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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船工的
“丹江号子”

历史深处

长寿密码

□鲁枢元

位于开封城东北隅的艮岳，原是风雅皇帝宋
徽宗一手督办的一座著名宫苑，公元 1122年竣
工，别称“华阳宫”。“艮”，在《周易》中的卦象为

“山”，卦位为“东北”。宫苑占地七百五十亩，相当
于河南大学整个明纶校区的面积，苑中堆有南北
二山，连绵起伏，丁嶂梅岭，奇石林立；更掘雁池、
凤池，飞瀑如练，曲水环流；广植珍木异卉，蓊郁葱
茏，奇兽稀禽，出没其间；楼阁台榭，极尽奢华；丽
姬娇娃，前后奉迎。若是单从园林美学的角度看，
这座皇家宫苑可以说是品位高雅，风格独具，巧夺
天工而又自然成趣。若是从社会政治经济意义
看，实乃劳役百姓、耗竭国库、独奉一人的荒唐行
径。小说《水浒传》中就写了一位因营造艮岳由江
南押运“花石纲”而失职倒霉的下层军官杨志，一
般民众所受荼毒更不在话下。艮岳建成不久，即
遭遇金兵南侵，京城陷落，这座皇家宫苑遂被洗劫
一空。大宋皇帝父子俩一同被俘往北国，受尽凌
辱，横死金营。故此，艮岳虽美轮美奂，却成了腐
恶政治的表征，在后人的口碑上成了一篇负面教
材。《汴京遗迹志》的作者李濂写有《艮岳怀古二
首》，第一首吊古抚今，情真意切，堪称佳作：“宋帝

平川起碧山，绮甍瑶台彩云间。只矜花石来江舰，

讵料金兵入汉关。北狩竟随双雁去，中原无复二

龙还。伤心一掬青城泪，洒向遗宫草树斑。”

史载艮岳的具体位置在东京的景龙门以东，
东华门以北，景龙江以南，封丘门以西。对照宋代
地图，参照铁塔、相国寺这些北宋时代遗留的“地
标”，艮岳的位置大体在如今开封市的铁塔西街省
医药学校、河南大学附中、豆芽街及河南大学西半
部校园一带。“遗宫”的痕迹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当
年从江南、江北运来的一些“太湖石”、“灵璧石”散
落各地。其中有一块如今被供养在相国寺里，供
中外游人凭吊。

再就是贡院。开封城东北隅的这座贡院属于
省级的，始建于明代，最终还是被崇祯十五年一场
大水彻底淹掉，随着明王朝的覆灭，明代的贡院亦
毁于一旦。清朝定鼎北京后，在明代周王府旧址
新建河南贡院，即现今的龙亭公园一带。多年过
后，由于此贡院遭周围水泽浸泡难以为继，遂于雍
正九年（1731年）在城的东北隅上方寺南边建一
座新的贡院。此处乃开封城内最高的地段。开封
城多次被黄河水淹没，当整个城池沦为泽国时，位
居城东北的“士市子街”（即后来的南北土街，如今
已改为解放路中段）水深且不过膝，而铁塔所在的
上方寺一带竟还是一片陆地。这座贡院规模宏
大，最盛时有号舍11866间，另有各管理部门的执
事人员办公室近80间。

1901年初冬，庚子事变一年后，渐渐尘埃落
定，慈禧与光绪由西安返北京中途驻跸开封，在开

封住了32天。浩劫过后的老太婆又恢复了作威
作福的常态。据开封志书记载，开封行宫御膳的
掌勺大厨师为陈永祥（1860—1938），席间除宫廷
的传统菜肴外，陈师傅又推出了诸多开封地方风
味，其中有“绿翠面筋”、“椒盐金菊”、“琥珀红
果”、“鲤鱼焙面”等等。此行让皇上、皇太后对开
封留下良好的印象，回京后，由于北京的顺天贡院
遭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接下来的乡试、会试只有
在别处举办，开封贡院就成了最优选择。据相关
文字记载：在清朝举行的112次会试和顺天乡试
中，各有两次不在京城的顺天贡院举行，而是在开
封的河南贡院举行的，这在清代科举制度史上是
仅有的两次。更重要的是这两次考试废除了八股
文，不再全以“五经四书”为根据出试题，开封贡院
成为清代科举试题改革的发祥地。

科举制度废除不到8年，民国取代大清，在开
封贡院的基础上一所新型的现代大学诞生，即
1912年由林伯襄为校长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
校”正式成立，经百年沿革，成为如今的“河南大
学”。河大校内至今还存有两通重建贡院的石碑
和一座中西合璧的贡院执事楼。

我是在晚清癸卯会试的60年之后，来到会试
的开封贡院旧址参加另一种“会试”的，即1963年
的高考。记得考场设在当时河大的 601阶梯教
室，教室很大，但桌椅狭窄，感到十分的局促。其
中作文的考试题是“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不少
考生慌张之中误写成“唱国歌”而名落孙山。我则

侥幸地唱着《国际歌》“中举”，走进了“知识分子”
的行列。

在十二祖庙街，倒是曾经真的住过一位前清
举人周老太爷。我出生前，周老太爷已经去世，他
的儿媳老周奶奶就住在我们院子的东屋。小时
候，这院子里最亲我疼我的，就是这位老周奶奶。
周太爷是位大学问家，不说别的，看看他为我的两
位姑姑起的名字就可以窥其一二：“鲁若珠”、“鲁
若玉”。拉黄包车家的丫头能够获得如此雅致的
名字，全是周太爷的恩赐！太爷又是一位道学家，
讲究以“孝”治家。老周奶奶娘家姓方，太爷便为
她取名“周方孝”，好让她念念不忘恪尽孝道。更
重要的，周老太爷还是一位书法家，儿时就常听人
讲起：相国寺内“大雄宝殿”的匾额就出自太爷的
手笔。开始我还以为是传闻，后来看了开封地方
志白纸黑字的记述，方知此言不虚：周贯一，原名
汝恂，后以字行。咸丰三年出生于祥符县，逝世于
民国三十二年，其家曾住开封城内十二祖庙街路
北。举人出身，光绪年间曾任安阳县教授，擅长书
法，魏碑尤佳。1922年冯玉祥任河南省督军时，
时常邀请周贯一来督军署切磋书艺，冯玉祥的一
手魏碑体，得益于周举人甚多。周太爷活了 91
岁，他的死也在这条小街留下故事。我就不止一
次听父亲讲过，久病不起的太爷到门外晒太阳时
不见了踪影。第二天，有人报信说，河南大学北城
墙下发现一个衣冠楚楚的老先生躺在草丛里。等
我父亲陪周奶奶过去时，太爷早已断气。大家始
终弄不明白，太爷为什么要死在那里。

儿时，我在周奶奶家的堂屋曾见过周太爷的
遗像，是碳粉画像，一个模样有些像齐白石的白胡
子老头儿。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石雪帆 高帆

清晨，微曦薄雾。河畔
柳树下，陈文义面朝河水，双
手撑竿，腰背一挺，下巴一抬，
喊：“快拉锚！快开船！一路
上，要安全喽嗨……”

苍劲雄浑的船工号子，
裹着淡淡的苍凉，飘向波光
潋滟的丹江河……

一
今年78岁的陈文义，喊

船工号子已64年了。如今，
号声依旧，却不见了往昔那
般的场景……

老陈的家仍在河边，却
是灌河河边。每天早晨起来，他都会在河
边喊上一曲。“唱了一辈子，习惯了，不喊上
几声心里不舒服。”

河不再是丹江河，船不再是丹江河的
船。一台老旧的磁带录音机、一个磨破了
边儿的笔记本和一根被握得油亮的竹竿
——这是他目前唱船工号子的全部家当：
竹竿用来当撑船的篙，笔记本用来记词，录
音机录他每天唱的号子。

号子响起，有人驻足观望，时不时还有
一声喝彩：“好！”而这声“好”，往往会让老陈
兴致勃勃，一首接一首，唱上大半天。老陈
说，每天喊一喊，感觉神清气爽。“偶尔也有
失落，毕竟丹江上不再有号子声了。”

二
据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

早在战国时期，丹江就已通航。俗话说“露
水没籽，号子没本”，丹江号子是船工们在劳
动中即兴创作，口耳传唱流传下来的。其
渊源始于夏周，成于春秋战国，兴于唐宋，盛
于明清，绵延传承四千年之久。

老陈出生在丹江岸边的淅川县盛湾
镇，一家三代船工。听着爷爷、父亲的号子
声长大的他，耳濡目染，也会哼上几句。
1951年，为了多给家里挣一份口粮，14岁
的他跟着父亲踏上了丹江河上的大船，开
始了船工生涯，从此与船工号子结下了不
解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路阻滞，丹江航
运繁荣，航道上至陕西龙驹寨，下达湖北老
河口，顺汉江又可入航长江，丹江沿岸百姓
多依靠航运讨生计。老陈回忆说，当时从
淅川到武汉，一趟最快要30天，江上随处可
见大小船只，码头处最多时能停靠几百艘
船，帆樯林立十余里，场面蔚为壮观。这么
多的船只也养活了大量船工，平日里至少
几千名船工生活在丹江上，“个个都会唱上
几首号子。”

老陈当时年纪虽小，但聪明伶俐，学东
西也快，经常跟在老船工后面跑，船工们唱
号子，他就跟着一起唱，久而久之，他就把各
种曲目学了个遍。

“丹江号子有二十多个曲调，一百多个
曲目，有起锚拉纤唱的，有撑船行舟唱的，有
装卸货物唱的，有推船扛船唱的。”老陈说，
号子字词质朴、押韵，喊唱流畅顺口，声调苍
劲幽远，音韵悠长，雄浑有力。一人领唱，众
人应和。

“唱号子还有规矩：三人不喊，四人不
叫，五人六人瞎胡闹，七人以上才热闹；一个
喊，多个接，号声震天干劲高——唱号子的
人越多，干劲越足，行船也越整齐。”

每逢新船下水或在浅水区扛船时，喊
号子的人也是最多的，领头的一吆喝“哎哟
依嗨！船扛活了！”一众附和“哼！”领头催促

“走了走了！快行船呀！”又是一阵接应
“嗷！”曲调上扬，领头的鼓舞士气“撑篙顶住
吆！顺水走了吆！”“吼！”

“过去的老木船轻则几吨，重则几十
吨，几十个船工一起喊，喊声震天响。这时
的号子声，调子清扬，带着船工的殷切期盼，
盼着一帆风顺，盼着满载而归。”

三
俗话说，“丹江汉江险滩多，有名险滩

记不全，三百六十有名滩，三百六十无名
滩。”由此可见，丹江险滩之多。

因为船大，行船拉纤时，船头看不到船
尾，碰到情况怎么办？“这时候喊号子就显得
尤为重要。号子变成了船工的沟通语言，
能起到指挥协调、统一号令的作用。”特别是
逆流而上，领头的唱起《急流上滩倒排号》：

“吆依嗨，顶住激流水哟！”众答“啊！”“准备
倒排啦！”“嗷！”“船靠号子，马靠鞭呐，号子
一喊，浪淘天呐！”“嗨！嗨”……一应众和，
慷慨激昂中，船工们在领头的指挥下，顺利
穿过急流。（注：“倒排”，丹江船工俗称“蛤蟆

蹬”，即在急流浅滩处逆水上行时，需要由众

多船工分别拉纤和后推使船行驶。）
每逢船“过街”，两岸店铺林立，人流攒

动，热闹非凡。这时船工们就会唱《过街
号》：“一河两岸看热闹呐，可要记住吆，别乱
花钱呐，不嫖不吸不赌博吆……”船工们就
这样把他们的爱与恨、苦与忧、辛与酸、难与
愁，融入其中伴随着喊号声世代传唱，教诲
一代代丹江人成长。

四
伴着震天的号子声，老陈渐渐长大。

因为吃苦耐劳，又有技术，从拉纤的船工变
成了掌舵的船长。老陈说，领唱号子还有
个规矩——吃鸡头。每逢开船前，必有鸡
头，哪怕没菜了，船工们也自觉地不会去夹
鸡头，鸡头独属领头的。

刚上船时，因为年纪小，没力气，老陈
累得直哭，就如同号子里喊的“不怕地呀，不
怕天呐，就怕下河去拉滩呐”“头蒙眼花，口
舌干呐，眼珠往外冒呀”“谁说驾船活不重
哪，请到河里去看看呐”……然而，正是这
嘹亮的号子鼓舞着他不放弃，也使他从跟
唱的变成领唱的，吃上了独一份的鸡头。

从1951年到1971年，一艘木帆船，老
陈常年吃住在上面，娶妻生子都在丹江上，
经历了暴风骤雨，酸甜苦辣，一趟趟行驶江
面。从丹江到汉江，再到长江，每一道湾，每
一处滩，老陈都能用他的号子唱出来：“丹江
有个小麻滩、太白滩和关防滩，岩塞滩和白
渡滩，西石牛和代白滩……”

1971年，淅川县发展第一条机械船，经
淅川县航管站任命，老陈做了第一条机械
船的船长，之后，丹江上机械船越来越多，机
器的轰鸣替代了激越的号子声，号子没了
用武之地。渐渐地，老陈有些落寞，“这号子
没人唱了可咋整呀！”他虽然时常带着船员
们唱上几段，却依然止不住号子的颓势。
丹江号子似乎要没落在丹江河上了。

“这号子可不能从我手里断了根呀！”
老陈心里想。于是，连小学也没读完的他
拿起笔，翻开本，一笔一画地记录自己所唱
过的丹江号子，一遍一遍地唱响号子声。

退休之后，赋闲在家的老陈下棋、喝
茶、散步。但他一直有块心病——总是想
着丹江号子，“光是自己唱唱，没个人继承不
行呀！”

五
丹江号子是几千年来船工留给丹江的

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老陈和一些老船
工的呼吁下，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淅川县开
始组织航运、文化等部门走访全县，遍寻会
唱号子的老船工，把丹江号子汇集成册，抢
救这一特殊的劳动音乐。

为此，县里还曾搭建临时场景，就像是
回到了当年繁荣的丹江河上一样，老陈和
十几名鬓发苍白的老船工一边做着行水走
船的各种动作，一边喊着各种名堂的丹江
号子，表情庄重严肃，号子声震动四野。

2009年6月，丹江号子被列入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陈也成为传承人。

也正是这一年，淅川县民俗歌手李红雨
慕名拜访老陈，提出要学习丹江号子。提起
这事，老陈心里那个高兴呀！他说，传承人
责任大得很呢，“这号子终于后继有人了！”

两人结成忘年交，亦师亦友。老陈用
最纯粹的声音教李红雨唱号子，李红雨则
用专业音乐知识为号子谱曲配乐。

2014年6月，在南阳“唱响白河”群众
文化演出活动中，经过精心编排的丹江号
子正式走上舞台，面向世人以表演的形式
喊出了新生。随后两年多，丹江号子在全
省各地演出120余场，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
符号。

如今的丹江碧波万顷，告别了险滩急
流，激励人劳动的丹江号子也似乎成为过
去，但当用于表演的丹江号子如诗般回荡
在丹江上空时，老陈心中有了安慰：“要不了
多久我该唱不动了，但它，留下了！”1

□田义伟

宜阳县文化局楼后，有个建于上世纪60年代
的僻静小院。院内经常飘出咚咚的鼓声和清脆
的牙板声。被喻为“泥腿子说书人”的老艺人王
玉功就居住在这里。

年近七旬的王玉功，17岁开始学习曲艺说
唱，50多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说书数千场，不仅
把河洛大鼓说进了中央电视台，还在 2012年成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的洛阳市
代表性传承人。

1964年，王玉功高小毕业回乡务农时，经常
有艺人到村里说书。喜欢听说书的他几乎场场
不落，看着艺人眉眼身法、举手投足透出的艺术
范儿，羡慕得他心里直痒痒。一场“大书”（长篇
说书段子）听下来，他能记住许多经典台词，回家
后念念叨叨、比比画画。他的铁匠父亲见他这般
痴迷，便用铁板给他敲打出一对“月牙钢板”。

有了道具，王玉功练得更起劲儿了：到地里
干活，边走边练；劳动间隙，人家休息他接着练，
就连上个茅房也哼哼唧唧，村里人说，“这娃子算
是着魔了。”

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王玉功常悄悄下到自
家红薯窖练打板儿，经常练到深更半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几个月王玉功便能“登
台演出”了。那时，生产队每次开会，王玉功都要
演出几个段子。《好媳妇》《双保管》等反映生产队
农民生活、劳动的段子非常受欢迎。

1968年，王玉功结识了一位职业曲艺演员，
并在他的指导下，对河洛大鼓的唱腔、调门、表演
技法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这期间，王玉功
一边随这位演员学习，一边和他一起登台演出。

台下声声叫好，不仅让王玉功小有名气，也让
他这个“泥腿子”调入了县曲艺队。他和其他演员
一起演出的《战斗在敌人心脏》最受欢迎，县人民会
堂一千多个座位场场爆满。之后，他又和队友一起
到各乡镇巡回说书，一年里演出七八个月200多
场。这一来，王玉功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大红人”。

上世纪70年代初，王玉功两次参加洛阳地区
组织的河洛大鼓学习班，更扎实了表演功底。尤
其是担任县曲艺队队长后，他带领队员翻山越
岭、上山下乡，活跃在广大农村，创作出了大量反
映农村精神面貌和具有传统教育意义的河洛大
鼓作品。

说到50多年从艺生涯的感受，王玉功深情地
说，说了一辈子书，感到最欣慰的是精神上的充
实，“给群众送去欢乐，群众开心，咱也开心”。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说书挣不了几个
钱。”和王玉功同在县曲艺队的人，有下海经商
的，有另谋职业的，早已过上了殷实日子。但他
却拿着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至今仍在坚守。

近年，宜阳县“滨河之声大型广场文化活动”
创办后，有了固定舞台，有了越来越多听河洛大
鼓的观众，王玉功的劲头再次被铆足了。这些
年，他还拿起笔杆搞起了创作，《农家书屋好处
多》《安全二字大于天》等一系列贴近现实生活的
段子应时而生。2010年，他创作的《农家书屋好
处多》，代表河南省参加了全国比赛，并荣获最佳
风采奖。

成为河洛大鼓传承人后，王玉功觉得肩上担
子更重了。他说，河洛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但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行，随
着老一代艺人相继去世，河洛大鼓的传承问题日
益严峻。“在我有生之年，我将尽最大努力传播河
洛大鼓。如果有愿意学河洛大鼓的年轻人，我愿
意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8

□刘春华

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但在103岁老人
崔占荣眼里，女婿李树凡却胜似亲生儿子。50多
年来，李树凡无怨无悔悉心照料着患病的她，用
真爱和责任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孝”字，被村民亲
切地誉为“最美上门女婿”。

前些天，刚刚在医院做完脑血栓康复保养的
李树凡一回到家，就张罗家人包饺子，“我妈说她
想吃饺子。”

这顿饺子着实难得，因为老寿星崔占荣已有
些日子没见到李树凡了。今年83岁的李树凡，几
年前罹患脑血栓，需要定期到医院保养，最近这
半个月他一直都在病房度过。但是，李树凡和岳
母早已习惯了几十年互相照顾的生活，相互之间
挂念着。

“我爸去医院之前交代我要把姥姥照顾好。”
李树凡的大儿子说，“俺爸去医院后，俺姥姥成天
在家想他。”

李树凡原是辉县人，196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
获嘉县中和镇东街村村民崔占荣的独生女刘玉
珍，因为害怕婚后岳父岳母没人照顾，李树凡来
到妻子家当了上门女婿，同时也担起了照顾老人
的责任。这一担，就是50多年。“结婚时我跟爱人
说，你是独生女，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李树凡的妻子刘玉珍今年也已79岁，因为早
年摔伤了大腿，照顾崔占荣老人的事情和大部分
家务都压在了李树凡身上。提起丈夫多年来对
母亲和这个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刘玉珍打心眼儿
里感激，“他脾气好，从来都不烦，干啥都顺着我
妈，要不为啥她待见他呢！”

岳母年事已高，妻子行动不便，子女又远在

外地，本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李树凡，却每天
都在为家里的事忙里忙外，一刻也不得闲。提起
他，乡里乡亲更是赞不绝口。

邻居朱玉勤说：“老李照顾他岳母那可真比
亲儿子都好得多，给老人吃饭穿衣，端屎端尿，
几十年如一日，这么大岁数了还坚持做，村民对
他都竖大拇指。”

老岳母在李树凡的精心照料和陪伴下，思维
清晰，十分精神。李树凡表示，他愿意一直照顾
老人，与妻子和老岳母共同安享晚年生活。“我的
任务就是把老太太照顾好，老人开心了，我们的
晚年生活就也幸福了。”李树凡笑着说。

“父亲对我姥姥的百般照顾，对我们来说是
最好的家教。”李树凡的二儿子刘爱民说，“我们
作为后代，教育自己子女时也要传承这种精神，
把咱尊老爱幼的传统发扬下去。”8

艮岳·贡院·周贯一
——开封风雅一隅（之二）

上门女婿李树凡

“河洛大鼓”说书人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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