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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安阳的张怀发，上世纪90年代就到濮阳上
学，在油田上班也有 10多年了。不仅是濮阳作为

“张”姓发源地让他倍感亲切，这里的生活也让他不想
离开。就拿吃饭来说，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丰
富多彩的餐饮文化。在油田，不仅可以吃到有名的豫
菜，经营川菜、鲁菜、徽菜、湘菜、东北菜的馆子也比比
皆是，极大地满足了油田人的味蕾。不过对老张来
说，最吸引他的还是凉皮，拌有辣椒油和醋汁儿，吃着
简单又舒坦。当年，这道别有风味的小吃被一机厂的
青海籍职工从老家带过来，就在这里发芽生根，至今
也仍然是不少老濮阳人的心头好。

说到本土美食，很多濮阳人都会侃侃而谈，举上
多种。不过如果你初到此地，当地人第一个推荐的
恐怕是“壮馍”无疑，他们还会神秘兮兮地告诉你，四
牌楼一带的壮馍原汁原味，比较地道。

果然，当我在四牌楼十字街附近的一家小店买
了一块儿壮馍吃下去，那种油而不腻、外酥里软的口
感真是让人非常难忘。面饼微硬，两面焦黄，馅儿则
由猪肉或羊肉、粉皮、大葱等做成，很有嚼头。进店
细观之下，一整块儿壮馍盖满了脸盆大小的平底锅，
壮馍之“壮”，也是名不虚传了。

对于身在“戏曲之乡”“杂技之乡”的濮阳人来
说，听戏、看杂技也是流传至今的重要娱乐。濮阳现
有的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就有稀有剧种和杂
技项目。

提起杂技，不得不说那台蜚声海内外的大型国

际 杂 技 情 景 剧《水
秀》，在高新科技影
像手段和魔灯幻
影元素陪衬下，华
夏民族龙文化的
精神用杂技等艺
术 门 类 全 新 诠
释，为观众奉上
一台视觉饕餮盛
宴。如今，《水秀》
常年在濮阳驻场演
出，吸引了无数游人前
来观赏。

除了杂技，稀有剧种
的丰富也堪称一绝。陪
同记者采访的濮阳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小江说，濮阳地区流行的目连
戏、大平调、大弦戏、柳子戏、罗卷戏、四平调等，历史
少则百余年，多则有上千年。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们在民间一直是“原生态”
生存，直到现在，在逢年过节的庙会上，在当地人婚丧
嫁娶的宴席上，都还能见到它们活跃的身影，说这些民
俗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一点儿也不为过。

这两年，濮阳市连连举办“戏曲进校园”等活动，
在年轻人群体里，这些散发着传统文化魅力的表演
也是颇受欢迎。

□刘小江

泥模是用胶泥烧制的一种儿童玩具，有圆形、方形、椭圆
形、半圆形之分，造型上主要有神话人物、现代英雄人物、戏剧
人物、十二生肖、动物、生活用具、交通工具等。上世纪70年
代前，泥模曾流行于中原的乡村，它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了解
世界、增长知识的一个小小窗口。它也曾伴随着我，度过了一
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每当货郎推着杂货车子进村敲起那面嘡嘡响的破铜锣
时，小伙伴们就会奔走相告。不一会儿，杂货车前就挤满了一
圈儿小脑瓜儿。杂货车上往往放着一个用铁丝编制的方形笼
子，里面摆着大米花球、五颜六色的糖豆豆、红头绳、橡皮筋、
小人书、泥哨等。最吸引我们的，自然是那一片片儿的泥模。
当时的泥模大约1分钱 1个或 2分钱 3个。为了得到心爱之
物，小伙伴们纷纷跑回家翻腾出一些破铺衬、烂套得（方言，意
为旧棉花），交给货郎换取一片片儿泥模。

那年那月，小伙伴们之间常常炫耀自己的泥模，谁拥有的
泥模飞机、轮船、大炮多，谁就拥有了值得骄傲的本钱。不过，
小学三年级那年，我离开家乡去安阳读书，也暂时离开了心爱
的泥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一次去濮阳老城赶十月古会，在
四牌楼北侧发现一位老人的货摊前摆放着半布袋泥模，心情
那个激动啊，一问才1角5分钱一片儿，就赶紧买下了，生怕别
人给抢走似的。不过，在以后的古会上，我再也没有找到过这
位老人。

后来，我委托朋友在乡下找了一些泥模，还在古玩市场上
买了一些，目前已收藏了500多片儿。古玩市场上的泥模好
贵，10元钱一片儿。

童年已飘逝而去，希望泥模不要渐行渐远……7

戚城文物景区
戚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上的部分为周长

1520米的古城残垣，地下则保存着自 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到

汉代等不同时期历史遗存，是濮阳悠久历史的重要见证。

濮上生态园
位于濮阳城区西部，是以休闲为功能定位的大型生态休

闲景区。700余亩水面以雷泽湖、西秀湖、东灵湖为主体，以濮

水、澶水、繁水等河道为纽带，河湖交错。园内密林、疏林、草

地、小溪遍布。

单拐革命旧址
位于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包括中共中央平原分局革命

旧址、中共中央北方局革命旧址、兵工厂旧址、冀鲁豫军区纪

念馆等。2015年 8月 24日，“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

馆”入选第二批 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濮阳壮馍
原料一般是猪肉

（或羊肉）、大葱、粉皮、

面粉等，味道鲜美，

油而不腻。面饼呈

圆形，多切成三角

块售卖。当地人

认为，四牌楼下的

壮馍最地道。最有

名气的是濮阳县的

“王五辈壮馍”，是省

级非遗项目。

六百居香肠
历史悠久，目前老店在濮阳

县城和平西街。如今的六百居香肠是在原有传统制作工艺基础

上加以改进，加入十几种天然香料配制，风味独特，肉香味美。

李记猪蹄
主要分布于清丰县周边地

区，系高堡王庄村李家祖传，至

今有 100 余年历史，特点是肉

烂、脱骨、味香。

范县大包子
据说在北魏时期，曾被孝

文帝赞为“天下第一大包子”。

比 较 有 名 的 是 范 县 刘 家 大 包

子，始于清末，用料讲究。一般

为元宝状，也叫做合手包。

（本报综合）

□本报记者 赵大明

“昆吾”“开州”，你知道

这是谁的名字吗？“卫都”

“澶州”“龙城”，你知道它们

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

吗？如果你在一个城市，不

停地“遭遇”这些颇有历史

感的名字时，很有可能恍然

不知身在何方。

这就是濮阳，一座位于

我省东北部，与河北邯郸、

山东泰安等市接壤的城市。

“桑间濮上”“濠濮间

想”……曾经，这里的生活

有着说不尽的逍遥自在，给

人以无限的诗意遐想。几

千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上的

人间烟火，又是什么模样？

濮
上
随
想

在濮阳市区流连，当我连续“遭遇”路牌、商铺招牌
上的那些颇具历史感的字眼儿时，当地文史专家张满飚
向我介绍，这些名字，无一不是濮阳古老历史的印证。

五帝时期，颛顼部落兴盛于此，都于帝丘，始称
高阳，夏代称昆吾国，春秋时称帝丘。公元前 629
年，卫国迁都于此，凡400年。濮阳也因位于“濮水
之阳”而得名。到了五代及宋朝时期，因“澶渊之盟”
改称澶州，后又改称开德府等。金时，这里又改澶州
为开州。民国初改称开县，后又称濮阳县。1949年
后，濮阳县先后由濮阳专署、安阳地区、新乡地区等
管辖。1983年9月正式建市。

与“颛顼遗都”比起来，濮阳“中华龙乡”的美名显
然更加广为人知。1987年，在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一
组6000多年前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震惊世界，其
中的龙形图案被学界称为“中华第一龙”。

“龙”的印记，也一直深深地烙在这片土地上。
“黄龙潭”曾是濮阳古代八景之一，到如今，濮阳乡间
也散见有一些龙王庙。“二月二”的划龙舟，以及每年
一次的舞龙比赛，都是比较热闹的活动，常吸引着人
们扶老携幼，竞相观看。

走在濮阳老城，处处可见旧时光留下的痕迹。
十字街有个四牌楼，顾名思义，是因挂了四块匾额而
得名，四块匾额分别是“颛顼遗都”“澶渊旧郡”“河朔
保障”“北门锁匙”。这里可以说是老城里比较热闹
的商业街了。放眼望去，铺面林立。在这里，从六百
居香肠等老字号到炸鸡猪蹄等小吃摊，从海鲜干菜
店到日杂百货店，一应俱全，空气里飘荡着的，是辣
椒面、香油等各种调料混杂的香气。

沿着十字街绕上一圈，红砖碧瓦的大杂院和现

代建筑风格的房子彼此交错。小巷子口，三五个老人
坐在小马扎上，围着一张桌子打着扑克聊着天儿，几
只小狗在悠闲地散步，不时吠上一两声，让那些脖子
里挂着大相机的、三三两两的游客们吓一跳。在傍晚
夕阳的余晖中漫步老城，让人颇有穿越时空之感。

说到濮阳市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自然绕不
开一个名字：中原油田，在当地人口中，它被亲切地
简称为“总部”。1975年，随着油气田的发现，濮阳
拉开了经济崛起的序幕，迅速成为一座现代化工城
市。也是因了这“石油会战”，全国各地的人们赶来、
汇聚、定居，职工和家属一度有20多万人。他们不
仅成为油田开发建设的生力军，也为这片土地的发
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如今的濮阳市，除了华龙区外，还设有1个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省级工业园区和1个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浪潮的洗礼
下，面貌日新月异，越来越焕发出现代都市的气象。

而城市中那一排排高
大挺拔的绿树，街边花
园芬芳吐艳的紫薇
花，无处不提醒着
我 ，这 里 还 是 一
座 国 际 花 园 城
市 ，“ 人 在 绿 中
走 ，车 在 树 下
行 ，楼 房 花 丛
卧 ，闹 市 森 林
中”，好一处“中
原绿洲”所在。

中华龙乡 旧貌新颜

美食戏曲 人间烟火

在一个300余万人的城市里，居然生存着20多
个比较稀有的剧种，在全国也称得上是绝无仅有。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濮阳地处三省交界，各地民俗
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此外，
或许也与其独特的文化土壤有关。

刘小江说，濮阳人是爱读书的，当地实体书店的
生意一直比较好，一些书店经常请来国学专家开讲
座。此外，私人组织的读书会也不少，诸如“中原风”

“桃花岛”“草木间”“梅子书屋”等等，不一而足。读
书的人们定期聚在一起谈天论地，分享读书心得。

古人说“卫地多君子”，既是君子，对待传统文化
自然就多了一份尊重、一份保护之心吧。

濮阳“君子”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反过来，
文明也在滋养着濮阳人乐观、知足、朴实的性格。这在
当地方言中也有所体现。

筷子、椅子、桌子、袜子、帽子，在濮阳话
里往往念成“筷得”“椅得”“桌得”“袜
得”“帽得”。对此颇有研究的张满飚对
我解释说，一个“得”字，不仅是语气助
词，听起来比“子”字亲切活泼，也暗含
着因“得到”而“舒服”的意思。

春秋时期，这里有“桑间濮上”：濮水岸边、桑树
林中，青年男女劳动、歌舞，谈情说爱；南北朝时期的
《世说新语》中一句“濠濮间想”，是云水之乐、山林之
想，是逍遥闲居、清淡脱俗的诗意生活，是自由和谐
的人生理想。

如今，流连在濮阳街头，可能不多远就能见到
一座小桥，小河潺潺流水，岸边柳树成行。在公园
里、广场上看看“千人广场舞”，顺便听听戏曲弹唱；
或是尝尝当地小吃，和濮阳
人唠唠家常……在这样
的日子里，也许你会
发现，“濠濮间想”那
种洒脱和惬意，
离 自 己 并 不 遥
远。2

读书君子“濠濮间想”

童年记忆中的“泥模”

五年之靓

交通运输

晋豫鲁铁路、濮范高速、南林高速、德商高速建成通车，郑
濮济高铁濮阳段、范台梁高速豫鲁省界至范县段已经开工，濮
阳至郑州客运列车开通。城乡道路大规模改造升级，形成了

“九横七纵”公路网。

信息网络

建成全国第一个全光本地网，全面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
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

逛吃、逛吃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濮
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濮阳老城四牌楼

洪博 摄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龙湖成功蓄水，龙山跃然成形，市图书馆、市工人文化宫
等一批公共服务设施投用，教育园区、商务中心区建设加快推
进。 （本报综合）

乡间戏曲表演 刘小江 摄

东北庄练杂技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