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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倍思邻。看着家家户户都在
忙年。不由得回忆起上世纪 50 年代在大
杂院的人们欢度春节的情景。彼时的我还
上小学，往事至今仍然记得。
大杂院内共有六户人家，住的都是平
房。大多数房间不大，但春节前都要彻底
搞卫生，清除老“陈”土，以求辞旧迎新之
意。腊月二十九是贴
“倒酉”
的日子，窗、门

位于和平区的津门老字号桂顺斋，不
但生产经营的糕点远近驰名，自制的汤圆
亦闻名遐迩，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究
其元宵热销原因，盖因选料上乘、服务热
情、诚信经营，
三合一独树一帜。
选料严格，
一丝不苟。上世纪 90 年代，
我在天津一粮油贸易公司供职，
曾因公司供
应芝麻、
糯米等制作元宵的食材，
与桂顺斋有
营销往来，
所以了解一些其选料的门道儿。
桂顺斋汤圆选料有三点与众不同：一
是调馅的香油不购成品油，而是买优质芝
麻在自家油坊制作小磨香油，故香味浓郁，
质量纯正；
二是元宵馅除选用上乘青红丝、
桂花、红糖、白糖，坚持用红果、菠萝、桔子
等鲜果，因不用任何添加剂，
所以保持老传
统各种馅料的原汁原味，食之口感好，
安全
可靠；
三是继承老传统，
不惜高成本购进优
质粳糯米，然后自磨糯粉打元宵。糯米分
两种，一种是籼糯，
米粒长而细，价格较低，
但磨出的粉黏性小，口感粗糙；
另一种是粳
糯，米粒呈圆状，价格较高，然磨出的粉黏
性大，口感细腻。我粮油公司每次供应糯
米，桂顺斋的老经理马万里都亲自看样品

帅”
等。有一年一幅
“串木珠”
热卖：
两个憨态
可掬的天真儿童全神贯注串木珠的可爱形
象，博得津门居民的普遍青睐，
几乎家家张贴
“串木珠”年画，一时传为津沽年画佳话。年
画的作者是张大昕，据说作品中的娃娃，是根
据他家与邻居家孩子的原型创作的。同院的
王叔叔是教员，书法功底深厚，每到临近春
节，他都免费为邻里送福字、写春联。还有一
项当年春节美化居室的
“贴墙围子”
活动印象
较深。记得母亲从商店买来有花色图案的纸
质
“墙围子”
，然后量好尺寸，
围着炕上一圈精
心用浆糊贴上。顿时新墙围子与新年画相映
成趣，令斗室
“蓬荜生辉”
。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
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
以前小孩盼过年，
一是可穿件新衣裳，二是给长辈拜年得个小
小的红包；三是能改善饭食，能吃上糖瓜和
肉，除夕夜能合家坐夜吃上热气腾腾的饺
子。说到穿新衣，往往是母亲将旧衣服浆洗
染色后用熨斗熨平整，既节俭又有年味，还有
一件好玩的事是除夕晚上打灯笼逛胡同。灯
笼由同院白铁匠谷姥爷用玻璃制作。该灯长
方形，四面用油彩画有山水、人物或小动物，
中心置一支点着的小蜡烛，用一根木棍挑着，
边走边唱：
“ 打灯笼，烤手喽，你不出来我走
上除要贴大红吊钱，在家门玻璃上还要贴
“肥
喽！“
”有打的灯笼都出来呀，
金鱼拐子大花蓝
猪拱门”“金马驹”等拱宝驮金的吉祥剪纸； 呀！”
响亮而带有稚音的童声
“小合唱”
响遍院
家家在进门右侧饮水缸上方墙上贴一张“莲
落、胡同……
年有鱼”的杨柳青年画，祈求连年生活富余。
儿时过年还有一件事情至今回味无穷，
每家屋内墙壁上都要贴几张彩色年画，渲染
那就是大杂院的
“家庭春晚”
。有一年除夕经
过年的喜庆、红火氛围：除“娃娃抱鲤鱼”外， 王奶奶提议，全院邻居齐聚她们家（因为她们
家屋子是两间从中间打开的，相对要大些），
还有戏曲故事内容，如京剧
“龙凤呈祥”
“白蛇
传”
“回荆州”
“林红玉击鼓抗金兵”
“穆桂英挂
一起包饺子的同时各展才艺表演文艺节目。

通明

与桂顺斋的元宵缘
芳薇
并用探子（一种有尖带槽可伸进麻包的铁制
工具）验货，
严格把关。有一次桂顺斋职工在
磨粉的过程中发现了混入了一麻包籼糯，立
即向领导汇报。为此，马万里给我打来电话；
我及时将那袋籼糯用粳糯换回。经历此事，
我为桂顺斋职工的高素质和其老经理一丝不
苟的敬业精神暗竖大拇指。
善待顾客，诚信经营。桂顺斋不但生产
经营的糕点、汤圆等食品质量上乘，
而且服务
热情，能给顾客一种宾至如归的温馨。上世
纪 80 年代，桂顺斋门市部在冬季除了卖糕
点，也兼营煮熟的元宵，
那时我在某建筑公司
工作（尚未转调至粮油贸易公司）。某日，我
下班路过门市部进去要了一碗热腾腾的汤
圆。待吃完元宵，我一摸口袋才发现因换衣

非遗文化

服忘了带钱包。我非常尴尬地向一位中年女
服务员说明情况，
欲马上回家取钱送来。对方
听后笑着说：
“家有万贯，
难免一时不便；
这钱我
先替您垫上，
几时路过再送来也不迟。
”
我听了
这席话十分感动；
第二天我把欠款送去时，那
位女服务员说：
“看，还麻烦您跑一趟……”对
一位陌生的顾客如此信任、客气、尊重，这在
我的消费经历中很少遇到的。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上世纪 80 年代
的一个元宵节前夕，我所在建筑公司的一位
中年女同事从桂顺斋门市部买了 1 盒生元
宵。回家煮食的过程中，在一个元宵的馅里
发现了一块很小的核桃皮，于是她拿着那个
汤圆找到门市部。服务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
她，还向店长作了汇报，当场致歉，且留下顾

客的家庭住址。让这位消费者没有想到的
是，第二天桂顺斋的老经理亲自给她送去了
一盒元宵。这叫顾客倒不好意思了。事隔多
年，我至今对桂顺斋的经营之道印象深刻。

精妙倩兮翠羽妆
刘彩霞 文并图

坊等地经营点翠首饰的“翼作坊”纷纷倒闭，
点翠首饰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能见到
的点翠饰品，除了博物馆里凤毛麟角的古董
级展品，就是舞台上的旦角头面。为更好地
传承弘扬这门古老而精致的传统工艺，近年
来，北京和天津一些城市将其列入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列，重点加以保护。
一支
“银胎点翠錾花发簪”
，做工精致，
翠
色魅惑。它斜插在女子乌黑浓密的发髻上，
幻化出灵动夺目的光彩。想象中，这又是怎
样一幅唯美动人的画面啊？这支美簪的打造
者名叫李靖，民间艺术家、白氏点翠修复制作
技艺第五代传承人。这位“90 后”的工艺师，
别看年纪小，研习点翠技艺已有十多个年头，
是位真正的
“行家里手儿”。
白氏点翠是家传手艺。李靖是五代传承
人，姥姥白克纯是第三代传承人。
“姥姥把手

艺传给我妈妈，我妈妈又传给了我。我和点
翠是很有缘分的。听母亲说，我抓周的时候，
别的不选，单单就抓了个点翠的物件儿。因
为家里几代人都做点翠，我耳濡目染地也就
喜欢上了。”李靖聪慧过人，打小儿就随姥姥
和母亲学习点翠，上中学那年，
便能独立完成
一件点翠灵芝了。
美好的手作，素来源于内心的求索。多
年来，李靖精心钻研点翠技艺，从喜欢到痴
迷。一件件作品无不见证了他的匠心独具。
点翠工艺繁复。首先要用金、银或铜鎏
金制作底胎，再辑取翠羽，将其黏贴在底胎
上，和珠玉钗簪融为一体，光泽经久不褪。
学会全套点翠的工艺，一般需要两三年时
间。若要使工艺达到精益求精的水准，还得
加上匠人的天赋巧思和纤毫必较的细心与
耐力。
这样说来，点翠绝对是个精心的活儿。
尤其是在古董级点翠首饰的修复中，选料要
考虑羽毛诸多方面，湛蓝、翠兰，还是绿蓝？
与先前的旧片是否色泽统一；
剪切中，
制作者
力求羽片形状大小和胎体契合；就连羽片的
纹路也要符合图案的整体效果才行。
一片片剪好的羽片需用镊子小心地夹
住，再一点点、慢慢地点贴到底胎上去。技艺
纯熟的工艺师会根据底胎的材质、凹凸的形
状等不同，采用十多种不同的技法来“点”
翠。这个过程，每每都要屏气凝神，稍有偏
差，就会影响作品的整体表现效果。
点翠中，羽片要贴得精美、平整、不露胎
底，只是点翠的技艺要领之一，
贴得牢靠对于
每一位点翠的工艺师更是极大的考验。否
则，再华美的翠羽首饰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
羽片翘起或脱落的现象，影响首饰的美观和
使用寿命。因此，各家“翼作坊”制作点翠用
的胶水都有独门配方，秘而不宣，
绝不外传。
白氏点翠技艺中的点翠用胶是按照自家
配方调制的，通常需要 6 种中药材做原料。
制胶时，最难找的是一种叫做“空山青”的植
物。李靖告诉记者，夏秋两季，
空山青这种草

何成 绘

卫生与健康

健康养生小妙招
养生有益健康，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空好好锻炼，下面推荐
几个健康养生妙招，大家在平时生活中稍微动动手脚就可以养
生，多多储备健康。
第一招：发常梳 两手十指自然微屈成爪形，从头部前面
向后方轻轻地梳发，反复做 36 次。能防治高血压、头晕头痛。
第二招：目常运 两眼睁开，眼珠慢慢地向左右、上下、远
近各活动 18 次，再向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各转动 18 次。能防
治眼病，提高视力。
第三招：面常浴 两眼轻闭，先将两手掌前后搓动 24 次，随
后将两手掌从鼻旁两侧向上按摩到前额，又向两侧分开按摩到
太阳穴，再向下按摩到下颌，反复浴面 18 次，最后两眼睁开。能
防治面部疮疖，消皱美容。
第四招：
齿常叩 先叩上下门牙 48 次，
后叩两侧大牙 48 次，
叩的力量不宜太大，
以轻轻作响为度。能防治牙病。
第五招：
津常咽 当口腔中唾液较多时，
要分三次，
慢慢地吞
咽。能防治口腔炎，
帮助食物消化吸收。
第六招：头常抬 头部由前向后慢慢抬起，反复做 24 次。
能防治颈椎病、头晕头痛。
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构建
“大服务”
格局 推进高质量发展

当京剧遇到非遗——点翠篇

压鬓钗横翠凤头。美轮美奂的
“点翠”
头面，让剧中人尽显风华绝代。
点翠，中国传统的金属细工技法。翠
鸟靓蓝色的羽毛被贴合在金、银或铜鎏金
等材质的胎体上，首饰愈发精妙而华美。
京剧表演中，头面是旦角行头中的大
件儿，有纯银的、点翠的、镶钻的。其中，点
翠的头面因其工艺繁琐，最为奢华。翠鸟
的亮蓝色羽毛泛着莹光。在不同光线下，
翠羽可呈现皎月、湖青、藏蓝等色泽，溢彩
流光。
演员佩戴点翠“头面”登场，扮演的剧
中人物非富即贵。诸如《二进宫》中的李艳
妃，
《彩楼配》中丞相之女，
《宇宙峰》中的赵
高之女，等等。
“妇人首饰，
其羽值千金”
。晋代《禽经
注》提到点翠时这样说。足见，
点翠首饰价
格之昂贵。
“点翠”
工艺在清朝时期达到巅峰。加
工 点 翠 首 饰 的 店 铺 ，当 时 被 称 为“ 翼 作
店”
。直到清末民初，
北京、天津、廊坊一带
还开有多家翼作店，打造的点翠首饰受到
富家女子的争相追捧。而在梨园行儿，
“点
翠”
头面成了那个时代名角们的高端配置，
能为演出锦上添花。
一套旦角点翠“头面”有大小 50 多件
组成，大顶花、偏凤、面花、压鬓、泡子、髻
簪、耳坠等，
均为纯手工制作，精美绝伦。
在梨园行儿里，也不是人人都置办得
起“点翠头面”。早年，只有梅兰芳、程砚
秋、尚小云、荀慧生这样的“四大名旦”，才
有经济实力购置。但置办点翠头面，也绝
不是角儿们平白的攀比，而是旧时京剧演
员追求艺术完美的表现之一。他们这种将
艺术完美性追求到极致的态度，客观上也
促进了京剧艺术的不断提升，创造了京剧
的鼎盛时代。
时代变迁，
“点翠”
因工艺繁琐，
翠羽难
得，经盛而衰。在清末民初，
北京、天津、廊

素影金牛到，安然玉鼠辞。
俯身能为主人犁。
甘苦几多同共，余力不知疲。
信念焉能弃，精神岂可歧。
奋蹄昂首向前驰。
笑对风霜，笑对晓昏移。
笑对累闲荣辱，寡欲守情痴。

届 时 ，炕 上 地 下 是“ 山 西 核 桃 —— 满 仁
（人）”。婶子、大娘们忙着和面、和馅、擀皮包
素饺子。晚会由我报幕：
“长安里迎新春文艺
晚会现在开始！”
我父亲是京剧票友，不但会拉胡琴，而
且 京 剧 老 生 的 演 唱 也 颇 具 马（连 良）派 韵
味。他首先自拉自唱了一段《龙凤呈祥》中
的选段【西皮原板】
“劝千岁”，赢得碰头彩。
接着父亲操弦为我伴奏，我壮着胆子演唱了
京剧《借东风》中的选段【二黄导板】
“习天
书”；唱腔、吐字和板眼虽显稚嫩，但仍赢得
长辈和小玩伴们的掌声鼓励。接着，卢家大
娘深情地演唱老区歌曲《绣金匾》，焕起全院
老少对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无限热爱
和崇敬之情。卢娘的女儿是著名河北梆子
表演艺术家韩俊卿的弟子，她那具有专业水
平的多段演唱，把晚会推向高潮。王家大婶
是曲艺演员，她演唱了一段京韵大鼓《丑末
寅初》，还真有骆派（骆玉笙）的范儿。在大
家一致要求下，她返场唱了一段单弦《风雨
归舟》。李家叔叔虽是一名油漆工，但平时
喜好口技，他自告奋勇学各种鸟的叫声惟妙
惟肖，学火车进站令人身临其境，学动物的
叫声也很像，不但博得阵阵掌声，而且引来
会心的笑声。在大家的一再撺掇下，王大哥
和李大哥说了一段相声《对对子》，令大家在
笑声中获得知识，年味调得更浓了。最后，
全院小朋友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我们的
田 野》等 儿 童 歌 曲。 随 着 子 时 鞭 炮 声 的 响
起，煮熟的饺子端上了桌。
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儿时大杂院的
春节氛围和“家庭春晚”的和谐欢乐场面至今
仍时时在我眼前浮现。

是不难找的，野外多的是。但没有多少人认
识“空山青”，或者是压根就不知道它叫这名
字。这种草做点翠用胶，需要将其新鲜的根
捣成汁来用。点翠用的胶是随用随制的，不
可久置。所以，在冬季做点翠，空山青的根茎
尤其是不好寻的。因此，李靖常在入冬前就
从野外挖了空山青回来，在室内大盆中养起
来，以便随用随取。另外，根据点翠底胎的材
质，制胶材料的各种配比也有讲究。有了如
此这般精心制成的胶才能使翠羽在胎底上粘
牢；同时，中药成分也能驱虫防虫，达到保护
翠羽的作用。

目前，由于翠羽原料的稀缺性及生态保
护要求，点翠制品存在很大局限性。于是，有
人使用染色鹅毛或丝绸来代替翠羽，仿制点
翠，但总感觉失了些传统味道。对此，李靖有
着独到的做法。在修复“老翠”首饰时，他选
择从其他的老点翠首饰上接取翠羽片。既契
合了古董首饰古色古香的年代感，又保持了
同一件首饰上翠羽品种的一致性。
匠作美物，巧夺天工。色泽灵动的羽毛，
为冰冷的钗环注入了灵魂。而“点翠”，因为
那份力透筋骨的精致与生动，也缘于京剧表
演者对传统艺术的臻美追求，为越来越多的
国人所推崇。
舞台璀璨的灯光下，
那一抹魅惑的幽蓝穿
越时空，
幻化出生命的无限魅力，
熠熠生辉。

通讯地址：
和平区岳阳道 73 号 邮政编码：
300050 传真：
87136155 E-mail:hprmjrhp@tj.gov.cn

（上接第 13 版）
政企沙龙。根据企业需求，以座谈、联谊、磋商等多种形
式，每月至少举办 1 次政企沙龙活动，邀请政府职能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行业协会负责人和企业家代表等各界人士参与，围绕
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企业经营等内容进行广泛交流，为加强政
企沟通、同业合作、产业链上下游业务拓展等创造有利条件。
广交朋友。将
“和平夜话”
实践活动范围拓展到服务企业领域，
鼓励广大党员干部靠前服务，
通过加微信、
留电话、
日常走访、
下班后
一杯清茶等
“线上+线下”
多种形式，
与企业家交朋友、
摸需求。
礼遇关怀。根据企业对和平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
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年度确定优秀企业名单，为企业提供绿
色服务通道，不断提升企业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
监督问政。建立营商环境企业监督员机制，
定期邀请企业监
督员对和平区营商环境进行明查暗访，
通过座谈会或调查报告等
形式反馈意见建议。畅通企业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渠道，
鼓励企
业参与政府决策，
在制定有关企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时，
积极
征求企业意见，
真正做到问政于企、
问需于企、
问计于企。
宣传推介。开辟企业专栏，编排专题节目，加强对和平区
企业的全方位宣传报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企业发展的良好
氛围。挖掘优秀企业家的典型事迹，鼓励参加国家和天津市优
秀企业家、领军人物等评选活动，不断提高和平区企业和企业
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提士气 勇担当 开新局
（上接第 13 版）
郑伟铭在部署时强调，
要围绕全域
“大招商”
，
结合创新金融、
洋楼经济、
国际航运服务、
时尚消费和商贸、
人力资源、
高新科技、
文化旅游、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大项目等产业方向，
着力开
展专业化招商、全员化招商、社会化招商，推进招商任务落实落
地。要围绕全方位
“大服务”
，
实行区、处级领导干部包联帮扶企
业，
组建集团化高质量发展推动工作组，
严格落实各部门单位相关
职责，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着力抓好解决企业难题、
巩固防控成果、
稳定优质税源、
服务
“大招商”
、
服务项目投资、
接链促需护企、
优化
营商环境、
促进高质量发展等八方面主要任务，
确保实现高起步、
开门红，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取得新突破。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全区各部门和单位科级以上领导
干部、
各社区党委书记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

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上接第 13 版）今后区里将大力推广这种模式，努力为全区的
老人提供最优质最贴心的服务。希望大家更多关注“和平夜
话”实践活动，在更好满足居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实际需求、推
动全区各项工作深入开展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贺亦农还要求街道和社区负责人在进一步提升“和平夜
话”实践活动覆盖面知晓率、扎实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等方
面谋实招出良策，更好地为居民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对居民群众提出的小区树木影响采光等问题，他要求做好与市
容园林等单位的沟通对接，因地制宜，及时解决问题，并始终坚
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统筹考虑个性要求与共性要求，切实为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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