的人
民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连续二十多年
没有发生火灾，并在晚上组织安全巡逻，
拷更，提高居民防火防范意识，边走边拷
锣边喊话：“楼上楼下”、“小心火烛”，“小
孩玩火”、“加强教育”，“一家失火”、“四邻
遭殃”，“防火防偷”、“安全第一”，以此警
示群众的防火意识。

几十年来，瓜沥镇的义务消防工
作成绩蜚然，全镇的义务消防力量相
等于当时二个县消防中队的能力。因
此，县消防中队很少出警到瓜沥地区，
甚至邻近地区发生火灾，往往是瓜沥
义务消防队率先到现场，为此先后有
两次省、市消防工作现场会在瓜沥召
开。现场会举行消防演习，随着杭州
市消防支队司令员的一声令下，顿时
江边的消防泵浦轰鸣，25台泵浦一齐
出水，消防队员配合良好，素质过硬，
深得上级领导赞扬。

随着时间的推移，瓜沥镇传统的
“分龙节”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终止，传统的民间救火组织演变成义务
消防组织，这一经验也在全省推广。原
来使用过的老消防设备，现陈列于省消
防历史馆。“三镇合一”后，瓜沥镇现有
两支政府专职消防队和三支企业专职
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大大
提高了队伍火灾救援能力。（项宝泉）

莲贞起身道别离开了帐房，慢慢朝东院
走去，觉得手里沉甸甸的心里也沉甸甸的，
大哥那句“不能愧对泉下的四弟”的话烙疼
了她，我的一切都与一个不在人世的他紧紧
的系上了死结。

孩子们顾自在西院厅堂前嬉闹，大人们
依旧在西院厅堂内忙碌，没有人注意她。

莲贞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东院的，在
跨下花廊石级的时候踩到了石级边上的斜
石条上，一脚滑了下去跌坐在雪菩萨旁，亮
闪闪的银圆嵌入身畔平整的积雪里。莲贞
试图起身，可又无处可扶手，就索性不动了，
看看雪中点点的月月红心中有了一份怜惜，
雪压冰冻你还强颜欢笑，那凝固的冰粒是你
的泪珠吗；仰脸看看酣态可掬的雪菩萨，心
中又有了几分羡慕，冰袈雪座你尚不愠不
怒，还是你无心无肠也无忧伤；垂首看看周
围嵌入银圆的雪地，一孔一孔的如去了莲子
的莲房，那是空的，我的心也是空的，钱又如
何呢。莲贞怔怔地坐在雪地里。

士清和士云两姐妹是去北楼请四婶选
耳环的，她们打算请教平素很懂得绣花配色
的四婶娘正月初一如何打扮，谁知一进东院
竟看到了坐在雪地上的莲贞。

小妹士云大声嚷了起来：“四婶娘，你怎
么了。”

两姐妹赶紧过来扶起莲贞，士云忙着拣
起一个个散落在雪地里的银圆，姐姐士清边
扑打莲贞身上的雪边急切地问伤了没有。

“没什么，我只是滑了一下。”莲贞看看
士云拣起的银圆，轻轻地对她们说，“你们帮
我把这银圆分些给孩子门做压岁钱，其余的
给你们俩。”

“谢谢四婶！”妹妹士云笑了，圆圆的脸
上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

“四婶，您给的太多了，妈知道会说的，
您给自己留一点嘛。”士清犹豫地说。

“过年了，难得的，我还有，你们去吧，我
回楼上换件外套就下来。”莲贞亲切地说。

邢家的年夜饭是很迟的，一定要等外面
各处柜台的生意了结盘点以后才开席。因而
大太太吩咐，傍晚时分家里人先吃些祭祀过
的食品填填，诸如年糕粽子藕等等，意为散
福。

几个孩子拎着一串串陈嫂特意给裹的
小小的尖角粽子，在院子里追逐嬉闹，大大
小小的上衣口袋里装了刚炒熟的热乎乎的
花生、爆爆罗汉豆，小腿一跨厅堂的门槛，
哗，洒了一地，大人笑了孩子乐了，梳羊角辫
的小姑娘丫丫因为没有象小哥哥那样的两
个小小的粽子合在一起的“抱抱粽子”，翘起
了嘴巴，于是大人争相去哄这小千金，又去
劝那小哥哥，老祖宗的规矩，过年是不许哭
的，要讨一年的吉利。

士生是在年夜饭前被大哥士龙和三弟
士寅扶到西院北厅堂的。厅堂内两张圆桌和
一张八仙桌已呈一字横摆开，圆桌旁是镂花
的圆凳，八仙桌旁是长方的骨牌凳，桌上的碗
盏碟匙早已布好，墙角是启封的绍兴黄酒和
自酿的白米酒，孩子们早已围坐在西手的圆
桌边了，士生被按坐在中间圆桌旁的一张太
师椅上，旁边还拥了毛毯，那是大太太吩咐
的。

堂前烟雾袅袅的，已化灰的黄纸元宝锡
箔元宝翩然飞旋，未燃尽的在铁盆的火苗中
抖抖擞擞，冒出丝丝白烟，吹灭了蜡烛芯上
升起一缕青烟，刚坐上桌的铜暖锅吱吱冒着
水气，生了白炭火的大号铜脚炉在一边散出
暖烘烘的热气。

看着眼前的一切，士生仿佛回到了自己
的童年，感叹：小时候真好，人为什么要长
大。要不是病魔缠身，士生真会去和小辈们
尽兴地耍一通，脸上浮上了难得的笑容。

厅堂中间的大圆桌是大老爷和大太太带

着儿子们和莲贞一起坐的，另外还有眼镜先生
金大和外面柜上的大先生；大太太坐下后便亲
热地招呼莲贞，坐得离火盆近，暖和些。

士生被安排坐在母亲的右侧，莲贞便坐
到了士生的旁边；大老爷在妻子的左侧朝南
位上就坐，眼镜先生金大他们和士龙兄弟也
依次坐下，大太太看看还有座位，又把士龙
的大儿子荣儿招来坐在莲贞的旁边，三代同
桌，少长咸集。

士龙和士寅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姑和几
个孩子也在另一张圆桌上坐下了。

八仙桌旁还空着，那是陈嫂他们的席
位，大太太的规矩，过年了，留在邢家的下人
帮工一律都在厅堂分岁，一样的菜肴一样的
格局，同时开席。

主人落座后，台门关了，厅堂门关了，很
快就上菜了，年夜饭开始了。铜脚炉里白炭
火旺旺的，暖锅里的菜汤腾腾的，青瓷酒盅
里的黄酒烫烫的，一家人的心是暖呼呼的。

刚开席，士龙就带弟妹和儿女向父母敬
酒，然后是大老爷照例向眼镜先生金大敬
酒、向两位大先生敬酒，这时大太太也起身
到八仙桌前向几位老家人敬酒，还特地向陈
嫂敬酒，谢谢她对士生的照看。

酒过三巡，大太太吩咐士龙兄弟给四婶
娘斟满酒，自己一手端起自己的酒盅站了起
来：

“四妹，真该谢谢你！”
“四婶，敬您一盅。”
“四婆婆，敬您一盅。”
“别、别、大嫂您别……”
莲贞慌忙站了起来举起了酒盏，未曾喝

酒脸已涨得通红了，不由自主地接连喝下了
几盅酒，大老爷把一只香喷喷的鸡腿夹到莲
贞的蝶子里。醇厚的女儿红使莲贞感到头
有些沉，浊酒一杯家万里。莲贞又一次端了
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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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花边 昭东剪纸受老外“热捧”

这个暑假 瓜沥小朋友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民俗盛会

“分龙节” 救火队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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