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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浆窝传承                   技艺
毛丽娜

“这就是‘浆窝’，是制

作陇州核桃油旋必不可少

的工具，‘浆窝’和舂搭配使

用，可将核桃仁砸烂、捣碎、

研磨直至出油。这是我奶奶

留下来的，距今已有上百年

了。”近日，陇县城关镇的张

亚文兴致勃勃地拿出家里

四代人都用过的老物件“浆

窝”，向笔者讲述了这件传

家宝背后的故事。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陇县盛产核桃，被中国经济

林协会命名为“中国核桃之

乡”。陇州核桃个大、仁饱、

皮薄、味香，特有的山水物

产，造就了特色的地方美

食，那就是街头巷尾随

处可见的核桃油旋。

核桃仁是制作核桃

油旋的主料，核桃油

旋外皮酥脆，内瓤

柔软，核桃的香气扑

鼻，油旋形似螺旋，表

面油润呈金黄色，故

名油旋。

“这就是我父

亲原来专

门捣碎核桃仁的‘浆窝’，是青

石材质，纯手工制作的。”张亚

文小心挪移着这个“浆窝”说。

笔者看到，这个浆窝品相完

好，呈圆锥形，上宽下窄，外围

粗糙，内部光洁，坐地平稳，沿

口直径有 12 厘米，与其搭配

使用的舂是圆柱形石块，坚硬

无比，因使用时间久，看起来

十分光滑。

张亚文出生于 1984 年，

她从小就看着祖辈们制作油

旋，她说 ：“小时候，家里曾

开过磨坊、制作过核桃油旋、

销售过荞麦面等。制作油旋

这门手艺，我父亲跟着我爷

爷奶奶学，后来又教会了我

们姊妹三人。不同的是祖辈

制作核桃油旋是为了家里的

孩子能吃饱饭不饿肚子，父

辈则是为供孩子上学。”张亚

文说，她上小学时，每到晚上

他们一家7口人就坐在炕上，

借着灯泡的亮光挑选当地上

好的核桃，然后开始砸核桃、

剥核桃仁。第二天天没亮，父

母就起来烘烤核桃仁，再用

簸箕簸掉杂质，然后倒在浆

窝里捣成核桃碎，香气被充

分激发出来，这时满屋子都

是核桃仁的“爨”味，最后再

加入调料盐和自制的香料。

这时，裹着核桃馅的面饼在

父亲手中旋转，临上烤箱时，

父亲用舂在油旋中间按压定

形，烤出来的油旋中间薄如

纸，馅料既隐匿于油旋内部，

又浮现在油旋表皮，这就是

陇州核桃油旋最终的模样，

也是张亚文父亲张吉常几十

年来对于陇州核桃油旋传统

工艺的坚守。

“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他

勤奋能干，制作的油旋味道

正宗，特别受欢迎。记得上世

纪 80 年代，农业社分给父亲

的宅基地是一个 2 米多深的

废弃涝池，父亲没有抱怨，他

和母亲用 1 年时间，搬石头，

拉炉渣，才将大坑填满。从

最初的单面土坯房到二层小

楼，再到如今的六层楼，父亲

用一双勤劳的手让一家人过

上了幸福的日子。”

张亚文说：“父亲告诉我，

食不厌精，做油旋就像做人一

样，不能偷懒，要

不就不是这个味

儿。做人也是，勤

奋上进，一步一个

脚印，日子就会越

过越好。”

如 今，随 着

生产流程的工艺

化、机 械 化，用

“ 浆 窝 ”的 机 会

减少了，但令张

亚文感到欣慰的

是，传统方法制

作陇州核桃油旋

已成为陕西省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技艺。在她看

来，自家的“浆窝”

记录了四代人朝

夕相处的年代，也

是四代人情感的

寄托和百年匠心

的传承。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晓燕

当下在各种社交平台
上，快餐一样的短视频非常
火爆，但是也有不少人在不
同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新
年准备阅读的书单，分享自
己的读书心得，推荐人们在
直播间购买书籍，还有不少
地方开设了环境优美的 24
小时城市书房，吸引市民在
书房享受安静的阅读时光。
这是人们在互联网时代依
然喜爱读书的日常选择，阅
读增加了新的打开方式。

开卷有益。古人说读书
明智，向善明礼；读书养性，
书香致远。对个人来说，读
书能提高综合素质，改变命
运 ；对民族而言，读书可以
传承文明，播撒科学。孔子
一辈子手不释卷，七十多岁
还“读《易》，韦编三绝”；明
代名臣于谦将读书比作去
除心底杂念的良器，他在诗
中写道“书卷多情似故人，
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
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郑成功感慨“养心莫若寡
欲，至乐无如读书”。他们都
把读书作为生活必需，甘之
如饴，受惠终生。可见读书
是提高自我修养的一个很
好的途径。“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
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
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
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
格。”英国弗兰西斯·培根
将读书的益处总结得如此
透彻。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
越来越习惯于快速浏览。
但是在快速浏览的同时，
纸质书的销售这几年呈现
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形式
多变的线上销售，为纸质
书畅销打开了新渠道，促

使人们购买自己需要的各
类图书，并且形成了一幅
阅读的新图景。另外一部
分人，是通过喜马拉雅等
有声书App 听书之后，意
犹未尽，再从实体书店或
者网上书城购买图书，闲暇
时继续阅读。短视频电商、
有声阅读与纸质图书之间
碰撞出的“火花”，反映了互
联网对于阅读的正面推动。

这几年悄然兴起的 24
小时城市书房，作为图书
馆功能的补充，让市民在
家门口俯仰之间就能闻到
书香，感受城市的文化气
息，对文化传播、文明辐射
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陈仓
老街的 24 小时城市书房，

“科技”+“文化”，在火车头、
火车厢里开书房，而且扫码
就能听宝鸡历史文化故事，
成为宝鸡这座城市文化气
质的缩影，不仅契合当下年
轻人对阅读生活的需求，也
让市民在家门口便捷享受

“精神粮仓”，让每一位阅读
者尽享读书乐趣。凤翔区、
岐山县等不少地方都建起
了 24 小时城市书房，引导
市民多读书、勤读书、善读
书、读好书，加强了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创新发展、优化
了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助力

“书香陈仓”活动深入开展，
成为推动全民阅读的有效
载体。

最是书香能致远。在互
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终身
学习已经成为每个人的共
识。不论是电子阅读、通过
各种有声App 听书，还是阅
读纸质书籍，坚持读书、有
计划读书，是每个人厚植学
养、强健心灵、增加才能的
最佳方式。

题材接地气
文化创意才能得人气

陈思源

最近，宝鸡的本地文化
借助新媒体，在全国又收获
了不少“粉丝”，许多自媒体
经营者纷纷来宝鸡采风，更
有拥近千万粉丝的网络主
播专门来宝鸡拍摄西府饮
食文化。借助自媒体平台宣
传本地文化，如今已成为新
潮流，既能为自媒体运营者
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为当地
旅游带来新流量。但自媒体
如何做好当地文化的宣传，
做出兼顾社会性与文化性
的精品视频？笔者认为，从
最接地气的小题材抓手，或
为做出精品文化创新的突
破口。

选 择 接 地 气 的 小 题
材，对自媒体运营者来说，
能够更容易去切入和理
解，降低了了解当地文化
的门槛。许多有较高热度、
对宝鸡文化感兴趣的自媒
体运营者并非本地人，让
他们去讲述宝鸡文化的全
貌或本土性内容较强的领
域，既容易出错，也对他们
挑战性过高。而若是从宝
鸡的一些特色美食小吃、
名人故里等作为宣传切
口，让自媒体运营者结合
自身特长加以创新，能够
做到“1 ＋ 1 ＞ 2”的效果，
更容易出彩出精品。同时，
这些接地气的小题材，对
于全国各地的受众也更容

易去接纳，更具有共情感。
央视《舌尖上的中国》

之所以火爆，与它把各地方
文化融汇于饮食当中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文化
或许有差异，但当这些特色
文化成为不同的味蕾刺激
时，便让全国各地的观众都
能直观地体会不同文化的
差异，进而激发更进一步去
游玩的兴趣。宝鸡有许多闻
名全国的小吃和景区，例如
面皮、臊子面、太白山等等，
但许多人只知这些食品和
历史人文景点，却对宝鸡和
宝鸡其他历史文化知之甚
少，如果能够通过自媒体从
宝鸡的这些知名度较高的
特色切入，讲述宝鸡人的精
气神、宝鸡的历史与深厚的
文化，无疑是一个让大众了
解宝鸡的新窗口。利用这些
广为人知的特色引流，从而
让更多人关注宝鸡其他领
域，吸引更多自媒体网红来
宣传宝鸡，把宝鸡的方方面
面展示给全国观众，让流量
成为“留量”。

若想利用好自媒体宣
传，还需着力于将文化细
化到群众生活中最细微的
末端，用最接地气的故事，
选择小而精的切入口，用
小故事讲述大宝鸡，吸引
最多的人来看宝鸡，感受
宝鸡文化。

陈仓杂谈

传
家
宝

寻找

张亚文父亲张吉常和“浆窝”

陇州油旋

从周秦开始，岐山人遇

到祭祀、庆典、商号开业，尤

其是春节、元宵节等重大民

俗节日，必以敲锣打鼓为快

事，击鼓鸣金，视为吉祥，世

代相代，形成风俗。故，岐地

素有“转鼓之乡”之美誉。

如今在这里，锣鼓已成

为城乡群众精神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是耄耋

老人，还是青少年，无论是七

尺男儿，还是窈窕淑女，能露

一手者不在少数，全家会打

鼓者比比皆是。表演场上，会

打的争着上场，不会打的竞

相围观，老叟不让顽童，巾帼

不让须眉，其乐融融。但见手

舞之，槌缨似一片火海 ；足

蹈之，鼓声如春雷动地，激情

豪迈，震天撼地。

岐山人爱打锣鼓，远近

闻名。它以气势磅礴，风格粗

犷豪放、精湛的演技，打出了

岐山人的豪情与壮志，打出

了岐山人的热情和奔放，展

示了岐山人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2004 年 3 月，岐山县

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全省

“转鼓艺术之乡”，全省获此

殊荣的仅此一家，真可谓实

至名归。2007 年 5 月，岐山

转鼓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

故郡镇索王锣鼓队老艺人王

致华被命名为陕西省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转鼓）代表

性传承人。

岐山人爱打锣鼓，这一

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秦时

代。据考证，鼓居古代八音之

首，周代的“大武”就是用鼓

伴奏，周公晚年制礼作乐，从

那时起，鼓的艺术就流行于

西岐民间。当然，当时的鼓与

现今的鼓有所不同，打法比

较单调，主要是在征战中以

壮军威。锣则是秦汉时期从

西域引进的。经过岁月长河

的洗礼，锣鼓艺术在不同地

区形成不同特色，其作用也

由壮军威而演化为节日或庆

典助兴为主。岐山人打的鼓

是牛皮八卦蛟龙鼓，鼓槌由

黄、红、绿三色分两端涂染

而成，手握鼓槌中间，打挽

自如，极富表现力。鼓谱主要

有多年流传于民间的“风搅

雪”“紧三槌”“十样锦”等。

近年来，岐山锣鼓集众多鼓

谱之长，谱写了独具特色的

新鼓谱，在打法上更是技高

一筹，已经从鼓乐、阵容、打

法、服饰等方面注入了新的

活力。

转鼓是岐山锣鼓中最

具特色、最有魅力的一种，

民间称之为“跑鼓”或“跑

转鼓”，是根据民间鼓谱“二

槌”“三槌”打法和民间鼓舞

特点改编，历经几代人的探

索和改进，演变而成的一种

打法。鼓手、钹手在表演中

不断探索和改进，鼓手和钹

手在表演中不断变换位置，

夹杂舞蹈动作，风格粗犷豪

放、激昂雄壮，气势磅礴，震

撼人心，给人以视觉、听觉

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振奋，

极富表演力。

陈仓荟萃

岐山转鼓
赵智宝

热闹的岐山转鼓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