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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
年味浓

“快过年了，让我到你的帮扶
户家里贴窗花吧？”这电话，刘秀华
是打给淮阳县城关镇白阁村驻村
干部王英姿的。2月4日上午要去
时，小刘却有些忐忑了：光拿几张
剪纸去，村民们会不会赚弃？

792户人家的白阁村，有37户
贫困户。为了给他们剪窗花，刘秀
华已连续熬了两个深夜。刘秀华28
岁，心灵手巧的她剪纸剪得有模有
样。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淮阳自主
创业办起了一个剪纸艺术培训班，
创作了《五十六个民族》《伏羲胜迹
图》等大型剪纸艺术作品。去年夏
天在省文化厅举办的首届剪纸大赛
活动中，她在40分钟规定时间里，剪
出了一等奖作品。

刘秀华抱着一厚摞夹在画报里
的剪纸作品刚下车，因病致贫的肖
荣喜老两口就迎了上来，他们“闺
女”长“闺女”短地叫着，亲热地把刘
秀华引进屋里。“米面油政府前两天
都给俺送了，再有这好看的窗花，更

有年味儿了！”肖荣喜说。
天生聋哑的牛玉琳也有一双灵

巧的手，家里的大人孩子，甚至一些
邻居身上的毛衣、脚上的袜子都是
她织的。但自从她老公在外打工受
伤后，家里就没了固定收入。看着
刘秀华进院，她上前一把就拉住了
小刘的手，比画着让把剪纸贴到窗
上、墙上……

焦良明家、张清梅家……一户
户走下来，一张张“春”“福”“吉祥如
意”贴上墙、上了窗，刘秀华开心地
笑了，“真没想到这么受欢迎！早知
道我就再多剪一些了。”

“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帮扶点
了！”王英姿话音刚落，另一个帮扶
干部李春生接过话茬儿：“干脆你也
在这儿开个班，教村里的孩子们学
剪纸好了。”

“中！我争取暑假一周来两
次，只要是贫困户的孩子愿意学，
我就义务教他们。”刘秀华爽快地
答应了。1

窗花贴入贫困户

2月 5日上午，开封朱仙镇启
封故园一家木版年画店里，年过半
百的张继中熟练地操持敲锤、沾刷
等工具，向围观的人们演示着传统
手工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

身为一家老店的第七代传承
人，张继中已手工制作木版年画20
余年。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家中，收
藏有几百幅古版年画和几块清初
古版。

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门神、老灶
爷、财神、十二生肖等，一直被视为

“百姓门户的吉祥符”，历千年而不
衰。上世纪六十年代，传统年画受到
抵制，张家400年老店无奈关张，张
继中的父亲也改行卖起了字画。

1993 年，朱仙镇木版年画社
举办首届中国木版年画艺术节，正
在中学教美术的张继中被招进了年
画社。也正是在这里，他才真正了
解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史：鼎
盛的明清时期，朱仙镇有300多家
年画作坊，每年产销几千万幅木版
年画。但随后的每一次社会动荡，
年画古版和年画艺人也一
次次遭到创伤，“记得我小
时候，朱仙镇起码有四五
万块古版被当街烧毁。现
在想起来太可惜了。”

“朱仙镇木版年画寄
托着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
向往，是美好愿景的载
体 。”朱 仙 镇 木 版 年 画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

恢复了 20多家老字号，命名了传
承人。令张继中惊喜的是，随着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古老的朱仙镇木
版年画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在积极探索传统艺术“文化+”
发展新路径的同时，他也开始了网
上销售。2017 年，他的大部分传
统手工作品都是通过网络成交的。

“我觉得，这几年是朱仙镇木版
年画发展的黄金时期。”张继中说，
朱仙镇木版年画一直在创新，
今年，他创作了中国梦系列木
版年画。“作为匠人，只有在保
持匠心的同时紧跟时代步
伐，勇于创新，才能
将传承之路走得更
长远。”1

木版年画赋新意

雷锋剧团赶大集

“大年初一是新年，新年要唱新
气象。人过一年长一岁，家家户户拜
新节……”2月3日正午的暖阳里，舞
钢市杨庄乡袁门村文化广场张灯结
彩，郭九洲手持轧琴，自拉自唱，围观
的群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叫好
声。年味，在欢快的旋律中一点点浓
烈起来。

似筝非筝，似琴非琴，62岁的郭
九洲怀里抱的轧琴，是我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能演奏它的人，全国罕见。
郭九洲定弦调音，未成曲调先有情，
音色柔婉，极是动听。

“我祖上是300多年前从山西洪
洞县一路携琴来到舞钢的。我是第
七代传人。”郭九洲指着墙上的郭氏
轧琴传承族谱介绍，轧琴又称轧筝，
盛于唐朝，距今至少1500年历史。
刘禹锡曾以《听轧筝》描述了当时轧
琴的盛行：“满座无言听轧筝，秋山碧
树一蝉清。只应曾送秦玉女，写得云
间凤凰声。”上世纪中期，郭氏轧琴第
五代传人、郭九洲的爷爷郭梅欣兄弟
四人，人人会拉会唱，年节假日常在
十里八村演奏轧琴娱乐民众。郭九

洲从小耳濡目染，与轧琴结下不解之
缘。当年，他曾在河南省民间乐器比
赛中获得“民间挖掘奖”，代表曲目
《大开首》《高山流水》等深受大家喜
欢。有一段时间，郭氏轧琴演奏面临
失传的窘境。幸运的是，当地在普查
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过程中积极采
取保护措施，2007年，舞钢轧琴入选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爷爷临终前把100多首曲目交
给我，说要把琴传下去，可不能让它
弦断音绝了。每每想起这个情景，我
就彻夜难眠。现在好了，有了党和政
府的支持，我一定要把轧琴演奏艺术
传承好、发扬好。”郭九洲说。近年
来，为了传承发扬好轧琴，郭九洲推
陈出新，自编《同心协力奔小康》《时
代颂》等曲目，赴敬老院、社区、学校
进行演出，深受观众的认同和欢迎，
郭九洲也开心极了。他摈弃“传男不
传女”的偏见，招收了一名女徒弟作
为第八代传人……

“特大喜讯振长空，十九大催人
奋进人称颂……”郭九洲腔正情
浓。1

轧琴艺人唱新歌

打上腮红、描眉涂唇，“放蝶人”
李家林像个俏老太。伴着铿锵的锣
鼓声，数十只“蝴蝶”随着他手中竹
篾的变换翩翩起舞……“扑蝶者”在
绿叶红花中追跑腾跳，时而双手捧
蝶，时而小心抚蝶，时而热烈地拥蝶
吻蝶……妙趣横生的表演，引来了
观众叫好声连连。

2月4日傍晚，伴着新春佳节到
来的步伐，沈丘县扑蝶舞第四代传
承人李家林带着他的徒弟们，正在
文化广场表演“花香蝶舞迎新春”。

扑蝶舞又称“放蝶”，起源于沈
丘县槐店镇，自清嘉庆年间形成，至
今已有200余年历史。它融合了舞
蹈、戏曲等表演元素，具有独特的艺
术魅力。

“舞蹈演绎的是一段曲折动人的
爱情故事。”演出间歇，李家林讲起
了扑蝶舞的源起：清嘉庆年间，沈丘
人王芯远游会友，偶遇一遁入空门
的青年女子正在忘我舞蹈，王芯为其
技艺倾倒，遂留下请求传授绝技。两
人渐生情愫，女子冲破阻力与王芯结

为伉俪。后来，王芯以自己的爱情
为蓝本，把男女青年冲破封建礼教
追求自由的故事情节加入舞蹈中，
起名扑蝶舞。“舞蹈中，蝴蝶代表女
主人公，放蝶者和扑蝶者代表男主
人公，他们不甘忍受封建礼教束缚，
勇敢抗争、执着相爱，表达了人们对
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李
家林说，他十几岁就开始表演扑蝶
舞，几十年来坚持不辍，痴心不改。

“除了对艺术的追求，我更多的
是想将这一稀缺的民间文艺传承下
去。”李家林说，扑蝶舞作为国家艺
术科研重点项目，经过挖掘整理，已
被载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河南卷）。2014年，被列入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时代在进步，扑蝶舞经过几代
人的改进和编排，被赋予了新的内
容，增添了现代元素，演变成了‘花
香舞蝶’。”李家林说，他和弟子们会
把这一稀缺的原生态舞蹈发扬光
大，让更多人领略到它独特的魅
力。1

花香舞蝶迎新春

王公庄上虎生威
早春的阳光，映衬着一张张笑

脸。2月6日上午，在民权县北关镇
王公庄村，浓浓的年味儿，包围了家
家门前高挂的红灯笼，烘托着文化

广场上义务送春联的热
闹场景。

“虎啸行大运，犬吠
旺新春。”“四小虎王”之
一的王建辉写下这副墨
香四溢的对联时，身边等
着取的乡邻称赞连连。
活动现场一侧的墙壁上，
有醒目的两行字：“这里
是农村，也是画院；我们
是农民，也是画家。”

昔日旧貌换新颜，
“虎村”有了新气
象。说起王公庄

的变化，村民们说：“以前俺村就是一
个传统的农业村，祖祖辈辈扛锄种
地。俺们用手中的画笔开启了致富
之门，改变了村庄面貌，过上了幸福
生活。”如今的王公庄，千余名村民中
有800多人从事绘画产业，村中夫妻
画家、父子画家、姐妹画家及三世同
堂作画者比比皆是。该村年销售画
作几万幅，作品不仅行销国内书画市
场，还远销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年产值几千万元，叫响了“中国画虎
第一村”品牌。

虎是扶正祛邪的象征；虎画有
镇宅避邪的寓意。千百年来，威猛、
吉祥、避邪的虎形象，成为老百姓喜
爱的一个吉祥符号。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农民画家每
晚都要加班画到夜里十二点多，俺们
差不多都是要忙到大年三十才算放
假。”说着，王建辉下意识揉了揉微红
的双眼。前一天傍晚，他才和村里其
他几位农民画家一起到河北邯郸“取
经”归来。“这一趟我们长了不少见
识，有了很多想法。”

画虎画出了新天地，画虎扮靓
了新农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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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本报记者 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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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磊 黄海涛
张增峰插图/王伟宾

2月 2日，农历腊月十七，是邓
州市穰东镇的逢集日，镇中心广场
有一台迎新春文艺演出，这是当地

“文化赶大集”的一部分。邓州市
“编外雷锋团”雷锋剧团的演员们
一大早就赶到了这里。

在邓州，雷锋剧团家喻户晓。
十多年前，雷锋生前的战友、邓州市
编外雷锋团的李炳武，用退休金买
来乐器、道具，组建了这个文艺演出
团体。他们把雷锋事迹编排成文艺
节目在城乡演出，把雷锋精神传遍
了大街小巷。近年来，他们自编自
演了大量富有时代特色的剧目，如
《王老汉问路思雷锋》《平安社区》
《歌唱英雄武文斌》等，为城乡群众
送去了千余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伴着锣鼓声，三五成群的赶集
人围聚过来，还有些泥泞的广场上
就热热闹闹地聚了二三百人。十林
镇农民韩保文是雷锋剧团的戏迷，
专程跑了几公里来这里。“俺就是冲
雷锋剧团来的。”他说。

10时，演出正式开始。王冬梅、

郑丽霞、王清珍
等人伴舞，孙惠
秋唱起了豫剧
《穆桂英挂帅》——
这些五六十岁的“大
妈”为了这台义演，
有的推掉了商演，有的
把孙儿孙女托付别人照看。

“我们的生命已经和雷锋分
不开了。”王冬梅说，他们演出
最多的还是保留剧目《雷锋
礼赞》。多年来，为了给“雷
锋”配戏，王冬梅、郑丽霞、王
清珍这些“舞蹈演员”，每周至
少四五次聚在一起排练。

“雷锋不仅是我们的
榜 样 ，还 是 一 种 精 神 象
征。走到哪儿，我们就会
把雷锋的戏演到哪儿。”孙
惠秋说，赶完这次集，剧团
将应邀到山东演出 8 天，

“人家给我们提了特别的要求：
除了传统剧目，每天至少要加演一
个与雷锋有关的剧目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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