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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绣一卷

渊源深厚

民歌嘹亮

生活素描

深秋，舞阳县辛安镇青冢集村村南的一处黄土
丘，一如往日的宁静。

沿着黄土小路慢慢走近。土丘前竖立着的“狄
青冢”石碑，昭示着墓冢主人的身份。原籍山西的狄
青，死于淮阳，葬于山西。因其南征时曾驻兵舞阳，
殁后，百姓感念他的威名，遂修筑了这个衣冠冢。

冢上蒿草离离，仿佛在诉说着墓主人传奇而悲
情的一生。

一
说起两宋时期的战神，一准儿会想到两个人：狄

青和岳飞。二人的经历相似，都是从士兵到将帅，从
布衣到重臣，结局都同样悲惨。

狄青长得很帅，身材颀长，浓眉大眼，姿态雄伟，
是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美男子。狄青每次外出，老
百姓都聚而围观，常常把道路都堵住了。

狄青不仅中看，而且中用。他的最大特点是“能
打仗”。

在边患不断的北宋，狄青有着施展自己才华的
舞台。尤其是在西北边境，狄青简直就是一尊天
神。西夏兵士进犯宋境，从来就没有碰到过对手，直
到狄青出现。在4年的时间里，狄青参加了大小战役
25次。每逢出征，狄青都佩戴青铜面具，“出入贼中，
皆披靡莫敢当”。西夏兵士看到狄青的这副打扮，或
听到狄青的名字，就吓得魂飞魄散，认为是天神下
凡，不敢跟他交锋。

这个时候的狄青，刚猛得像一块生铁，亟须高人
的点化。

这个高人不是别人，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范仲淹。范仲淹特意召见狄青，将一部《左氏春秋》
送给他，鼓励他多读史书兵法。得遇范仲淹，狄青的
人生有了质的飞跃，逐步成为宋朝西北防线的主帅，
并体现出了战略家的风范。

狄青作战勇敢，人们都称狄青是“面涅将军”“武
曲星”。

宋仁宗对狄青非常赏识，破格提拔他为枢密副
使、枢密使。召见狄青时，看到他脸上依然留着当兵
时候的刺字，就劝他用药除掉刺字。不料，狄青却
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
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

从一个小兵，到掌管全国军政的枢密使，狄青
的前半生就是一部典型的励志大片。不仅如此，对
宋朝虚弱的边防而言，狄青的横刀立马，更是为中
原礼仪之邦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当我们回顾大
宋历史的时候，便可以透过重重雾霭，看到那座屹
立的巍峨之峰。

二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狄青的快速升迁，让朝廷

的一些人很不爽。于是，他们开始前仆后继地告黑
状。狄青刚升为枢密副使时，恰巧宋仁宗得了一场
大病。虽然后来慢慢康复了，但有大臣却上书说，皇
上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狄青当了枢密使，这是老天
爷发出的警告，如果不赶紧把狄青拿掉，大难将至。

以“伯乐”美名著称于世的欧阳修，也向宋仁宗
上书。他洋洋洒洒几千字，先是把狄青夸赞了一通，
最后实在找不出错儿了，就干脆把发大水的责任推
到他身上：“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意思

是，今年某地发大水，就是老天爷不满狄青出任枢密
使。罢免狄青，可以“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文彦博，也赤膊
上阵，理由是：此人手握兵权，说不定啥时就会造
反。狄青找到文彦博询问原因，文彦博冷冷地说：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朝廷怀疑你罢了。”文彦博的
这招儿“莫须有”，后来被秦桧借去，害死了南宋战
神岳飞。

反正，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狄青，天天都有人在
他家门口蹲着，一有风吹草动，就大做文章。

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烧纸钱祭奠祖先，有人看
见火光就连夜报告给了开封府。府吏一听，立即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到狄家。结果，等他们赶到时，那
点儿明火早不见踪影了。但是，第二天城中就传得沸
沸扬扬，说狄青家晚上有怪光冲天，这是不祥之兆啊。

京城发大水，狄青家的房子被淹。没办法，只得
暂时住到地势比较高的相国寺。夜里，狄青睡不着，
就在殿里走了几个来回。有人看见了，就又大肆造
谣，说他晚上不睡觉，思谋着要夺取皇位。

黑状听多了，宋仁宗也开始半信半疑。但他还
是对狄青不能割舍，他对文彦博说：“狄青是忠臣，国
不可缺啊！”文彦博反问道：“太祖皇帝难道不是周世
宗的忠臣吗？”宋仁宗无言以对，只好罢免了狄青枢
密使一职，让他离开京城，到陈州养老去了。

狄青以为，交了兵权，远离了京城，就可以安宁
了。谁知，这事还没完。每过半个月，朝廷就会派人
上门看看，看狄青到底在干什么。狄青被弄得惶惶
不可终日，一看朝廷使者上门，就“迟疑数日”。

面对朝廷的怀疑、众人的猜忌，狄青心里郁闷，
但又无可奈何。被敌人包围，还可以挥刀突围，但被
流言包围，纵然浑身是劲儿也使不上。

最终，狄青着急上火，嘴疽发作而亡。

三
大宋臣民的价值观也开始发生倾斜。有一个大

帅哥叫陈尧咨，箭射得很好。他打算应皇上之命，改
授武职，和契丹的使者比射。陈尧咨的母亲知道了，
大为生气，一边用棍子打儿子，一边说：“你的文章最
出名，你和你的父亲以文章立朝为名臣。如今改授
武职，想让家族蒙羞吗？”改授武职，就算是有辱门
第。可见，重文轻武的观念，在宋代是很普遍的。

枢密院是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自北宋立
国以后，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这就不难理解，
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引起朝野震动了。

宋仁宗的任命，犹如把狄青架在了大火之上。
据说，狄青赴陈州前，曾对旁人说：“我此去必死无
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陈州，狄青必烂
死。”这表明，狄青心里已有了不祥之兆。

狄青死后，大宋的武将们已经到了人人自危、以
武为耻的地步。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尚武精
神，越来越萧条了。

文武本两途，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可能宋
太祖不会想到，他在定下重文轻武国策的时候，大宋
帝国的悲剧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狄青死后60
年，金人攻入汴梁。上千皇族背负靖康之耻，踏上了
离乡背井的漫漫长路……

在若干年后，又一位战神岳飞被杀，罪名仍然是
“莫须有”。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
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是岳飞的长叹，也
是狄青的长叹。两个战神，在宋王朝政治的困境中，
完成了一个悲情的历史轮回。

朝廷不喜欢狄青，可老百姓喜欢。
一代将星陨落，其中的一缕星光，就落在了舞阳

县辛安镇青冢集村。这里的村民，对狄青有着深厚
的感情。他们带我去看狄青养军马的地方“马村”、
狄青遛马的“走马岭”以及狄青饮马的“狄青湖”。

狄青湖湖水清澈，碧波荡漾，透着千年的苍茫。
在狄青湖边，一位老人向我讲述了狄青大战南

蛮王的故事。
朝廷剥夺了狄青驰骋沙场的权力，他或许可以

在这些故事里，实现自己征战四方的梦想。8
（图/王伟宾）

□邢博

“啧啧，还没见过恁长的刺绣长
卷呢！”一拨拨参观“清明上河图”刺
绣长卷的人，让灵宝市新区52岁的雷
秋芳应接不暇，长卷展开又卷上，卷
上又展开。

在这幅让雷秋芳耗时 10年精心
绣制、长达 23米的“清明上河图”中，
河里船只来往，桥上人头攒动，楼船
鳞次栉比……其中人物 814个、牲畜
83 头、树木 180 棵、桥梁 17 座、房舍
楼宇30多栋……“先不谈它的经济价
值，单从用刺绣表现出的历史和艺术
价值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前
来参观的收藏界专家赞叹不已。

心灵手巧的雷秋芳，从小就十分
喜爱手工艺术品的制作。早年，她经
常做一些手绣抱枕、穿玉石坐垫、婚
庆双人枕套等。在她家里，床上、沙
发上、花瓶里，到处都有她亲手制作
的各类装饰品。“她制作的许多手工
艺品，常常是被人看中后要买她不
卖，却无偿把一些丝网花、刺绣等赠
送给了亲戚朋友。”爱人安效民说。

2007年 6月，雷秋芳偶然得知一
家国际品牌的限量版十字绣市场十
分看好。于是，她和丈夫奔赴深圳，
花费 1.8 万元买回了布匹原料和彩
线。从这时起，雷秋芳便开始了她的

“刺绣梦”，每天刺绣时间都在十几个
小时。长年累月，她的手患上了腱鞘
炎，可还是不肯放下，把大拇指拽一
拽继续绣；手指上磨出了一个个疙
瘩，也不知被针刺伤了多少次，流了

多少血……每次累了，她就冲一包咖
啡喝来提神，从起初的一天喝一包，
到后来一天两三包。“我想着绣一针
少一针，总会有绣成的时候。”

去年夏天，她70多岁的母亲突然
病倒，当雷秋芳绣完手中的活儿赶到
时，母亲已离开了人世。这，也给她
留下了终生遗憾。看着她难过的样
子，爱人既心疼又带着怨气问她：“你
绣这么大的作品，什么地方能挂下？”
她反问道：“人民大会堂能挂下吗？”
爱人无言答对。

功夫不负有心人。前不久，23米
刺绣长卷“清明上河图”终于在雷秋
芳手上完成了——这也是迄今国内
外唯一完工的“清明上河图”十字
绣。雷秋芳说，她创作的这幅作品，
仅顶级的埃及进口长绒棉绣线就用
了16万米。其中145种颜色的线，至
少刺了1200万针，用坏了100多个绣
针……

“清明上河图”刚刚完成，就有不
少人找上门来表达了收购意愿。不
过，雷秋芳的目标是想申报世界吉尼
斯纪录。“如果以后卖的话，我会拿出
一部分钱捐献给山区儿童、贫困大学
生和敬老院的老人，做一些对社会有
用的慈善和公益事业。”雷秋芳说，下
一步，她想办一个刺绣班或开一个手
工艺厂，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跟她
学习刺绣手艺。

“我想用我十年坚持的经历，教育
年轻人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不
懈。尤其是面对困难，要有信心和毅
力，不能半途而废。”雷秋芳说。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晋 封德

秋日的西峡县西坪镇，满山的茶园
在暖阳下呈现着诱人的绿色。吃过早
饭，70岁的魏秀菊老人拿起竹篮来到承
包的茶山，心情陡然舒畅——

正月里采茶是新年，采茶人人人

点茶园。点的茶园十二亩，来年茶树

绿满山；二月采茶茶发芽，采茶人人人

采细茶；大姐绊倒二姐采，采多采少转

回家；三月采茶茶叶青，采茶人人人绣

手巾……

面前是茶树，身后是如黛群山。节
奏欢快的歌声嘹亮。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坪民歌的
代表性传承人魏秀菊，10岁开始学唱民
歌，至今已唱了整60年。

地处豫、鄂、陕交界的西坪镇，自古
以来“通陕甘之孔道，扼秦楚之咽喉”。

“汉时西坪民间就有歌谣传唱，唐代开
始盛行。”老人介绍说，传说唐李世民
时，怕有功的兵将居功自傲、造反，就把
他们集体留在豫陕交界的深山涧里开
荒种地。生活单调，他们就在劳动时用
唱歌消解苦闷。明末清初，山西洪洞大

槐树下的移民与遭遇水灾而迁居的江
南移民相汇于此，后来又有皖、鄂、陕经
营桐油、药材的商人及山、陕、甘的盐商
在此逐渐定居。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
也通过唱民歌来表达喜怒哀乐，就形成
了多种文化交汇、相融，又不失地方特
色的西坪民歌。

如今，西坪镇居民仍有“台子”和
“蛮子”之分。当地人把先祖来自洪洞
大槐树下的移民称为“台子”，把先祖在
江南地区的移民称为“蛮子”。魏秀菊
说，她就是“蛮子”，先祖是清乾隆年间
从安徽太湖迁移过来的，她至今仍会说
被当地称为“蛮子话”的太湖老家话。

魏秀菊老人唱的民歌多是跟父亲
学的，有拜年调、大对花、小对花、采茶
曲、五更调、配郎、探妹、软八扇等30多
个调门。“许多调门失传了，像软八扇，
目前也就我一个人会唱。”

“调门是固定的，词是活的，可以根
据不同情景现编歌词。”魏秀菊说，西坪
民歌的传唱形式有一个人唱、对唱、一
人唱众人合等多种形式。

傍晚。魏秀菊来到镇广场上时，余
新华等众多民歌爱好者早早就在等候
了。敲起锣，打起鼓，魏秀菊和余新华
唱起了《小对花》——

我说那个一来哟，谁么谁来给我对

上一？什么子花开在呀么在水里？

你说那个一来哟，我呀么我对上

一，莲菜开花在水里。

说呀么说得好，对呀对得妙，三枝

莲花开，十枝莲花落，咱二人对花好不

热闹哟……

“西坪民歌可以清唱，也可以伴着乐
器演唱。伴奏乐器以锣、鼓、镲为主，也
有用唢呐、笙伴奏的。演唱者可根据嗓
音条件选调门演唱。”今年67岁的余新
华是西坪民歌的另一个代表性传承人，
至今也已唱了60年。

余新华说，小时候她听别人唱时就
在一旁认真听、认真记，逢年过节集镇
上演唱西坪民歌时她就撵着听，学会了
很多调门，十几岁就开始上场演出了。

“山歌本是古人留，留在凡间解忧

在目前的传承人中，能打乐器又能
演唱的是52岁的赵国宏。他的曾祖父、
祖父、父亲都是演唱民歌的好手。

赵国宏说，他小时候，正月里村头的
场院很热闹，人们在那里敲锣打鼓，舞
狮，跑旱船，排练民歌，“那时候村里的人
差不多都能唱上两嗓子。”

赵国宏介绍说，正式演唱前都要举
行隆重的仪式，包括“点光”和“饮水”两
部分。

“点光”，是给狮子点睛。正式演唱
前，参演人员打着花灯，引着狮子，敲锣
打鼓来到村外的河边，由德高望重的老
人给狮子点睛后，引狮人摇着绣球说：

“点眼光，眼观沧海水洋；点口光，口大招
财进四方；点鼻光，鼻受人间万户香；点
脑光……”从狮子的眼、鼻、口、腰、尾说
到全身。

点光完毕，开始狮子“饮水”，即祭拜
河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引狮人
要说：“喜盈盈来笑盈盈，青狮下河饮清
泉；天宫得水龙摆尾，地下得水万物生；
禾苗得水生五谷，百木得水长成林；净水
茶酒撒天地，杜康造酒水先行；青狮今日
饮此水，步步声声显威灵……”

“仪式过后，正式演唱才能开始。”赵
国宏说，年节演唱的范围很广，天文地
理、风土人情都有。

赵国宏的祖父赵林德，生前是远近
有名的“西坪民歌大王”，他可以根据不
同的内容，不同的情景，遇到什么唱什
么。如农家门口有一棵树，他就唱“主东
门前一棵槐，青枝绿叶长上来。槐树上
面结槐子，槐树底下挂金牌”；遇到结婚
的，他就唱《麒麟送子》：“小小锣锤圆又
圆，麒麟送子到门前。麒麟送子门前站，
荣华富贵万万年。”

前些年，随着人们文化生活的丰富
多彩，年节演唱的习俗逐渐淡化。近年，
赵国宏等人又把年节演唱的活动组织了
起来。根据农村的新变化，他们编唱了
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歌，如：

生活迎来幸福年，农村的喜事说不

完。农家小楼连成片，小车停在农家院，

冰箱彩电家家全。通油路来通水电，广

播电视村村通，文化大院村村建，农民生

活笑开颜。幸福不忘施政人，党的恩情

记心间……

赵国宏说：“来年春节时，我们会组
织更多人到各乡镇巡回演唱。”1

愁。三天不把山歌唱，七岁顽童白了
头。”余新华说，一天不哼上几曲，她心
里就急得跟少了什么似的。

余新华年轻时，为了营生，每天都
要做豆腐到深夜。为了驱赶睡意，她就
一边做豆腐一边哼唱《陪郎》：

一更呀陪郎，陪郎吸袋烟，陪郎吸

烟还是肩搭肩；二更呀陪郎，陪郎喝杯

茶，陪郎喝茶还是坐一搭……

“一边做豆腐一边唱情歌，不瞌睡，
干活也有劲儿。”余新华笑说。

余新华走到哪里，还把民歌唱到哪
里。前两年，她到省会带孙子，每天早
晨她都要在小区里唱几首，纯真质朴的
民歌引起了小区居民的兴趣，好几个老
头老太太都跟她学会了唱民歌。

根据情景，以物起兴，现编现唱，也
是老歌手的绝活儿。今年夏天，海峡两
岸媒体到西峡拍摄《西坪民歌》时，余新
华即兴演唱：“锣鼓打得震人心，欢迎贵
宾来西坪，台湾本是亲兄弟，血浓于水
心连心……”赢得了台胞的交口称赞。

战神狄青
□王剑

历史深处

形式多样

与时俱进

民歌对唱

民歌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