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四季如夏的缅甸人来说，4 月
是一个如我们农历春节一般的存在。每
年 4月 13日至 16日，即缅历 1月 10日至
13 日，是缅甸传统节日——泼水节。这
期间缅甸上下举国欢庆，以水会友，让
外国人也能深刻体验这异国情调的新年。

缅甸的泼水节被称为“达降”，意
为“转运”，同泰国的泼水节“宋干”
以及我国傣族的泼水节同宗同源，都源
自于印度教。关于缅甸泼水节的来历，
传说不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有一
年，缅王在宫中遇到神仙下凡龙心大
悦，命人用香料和清水混合，泼洒在文
武百官的身上，表示涤旧除污，迎新接
福。根据缅甸的传统信仰之说，人多多
少少都是有罪的，人们相信这些罪过可
以用干净的水来洗刷，净化心灵与思
想，在新年来临之际确保自己的洁净。

这是缅甸人一年中最隆重、最热闹
的时刻。商场和餐厅几乎全部歇业，想
找地方买东西或吃顿饭都很难如愿，所
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街边向过往行人布
施，免费提供缅甸小吃和水等。按照缅
甸风俗，泼水节期间，除了穿着袈裟的
僧侣、身怀六甲的孕妇以及年老者这三
种人外，人不分男女、位不论高低、财
不辨多寡，彼此之间即使素不相识，也
可以相互泼水，表达洗旧迎新之意，以
洗清污秽与厄运，祈祷来年好运。这时
的水象征着温馨、清凉、幸福与吉祥，
人们被泼洒得越多，则越感到开心。

紫檀花在泼水节期间应季绽放，淡
黄色的花朵，不算艳丽，但却给整个缅
甸带来了动感与活力，并以它特有的芳
香，给缅甸人民送来新年的祝福和希
望，因此也被视为“泼水节圣花”。传统
习俗是用佛教圣树阎浮树，在中国称

“海南蒲桃”或香樱桃花枝，从银钵中蘸
取浸有玫瑰花瓣的清水，轻轻地向别人
身上抖洒。现在，这种文雅的庆祝方式
基本已经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疯狂
泼水。

节前一周开始，城市主街道两旁会
出现许多临时搭建的泼水站。今年仰光
市内搭建了 300 多个泼水站，短短 1.3 公
里长的茵雅路上竟汇集了 130 多个。有
宏大气派的高台，也有小巧玲珑的水
亭，共同特点就是向过往行人和敞篷简
易卡车，抑或是打开车窗的车辆内尽情
泼水，让人们以水为纽带分享节日的欢
乐。他们往往装备齐全，水枪、水瓢、
水桶、水管以及高压水枪，夹杂着冰水
喷涌袭来，即使炎热如此，也冰凉刺
骨，寒意顿生。砸在身上的水花有时会
让你痛到尖叫，而此时想要喊停止是没
有用的。不要小看此时每一位小朋友，
他们向你喷水时可能会让你后悔刚刚的
主动“挑衅”，因为这里，是他们戏水的
天堂。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青年人纵情
歌唱，尽情宣泄，无所顾忌。他们舍弃
了传统服装，用极具辨识度的朋克与摇
滚风服饰，以及尽情摇摆的舞姿诠释着
他们对泼水节的享受。排队等待被水淋
湿的车队缓慢前行，车上的人们很愿意
在台下多逗留一会，甘心接受这清凉的
祝福。在街上，一些外国友人也加入到
泼水行列，充分感受这异国风情，分享
缅甸人的节日快乐。

这是全国民众的嘉年华，狂欢是节
日赋予人们的意义。

4 天的狂欢过后即是缅历新年。街
边的泼水亭和大规模的泼水台人去楼
空，撤离得相当干净。只留下触目惊心
的垃圾，在街边上、在草坪上，诉说着
这里曾经的盛况。尽情狂欢了几日的人
们恢复平静，重着“纱笼”，变回了温文
尔雅、谦恭有加的状态。剩下那些还未
拆除完毕的泼水站基架与前几日的狂欢
对比，很是寂寥。又或许它们也在默默
等待着，下一个泼水节的到来。

泼水节的狂欢

□ 白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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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汇集马
克思出版过的所有著作的“马克思书房”，
在太原市图书馆六层悄然揭幕。

这是一间特殊的书房。它的建成，本
就见证了人们对于马克思的爱与感怀。书
房容纳的 2 万余册藏书包括马克思本人出
版的单行本和全集，马克思传记，各国各时
期学者对马克思生平、著作研究的文献。

其中大部分图书均由
捐赠而来。

“人民出版社常
务副社长任超听说我
们 要 建‘ 马 克 思 书
房’，非常兴奋，当下
把自己书柜里百余种
相关图书挑选出来，
送给了我们，同时安
排专人将社里已经出
版的书目进行整理，
又捐赠了 3000 余种、
价 值 10 万 余 元 的 图
书。”太原市图书馆馆
长郭欣萍介绍，筹备
过程中，还得到了山
西省外专局的支持，

他们把 28种上千册供外国专家阅读的优秀
外文图书捐了过来，在“马克思书房”设立
了外文书架；太原市委党校为“马克思书
房”贡献了马恩全集等相关书籍 8000 余
册；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财经大
学图书馆、太原市新华书店等也将本单位
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充实到“马克思书房”
里来。

“马克思书房”里有不少非常珍贵的旧
版图书，如一本名为《干部必读——马恩
列 斯 思 想 方 法 论》的 书 籍 ，出 版 于 1948
年。如果按照古籍判定办法来说，在 1949
年之前出版的书都已经算是红色文物了。

这也是一间时髦的书房。它实现了跨
学科文献整合，融教学演讲、展览展示、数
字阅读、趣味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个空
间。这，是书房的一个飞跃。

步入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马克思
的卡通画像，神采奕奕、目光炯炯，内心的
伟大抱负仿佛依然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涌
动。在另一侧，则是一堵油画墙，通过画传
的形式，向大众展现了马克思和朋友们高
尚的友谊、和妻子燕妮真挚的革命爱情，还
有他在工人阶级中的所学所感所悟。欣赏
一幅幅油画的同时，你便不自觉地走近了
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

细品“马克思书房”，你能发现很多惊
喜。比如在中心区域，专门有名为“马克思
大脑”的青少年专区，阶梯式的设计充满了
新颖、时尚的氛围。在这里，读者能够坐在
舒适的沙发上利用电子阅读器阅读马克思
专题电子书，还可以坐在阶梯上随手拿到
书架上陈列的图书，更可以倚在窗畔，望着

汾河美景陷入沉思。
在“马克思书房”外西侧，还开设了“主

题邮局”，集马克思主义传播、公共文化场
馆、主题阅读空间与邮政服务及邮政文化
于一体。读者可以亲手从马克思书房主题
邮局寄出一封封信件、一张张明信片，这个
过程不仅有趣，还富于教育意义。

书房讲解员吕楠告诉记者，书房中心
的主题空间“马克思大脑”，主要用于开展
故事会、抄写诵读马克思经典语录等形式
的马克思主义课外教育活动。同时，这里
也是思想品德课外课堂，孩子们可边听老
师讲，边读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马克思
著作。

为了方便读者线上阅读，太原市图书馆
微信平台开通了“马克思专题电子书读者选
书图书馆买单服务”。他们精选了《一篇读
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马克思靠谱》两本
书，制作成二维码电子书展架，只需微信扫
码即可在线阅读。此外，太原市图书馆还设
有网上阅览专座，提供专题网站链接和马列
研究文献检索阅览服务。

如果你有机会来太原，一定不要忘记
到“马克思书房”转一转，因为这里是思想
汇聚的课堂。

来“马克思书房”，上一堂闪光的课
□ 梁 婧

“五月龙船景，鼓号千雷鸣。万江劈浪
舟舸飞，龙衔树叶人抖擞。披红戴花绕村
游，烧猪早摆船上头。各位街坊来攀谈，欢
欣愉快迎龙舟。”歌曲《五月龙船景》所描绘
的，正是有“龙舟之乡”美誉的东莞市麻涌
镇的龙舟景盛况。

麻涌的龙舟盛景不只限于农历五月，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万人空巷的画面从春
演绎到秋，成了麻涌水乡村村激情投入、人
人眼中看不倦的风景。小小麻涌镇的龙舟
队，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顶级赛事，共斩获金
牌 56 枚，其中 4 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
并夺冠。今年 3 月，两大龙舟赛事——第
18 届亚运会龙舟项目国家集训队选拔赛暨
2018 年中国龙舟公开赛(东莞麻涌站)在麻
涌举办，观看人数之多、参与队伍水平之
高，向全国展现了“龙舟之乡”的魅力。

赛龙舟这一具有浓郁中华民族传统民
俗文化色彩的娱乐活动，今天已发展为一
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运动，风
靡大江南北，更被纳入全运会、广州亚运
会、雅加达亚运会等国内国际重大赛事。
端午将近，如何推动龙舟运动普及、发展又
成了各地热议的话题。笔者看来，麻涌的
成功案例值得各地借鉴。

厚植传统

麻涌龙舟运动之所以有今天的热度，
与龙舟文化在当地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有关。据当地《龙舟志》编修人员黄银平介
绍，麻涌龙舟竞渡历史已超过 800 年，从南
宋时期就伴随着生产生活而兴。

麻涌，河道纵横，水网交织，出门见水，
举步登船，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水乡人
家，也就造就了麻涌人爱水、亲水的天性。
在麻涌，几乎家家户户都精于水性，擅于舟
楫，从而为龙舟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每当农历四月中旬，麻涌各村（社
区）就会开始筹备龙舟赛事。“龙舟景”这
天，来自四面八方的龙舟就会赶来，集于麻
涌河上，不约而同地响起锣鼓，相互礼让一
番后，擂起锣鼓齐头并进，成为水乡民间一
项大型体育盛事，之后又分别形成各村龙
舟景。

近年来，麻涌镇政府在推动全民健身
运动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并传承了当地
深厚的龙舟文化传统。如今麻涌镇各村保
留下来的龙舟景有“麻涌景”“漳澎景”“鸥
涌景”“南洲景”等，每年龙舟季，10 多万村
民和游客便进入了观赛赏景的“狂欢模
式”，热闹胜过新年。笔者有幸观看了去年
龙舟景的压轴大戏“麻涌景”，在宽广美丽
的华阳湖上，一大早就有前来“趁景”的龙
舟在湖面上穿梭嬉戏，或几条龙舟相约来
一场小范围比赛，或将龙舟装扮得花枝招
展在水上巡游。龙舟所到之处，擂鼓声、鞭
炮声、呼喊声震天响，场面激动人心。

各村龙舟活动中也穿插着传统民俗。
如去年“鸥涌景”当日是鸥涌村的“哪吒
诞”，鸥涌村人在举行龙舟景同时，还要朝
拜哪吒庙，大宴宾客，借机与亲朋好友欢聚
一堂。而扒龙船历史悠久、实力强劲的漳
澎村，每年“漳澎景”都会邀请老冠军龙舟
队衣锦还乡去游船，还会在河边各观景凉
棚中备好免费的龙船饭，让村民游客品尝。

龙舟竞渡民俗，天然便有体育竞技的基
因。据黄银平介绍，民国时麻涌的龙舟赛就
有过一段鼎盛时期，当时是以宗族、姓氏为
代表去参加周边地区的比赛。有明确史料

记载的 1936年，当时麻涌莫氏、萧氏两条龙
舟参加广州增城新塘扒标比赛，分别获得了
冠军和亚军。新中国成立后，麻涌龙舟以乡
村为单位参加各种比赛，也获得过不少大
奖。上世纪 90 年代，麻涌龙舟参加大型国
际国内赛事，多次夺冠，享誉中外。

继承传统，今天，举办龙舟比赛已成为
麻涌镇打造群众体育生活化、常态化的得
力举措。一方面，麻涌镇持续举办从镇级、
市级到全国顶级的各类龙舟赛事，积累了
丰富的办赛经验。如去年麻涌成功举办了
第 13 届全运会龙舟项目预选赛，共有来自
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8 支队伍，近
2000 名运动员参加角逐。另一方面，麻涌
龙舟队也积极“走出去”，参加国内国际各
项赛事。如去年在瑞士苏黎世州举办的第
26 届艾格丽萨国际龙舟邀请赛，麻涌龙舟
队将职业混合组冠军收入囊中，让鲜艳的
五星红旗飘扬在莱茵河上空。

得胜而归的喜悦最能激荡人心，从而
推动龙舟运动的传承。“我从小就喜欢龙
舟。没有龙舟，我就没有机会出国比赛，赢
得那么多荣誉。”运动员出身、参加过众多
国内外高水平龙舟赛事的麻涌龙舟教练伍
新成说。今天，越来越多麻涌年轻人像伍
新成一样，凝聚在“团结一致，努力拼搏”的
龙舟精神下，全心全意为荣誉而战。

推陈出新

在麻涌观龙舟赛，只见划桨密如急雨，

劈波斩浪，时而直线猛进，时而弯道急转，
激烈的角逐令观众大呼过瘾。而在这精彩
刺激的画面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辛勤汗
水。“龙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体育项目，背
后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伍新成说。就在
3月份的中国龙舟公开赛(东莞·麻涌站)上，
麻涌漳澎海昌龙舟队包揽了甲 B 组四项冠
军。该队领队林灼才说，队员们备战 10 来
天，手上起泡都继续训练，真正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不过，就龙舟这项飞速发展的运动来
说，想要“收获”不仅需要汗水，更需要在传
统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中国龙舟协会秘书
长余汉桥在去年麻涌成为首次全运会龙舟
预选赛举办地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表示，
在国际龙舟联合会注册的国家、团体有 880
多个，可见它在全世界的普及程度。如果
想掌握主动权的话，有必要在文化传统的
基础上，探寻出一个标准模式，让其他国
家、赛事可以通过这个标准直接开展。

麻涌的实践正是如此。近年来，麻涌
龙舟不断在训练方法、技巧以及比赛规则
上推陈出新，与国际国内实现接轨。伍新
成作为全国知名的龙舟教练，曾将多支龙
舟俱乐部带到国内一流水平，还多次带队
出征国内外，夺得几十块金牌。在他看来，
今天的龙舟作为国家级的体育项目，训练
方法十分重要，从握桨姿势到划桨频率以
及运动员的呼吸节奏，都要讲求技巧。他
透露，平时的龙舟训练中，运动员一般都会
在早上先进行哑铃等体能训练，提高手臂
力量，之后才是水上实战训练。

在比赛规则上，即使是麻涌传统的龙
船景，也遵循着全国统一的竞赛标准，力求
达到最高水准。笔者看到，麻涌地方公众
号 上 ，早 早 便 公 布 了 6 月 底 即 将 举 办 的
2018 年麻涌龙船景的竞赛细则，明确要求
参照中国龙舟协会《龙舟竞赛规则》及最新
条款。竞赛在龙舟的长度、参赛人数、服
装、比赛姿势等方面都有细致的要求，比如
各村、社区龙舟队训练时间限制为 15天，男
子传统龙舟比赛要求锣鼓兼备并积极敲锣
打鼓，参赛队员须有穿衣游泳 200 米以上
的水性等。“每项严格的赛制意味着——本
届冠军的含金量也更高！”该文在竞赛细则
后面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麻涌龙舟的推陈出新，
更在于当地政府“不止于龙舟”的主导思
想。在麻涌，龙舟不仅是一项强健身心的全
民体育运动，更成为了让麻涌享誉全国、走
向世界的崭新城市名片。借如火如荼的龙
舟赛事，麻涌的全域旅游发展渐成规模。如
去年龙舟景期间，麻涌举办了“观龙舟景，享
龙舟水”麻涌镇首届泼水狂欢节，让观众看
龙舟赛之余欢乐地享受“龙舟水”；还举办了
万人共享龙船饭活动，免费派发了22000份
龙船饭，请游客品尝水乡味道；同时借机推
广了当地“走进香飘四季”“体验古梅乡韵”
等水乡特色旅游项目。

“麻涌政府通过龙舟这个载体，成功
地塑造了一个‘通过龙舟运动的影响，拉
动城镇各方面的发展，提升城镇品牌效
应’的范例，感染了全国的很多城市。”余
汉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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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景，看不完
□ 郑 杨

在麻涌观龙舟赛，划桨密如急雨，劈波斩浪，激烈的角逐令观众大呼过瘾。 郑 杨摄

在“马克思书房”，读者可以通过电子书阅读器查阅相关文献。
梁 婧摄

在麻涌，龙舟不仅是一项强健身心的全民体育运动，更成为让麻涌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崭新

城市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