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薄薄的一层此刻，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

是记忆”。非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世世代

代的文明传承，是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和活

态文化基因，是时光尽头的精神家园。

说及非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点，那么我

们诗人眼中的非遗该是什么模样呢，本期推出如东

诗人“诗说非遗”，以诗歌的形式记录非遗、融入非

遗、理解非遗、传播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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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马伕
□ 丁金荣

银铃之声由远而近，金光飞逸
一群汉子盛装起舞，激情迷漫
跳马伕，南黄海的非遗经典
在如东大地绵延祥和福康的神韵

马蹄顿挫，气势恢宏
古朴着源远的良善
祈福脚步铿锵，祛灾的气宇轩昂
好一幅历史长河的画卷，如歌

看龙幡行云，听“哈嘿”荡漾
马伕，一排排剽悍粗犷
号声，一阵阵浑厚雄壮
叮铃铃呼啦啦，震撼着江海平源

人马川流，飞腾万顷波浪
舞姿刚健隽永，呐喊之声响遏宇环
一腔豪情贯穿时空
这是图腾，更是人文蓬勃的景观

我放远钦羡的眼神，置身热烈
持马扦 衔银针 佩心锁 纵情奔放
抖擞时代精神，让新纪元的霞光
温润笃实的脚步，一马当先

（跳马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红木雕刻
□ 低眉

为了让木头开口说话
木匠费尽了思量

锯子刨子凿子墨线笔
都不够用的，你还得用上砂纸

回声装满木匠的容器
木头还是不说话
严重的时候，木匠在目光里养它

摩挲，慈爱，温良
木头依然不开口说话，木匠
伸出你的手来，好物要出生在掌心里

（红木雕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藤编
□ 枫叶

是谁在弹拨一架古琴
琴弦是一根根玛瑙藤
是谁在寻找遗失了二百年的记忆
把玛瑙藤排成了五线谱
谱写着新乐章

藤是纵横的经纬
一把官帽椅，一张罗汉床
就是整个世界
世界辽阔。我看到了祖先无穷的智慧
看到日出，日落。霞光万彩
看到行云，流水。源远流长
岁月在藤与藤之间穿梭
雨露从时光缝隙落在经度121.189

纬度32.314。这里是江苏如东
肖记藤作一群年轻的手艺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编织着一个梦。挑，穿，调，拨……
藤面上编出“万字文”“如意文”
他们胸怀“经纬”
把“万事”“如意”掌握在手里

（藤编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新店山歌
□ 梅影

曲线高过足踝。草木同春水渐长
时光在这里伏下身子
和着禾苗轻快地拔节，分蘗
抽穗，扬花。“嗬嗬也、嗬嗬也……”
粗狂又雄浑
杨曹乡的芦苇荡，鬼子闯进来，出不去
就像暮色被围剿
水车把悠扬编成网。父亲撒向的鱼塘
翩跹着清清溪流，渔舟缠绕
拱桥小康人家

音符轻拨金波。粉墙黛瓦，碧水路过
“月儿明，风儿爽，风送船归月照航……”
翠柳下，妈妈的摇篮
唱红了两岸桃花
唱出新店新模样

（新店山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钟馗嬉蝠
□ 蔡小卫

去无穷大的晒场赴一年的兴灯吧！
站在马塘的边缘扯嗓子

“向西！岔河还有二十里。”

锣鼓、蝙蝠灯、唢呐
交织年复一年的那夜，那晨曦
红官衣、束玉带、厚底靴
他们肆意地翻飞腾挪
等落下，让潦倒的灵魂依次捡起。
不必重复唐明皇的梦魇
手语渗透心意
腹中燃烧着抱负，两眼放光
用描绘漫漫年月的初衷
以正压邪，庇佑众生。

祖辈从前在这里发愿
千年的承载，凝滞
盔甲、脸谱、折扇，幻化出无数个钟馗
分散在过往，排队向西
身后的金丝银线，演尽繁华
肃清妖孽，还普世太平。

（钟馗嬉蝠——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面塑时光
□ 莲花童子

千百次
你把整个秋天只化做一片落叶
千百次，你把时光
画作图腾的初稿

你从枯萎中提炼赭石
从春天攫取桃红
将远山的黛色渲染在美人的裙裾上

我看见，绿色的荷叶下
红色的鲤鱼游向你
你把俚语、乡俗、谣曲、传说
——化作了一枚枚果实
把角色内心的千回百转弯曲在唇角上

手艺人
在晚霞中将自己化作了背影
面对人间烟火
他猛然抓住你的心
带你回到懵懂的童年

（南通面塑——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提线木偶戏
□ 吴华

宛如纤细的神经
几根丝线
牵动着台上的嬉笑怒骂
台下的爱恨情仇

机变的眼神
灵活的肢体
将古老的传说故事
演绎成一段可供消磨的时光

跌宕起伏的情节

让人忘了真假
就像现实中
那个幻相丛生的世界

台上跳腾闪挪的木偶
幕后紧张忙碌的演员

是否
还有另一双手
在时空之外
主宰着你我的悲喜
还有天地间的万有

灯光熄灭
帷幕轻合

起身离开的人
被时间指引
走入下一段剧情
（提线木偶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时光尽头的家园
—— 诗说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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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策划：如东县非遗保护中心、如东县作家协会）

（上接第二版）
8月 25日 6:00-11:30 10kV长西线 34-

12号杆长南新村3号分段开关至10kV九总管
家桥4090/4410联络开关线路段(特颂实业、长
沙12车口、四桥村76号、四桥村155号、长南农
居点西)停电检修。

8月 26日 5:30-10:30 10kV金渔线 0号
杆至 10kV金渔线 99号杆港东村分段开关线
路段；10kV金开线1号杆光荣村3号分段开关
至10kV金开线59号杆光荣村1号分段开关线
路段(10kV金渔线：石屏渔场、桑之泉、许明凤、
如东陈伍明紫菜育苗场、古墩村3号、光荣村、
石屏垦区车口、如东县环港水产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永生水产品、石友强、港东村1号、环渔村
29号、海防村、环农村、李云龙、陈江、环农4车
口;10kV金开线：如东中惠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江苏海伊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大通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如东盛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石高莲、光荣村、丰利五义垦区2车口、丰利五
义新海3、4车口、丰利光荣垦区2-1车口、丰利
光荣垦区3.4车口、如东县丰利镇光荣村经济
合作社、如东县利丰良种猪有限公司、如东县
腾飞滩涂养殖有限公司)停电检修。

8月 26日 8:30-16:00 10kV金渔线 0号
杆至10kV金渔线88号杆新装开关线路段(光
荣村28号、光荣村13号、石屏垦区7车口、丰利

古墩村3号、石屏垦区8车口、如东陈伍明紫菜
育苗场、石屏渔场、桑之泉、许明凤)停电检修。

8月27日12:00-18:00 10kV袁沿线111
号杆沿南镇区1号分路开关后段线路(沿南镇
区、沿南医院、赵港村、李庄村、沿南车口、赵
港村经济合作社、李庄村、江虹桥村、范堑村
40号、伟粮米厂)停电检修。

8月 27日 12:00-18:00 10kV袁沿线 112
号杆沿南镇区 3号分段开关至 10kV居湾村
4233/4234联络开关线路段(五洲工艺品、铁人
运动用品、康庄工艺品厂、竹园村、沿南镇区、沿
南幼儿园、众悦门窗新材料科技、华阳巻门彩
钢带、晓峰冷库、鑫农短绒厂、欣晨乳业、长竹园
村、东建纺织、力科纺织、沿南食品站、赵港村、
李庄村、居湾村、范堑村、康源木业)停电检修。

8月 27日 6:00-12:00 10kV袁苏线 115
号杆白桥村 1号分路开关后段线路(沿南车
口、濮桥村、华祥织布厂、朱庄村安置点、朱庄
村、双石桥村)停电检修。

8 月 27 日 6:00- 12:00 10kV 袁苏线
115-4号杆白桥村2号分段开关至10kV小袁
庄村 4231/4232联络开关线路段(小康村 95
号、姚庄村、濮桥村、沿南车口)停电检修。

8月28日6:00-12:00 10kV豫盐线44号
杆香台村3号分段开关至10kV香台村4406/
440A联络开关至 10kV农场 4406/4543联络

开关线路段(大豫南坎车口、大豫香台村、如
东县东盈制衣厂、大豫新兴村、南通恒顺食品
有限公司、凌窑村 37-3号、如东顺大水禽饲
料加工厂、曹正其、圩北村 32号、南坎 17车
口、顺大水禽饲料厂)停电检修。

8月28日6:00-12:00 10kV豫空线38号
杆南坎村2号分段开关至10kV豫空线133号
杆北坎医院分段开关线路段(北坎村、环坎
村、北坎农民街、南通康奈斯磁性材料有限公
司、南通顺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南通佳畅预
制构件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双桥村、北坎鸡
场、如东县北坎医院)停电检修。

8月28日12:00-18:00 10kV豫空线130
号杆新装开关至10kV北坎村4093/4407联络
开关至10kV富盐村4407/4541联络开关线路
段(双桥村36号、环坎村、北坎村、北坎镇公用
变、港城村159号、南通洋口港港城开发有限
公司、如东县金鑫交通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港城村221号、富盐村、如东荣华水产品有
限公司、北垦6、8车口)停电检修。

8月29日6:00-12:00 10kV港北线88号
杆银杏村2号分路开关后段线路(益农农灌服
务、银杏村、工业泵厂、顾建华、葛庄村、尊三
村217号、凌民车口)停电检修。

8月29日6:00-12:00 10kV港北线96号
杆银杏村 3号分路开关后段线路(银杏村、尊

三村 219号、元鸿祥纺织、永爱织造、凌民车
口、登亚织造厂、明银丝织、葛庄村412号、佳
德新型材料科技、沙庄村、桃园村、苏通大桥
收费站、金鑫交通工程建设)停电检修。

8 月 29 日 12:00- 18:00 10kV 港北线
109-3号杆葛庄村2号分路开关后段线路(葛
庄村、锦绣丝织、粮海农业科技、益农农灌服
务、绿环秸秆、永爱织造、凌民车口、徐庄村、
金鑫交通工程)停电检修。

8月30日12:00-18:00 10kV港农线76号
杆七里镇村分段开关至10kV长路村4049/404A
联络开关线路段(缸套一分厂、马塘供销社、兆福
化纤、马丰村400号、政仁电镀、若海服装辅料、建
民丝绸、振兴装饰、桐本电镀（工兵刀具）、七里
镇、鸿展印花、如泰船舶修造厂、鸿禧纺织、黄小
春（鑫隆鑫机械）、马塘敬老院、安顺机电设备、海
纳机械、霄阳机械、桐本车口、长路村、马塘镇农
业服务中心、马南村176号、马塘小学、马塘初级
中学、马南村农居点、文豪佳苑二期)停电检修。

8月31日6:00-12:00 10kV掘工线43+1
号杆工业区分路开关后段线路(苏驰建设工
程、朝仓食品、红华机械、璀璨家纺、东柔工贸、
建都建筑、斯派特激光科技（建宏土木工程材
料）、林塞尔机械、野营村243号、安成纺织科
技、山鑫机械、晖翔工贸、杰盛食品、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停电检修。

8月 31日 12:00-18:00 10kV掘工线 53
号杆建宏土木分路开关后段线路(建宏土木工
程材料、澳通船舶科技、韩轩精密科技、玫琳凯
纺织科技、斯派特激光科技、恒瑞石墨科技、硕
荣电子科技、博和精密科技)停电检修。

8月 31日 12:00-18:00 10kV掘工线 96
号杆新装开关至10kV双桥东4013/401G联络
开关线路段(杰普生实业、太平洋汽车集团、盛
能新材料科技、新大地包装制造、黄海木业、柏
立旺木业、跃腾氨纶、佰金新能源科技、瑞高包
装、鼎镒玻璃纤维)停电检修。

8月31日6:00-12:00 10kV浦郊线63号
杆加油站分段开关至10kV浦郊线88+12号杆
二桥村分段开关至10kV六总429L/4401联络
开关线路段(掘郊车口、六总村、六总村1号集居
点、如东县路灯管理所、宾东村、宾东村2号集居
点、梦洁贸易、港南村、安进食品、掘港红星塑料
厂、六总村2号集居点、扶海洲涂料)停电检修。

8月31日12:00-18:00 10kV浦郊线88+
10号杆新装开关至10kV浦郊线88+70号杆三
桥村分段开关线路段(六总村、三桥村、掘郊车
口、如东县路灯管理所、南通市通洋高速公路
建设指挥部、南通腾隆汽配科技有限公司、掘
港镇敬老院)停电检修。

如东供电公司
2021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