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副 刊

本报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及照片因不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2022年 4月 15日

编辑：黄佳畅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猪脚面线
□许生德

在闽南民间给人做媒成功

的，男方都要送给媒婆一份猪脚

面线礼，表示谢媒之意，这是我

们家乡作为媒婆最有象征意义

的礼数。日常生活中帮人介绍

对象的也时常打趣说，我要去赚

猪脚面线吃。媒婆作为男女嫁娶

婚姻的桥梁，从中牵线搭桥起到

了重要作用，答谢媒婆是情理之

中。

男女完婚后，答谢媒婆是婚

俗中最后一桩不能缺少的婚俗礼

仪。男方要备办隆重的酒席答谢

媒婆，婚宴时请媒婆坐主桌、当贵

宾，在闽南地区答谢媒婆最有象

征意义的礼品是猪脚面线，已成

为一种地方的风俗惯例，重点是

猪脚一定要带猪蹄子，以示婚姻

全靠媒婆牵头走路，面线大概就

是从中牵线搭桥的意思。家庭条

件好的还有衣服布料一丈二尺、

糖果糕点等等。婚礼办完，到此媒

婆奔走联姻的工作尽皆结束。如

果媒婆是纯属介绍的，以后就少

有往来，故有“新娘进了房，媒婆

丢一旁”的说法。如果媒说得好

的，双方都满意的，以后还会常来

常往；如果媒说得不好的，双方不

满意的，还往往归咎于媒婆，从此

视为路人。

我的家乡镇上也有一位姓沈

的热心的媒婆，他是一位退休的

小学男教师，大半个镇的大人小

孩都叫他沈先的，知名度很高，可

以说，一提起沈先的无人不知。沈

先的老师身份可能大家都忘记

了，但男媒婆的身份反而大过老

师名气。听说沈先的还在当老师

的时候就经常帮人家牵线搭桥介

绍对象，先是从新进的老师“下

手”，进而全镇的老师，再后就是

学生家里的哥哥姐姐，抓一个是

一个，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天上

月老下凡。退休后有更多时间专

心做媒婆了，加上镇上的孩子大

都是他的学生，一代一代长大，学

生、学生家长，镇上的人大都有

“面线”亲戚关系，不是亲戚，也是

同学，或是亲戚的亲戚、同学的同

学，这人脉关系无人能比，关键是

沈先的热心肠。沈先的身材有点

文弱，脸上没有媒婆标志性的那

颗痣，说话慢条斯理，走路已经有

点驼背。我们小时候看到沈先的，

都会在他身后喊：“媒婆、媒婆，好

剃头（闽南话意为好玩）”。他也不

生气，而是虎着脸对我们小孩说,

“你们再不乖，长大了不帮你们做

媒找老婆，让你找无媒（闽南话：

老婆）”。我们小孩就哈哈大笑一

哄而散。

沈先的有一个塑料皮的笔记

本，本子记着委托他牵线的男男

女女的基本情况，分门别类，从长

相身高、性格、文化程度到家庭父

母、兄弟姐妹、住房情况、经济条

件等等不一而足，男方女方提的

条件要求，有硬件有软件，非常详

细。他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

“破锅自有破锅盖，傻人自有傻人

爱。婚姻就是靠牵的，姻缘天注

定，媒婆只是帮男男女女去把姻

缘线牵好。但咱也不能乱点鸳鸯

谱，为人世间牵红线是积德行善

的好事。”街坊邻居问他猪脚面线

好吃吧？他就对人说，这猪脚面线

可不是好吃的，线牵好了，还好，

而婚后如果闹矛盾了，还要找我

去“算账”，去做“公清”（调解矛盾

纠纷），双方都怪他这个媒婆。我

经常被骂得像“臭头鸡仔”，里外

不是人，也有被用扫帚赶出门的。

你说猪脚面线好吃不好吃？确实

媒婆这碗饭不是好吃的。

说起沈先的，在我的记忆里

他总在为做媒忙碌着，不是在做

媒，就是在去做媒的路上，或是在

婚宴的主桌上喝酒吃大餐，沈先

的对做媒乐此不疲。我们小孩当

时就有小心眼猜想：沈先的做媒

不就是为了那份猪脚面线吗？这

对沈先的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

很大。长大后对这份小心眼感到

很不好意思，真是以“小孩”之心

度大人之腹，差也！差也！这媒婆

那可是为人世间一份积德的大善

事。沈先的是个热心人，小小的善

意，温暖他人。沈先的那套标志性

的蓝色中山装，领口轻易不打开，

一年四季都是，只有冬天外面套

上也是蓝色的棉衣。人们的记忆

中沈先的总是很正式，全镇的大

人都很信任他，特别是家里有到

了婚龄儿女的父母，见到沈先的

老远就和沈先的打招呼：“沈先的

好！沈先的请来喝茶！”“沈先的，

又要麻烦您了。”而沈先的只是点

点头，然后左手从中山装口袋掏

出塑料皮的本子，右手从别在上

衣口袋掏出钢笔拧开盖，把家长

交代的一一记好。这时候沈先的

对那份被人尊重很受用，原来驼

着的背也挺起来了，脸上挂着自

信满满的神情。他有一句很让家

长踏实的话：婚姻是大事，我会把

你家孩子的婚事放在心上，一有

好的先说给你家。那些家长客客

气气点头，而他已经收好本子别

上钢笔走了，留给家长们驼背的

背影。

沈先的常说，我做媒有一个

原则，穷和丑都可以做媒，唯独

心地不善良、对父母不孝顺的男

女条件再好也不做。家庭幸福乐

园谁长住，是那正直、忠诚的人；

永恒安宁谁享用，是那善良的

人。婚姻就如哪条路、哪道水总

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总有响

应。能走在一起是缘分，但一起

走过才是幸福姻缘。夫妻在一个

锅里摸勺子，之间磕磕碰碰的事

情是难免的，关键是磕磕碰碰后

还能白头到老，才是好婚姻。沈

先的媒婆做久了，对婚姻家庭体

会很深：好的婚姻，不是在雨天

里为对方撑一把伞，而是能陪对

方一起淋雨。看看，看看，沈先

的对婚姻的悟性那是颇有见地，

单单他的口头禅就不是一般人

能悟透的。

在闽南地区，媒婆的形象是

很特别的，单这张巧嘴就被称为

天下第一嘴，民间有不少俗谚讽

刺媒婆，如“媒婆口，无量斗”，“十

个媒婆九个说”。在旧时代的三百

六十行中，媒婆是很重要的一个

行当。所以一般媒婆还是很受欢

迎的，古代孟子有“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放在同等重要地位。“说

好一门亲，好穿一身新装”也反映

了媒婆的收入状况。

但专业媒婆单靠巧舌如簧

还差那么一点，媒婆一要聪明达

练，通晓人情世故；二要手脚勤

快，跑完东家，跑西家；三要能说

会道、条理分明；四还要一些经

济头脑，在双方过礼之类的交割

上，能把握公允适度，皆大欢喜。

媒婆还常说，只管入门，不管一

辈子，更不管生男生女。另外，

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

信誉、口碑好。凡经撮合的婚

姻，夫妻和美，儿女盈床，家和业

兴，姻亲益彰，自然全引来好口

碑。我们镇上沈先的这个媒婆名

副其实，猪脚面线应当让他吃得

有滋有味。

武夷山茶百戏：

□陈雨松郑正华肖练冰

茶百戏是在点茶基础上用清

水画画的艺术，茶汤中图案的形

成与点茶时茶汤的泡沫有密切关

系。茶百戏可以使点茶形成的汤

花瞬间显示瑰丽多变的景象：如

山水云雾，状花鸟鱼虫。在宋代，

人们把茶百戏与琴、棋、书并列，

是士大夫喜爱与崇尚的一种文化

活动。

茶百戏与福建武夷山渊源颇

深，宋代闽北武夷山一带，是点茶

原料（团饼茶）和点茶器具（建盏）

的重要产地，因此茶百戏十分盛

行。但是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

岁月里，由于点茶法不再盛行，茶

百戏逐渐衰落，清代后失传。点茶

是茶百戏的关键环节，为了找回

茶百戏这项古老的技艺，福建省

武夷山市章志峰历经 20 余年不

懈实践，悟出了失传已久的中国

古代点茶法，完整复原了茶百戏。

茶百戏也在 2017 年正式列入福

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茶 ·缘起

章志峰是土生土长的武夷山

人，年轻时就读于福建农学院茶

叶专业。闽北武夷山自古就是茶

乡，古籍《岭外代答》中写道：“夫

建宁名茶所出，俗亦雅赏，无不尚

分茶者。”但时移世异，茶百戏从

家喻户晓的技艺渐渐成为了只存

留于古书上的史料，成为了茶学

研究的空白地。作为茶叶专业毕

业的大学生，他在深感可惜的同

时也决心身体力行去唤醒茶百戏

文化，于是，一场历经 20 余年的

探索就此展开。

在汤水上画画，这让人不禁

想到了咖啡拉花。在探索过程中，

章志峰惊奇地发现，就茶百戏本

身的价值来讲，它不同于西方咖

啡拉花或一般绘画采用的不同色

彩叠加的方法，而是用固态茶粉、

液态水、空气三相合一的悬浮液

进行绘画，只依靠注汤和茶勺搅

动就能使茶汤变幻图案，非常神

奇。茶汤变幻形成的图案纹理灵

动又富于变化，山川、河流、鸟兽

等栩栩如生，仿佛一幅跃然于碗

底的水墨画，这种极富民族特色

的技艺兼备欣赏、娱乐、品饮、保

健多项功能。

百 ·尝试

茶百戏能否还原成功，原材

料显得格外重要，这关乎到图案

是否能形成以及图案持续的时间

等。茶百戏的原料是研膏茶，章志

峰对不同的茶树品种、栽培管理

措施、采摘标准、研膏茶制作分茶

技巧等进行数百次的对比试验

……选出最适合的茶叶品种后，

将捣碎的茶叶磨成细粉，再用茶

瓶冲点茶粉，然后将茶粉调成膏

状。

茶臼、茶罗、茶瓶……这些都

是茶百戏需要用到的工具。章志

峰以各种古籍绘画作品为主要历

史依据，打造出了十六样点茶演

示工具。

从原料到工具再到点茶过程

的探索注定是曲折而艰难的。章

志峰遍寻典籍，从几万首诗文中

收集和点茶、茶百戏相关的资料

分类整理并分析。通过查阅资

料，章志峰发现日本抹茶道是宋

代时期中国的点茶法传入日本

后演变形成的。为此，章志峰两

次远赴日本找寻在日本茶道中

保留的中国古代点茶基本特征，

并依据此特征逐步还原消失的

茶百戏。

因为要在液态的茶汤上作

画，因此对水流的落点、水流速

度、频率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宋人

将这种技艺称之为“弄泉手”。在

一系列的实验、尝试、还原后，终

于实现了仅通过注汤（即清水）就

能在茶汤上形成文字和抽象的图

案，让茶勺搅动使茶汤“纤巧如

画”。皇天不负苦心人，在 2009

年，章志峰正式对外公布恢复茶

百戏。

戏 ·传承

茶百戏真实还原了古代文人

雅士的生活状态，这项古老的技

艺历经 20 余年才得以恢复，因此

它的传承和保留就显得尤为重

要。

“非遗并不排斥讲究创新、注

入新形式，一切都要建立在保护

非遗核心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章

志峰边说边展示着各种类型的研

膏茶。经过创新，目前已经将红

茶、黄茶、乌龙茶等六大茶类都融

入茶百戏的创作中。如此一来，茶

汤色彩更加丰富了，因而更加吸

引大众的目光，从而让更多人知

晓并了解这一传统技艺。

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适应当

今社会新的传媒手段才能历久弥

新。目前，茶百戏正通过各种形

式，传承传播于国内外。很多年轻

网友们通过茶百戏百科、茶百戏

传承人的新浪微博、抖音、公众号

等深入了解了这项技艺，并且成

为了“忠实粉丝”，这当中还有不

少人专程来到武夷山学习茶百

戏。许多媒体诸如中央电视台、湖

南卫视、《新华每日电讯》、《香港

文汇报》等也针对茶百戏先后开

展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知晓

这一非遗艺术。

章志峰也亲自授课开展专业

培训，先后给浙江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等学府开展茶百戏讲座和体

验活动，带领着年轻一代们了解

中华茶文化。在章志峰看来，“茶

百戏不是高置在橱窗中的展品，

而是蕴含着深厚历史文化的一泓

活水，需要一代代人去传承发

扬。” （来源：东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