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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润物无声

□黄海涛 辛曼

初秋的傍晚，夕阳洒下余晖。在
沈丘县付井镇马堂村一棵老树下，76
岁的老党员、退休教师郭云堂肃然端
坐，他的身边围着一群孩子。

“咱村为啥被称孝廉村？对亲长
尽孝，是咱们的传统美德，不能丢！清
白做人、干净做事是咱们的立身之本，
更不能丢！明末清初，咱们这儿出过
一个‘李青天’李鼎玉，我给你们讲讲

他的孝廉故事……”老人讲得动情，孩
子们听得专注，整个村子好像都安静
了下来。

郭云堂是马堂村孝廉文化的引领
人。在当地开展的孝廉文化进农村、
进家庭活动中，他被干部群众一致推
选为“孝廉之星”。

“郭氏治家在方圆百里都是佳话，
对周边民风影响很大。”村里的老人
讲，郭家老辈并不显赫，和普通村民一
样全靠土里刨食，真正的转变是从郭
云堂的母亲王捧钰开始的。

“我17岁时父亲去世，一家7口上
有老下有小，全靠小脚母亲养活。那
时，没有换洗衣，难找隔夜粮，温饱都
是大问题。”说起自己的母亲，郭云堂
的话匣子打开了，“不论日子过得多苦
多难，母亲咬着牙也要把我们兄弟三
人送到学堂。我们兄弟三个都成了俺
村的文化人。”

郭母由于年轻时吃糠咽菜，肠胃

受到损伤，年老时发展成顽固性腹
泻。为祛除母亲的病根，郭云堂遍
访名医、研究验方，在长期实践中摸
索出了“药物+膳食”疗法，他经常亲
手给母亲做芹菜汁咸稀饭、老母鸡姜
汤面叶、羊肉炖萝卜等可口又养胃的
饭菜。

“母亲一生性格要强，不让孩子因
为照顾她而影响学业、事业，经常念叨
说，你们工作上争气就是孝，规规矩矩
做人就是孝！特别是我们这个家庭有
人当上了领导干部后，老人的话更多
了——不是自己的千万别伸手，就算
别人送也不能收，当清官、好官就是最
大的孝……”

郭母百岁无疾而终后，郭云堂谨
记母亲教诲，结合郭家实际，编写了
《郭氏三铭》，分少儿铭、青壮铭、老年
铭三部分，共 99句，297个字，周边不
少村民都耳熟能详。其中，“感好恩、
教好子、务好本”这 9个字更是被大家

奉为治家兴家的经典。
郭云堂退休后,他以母亲的治家

故事为主线,以当今治家的成败事例
为着笔点,花了近 3年时间写出了《论
孝道》《论家道》两本书，并倾其积蓄将
书出版，免费发放给乡亲。郭云堂在
书中说，“居家尽孝，在岗守廉应该成
为一种社会风尚！”

家风育人，润物无声。目前，郭氏
大家庭中有人当了领导干部，有人做
了企业董事长，有人当了教师，有人出
国深造……曾经最普通的庄户人家，
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书香之家”。去
年，郭云堂家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
最美家庭”称号。

“一步青云，光辉满门；一人失足，
全族羞辱。好家风是块宝，一代影响
一代，一代成就一代……”如今，老人
还在孜孜不倦地践行着治家兴家之
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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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文化，既是文明发展
的脉络，也是文明进取的成果，更是文
明传承的载体。它们源流多样，分头
共进，融汇交流，相得益彰，构成了人
类文明进程的不朽传奇。自古以来，
中原地区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尤
其值得今人仰望。

连绵八百余里的巍巍太行，像铜
墙铁壁岿然屹立。这是中国最著名、
最神奇、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而太行
山脉的南段区域，自古以来就是晋、
冀、豫三省天然的地理界线，被称为

“南太行”。在南太行以东的广阔地
区，古老的黄河自山西风陵渡双流汇
合后，滔滔向东方狂奔而去，途经开
封，折转向北，又经濮阳，再折向东方，
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汇入东海，形成
了豫北平原这一地势平坦、河流密布、
土壤肥沃、历史和文化最为丰富的辽
阔人文区域。

豫北平原地域开阔，水流众多，汇
集成“濮”。在古汉语中，“濮”的含义
大致有五，分别是水系、地名、姓氏、族
群和国的代名词。上古时期的“濮水”
也称“濮渠”，其发源地共有三支，一支
首受于济水，从今封丘县西北部流入；
二支首受于古黄河，在今原阳县北部
向东经延津县南部流入；三支合流于
长垣县西部，经滑县、濮阳县后，再入
山东之境，后注入山东巨野大泽。

濮阳因位于濮水之阳，故得名。
上古时期、春秋前后，濮水因汇集了南
太行余脉之下的众多溪水和源流，培
育出温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适合人
类生产和居住的宜居地，深受附近各
方势力的青睐。

濮水蜿蜒，一望无际的桑蚕宝树，
遍植于濮水之畔、郊野之上。濮水之
滨的远古先民，民风淳朴，崇尚洒脱自
由，行事不拘一格，注重音律说唱，“桑
间濮上之音”，旋律优美动听，一时风
靡，蔚然成风。

濮阳是黄河文明孕育荟萃之地，
是“颛顼遗都”“舜裔祖庭”“帝舜故里”

“顿丘”“帝丘”“姚墟”等遗迹所在地，

是上古历史中黄帝、玄嚣、昌意、仓
颉、颛顼、昆吾、尧、丹朱、舜等重要人
物长期活动和经营的重要区域，留下
的重要历史记载和丰富文化遗迹，至
今仍在这片多姿多彩的文明沃壤中，
熠熠生辉。

黄帝之孙颛顼，生若水之野，实
处于空桑，因辅佐少昊有功，受封领
地于高阳。少昊死，共工氏与颛顼
互相争夺帝位，颛顼打败共工，继承
少昊主政，被尊为天下共主，帝号

“高阳氏”，开创一代基业，后世影响
深远。颛顼被尊为天下共主，始肇
于都城穷桑，继迁于都城商丘，后
造都城于帝丘。颛顼选址于濮水
北 岸 的 湖 泽 之 畔 ，经 略 长 期 的 都
城 ，建 立 历 史 上 极 负 盛 名 的“ 帝
丘”，死后葬于东郡濮阳的顿丘城
门外广阳里。

唐尧、虞舜时期，濮水流域雨水
丰沛，河湖密布，黄河不驯，水患频
仍。舜帝御下的治水能臣大禹，联合
东夷部落首领徐偃王伯益，共治天下
水患，终于取得成功。其后，濮水流
域，湖泽汇集，烟波浩渺，益害共存，
文明远播。

在地理变迁中，濮阳因地处湖泽
之地，曾被称为澶渊。这里所指的，就
是位于古澶州境内的著名大水泊——
繁渊。“繁渊”又叫“龙潭”或“龙渊”，均

指的是这里曾经历经大旱而从不枯竭的
濮水之滨的湖泽大潭——黑龙潭。

澶渊，是古时期濮阳境内的一个天
然大湖泊，因澶水穿流其中深不可测而
得名。该水渊的成因十分奇特，上有源
流，下有支流，加之地表水的大量汇集，
形成了水天一色、蔚为壮观的神奇景
象。随着地理变迁，这一水深面阔的磅
礴湖色景观，屡被黄河淹没、被河沙抬
高，加之古黄河不断改道，便成为今天
所看到的旱地良田“澶州坡”。

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就发生在
这里。郦道元所著《水经注·瓜子水注》
记载，“成阳、濮阳间有雷泽，舜渔于此。”
所指的就是濮阳，其景色之美、文化之
秀、地位之重，充分可见。

春秋时期，卫国（今濮阳县西南）
国君卫成公，在濮阳定都建国。卫国
大 夫 公 叔 文 子（又 称 公 叔 发 ，谥 号

“文”）是卫国国君卫献公之孙。公叔
文子乃谦谦君子，情操高尚，得到孔子
赞赏。《礼记·檀弓上》记载：公叔文子
升于瑕丘，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
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蘧伯玉（名
瑗）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而公
叔文子对舜帝故里“瑕丘”的褒奖和欣
赏，至今被人津津乐道。1□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丁大成 杨绪伟

乐哉，斯丘
大别山腹地商城县黄柏山脚下，有一对夫妻，丈夫是

“商城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妻子是“放蝴
蝶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几十年来，他们为
传承民间传统文化载歌载舞——

历史深处

“鸟爱青山鱼爱水，我爱河南山水美。大别山上杜鹃红，豫东平原

焦桐翠。黄河两岸风光好，母亲河水最优美……”悠扬的歌声，从流经
长竹园乡的灌河西侧一栋居民楼里传了出来。这是黄宪夫妇正在辅导
12岁的孙子唱他们谱曲的民歌。

因为孙子也喜欢音乐，前不久，黄宪夫妇特意买来了钢琴。

一

商城县长竹园乡地处鄂豫皖交界处，是一个“鸡鸣闻三省”的地方，
也是远近闻名的歌舞之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的民歌手越来越少
了，剩下的几个，唱得最好的是黄宪。

“山歌本是古人留，这山传到那山头。前人唱来后人应，千年万载总

不丢——留在世间解忧愁。”初见黄宪，见面的寒暄是他唱的这样一首民
歌。

64 岁的黄宪，三岁开始学唱民歌。在他的记忆里，他 6 岁时跟
着种药材的姥爷学弹凤凰琴，上小学时他就开始唱民歌俚调。高中
毕业回乡干了半年农活，他被抽到乡里搞文艺宣传，拉板胡，唱民
歌。随后，他考上信阳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成了数学教师，却割舍
不掉对民歌的热爱。

说话间，黄宪忽然一笑，“我父亲和我，都是通过民歌获得爱情的
哩！”他的歌声又起：“姐家门前一棵槐，手撑槐树望郎来。娘问小女望

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一曲唱罢，黄宪讲起了他父亲的故事。他父
亲是一个药农，上山采药时心仪了一个姑娘。姑娘的歌唱得不是很好，
也不好意思唱，但在父亲板胡的“邀约”下，他们渐渐有了“夫妻对
唱”——“大公鸡呀咯咯叫，把我的情哥吵醒了。我拿菜刀剁你的颈，我

拿开水烫你的毛——看你乱叫不乱叫……只要哥心合妹意，不问家中

穷不穷。”黄宪说，很多年了，他还记得母亲早年喜欢唱的这样一首民
歌。“其实早些年我们这里的人差不多都会唱，薅草、插秧都有人唱。”

二

生动活泼的民歌，让黄宪发自内心喜欢，初中时每逢周末，他就搜
集整理民歌小调。每年假期，他除了帮父母干农活，就是去附近安徽、
湖北的乡镇听人家唱民歌。因为方言不通，十几岁的他往往要在陌生
的山村待上多天，反复乞求着人家唱，自己记录下来并仔细整理。

1978年，黄宪结婚了。妻子范学荣，也是大山的女儿。因为喜欢
跳舞，十三四岁就成了村里的文艺队队员。那时候，由于村里条件简
陋，排演歌舞没有伴奏，就常请能歌善奏的黄宪去拉板胡。渐渐地，两
人擦出了爱情火花。

“我是花了一百五十元娶了她！”黄宪的话音刚落，范学荣马上接腔
说：“我明明记得是一百二十元！”二人相视一笑，范学荣开腔唱道：“什

么出土尖又尖？什么出土两块盘？什么开花头朝下？什么喝水脸朝

天？干哥哥，你要猜到俺二人有姻缘。”黄宪立马接腔对唱：“笋子出土

尖又尖，黄豆出土两块盘。辣椒开花头朝下，小鸡喝水脸朝天。干妹

妹，我去年想你到今年。”

婚后第二年，黄宪参加高考，考入信阳师专数学系。毕业时，黄宪
被分配到了商城高中，但他却拿着派遣证执意回到了乡里。黄宪说，他
到乡里报到那天，乡党委书记把全乡的村支书都叫来开座谈会，当着十
几个村支书的面问他：“人家毕业都‘飞’走了，你为什么要回来？”

“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都说了些啥。但我知道我回来，就是为了
我们这里的民歌小调。”黄宪说，随着知识层面提高，他对民歌也有了新
认识。他一边教学，一边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歌研究。迄今，他已整
理出300多首传统民歌，会唱500多首，“我敢说，现在对商城民歌这一
块儿，没人比我会唱得多。”黄宪说，之所以会唱的比整理出来的多，是
因为他不想让那些糟粕再流传下去。“以前我们这里文化生活非常差，
山民在山上劳作时，都喜欢随便自己编着唱，难免有些低俗内容。”

“我一直觉得，传统的东西要继承，要发扬光大，更要去粗存精。”

三

黄宪目前已退休四年，由他领头组织的民间文艺宣传队已成立六
年。六年里，他们除了组织人员在乡镇广场演出，还经常到留守老人多
的乡村去。“每到一处差不多都是人山人海，还经常需要协调派出所派
人维持秩序呢！”黄宪说，他们还经常出去参加比赛，“年年获奖，都是一
等奖，二等奖都很少。”

“知道我们的演出为什么会受欢迎吗？因为我们演出的内容，90%
以上都是结合形势新编的！”黄宪说着，冲妻子范学荣招手示意，又一曲
脱口而出：“锣鼓一打响连天，蝴蝶舞得团团转，歌颂党的好政策，扶贫

政策到长园……”伴着黄宪的歌声，范学荣翩翩起舞。这是她最拿手的
“放蝴蝶舞”——这个舞蹈，原本表现富家小姐爱上长工踏青幽会的情
景，他们在花丛中捉放蝴蝶，表达爱慕之情。这个舞蹈由民间传说演变
而来，黄宪夫妇将它重新改编，辅以全新的曲调，去年，他们为这个舞蹈
成功申报了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商城县每年考上大学音乐系的，90%以上的人是我们乡的。”黄宪
的学生李长贵，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乡里当了老师。他告诉记者，他的音
乐启蒙来自黄宪老师，黄老师教书时，每次上课前都要领唱一首民歌。

“虽说现在唱民歌的不多了，但兴趣还是得从小培养。”黄宪
说，他开了十多年的音乐培训班，免费培训的 500 多名学生中，有
60 多人考上了大中专院校的音乐系，至少有一半人毕业后回到县
里成了音乐教育人才……

这些年，黄宪创编的民歌也不断获奖。从县里到市里，从省里到全
国，证书一大摞。《山村娃的梦》获河南省第 20届新歌评选一等奖，《大
别山上杜鹃花》获全国第14届青年歌声创作大赛一等奖……

“山歌不光是情歌，也有励志、叙说人生喜怒哀乐的。现在，我正在
努力多创作一些让年轻人喜欢的、积极向上的民歌。”黄宪说。1

□庄学

捏，揉，搓，一片花瓣做好了；再一
揉一捏一搓，花茎有了——色彩缤纷
的面团，经过神奇的揉捏，一朵绿叶红
花的牡丹在她的手中“开放”了！

她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
传承人李菊芳。

“面塑最初是用来祭天地、敬鬼神
的。”54岁的李菊芳介绍说，用珍贵的白
面捏出动物、瓜果、蔬菜等，上锅蒸熟，
刷上颜色，成为花供。后来，人们在年
节、红白喜事也要用白面捏制一些鸡、
鸭、鱼，以表达期盼和念想。再后来，面
塑范围扩展到了人物——仕女、文官、
武将等就成了作品的表现主题。

李菊芳家世代以面塑为生。她的
父亲从小就跟着家人到上海摆摊制作
面塑。上世纪 80年代，只上了一年半
高中的李菊芳辍学，随父亲定居洛阳，

开始学习面塑制作。第一次做面塑，
正值盛夏，晚饭后她钻进小屋，一直做
到子时过，才比葫芦画瓢做好一个。
她第一年只学做了两个人物：孙悟空
和猪八戒；第二年也学了两个人物：唐
僧和沙僧。接着，她很快学会了《三国
演义》《红楼梦》里的人物制作。

后来，李菊芳落户洛阳，成为正式的
洛阳人。那些年代的艰辛，已淡化成为
久远的记忆。面塑传承到了她这一代，
不再漂泊，吃饭已经不是问题，只有这
个时候，面塑才真正成为作品，有了更
多的文化意味，传承有了更深远的意义。

李菊芳有一个 100多平方米的工
作室，艺术的气息氤氲充盈。展示台
上，摆满了她的色彩艳丽、造型各异的
面塑作品，有风雅俊秀的文官，有持枪
拿刀的武将，有怀抱琵琶的仕女，有慈
眉善目的寿星。每一件作品，细节讲
究，人物表情传神，栩栩如生。尤其是

几件牡丹花的花篮作品，摆在醒目的
位置，簇簇依偎，枝叶灵动，忽而疏离，
如风掠过。李菊芳说，住在洛阳，耳濡
目染的都是牡丹花，一个面塑传承人，
怎能没有牡丹花的作品！

坐在李菊芳的工作室里，看她十
指上下腾挪，仿佛是在欣赏她弹奏一
曲韵律悠扬的歌，歌声中，一朵朵各色
牡丹艳丽夺目，在指尖上盛开了。“面
塑，离不开蜂蜜和面。蜂蜜防裂，还要
加上防腐剂。父亲那辈，面塑色彩是
纸用的染料，后来是食品色，我现在又
改成了珠光色，颜色更鲜亮。”李菊芳
说，和好了面，再蒸，等面晾凉，再兑
色。一件作品捏制完，还需要晾干。
冬天在暖气房，两天就干了，夏天潮
湿，得三四天。

李菊芳带着自己的牡丹、人物等面
塑作品，常去外面参加展览。她曾参加
第69届法国世界博览会，也曾在郑州艺

术博览会上凭“牡丹仙子”获得金奖……
李菊芳的老公画国画，对色彩有

独特的理解，常给她一些专业化的建
议。如今，李菊芳的儿子也成为面塑
传承人，她把面塑制作的技艺悉数传
给了他。面对母亲的这些面塑作品，
小伙子默默地看着、揣摩着……

2016年 8月底，李菊芳在参加“感
知中国—哈萨克斯坦行”中国非遗文
化遗产展演的一周时间里，总是有哈
萨克斯坦少年在她面塑的展位前逗
留，被面塑的艺术所吸引。在留学生
翻译的帮助下，李菊芳认真地教给他
们面塑制作的基本手法。现在，看到
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学习面塑的热
情，李菊芳更坚定了要把面塑艺术传
承下去的决心。

一晃几十年，李菊芳仍在与面团
打交道，在捏、搓、揉之间，传承着璀璨
的中原文化……8

生活素描

传承

指尖开出牡丹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