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傲雪寒梅

千年古镇葛沽为退海之地，先民肇始渔盐。
随着元代的河海漕运兴起，葛沽成了繁盛的南北
漕运水旱码头。明清两代的屯田种稻，使得葛沽
成为虹桥柳影，水田漠漠的鱼米之乡。八方移民
至此落地生根，多元文化融合传承。于是有了水
流三带、九桥十八庙、葛沽八景那独具人文魅力
的景观。

清代康乾二帝巡游葛沽，使古镇名声鹊起而
跻身于华北八大古镇之列。古镇文脉悠长,蕴育
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璀璨的葛沽民俗文化更
是葛沽人民的骄傲。明代万历年间形成的以宝
辇为核心的葛沽宝辇花会，历经明、清、民国先后
几百年的时间，形成了八辇二亭及二十几道花会
的宏大规模，成为葛沽民俗文化中的瑰宝。

葛沽宝辇花会曾多次参加国内各种传统文
化展演，葛沽镇因此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2014年葛沽宝辇出会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葛沽以其民俗文
化特色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

为传承保护葛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发掘葛
沽民俗文化，正本清源讲好葛沽故事，2017年葛
沽贤达人士刘学仁、刘学诚弟兄在葛沽镇政府支
持下，收集整理古镇葛沽历史文化，分类结集完
成了《葛沽宝辇会系列文稿》。

为全面再现葛沽镇历史文化魅力，从今天
起，本刊开辟“史话葛沽”专栏，陆续刊登“系列文
稿”内容。因疫情防控需要，今年正月十六的宝
辇出会暂停举办，希望读者从刊文中寻觅到民俗
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喜庆氛围。

◆史话葛沽之一

宝 辇

天津市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天津市楹
联学会理事、
中国楹联学会
会员、中国楹
联 书 画 院 院
士、中国楹联
书画院沽帆分
院院长。

李宝春

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 编辑：吕志福 时讯副刊 ·28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咸水沽镇津沽路35号） 邮政编码：300350

请 下 载 津 南 好

身
边
的
精
彩

触
手
可
及

常去的奶茶店门口的
吉祥物金牛身上，挂满了元
宝和福字。

我们似乎总在苦苦寻
找年味，那是记忆里抻长了
脖子的等待，是鼻尖萦绕的
事物的香甜气，是喜庆的红
色让整个视野闪闪发光。
“要过年了。”室友小九

靠在奶茶店的藤椅上，抬起
茶杯里的吸管戳了戳圆圆
的黑糖珍珠。

”给你讲讲我家乡的新
年吧。”我递给她一个软
垫。小九的目光越过我，仿
佛乘着冒着白烟的绿皮火车，飘向了很
远的地方。

她是一个直率的通辽姑娘，一口掺
着东北音韵的普通话。通辽是蒙古民
族的发祥地之一，伟大的科尔沁草原上
孕育了无数英雄儿女，流传着叙事民歌
《嘎达梅林》悠扬的调子。小九曾为我
播放过其中一段，我闭上眼，仿佛看见
勇敢的草原先民，在旷野的风里昂着头
颅，淌过广袤的草滩，向着朝阳的金光
纵情呼啸吟唱。

天上的鸿雁从南往北飞，是为了追
求太阳的温暖，地上的人们从南往北
走，是为了守住岁末的温情。在农历旧
岁与新岁相交之际，小九是陪伴在家人
身边的。

一过小年，就有邻居挂上大红灯笼
了，通辽地靠东北，入冬后也会下很大
的雪。雪把一切都染白了，旧年的一切
不甘与遗憾都叫它埋起来了，等来年春
风到了，就融化成温柔的水。小九家的
屋檐上也挂着两盏红灯笼，映着雪色，
在透过玻璃发散出的微弱灯光下，轻轻
旋动出好看的光华。

说到年夜饭餐桌上声名远播的美
食，白菜炖粉条和东北杀猪菜自是不必
说，最让小九怀念的其实是奶奶蒸的粘
豆包。与一般沙豆包不同的是，粘豆包
的馅料更加充足，奶奶一般会准备花
生，红豆，葡萄干，红枣。小时候小九淘
气，踩着板凳借看奶奶是怎么做豆包的
借口，偷偷吃盛在白瓷碗里的葡萄干。

馅料蒸煮完毕后，将材料混在一起
捏成一个个丸子，奶奶说这叫团团圆
圆，图个吉祥。粘豆包的面皮需要发酵
两次，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蓬松柔软。
白色的面衣包裹着红色的馅料，就像奶
奶一样，用单一的表皮囊括丰富的内
心。然后将土灶烧旺，大火，上锅蒸，小
九颇不耐烦此环节，看不见尽头的等待
最是磨人。前面的步骤，节奏紧锣密鼓

热热闹闹，而到上了笼屉却
又忽的慢下来，就像欢宴后
的寂寞，只能坐在灶台前，
数着从锅沿儿溜出来的细
碎白烟。

心如同猫咪的嫩爪儿
挠过，在丝丝缕缕冒出的白
烟里说服自己平静下来，却
又依然蹲在灶台边不肯离
开。奶奶倒是悠然，有条不
紊的备菜。

等熄火揭锅，粘豆包才
算功成圆满。然而小九对
于美味的探索却并不止
步。得到厨房里取少许猪

油，先扯破面衣，将猪油抹在粘豆包上，
借粘豆包的热气将其融化，充分挥发出
油脂的芬芳，绵长的猪油和甜蜜的馅料
混合在一起。一口咬下去，香甜美味霎
时间攻占口腔，滋味隽永。

说到此，小九和我说，她从小一放
假就爱到奶奶家去住。老人无私的疼
爱，让她觉得是人生里遇到的最幸运的
事。现在想来，跟在奶奶身后看她做粘
豆包好偷吃葡萄干恰恰是她粘着老人
的借口，嗜甜是假，贪恋温情才是真。

相见时不懂的事，非得分开才明
白。粘豆包的美味怎么能比得过和奶
奶度过时光呢。

大年夜奶奶更忙了，也笑得更开心
了。团圆是永恒的追求，离散的人寻求
团圆，团圆的人期盼下一次的团圆。我
们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期盼里走
完了一年又一年，错过也不要紧，我们
知道，总有人注视我们的背影，只要家
还在，就还可以期盼下一次的相聚。

小九握着我的手说，她真的想家
了，刚来天津上学的时候都不曾有过这
样的思念。

回吧，马上收拾行囊到奶奶身边去。
小九却摇摇头：“我现在回去是给

老家添麻烦，我今年就留在天津过年，
就地过年。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相隔
千里也不远。”

我轻轻抱住小九，“要不要来我家，
咱们一起过年？”
“不打扰了，”小九连连摆手，“为了

响应号召，单位里组织我们一起过年。
三十那天大家一起做年夜饭一起看春
晚，我准备给大家就做粘豆包，让大家
尝尝正宗的通辽美食。”

回家以后，小九发来信息，她收到
了奶奶寄的一大箱美食，其中放着一大
袋速冻的粘豆包。

我知道，无论小九身在何处，都能
度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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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辇”是“葛沽宝辇花会”的核心
主体。“葛沽宝辇花会”是“葛沽民俗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葛沽民间花会
（座乐会和耍乐会）的总称。是葛沽镇
独有的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国家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俗文化宝
库中的一大瑰宝。
“葛沽宝辇”始建于明朝万历年

间。宝辇供奉有“天后圣母”——云
霄娘娘。几百年来，葛沽信众皆以宝
辇为大、“云霄娘娘”为尊。后来葛沽
宝辇花会复兴，1986年首先抢复的就
是宝辇，（供奉其他七位娘娘的均为
凤辇）。

葛沽宝辇花会接驾原为正月十八，
据说这一天是云霄娘娘的生日，宝辇花
会复兴后，为不耽误人们工作，葛沽花
会协会决定将接驾日由传统的正月十
八日，改为正月十六日。（关于云霄娘娘
的生日还有一说是四月十六，因这一天
开娘娘庙门）。

每年正月十六所举办的葛沽“宝辇

花会”接驾活动中，举行花会展演的挂
号仪式：首先是诸驾凤辇两侧摆放，恭
候宝辇驾临，此时间锣鼓喧天，门旗高
擎、龙旗招展、大号齐鸣、筛锣开道、海
亭伴驾、竹马引行、銮驾浩荡、吹乐悠
扬、童子背印、最后是宝辇驾临。其庄
严肃穆、气势磅礴、雍容华贵，稳若泰
山，在诸驾凤辇恭候的队列中央并靠前
落驾。随即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按着
规制七位娘娘的凤辇和各道耍乐花会
都要到宝辇驾前觐见，挂号仪式礼成。
各道花会按着抓阄顺序进入会道行进
表演，最后是海亭及香斗茶棚——痘疹
娘娘凤辇伴驾前行，宝辇殿后，此时“葛
沽宝辇花会”接驾仪式正式开始。真
可谓仪式威严、场面壮观。“葛沽宝辇花
会”几百年来在共为八位娘娘接驾习俗
中，通过接驾的宏伟场景，凸显了宝辇
为大、云霄娘娘为尊的民俗传统。

葛沽在“天津市七十二沽”中在号、
在“华北八大古镇”里有名。葛沽当地
流传着一句话，‘天津建城，葛沽建

营’。永乐二年，葛沽建海防营，至“明
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
为防倭寇，葛沽建筑了很多烽火台，当
时有海防营驻扎水陆兵五千人”。鸦片
战争前后，葛沽成为海防要地，镇内设
有海防同知属、葛沽千总属、葛沽巡检
署等衙门，葛沽成为与大沽新城齐名的
海防要地。
“在这些衙门中，葛沽巡检署对于

宝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扶植的
天后圣母宝辇——云霄娘娘在葛沽八
座辇中逐渐上升为最受人崇拜的地
位。”（摘自冯骥才主编《天津皇会》）这
就是“宝辇为大，云霄娘娘为尊”的历史
渊源。

在“葛沽宝辇花会”的体系中，海神
天妃娘娘（妈祖在明代册封为天妃）的
凤辇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建立最早。但
由于有葛沽巡检署等官方的支持，天后
圣母——云霄娘娘的宝辇最尊。东茶
棚凤辇的出巡仪式是我国北方祭祀“妈
祖”的独特形式，更是“葛沽宝辇花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葛沽宝辇文化”的
闪光点。

据《葛沽志》）记载：“宝辇始建于清
咸丰六年（1880年），以黄河道赵子登为
首，众官户人员出资，由葛沽张氏‘久居
堂’操持建造而成。”但在民间口碑传
说：“东茶棚凤辇建成后，大约在明万历
中期，由葛沽商贾筹资建成第一代宝
辇。在清代乾隆三十年制成第二代宝
辇，在清代咸丰六年又重新做成第三代
宝辇”。由于没有更多历史资料可考，
宝辇的始建历史存在异说，但有三点可
以肯定：一、不论宝辇是始建于明朝万
历年间还是清朝咸丰年间，无疑她都是
古代所建传承至今；二、肯定是先有的
娘娘庙后有的宝辇；三、宝辇应该是始
建于东茶棚——天妃娘娘“妈祖”凤辇
之后。由于宝辇是官、商主导，且后来
者居上，这也是宝辇为大，云霄娘娘为
尊的历史原因之一。宝辇始建的确切
年代，留给后人精准考证。

（葛沽镇供稿）

蔡畅达 摄影

我与李宝春先生有过几次“一面之
缘”，都是在某个社区或者某个单位举
办的公益书画笔会上，见他和同行交谈
的同时，也不忘和相熟识的人颌首微笑
着轻轻点头，礼节性地打着招呼。后来
还有过两次同桌小酌，就是这几次不多
的接触便让我感到宝春先生性格敦厚
质朴且豪爽，为人谦和，待人宽厚，大有

谦谦君子之风。
宝春先生号宜人，1954年生于津

南，自幼酷爱绘画，是齐白石大师传人
张子明先生入室弟子。曾有专题报道
宝春先生的文章写道：“他孜孜苦学，钟
情写意花鸟，有一颗追求真善美的赤子
丹心。其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心献花苑
的品德，体现的是对祖国艺术的自觉传

承，以彰显文化自信。其倾心吴昌硕画
风，既情笃意痴，寒暑不辍地继承传统，
又务实、创新、开拓。他在花鸟画领域
多取蓬勃之势，尤佳者为梅花，意于阳
刚气概，高洁品格，坦荡襟怀，坚贞精
神。他下功夫加强品德修养和对知识
的积累，深入探索自然与心灵的沟通和
交融，他认真追求画作中情、意、味和
内在气质的表现，撷取画魂，令作品具
有独特的生命活力，这样无论对于何种
题材，他皆以清新、刚健、豪放、大气为
主体格调，进而映现出爽朗、明快、坚
毅、秀美的创作风格。”

宝春先生创作的《献寿》《红梅》《寒
香》《梅花》等力作入选全国大展。其作
品曾编入《当代天津美术家、书法家
经典》《中国国际书画专家学者全集》
《第四届王子杯海峡两岸书画大赛优秀
作品集》《全国梅兰竹菊中国画作集》
《中国书画名家大典》《中国美术》等。

宝春先生可谓身出名门,但其说话
办事实在，好事不争，丝毫没有名人大腕
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气，和他相处让人感
到很踏实，很舒服，很温暖。他用坦诚的
心境对待人生，对待朋友，更对待自己心
爱的绘画艺术，可称得上德艺双修。

看宝春先生作画是一种享受，每次
看他作画，但见提笔在手，稍作沉思，此
时虔诚浮在脸上，那种对艺术的敬畏之
情油然而生。少顷，笔走墨行，勾、皴、
擦、染、点，或繁或简，或浓或淡，挥挥洒
洒之间，酣畅淋漓，张弛有致，洒脱自
然，很快一幅幅清丽淡雅，富有活力和
情趣，栩栩如生，令人爽心悦目的画作

跃然纸上，其笔墨功夫之扎实，画作之
精彩，不禁使人拍手叫好。

作为一位站在书画艺术门槛之外
的人，对名家内行品头论足，不免被人
贻笑大方，间或有不敬之嫌。但我要表
达的是对宝春先生待人处事，对绘画艺
术孜孜以求的敬重和敬佩。

宝春先生的花鸟画题材广泛，他驾
驭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无论大尺幅作品
还是小品画,落纸成趣,笔墨空灵秀润，
晕染细腻，层次分明；境界阔达,流出一
种娴静、洒脱、典雅、清新之气，这或许
源于他澄澈平和的心境。其实，宝春先
生最钟情于画梅花、翠竹和牡丹。梅花
具有傲雪耐寒的品格，其奇崛刚健、疏
影横斜、清雅素颜，有“春息”“春讯”“迎
春”等之称，自古深受人们的喜爱；牡丹
则以独一无二的美丽和富贵之韵，深为
大众垂青。这就不难看出宝春先生力
图用自己的丹青笔墨托物言志，抒写淡
泊情怀，表达自身情感对自然与生活的
热爱。

看宝春先生所画的梅竹，笔墨苍
劲，格调脱俗，其构图着意于大的结
构，大气磅礴，变化多端，枝干纵横交
错，点线形成对比，或疏或密，简而不
单，繁而不乱，简中呈美，乱中求趣，神
骨俱佳，宏远挺拔，意于阳刚气概，高
洁品格，坦荡襟怀，坚贞精神；再看他
画的牡丹，色彩淡雅，构图精美，以韵
致取胜，用黑墨的浓淡过度代替了绿
叶，只有盛开的大朵牡丹用殷红或者
粉红涂染，突出衬托了牡丹的艳丽，簇
簇花朵，情状多变，疏密相透，层次清
晰，生机盎然且具有雅逸秀气，质朴清
远的意蕴，气韵生动，寓意美好，笔墨
酣畅又简约有致，突显情、意、味和内
在气质，颖现出爽朗、明快、秀美的创
作风格和独特的生命活力。

品读宝春先生的画作，无论梅花的

傲寒热烈、竹兰的清节逸气、还是娇艳
盛开的牡丹、硕果累累的枝条、花鸟的
形神兼备，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色彩
淡中见厚、明净柔和、空灵蕴藉，画风严
谨而洒脱，洋溢出一种朴素芬芳的气息
和蓬勃之势，一种清幽旷远的意境和自
然美感的动人诗情，展现了其对人生与
自然生态的理解和感悟；充满健康饱
满、乐观向上的审美情趣，将人带入温
润又刚健、豪放，生机勃勃的世界。正
如刘景州先生所说，观其画作意识到一
个“冲”字，所谓酣畅淋漓，满心而发。
肆意而成，无半点迟疑涩滞。正是老道
天成，挥洒自如的典范，不枉数十年丹
青不辍，果然有此日巨大成功，为宝春
欣喜！

宝春先生任教于区老年大学十几
年，风来雨往，兢兢业业，也可谓桃李
满天。在《画讯》举办的师生书画展
上，他全力推举学员们的作品，自己仅
展出了一组四条屏，可见其心底无私。

宝春先生画好人好！这是但凡认
识宝春先生的人一个共鸣的评价，画
好人好，四个字看似简单，却并非容易
而得。试想，如果没有辛勤的耕耘、恒
久的研磨、巨大的付出，画好从何而
来？如果不是待人真诚温厚，平易谦
和，如何赢得众口一词称赞？天津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史振岭曾言：“李宝春
老师以他的人品，赢得津南书画界各
位父老的尊重和爱戴。”

宝春先生满怀追求真善美的赤子
之心，四十年来用手中的画笔苦苦求索
创作的佳作屡屡在全国、全市展赛中赢
得赞誉。他不慕名利，默默奉献，在各
种文化公益活动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为津南区群众美术发展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他的人品、画品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公认。

吕志福/文 唐文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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