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浩麟

一位耄耋之年的开封老人，伴着夏天迟缓
的脚步，在秋天来临之际，走了。

他叫李公涛，一个被尊称为当代“文化愚
公”的人。

他留下一种物质——开封西北隅，龙亭湖
畔，120亩的中国翰园碑林。作为碑林创始人，
李公涛留下的是31年来用心血雕刻的近4000
块、蜿蜒3公里长的碑刻。

他留下一种精神——李公涛曾立下《家训
碑》，铭示后人:“以愚公精神世世代代刻碑不
止……迎难而上，百折不回。”

在最后时刻，他嘱咐家人：“把我的骨灰撒
在翰园山上和湖中，我要看着你们把碑林建设
好，无偿交给国家。”

精神火炬 炽烈燃烧

如果时光倒流 30年，如今的中国翰园碑
林，对于那时候的李公涛而言，只是一位小人物

的梦想。
1983年，56岁的李公涛因病退休。这位出

身农家、26岁入党、当过全国先进、做了22年右
派的人，似乎可以歇歇了。

退休的生活很是惬意，在自家的小院里种
竹养花，品茗听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一天，我国著名书法家牛光甫为他的小院题字：

“翰园”。似灵光一现，机缘诞生。
开封，这座举世闻名的八朝古都，曾孕育出

众多杰出书画名流。“先人为古都留下了灿烂的
文化，今天我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呢？”

一个宏大的设想在李公涛心中悄然萌芽：
广收天下墨宝，镌刻于石，创建一座与西安、曲
阜的碑林相媲美的当代最大碑林。

这可是前无古人、今无做者的大事！
李公涛召开家庭会议，把想法告诉家人。

一家人怔住，如闻惊雷。
但李公涛心意已决：“文化是一个民族的

根。开封是历史文化名城，如果能把当代的书
法艺术在石碑上表现出来，流传下去，这是千秋
大业啊！”

当时，李公涛的长子李孝泉办有几个经济
实体，按照家庭会议的决定，他将全部收入投入
碑林建设。后来，有人对李孝泉说：“你爸要是

不搞碑林，你早就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了。”李
孝泉回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一个
家有一个家的家规。”

精神追求 无怨无悔

李公涛的碑林梦想，从零开始。
碑林筹建初期，举步维艰。家里仅有的十

多间房子，大部分作了办公用房，所有家具也
成了办公用品。大儿子一家 5口挤在一间房
里，睡着上下铺。李公涛夫妇“安居”在装裱仓
库里。

这又是一个温馨、团结、奉献的大家庭。
碑林的事业，将他们一家人紧紧地凝聚在了一
起——大儿子把办厂的收入全部投入碑林建
设，儿媳为碑林打字、裱画、负责后勤保障，二儿
子、三儿子放弃“高就”回到开封，就连李公涛的
两个弟弟也为此提前退居二线——全家阵容，
众志成城。李公涛立下规矩：李家人，只准干
活，不领工资。

李公涛亲手绘制了翰园碑林的蓝图。为了
保证刻石作品的质量，李公涛向当代书法名家
发函征集作品的同时，赢得中国书法家协会对
碑林工作的支持。中国书法家协会破例向全国
书协会员发出征集作品函……

1985年 8月25日，碑刻工程正式动工。消
息一出，四海震动。国内外数百家媒体竞相报
道、转载，翰园碑林不胫而走，“文化愚公”声名
远播。

许德珩、张爱萍、楚图南、方毅、穆青的作品来
了，舒同、启功、萧劳、王遐举、胡公石、陈天然的作
品来了，香港、台湾地区的作品来了，新加坡、日本
的作品也来了。半年时间，翰园收到各方墨宝两
千多幅，还有几百封热情洋溢的赞扬信。

李公涛又坐不住了！他重新绘制碑林蓝
图——他要刻碑3500块，组成十大碑廊；建成
一座具有多种功能的中国第一大碑林——中国
翰园碑林。

有人对他说：“你毕竟年岁大了，这么巨大的
工程能建成吗？”李公涛回答：“我—帧一帧地征
集，一块一块地镌刻，一年不行十年，死了以后由
儿子接着干，世世代代干下去，碑林一定能建成。”

“我愿当个和尚，向海内外炎黄子孙化缘，
与我的同胞一起建设翰园碑林。”

建设这么宏大的文化工程，李公涛已捉襟
见肘。每次出差在外，他总是自带炊具做饭。
在北京复兴门外的“驻京联络处”，他从市场捡
回一包包大白菜叶子烧菜。这一场景被时任中
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副秘书长罗丹看到，老罗的
眼睛湿润了。

可对于碑林，李公涛却舍得！碑刻必须用
最好的石料，他在全国考察碑石产地，反复比
较，谨慎选择；高薪聘请技术过硬的石刻匠师，
安排工匠到西安碑林、铁门千唐志斋学习，慎始
善终。

1992年6月，好消息姗姗来迟。开封市委、
市政府经过几轮的讨论表决，最终解决了悬而
未决7年之久的翰园碑林选址问题。

李家沸腾了！李公涛兴奋得三天三夜没有
合眼。

好友王顺兴感叹：“公涛啊，你哪儿来那么
大的劲儿啊？愚公移山是为了自己走路方便，
你是图个啥？”

李公涛笑了：“我是老牛自知夕阳短啊！我
多想在有生之年把碑林建成。”

精神碑林 伟岸巍峨

起步难，让人理解更难。李公涛的行为遭
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为了赚钱”，“沽名钓誉”，

“谋取了大批书画家的墨宝”……
为表明心迹，李公涛作了法律公证，并立下

“家训碑”，要求家人：只许投入，不许索取；迎难
而上，百折不回，直至碑林建成，交给国家为
止。碑林有了收入，李家子子孙孙不能从中牟
取一分钱利益。

李公涛的无私奉献精神在全国乃至海外引
起了强烈反响，牵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一
批优秀人才汇集在翰园碑林，他们中有风华正
茂的青年，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社会知名人
士，也有著名古建专家。他们不为名、不为利，
勤勤恳恳为翰园碑林奉献：

新密碑刻专家周绍宗，放弃高薪收入，背上
行李直奔碑林刻碑；天津书画家曾广振把 60多
幅精品书画寄给李公涛，委托他义卖后捐给碑

林；已故河南大学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王寿
庭把自己毕生的研究硕果、亲自整理的民族音
乐原声磁带捐给碑林；一位73岁的补锅老人义
务劳动100天，把全部收入捐给碑林……

书画界震动了，名家们无偿为碑林提供
了 3万多件作品；社会各界震动了，纷纷解囊
相助……愚公精神感召着世人，影响所及，遥播
海外。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炎黄子孙，捐款捐物，慷
慨支援。

李公涛在海外华人圈出了名，韩国文化艺
术界人士、书法家许由先生决定在韩国创建韩
国碑林园，并在韩国为李公涛塑立铜像。

中国翰园碑林的创建，唤起了华夏子孙强
烈的民族认同感。

1996年10月，中国翰园碑林主体碑廊正式
对外开放。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亲临中
国翰园碑林参观。胡锦涛同志握着李公涛的手
说：“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江泽民
同志在参观中国翰园碑林历代书法碑廊时，赞
扬李公涛“从内心表现了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功
德无量”。

“他心里只装着碑林，唯独没有自己。他是
当代愚公，时代需要他这样的愚公精神。”翰园
碑林元老、河南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顺
兴这样评价老朋友李公涛。

今天，经过31年不懈建设的中国翰园碑林
清新典雅、景色迷人，成为古都开封一座融碑刻
艺术与山水景观为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

8月7日，立秋，大自然已进入收获的季节，
而 90岁的李公涛却与世长辞。李公涛的身后
还有他未实现的梦想，按照他生前的总体设计，
翰园碑林还有更高追求：提高园林层次、提升文
化品位、做强文化产业……

轻轻踏上碑林石阶，极目远眺，近4000块
碑刻镶嵌在蜿蜒 3公里长的碑廊之中，如游龙
飞天，雄伟，壮观。此时，耳畔仿佛又响起李公
涛朴素而坚定的话语：“我倒下由我弟弟和子孙
接着干。迎难而上，百折不回……”

开封市一位叫清风的诗人赋诗《纪念文化
愚公李公涛先生》：淡泊名利翰园香，锲而不舍
建碑廊。三十春秋苦创业，四千青石刻荣光。
传承墨宝举全力，守望丹青大文章。文化愚公
载史册，功系千秋人颂扬。

愚公精神不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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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林巍峨，精神不朽

“他心里只装着碑林，唯独没有自

己。他是当代愚公，时代需要他这样

的愚公精神。”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如果能

把当代的书法艺术在石碑上表现出

来，流传下去，这是千秋大业啊！”

“我—帧一帧地征集，一块一块地

镌刻，一年不行十年，死了以后由儿子

接着干，世世代代干下去，碑林一定能

建成。”

□盛志国

“唱腔要带感情，有节奏感……”8月26日，在
邓州市桑庄镇孔庄小学的罗卷戏国家级“非遗”培
训基地，一位老人正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学唱罗卷
戏。他，就是罗卷戏传承人刘银各。

据刘银各介绍，罗卷戏是我国稀有剧种之一，
起源于唐贞观年间，俗称喇叭戏，是由“罗戏”和“卷
戏”这两个中州大地的古老剧种融合而来，被戏剧
界誉为“戏剧活化石”，具有典型的北方戏曲风格。
传统剧目有三四百出，以反映历史故事的“袍带戏”
居多。邓州罗卷戏曾唱红中原大地，民间曾传：“罗
卷戏到村里，女人不烧汤，男人不下地。”

2006年，邓州“罗卷戏”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刘银各。

“罗卷戏唱腔分类极为细致，唱法及调门比一
般戏曲更苛刻。”刘银各说，“生、旦、净、丑俱全，讲
究音韵，词格为七、十字句，以婉转清新、优雅抒情
见长。”罗卷戏伴奏乐器多，凡有两军厮杀等场
面，所有吹奏乐器、打击乐器一齐奏鸣，大有雷电
交加，金戈铁马的壮观气势，深受群众喜欢。后
来，由于战乱和管理等原因，剧团历经三起三落，
到上世纪70年代，才又“重见天日”。

今年53岁的刘银各，其爷爷刘长江是孔庄村
罗卷戏剧团的创始人。在刘银各5岁时，投师爷
爷的徒弟王云亭、王学彦等人学习罗卷戏技艺。
从倒立、下腰等基本功，到学唱、念、做、打，刘银各
每日都给自己加“私功”；从吐字行腔到表演身段
反复练习，甚至连吃饭、做梦都在模仿师父的一举
一动。

“俺17岁登台演出，那时候剧团七八十号人，
到一地一演就是三四天，逢年过节还得提前请。”
回忆起曾经每年演出500多场的辉煌，刘银各激
动之情溢于言表。

“目前，全国仅存孔庄村这一个罗卷戏剧团
了。高楼拆了可以再建，这些东西丢了，上哪儿捡
回来？”看到剧团的老人相继去世,艺人越来越少，
红火一时的罗卷戏面临失传，充满担忧的刘银各
坐不住了，他和20多个老艺人自发行动起来,打
响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非遗”传承挽救战。在各
级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他们多方筹措资金购置
服装、道具，组织剧团到各村巡回演出，根据所学
整理收集剧本二十几本，编写出版《邓州罗卷戏》
专著，还开设了罗卷戏培训班，开展罗卷戏进校园
活动，以吸引和培养更多传承人。

谈到带徒学艺，刘银各更是深有感触，“罗卷
戏传承得从娃娃抓起，因为孩子对艺术的喜欢是更
加天然的、发自内心的。我的演唱技法，全是师父口
传身授的，咱们要像传接力棒一样，一代代传下去。”

“人活着要做些有意义的事。让罗卷戏重放
光彩是我的梦想，我们现在忙着传承罗卷戏，感觉
生活很充实、很快乐。”说起这些，刘银各抑制不住
内心的骄傲。8

传承

罗卷人生

□图/陈更生 文/陈炜

离别总是难舍。

时间定格：2016 年 8 月 21 日下午；地理定

位：郑州市北环以北，陈寨——郑州市最大的

城中村，一个被称作“中原小香港”的都市村

庄。

这一天，作为一个村庄的陈寨“大限”已

到，拆迁的重型机械正隆隆地向这里驶来。

此刻，陈寨的上空蓝天丽日阳光很好，陈

寨的里面慌乱无序喧嚣一片。满载家什驶离

的汽车与空着驶来搬运的汽车在高楼林立的

街巷擦肩而过，正在撤离的人与准备撤离的

人神态各异，在逼仄的夹道上行色匆匆；街心

拐角的超市在含泪甩卖最后一批商品，小巷

深处的美容店为客人贴上了最后一张面膜；

张家的 6层瘦楼正拆卸着最后一扇铁门，切割

机呼呼地喷射着蓝色的火焰；李家嫁女的院

落铺满鞭炮红色的外衣，醺醺然的主宾们又

开始新一轮的嘱托和道别……此刻，立秋已

过处暑未至，天已渐高气还未爽，陈寨的阳光

被密如蛛网的过街电线隔筛成细碎的金色光

斑洒满路面，近处的喧嚣嘈杂刚刚歇息远处

的喧嚷吵闹一波又起——

我们的小姑娘，不，陈寨的小姑娘——她

属于陈寨，有些隆重地戴上了墨镜，在自家门

前的躺椅上安静地躺下，再感受一次“老家”

的味道，再享受一下小房东的待遇与荣光。

她躺下的时候，蓝天上正划过一群迁徙的飞

鸟，她看见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她已经在期盼搬入新

居的那一刻，急于体验作为一个新房东的自

豪与惬意。至于其他，譬如搬迁、上学、读书、

考试，还有人生，那不是今天的事啊。

当然有人愁！她家的租户们和“村”里

的房客们，此时正四处打探，为找寻一处新的

蜗居心急火燎。

陈寨，这个面积 0.618平方公里、被南方周

末等省外媒体频频关注的著名都市村庄，拥有

大型的花卉市场和蔬菜批发市场，矗立着 800

多幢十几层的高楼，流动人口多达 15万。

15 万 人 ，那 该 是 多 宽 多 长 多 壮 观 的 队

伍！牵一发而动全身，迁一村而动全城。

都市村庄正从城市的版图上被一个个抹

去，曾经的田园被一片片拔地而起的现代化

建筑占据，朴实得接近洪荒、名字土得掉渣的

小村一夜之间被异域大都市的名头覆盖，水

涨船高的房租资费和节节攀升的生活成本汹

汹逼人，哪里还容得下漂泊者和打工族？于

是，有人黯淡了城市梦，打点行囊回家了；有

人去了更远的城市，继续寻梦。

城漂者和打工族，是一个鼓满梦想风帆、

洋溢青春活力的年轻族群。每一天清晨，看

到一群群活力四射的青年从都市村庄奔涌而

出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想：这是一部部刚刚

开演的电视连续剧啊，每一部都会有惊心动

魄的高潮催人泪下的细节出人意料的结局！

都市村庄就像一块厚实的海绵，吸纳着、

蕴含着、包容着各种溶液，成为一个“廉价的

城市空间”。它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孕育的

珠胎，既开放又保守，既繁荣又简陋，既脏乱

无序又生机勃勃，既注重效益又慵懒散漫，既

疯长野蛮又诞生温情，既不完全属于农村更

不完全属于城市。它一头连着乡土一头连着

城市，存留着街坊的温度与和睦的邻里，袅袅

飘散着人间烟火气。

这里景象热烈别具风情。几块钱能吃饱

肚子，几步路能看见稀罕，几句话能觅到知

音。夜幕降临时，霓虹灯影里，更有一派热闹

的景儿：吆声、喊声、说笑声，声声入耳；烟味、

酒味、香水味，味味扑鼻。这里地不分南北人

不分老幼，来了都是客；这里不管是僧面还是

佛面，和气就生财……

这里有熟悉的乡音，可以吃到王家的煎

饼、赵家的蒸馍，听得到楼上骂老婆楼下打孩

子，忘带钥匙时可以在院子里逗逗房东家的

小狗……这里是农民工和低收入者的栖息

地，也是一些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初来乍到的

小白领以及小本生意人的过渡所。一些人在

这里喘息休整，绘制好时间表和路线图之后

重新出发，去了更远的世界；一些人在这里

休养生息，娶妻嫁夫，繁衍后代，深深融入了

村庄。而这里的原住民们，也逐渐淡忘了失

去土地时的茫然与慌乱，开始心安理得地享

受做东家的欣然与快活:有人腰里挂着一排

排钥匙，吃喝、打牌、睡大觉，坐享其成；有人

怀里揣着沉甸甸银两，旅游、开发，做老板，

开疆拓土……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世博会

给世界的口号。当一个个疤痕状的城中村渐

次从城市消失的时候，城市的容颜也在眉清

目秀地不断舒展。这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

进程，也是无法避免的城市阵痛。

“一片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有

人这样描述城中村的征地拆迁。这是城市生

长拔节的意象，更是政府应该认真思考的问

题。

又 想 起 了 那 个 在 躺 椅 上 养 神 的 小 姑

娘。未来的岁月里，她会满足于做一个房东

吗？8

一
样
告
别
两
样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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