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2022年2月10日 星期四 7

编辑：魏美丽 李慧平 田园 美编：张静雯

壬寅虎年正月初一，由内蒙古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主办，内蒙古曲艺家协会、内蒙古广
播电视台视频综艺体育节目制作传
播中心承办的“2022年内蒙古曲艺春
节晚会”与广大观众见面，人民网、新
华网、奔腾融媒、正北方网、内蒙古卫
视文体娱乐频道等平台陆续播出。
2022年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汇集了
自治区内外一批新创优秀曲艺节目，
著名相声演员大兵，著名评书艺术家
刘兰芳，著名曲艺艺术家柴京海、柴
京云，著名二人转演员闫淑平，二人
台表演艺术家王占新以及青年相声
演员杨钰海、内蒙古艺术剧院二人台
艺术团的演员等为广大观众奉献了
群口快板、相声短剧、评书、对口呱
嘴、小品、数来宝、二人转等精彩的曲
艺节目。这台以“虎年春来早，曲艺
送欢笑”为主题，内容丰富、异彩纷呈
的曲艺春节晚会为虎年春节增添了

浓浓的年味。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也唱响着时

代的声音。2021年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意
义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描绘了
我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各族人民
团结凝聚在党中央的周围奋力前行，
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晚会中，
群口快板《虎年春来早》、对口呱嘴

《姊妹追梦》、小品《年夜饭》等节目围
绕近年来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变化，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时代的基
本风貌，体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者用
文艺创作定格时代记忆、镌刻时代历
程的使命和责任。节目的创作与表
演展现了建党百年来，特别是脱贫攻
坚取得重大成就以来，时代的变化带
给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蜕变。
这些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文艺的温
暖和力量。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
源，方能奔涌。传统艺术博大精深，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评书、地方戏和地方曲艺展现着人
民群众的情感，传承着民族的血
脉。晚会中，评书《康熙买马》、二人
转《大西厢》、大同数来宝《隔辈亲》、
相声《杂学唱》等节目通过艺术家的
精彩演绎，展现出人民群众与传统
艺术的血肉联系。这些脍炙人口的
传统艺术自流传以来，广受各地群
众的喜爱，并不断在实际社会生活
中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再次证明着
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社会主
义文艺永恒的话题。传统艺术在新
时代的绽放再一次让我们领略到

“文艺创作的源泉是什么”，感悟了
生生不息的传统艺术和人民生活该
如何续写。

晚会中的群口赞词《亮丽北疆内

蒙古》以唯美的词句描绘着美好生活
的蓝图，营造了和谐家园的憧憬，以

“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演绎了新时代
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新面貌，既是对时
代的欢庆，也是对新征程的祝福。优
秀的作品往往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
优秀的文艺节目也总是在带给人们
精神享受的同时给人以启迪。

四序开新律，九州度瑞年。2022
年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在喜庆欢快
的基调中把观众带入时代和艺术、现
实与想象、欢乐与温情的多维空间，
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曲艺独特、靓丽
的风景。整台晚会体现了在守正中
创新，寓教于乐，讲趣味也讲品位的
艺术理念，它是虎年新春中清新亮丽
的文艺之歌，更是新时代内蒙古曲艺
人艺术精神的薪火相传。新时代的
文艺理应与人民情意相通，血肉相
连，用心用情、有趣有品地讲好我们
身边的故事。

杨晓娟是一位 32岁的创业青年，
出生于河口村的她从小就受到龙灯
鼓、舞龙、双墙秧歌、托县炖鱼、河口豆
腐等非遗文化的感染，她发现自家的
花馍馍也是一门传承技艺。她从最初
与奶奶妈妈蒸馒头、枣馍、寒燕儿时品
味到了传统手工花馍的乐趣。这传统
的手工艺馍馍怎样让它能流行起来，
让它好看，又好吃。这是杨晓娟想要
突破的难点。2018年她成立了托县巧
手娘手工艺合作社，开始研究馍馍销
售之路。为了更多地了解花馍，她走
访周围多个村子与多名老人请教馍馍

的来历、做法、寓意等。合作社与当
地政府单位联合举办了传统花馍比
赛，让更多馍的传统文化挖掘呈现出
来。2019 年，杨晓娟除了已经掌握的
传统花馍手艺，同时在网络上学习研
究了我区其他地区花馍的做法，再融
会贯通，将托县的花馍分类归纳成各
种用途、各种节日所需。

在杨晓娟的不断努力下，2020年7
月，她创办的合作社被市文化遗产中心
列入非遗传习所，2021年 5月，托县花
馍被正式列入市级非遗名录，如今合作
社全年综合收入可达120万元，并且杨

晓娟已经做好了申请市级非遗传承人
准备。在杨晓娟的带动下，当地村民有
20余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利用农闲时
间足不出户每月就能挣到两三千元。
杨晓娟在创业创收的同时，也不忘把这一
非遗文化发扬光大。为了让花馍馍得到好
的传承，同年她在合作社开设了传统手工
艺体验活动，举办了10多场花馍制作体验
课程，家长带孩子的体验让托县花馍得到
更好地传承。杨晓娟被各个学校请去传授
花馍的知识，传授花馍制作过程，深受学校
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为了让花馍在材料上更符合现代人
的需求，杨晓娟将南瓜、菠菜、紫薯等颜
色鲜亮的水果蔬菜煮一下打成糊，用传
统蒿酵老引子发酵出来的面填白面，用
果蔬糊汁、白糖、牛奶、鸡蛋和适量碱面
和面。在制作花馍现场，杨晓娟手指翻
飞，一边快速捏制着所需花馍，一边介绍
说：“动物是最好做的，要让动物的面部
五官夸张一点，先捏大概形状，再剪出耳
朵、嘴巴胡子、四肢等，用黑豆做眼睛，这
样就基本成型了。需要注意的是要揉回
去口子收好，捏的时候要瘦三分之一，然
后醒发会膨大三分之一，上锅蒸会再膨
大三分之一，这样才是正好的形状。醒
发时间要自己掌控，温暖的地方会醒发
快一点，轻压馍馍有回弹即可上锅蒸。”
一会儿工夫，一个个憨态可掬、香气扑
鼻、松软有嚼劲的花馍就出锅了。

“对好多当下的年轻人、小朋友而
言，馍馍好玩儿好吃，可是为什么要做
花馍，知道的人却不多。西式蛋糕在
餐桌上随处可见，中式花馍见了很是
稀罕。”杨晓娟表示，她要让更多人接
受、喜欢花馍。新的一年她新建的传
统花馍工厂就要开工了，她想让有手
艺的老人家走进来，让有温度的花馍
卖出去，让花馍技艺传承下来。“重拾
匠人手艺，让传统花馍登上我们每一
个人的餐桌。这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的
使命。”杨晓娟说，老一辈传下来的民
间手艺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走样
断代，花馍馍是农村面食文化智慧的
结晶，绝不是捏面人那么简单，所以我
要好好把花馍馍这项非遗文化传承下
去。让河口村花馍馍的美传遍世界，
让更多人通过花馍馍了解河口村，走
进河口村，造福河口村。

托县花馍：
非遗年货为节日增色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乌力更 文/图

春节假期结束，但在正月十五之前，花馍依旧是托县人
走亲访友和聚会必备的年礼。托县巧手娘手工艺合作社内
摆满了枣山、枣糕、枣蛾、柏枝、财篮、财神人、羊头、猪头、
鸡、鱼、虎、兔、佛手、石榴、柿子等各种造型各异的花馍准备
包装。这里做出来的花馍，种类齐全、花样百出，从年前开
始到现在定制年货花馍的人络绎不绝，创办合作社的杨晓
娟一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

托县历史悠久，河口村在托克托历
史进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口一
度作为驰名塞外的粮油、盐碱、甘草、土
特产等运输销售的水旱码头、商贸文
化、农牧业繁荣之地，花馍馍的传承较
为普遍。河口村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
壤、充足的日照使小麦粒大饱满，麦质
优良，用托县河口村面粉和当地深井水
制作的花馍馍清香筋道、营养丰富。

受走西口文化影响，托县花馍融合
了山西陕西风格。花馍自古以来就与
黄帝的祭典紧紧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传说当时人们为了缅怀黄帝功德，祈求
风调雨顺，在祭祀黄帝的过程中，以太
牢（指三牲：豕、羊、牛）、时令水果、鲜
花、五谷而供奉于灵位之前，后来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日益
提高，从而用面粉作出各色动物、花卉
来替代三牲、花卉，用面花祭品祭祀祖
先这一形式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逐渐

由官方向民间转化，同时也与当地的生
产生活、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生儿育女
等结合起来，更加增加了面花在民间的
普及性和平民化特征，这些面花制品
形式多样、姿态各异，兼具供奉、观赏
和食用等多种功能，也可以用作馈赠
亲友的礼品，成为民间社会交往的重
要媒介。这种自发的面花塑作活动充
分展示了民众的审美理念和艺术才
能，使蕴涵在民间习俗中的文化传统
得到自然的传承和彰显。时代发展到
当下，面花在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也随处可见，成为祭祀活动中和日常
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

托县花馍是一种纯朴的传统民间
艺术形式。就捏制风格来说，细致、优
美、精巧。简单地说，花馍就是用面粉
加彩后，捏成的各种小型人物与事
物。花馍上手快，只需掌握“一印、二
捏、三镶、四滚”等技法，但要做到形神

兼备却并非易事。以前的面塑艺人挑
担提盒，走乡串镇，做于街头，深受群
众喜爱，但他们的作品却被视为一种
小玩意儿，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
如今，面塑艺术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受到重视，小玩意儿也走入了
艺术殿堂。

花馍制作选料上要求面粉白、细、
劲、光，然后用精选的面团捏制出各种
动物、花卉造型，再在上面捏塑一些小
的装饰品，或用木梳压出鸟、鱼和动物
的毛发，用钥匙压出龙、鱼的鳞片，用剪
刀给小鱼、小鸟剪出嘴巴，再用不同大
小、不同颜色的豆子点上眼睛，一个活
灵活现、模样可爱的花馍就做成了。花
馍做成后放在锅里蒸熟，出锅后再给花
馍涂上简单而鲜艳的颜色，它的造型就
更加生动了。有的巧媳妇在捏制面花
时就把各种食色颜料掺入面团，这样做
成的面花更加色彩鲜艳，情趣盎然。

花馍用途广泛分类繁多

传承之路任重道远

以文艺作品讴歌时代风貌
——2022年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观后

●王宏伟

凡是逢年过节，生日满月，婚丧嫁
娶，礼尚往来，村村镇镇，家家户户，都
要用最佳精粉，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
制作各种面塑，表达各自的理想和祝
愿。当地妇女会根据不同的民俗活动
制作不同形式的面花馈赠亲友。例
如，在婚礼上向新婚夫妇赠送龙凤、鸳
鸯面花，祝愿新人生活美满、多子多
福；孩子满月时，奶奶姥姥则要送给孩
子十二生肖的面圈，或者赠送九石榴
之类的面花，祈求孩子平安成长。

婚丧嫁娶花馍。婚嫁做的龙灯呈
祥、多子多福面花，它们由男女双方的
亲戚捏制，在大喜之日送给新郎新娘，

面花的造型包括一个龙一个凤，周围
以面塑牡丹、荷花、莲花、鱼相伴，造型
美观，色彩鲜艳，自然大方，精巧可爱，
把制作者对新人的美好祝愿全部灌注
其中。此外，新人结婚时亲朋好友还
要向新婚夫妇赠送老虎花馍。老虎的
头部威武大方，背部插满龙凤及莲花、
鱼，寓意阴阳互补，连生贵子。

生辰、寿礼花馍。老人过寿时，晚
辈要捏制寿桃、松柏面花，意在希望老
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孩子生日、满
月时要捏制圈型花馍，希望孩子健康
成长；孩子十二岁时要做十二属相面
花面锁，寓意民族大团结。

年节活动祭祀花馍。俗话说二
十八把面发，除了蒸大馒头，还要捏
一些年下祭祀的花馍。当地过年敬
神祭祖时所做的花馍，造型端庄、色
彩艳丽，以正月初一和元宵节期间做
的面花较具代表性，枣山、花花都是
对来年丰收的象征。清明节制作的

“寒燕”面花，是祭祀介子推而来的故
事，之后也是对新的一年风调雨顺的
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风
俗和面花形式是一种较为朴素的表
达方式，但对于多数会做面花的母亲
来讲，却能尽情地表现她对全家人的
真情和美好祝愿。

历史悠久的花馍技艺

纳鞋底、绣虎脸、缝“王”字、扎虎须、掩鞋
口……五彩斑斓的丝线在尚孟青的手里来回
穿梭，待鞋帮和鞋底彻底缝合到一起，一只憨
态可掬、活灵活现的虎头鞋就做好了。

在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大屯乡三北张
村的一间虎头鞋制作工坊里，33岁的尚孟青
是这家虎头鞋制作工坊的负责人，春节前他
们赶制了大量的虎头鞋、老虎枕、布老虎。

尚孟青的虎头鞋制作技艺源于母亲杨
新弱，这项技艺在杨氏家族世代相传，她是
这项技艺的第六代传人。

虎头鞋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之一，我国
北方民间有为幼童穿虎头鞋，寄寓吉祥平安
的习俗。虎是百兽之王，人们认为穿虎头鞋
可以驱病、避邪，护佑孩子健康成长。

在三北张村，这项老手艺得到保留，一
针一线间蕴含着手艺人质朴的情感。尚孟
青说，制作虎头鞋不仅要手巧，还要吃得了
苦，耐得住性子。从打袼褙、纳鞋底、做鞋

帮、绣虎脸、掩鞋口，到缝合鞋帮和鞋底，共
有十几道工序，一双鞋往往要花五六天工夫
才能完工。

为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对于慕名前来
学习的乡邻，尚孟青也毫不保留。如今，这
项技艺不仅得到了传承，还成为当地人的增
收“利器”。

“我们采取‘基地+散户’方式，根据绣工
的特长进行分工，擅长纳鞋底的就只做鞋
底，擅长绣花的就专门绣花。”尚孟青说，农
历虎年，虎头鞋又迎来销售旺季。通过“派
单”的方式，她将周边的老人组织起来共同
绣制，带动了村民增收。

2021年，虎头鞋制作技艺被列入邢台
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尚孟青说，传统技艺是个宝，只有守
好这份“家业”，让它永远传下去，才能更好
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华社电）

听非遗讲故事

一针一线，许你虎虎生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花馍展示

精心制作花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