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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家宝

“上一天的课了，多吃点儿肉。”“你
们也忙一天了，也多吃啊……”

在许昌市魏都区府后街一个普通
市民家里，晁冰和父亲晁建国、母亲牛
建英围坐在小桌旁边吃晚饭，边唠家
常。这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是当地有名
的“最美家庭”。

晁冰，有着如花似玉的年纪，却只

能终日与轮椅为伴。晁冰从小便因先
天性疾病无法正常行走。20多年来，
晁建国夫妇经常带着晁冰到全国各地
求医，但她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面对
命运的打击，晁冰一家并没有屈服，他
们选择了用顽强的意志认认真真过好
每一天。

“虽然晁冰身体残疾，但智力是正
常的，我和丈夫决定，不管多艰难，都要
让她完成学业。”回忆往事，牛建英湿了

眼眶，她坚定地认为，只有认真读书，晁
冰将来才能自食其力。就这样，寒来暑
往，牛建英成了女儿的“专职司机”——
每天她都会骑着小三轮车接送女儿上
下学。从晁冰四岁起，一家人还省吃俭
用让她学习钢琴。“每次她练琴，我就坐
在旁边，当她的忠实听众。说实话，之
前给晁冰看病，花了不少钱，为了省钱，
我常常向晁冰的老师借来钢琴教材，然
后自己把整本书抄写下来。”牛建英说，
让她欣慰的是，晁冰的学习成绩总是名
列前茅。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顽强的毅
力和家人的鼓舞，晁冰顺利考入了河南
大学。毕业后，还自己创办了一家艺术
培训机构。虽然最初店里只有 5名学
员，但牛建英一家不急不躁，确立了“以
诚立业，以信兴业”的经营理念，以诚
恳、耐心的态度对待每名学员。

曾经有一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孩
小荣在晁冰这里接受辅导。然而高考
前，小荣身患癌症的父亲病情突然恶
化，家里为此花去了大量医药费，并希
望小荣放弃学习钢琴。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晁冰主动找到小荣的家长说：“孩
子这么愿意学习，你就先让她学吧，学
费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再交。”为免
去小荣的后顾之忧，晁冰主动为她减免
了部分学费。半年后，小荣顺利考上了
大学，她激动地对晁冰说：“要不是你，
我早就放弃了。”

慢慢地，晁冰逐渐在学员及家长中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许多家长在看到孩
子的进步后欣喜地表示：“把孩子送到

这里真是送对了！”由此，短短几年时
间，晁冰的培训机构也从当初的 5名学
员发展到现在的近百名。

“孝顺、善良、诚信、坚强。”在晁建
国夫妇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家风。双方
老人在世时，晁建国夫妇每天早早起床，
一个给病床上的母亲擦身子、换尿布；另
一个在厨房忙碌着做饭。因担心老人
营养不全面，牛建英就变着花样做适合
老人吃的各种美味。为了不让卧床的
母亲肌肉萎缩，两人每天都会为老人捏
捏手、揉揉脚、抬抬胳膊。在二人的悉心
照顾下，双方老人都度过了一个幸福、安
详的晚年。

在照顾好老人、养育好孩子的同
时，夫妻俩还把家庭的“小爱”变成了

“大爱”——邻居家只要谁有困难，他们
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小区内有位老人，
因子女在外工作，长期一人在家。牛建
英便不时给老人打个电话或到老人家
中看看，及时帮老人解决问题。前段时
间，牛建英回家时发现邻居家的钥匙在
门上插着。了解到邻居家中没人后，牛
建英便将钥匙拔下来先保管着。邻居
回家后已是深夜，牛建英及时把钥匙归
还给了他。“真是太感谢了，和你做邻居
真放心。”牛建英的邻居十分感动。

街坊邻里提起晁冰一家人时，说得
最多的词是幸福、美满。“大家都问我们
是如何经营好自己的家庭的，其实，只
要面对困难不退缩，一家人团结起来，
坚持下去，日子总会好起来的。”牛建英
说，去年，她的二女儿也考上了名牌大
学，她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8

过了农历正月初八，宝丰县马街村
显得热闹起来。来自全省各地及河北、
山东等周边省市的艺人，将从正月十三
开始，以天作幕，以地为台，云集在这里
的郊野麦田，吹拉弹唱，以书会友。

素有“一日能听千台戏，三天看破
万卷书”美誉的“马街书会”，驰名中
外。评书大师刘兰芳曾说：“700多年
历史传承说书，这是第一家！”

700多年历史长河，把许多散淡记
忆冲刷得荡然无存，可马街书会犹如
一部神话，战乱不停，灾年不衰，自元
代以来从无间断。它被誉为中国十大
民俗之一，也是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

马街村火神庙及广严寺碑刻记载，
马街书会起源于元延祐年间（1316年前
后）。书会最兴盛的年景是清同治二年，
当时，为了弄清有多少艺人赶会，书会管
事在火神庙香案上放了一个大斗，让来
说书的艺人都到火神庙进香钱，规定一
人只能丢一个铜钱，不准多丢，也不准少
丢。散会后一数，整整两串七百铜钱，也
就是说，当年到会的艺人是2700人。

曲艺情结

正月初八，马街书会尚未开锣，张满
堂和妻子就开始了忙碌。他们开着三轮
车到镇上采购猪肉、粉条、白菜，还把家
里几百条被褥一条条扛出来，在阳光下
晾晒。“老伙计们马上就要来了，我得让
他们吃得舒服，住得得劲！”张满堂说。

这样的忙碌，已持续了10多年。
65 岁的张满堂，只有初中文化。

他的祖上自清雍正年间就以开客栈为
生。张满堂幼年时，家里说书的艺人常
来常往，尤其是每逢农历正月十三、三
月三等重大节日，家里客满没地方住
时，父母宁可自己一夜不睡，也要给艺
人们腾出地方。

受父辈影响，张满堂自幼喜欢说唱
艺术，《铡美案》《杨家将》等传统曲目，
他几岁时就能唱上一段。有一年正月
十三，家里实在没地方了，可还有一位
老艺人没地方住。当时只有七八岁的
张满堂就领着这位老艺人在喂牛的草
堆里扒了两个窝，两个人一人钻一个，
睡了一夜。

1975年，22岁的张满堂从部队退
役。1989年，他看准时机，在县城开了
一家饭店。由于为人热情厚道，他的生

意一直很好，十几年下来，手里有了十几
万元积蓄。但不管生意再忙，逢农历正
月十三、三月三这样的日子，他都会回到
家里赶书会，和父母一起招待艺人。

上世纪 80年代前期，来马街书会
表演的艺人在 300棚到 500棚之间，从
1987年开始逐渐减少，最少的 2005年
只有 82棚，艺人不足 500人。冷清的
场面，让他感觉特别不舒服，“以前这里
的书会哪年没有几万人啊！”

张满堂介绍，在马街书会，艺人们
各展绝活“亮书”，就是希望能被“写
书”。所谓“写书”，就是听书人遇到中
意的艺人，商定价格后，买书人会留下
地址，交上定金，然后由艺人按约定时
间去演出。可是，面对新兴文艺形式的
冲击，以传统“写书”为基础的马街书
会，产业链断裂了。

“许多口口相传的曲子正在消失。”
张满堂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悲哀。

艺人之家

2004 年书会后，张满堂突然作出
决定：放弃县城红火的生意，为马街书
会找一条出路。

面对家人和亲戚的反对，张满堂固
执得像头牛。“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就
一门心思想着，不能让书会断了！”

这年春天开始，他骑着一辆破旧的
摩托车，走访调查了平顶山、许昌、郑州
等 20多个县市的 200多位民间艺人和
一些曲艺专家、民俗学者。有一次，他
到郑州走访归来的途中，被一辆转弯的
车撞出五六米远。庆幸的是，他只受了
一点皮外伤。通过走访，张满堂认为，
现在的社会跳跃式发展，跟竹竿拔节一
样快。“老艺人脑子转不过弯儿，被关在
了时代的门后。”面对他们的顾虑，他拍
着胸脯说：“你们去赶会，到我家吃住，
没盘缠找我要！”

2004 年 6 月，张满堂自发成立了
马街说书研究会，并在没有经费的情况
下，由他垫资举办说书擂台赛。

随后，张满堂又拿出准备给儿子盖
房用的几万块钱，在自家菜地盖起了
12间简易房，取名“艺人之家”。“我这
个地方就像一棵大树。有了它，艺人们
每年都会像候鸟一样路过、栖息在这
里，这也是一年中我最高兴的时候。为
了这几天高兴，钱又算什么呢？”

方城县河南坠子艺人邱建国已来

马街书会 30多年了，“艺人之家”建成
后的第一年，他就开始在这里住，“条件
虽然简陋，但每年都免费吃住，得感激
老张啊！”

2004 年书会上，太康县民间艺人
李万臣一直没能把书写出去，张满堂就
从自己身上掏出 50块钱给他，说：“我
给你添点路费吧！”还把手机号告诉他，
让他遇到什么难处就给自己打电话。
2008年书会后，李万臣在路过平顶山
时突发脑梗死昏迷跌倒，被120接至医
院后，病情十分危重。医生从他的通讯
录里找到张满堂的电话时，张满堂正在
100多公里外，一听情况，马上对医生
说：“李万臣是我的朋友，请你们尽力抢
救医治，住院费我马上送到。”然后就骑
着摩托车奔向医院……几年后李万臣
去世前，还惦记着：“我欠老张的钱还没
还上呢！”

提到这些，张满堂多次落泪。“我真
的太爱曲艺了，真的不想让它们消失
了，只要我还能动弹，我就会把这些事
一直做下去。”

传承传统

马街书会渐有起色。然而，张满堂
却发现了书会传承发展的两个大问题：
经费和人才。

张满堂说，从 2004年开始走访艺
人，到成立研究会，举办擂台赛，包括年
年接待来参会的艺人，基本上都是靠自
己的积蓄，时间一长，自己做生意挣下
的那点家底已经折腾没了。

“2009 年正月初十到十三的四天
时间，我接待艺人260多人次，当时，我
已经身无分文。孩子看我作难，悄悄给
了我几千块钱，勉强维持了局面。”回忆
当时的情景，张满堂有些心酸。

除了经费，另一个难题就是后继无
人。“那些年，参会的大多是 50岁以上
的艺人，年轻人屈指可数。”张满堂说。
65岁的老艺人何学艺，坚决不让自己9
岁的孙女学艺，“养活不了自己，打工都
比干这强。”他说。曾两获“书会状元”
的坠子艺人王剑侠,自掏腰包购置设
备,开了一个免费的曲艺培训班,却遇
到了“想教都找不到人”的窘境……

凭借自身的号召力，2009年，张满
堂组建了一个民间曲艺团，举债购置了
演艺车和道具。“我想通过这个艺术团
的创办，通过市场化运作，探索新时代

民间曲艺的传承发展之路。”张满堂说。
在张满堂的精心运作下，艺术团日

益红火。效益最好时，每月能有近 10
万元的收入，不少年轻人也加入了艺术
团。然而，一起突发事件，让张满堂的
梦破碎了。2011年 8月，妻子带团到鲁
山演出返回途中，在一处狭窄的山路
上，车翻了。所幸的是，车翻的方向朝
着山体一侧，而对面就是几十米的悬
崖。“要是翻到对面，一车十几个人就完
了。”张满堂说。

出事之后，孩子和亲戚朋友都赶来
劝说张满堂，让他别再折腾下去了。
无奈之下，张满堂含泪解散了艺术
团。那天晚上，他一夜没合眼。“我的
心碎了……”

尽管如此，张满堂并没有放弃，依
然年年接待艺人吃住。“每天光馒头就
能吃掉三四百斤，可我高兴啊！”

张满堂的母亲已94岁高龄，每到书
会时，老人都要帮儿子招待艺人。重活
干不动，就张罗着烧个开水，拿个茶叶。

马街村的村民也秉承了热情好客、
义务接待艺人的传统，每年书会前，许
多村民便打扫庭院，准备床铺，购置食
品，尤其是重点接待艺人的村民家，家
家都是起早摸黑，忙得不亦乐乎。

近年来，省里和当地政府也在采取
措施，不断出台政策，探索保护、发展和
传承马街书会的有效方法。同时，当地
政府还投资数亿元修建了马街书会民
俗园区、牌坊、中华曲艺展览馆等。

越来越多的艺人又来赶会了。仅宝
丰县就有30多个老艺人重拾旧艺。多次
当选“书状元”的胡润之说，书会对艺人
是一种鞭策和鼓舞，有些人不想唱了，只
要赶赶书会，就会重新找到动力和激情。

“我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主要
的还是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百姓的热爱，
正使古老的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机。”
张满堂说，如今的马街书会在社会各界
的关注下，正走出低谷，走向辉煌。据
当地外宣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的
马街书会，参会的民间艺人分别来自吉
林、辽宁、山东等10余省份及河南省30
余个县市，群口快板、三弦书、河洛大鼓
等多种形式的曲艺节目，将为古老的马
街书会带来新生力量……

“我庆幸，我和马街书会都赶上了
一个好时代，要不然，我只能眼睁睁看
着传承了几百年的文化遗产衰落、消
亡。”张满堂说。1

生活素描

历史深处

□王剑

东汉初年，江夏郡（今武汉市新洲区）一带滋生匪患。有一个叫夏喜
的江洋大盗，啸聚山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几任郡守都拿他没办法。

汉光武帝对此事十分头疼。突然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做事果敢
的能臣，特意任命他为江夏太守。

这位能臣在赴任途中，就发布檄文：“朝廷认为我能够捉拿贼寇，让
我当了太守。而今我统兵来了，你们考虑考虑，看怎么办吧！”匪徒见到
檄文，心生恐惧。不等大兵来剿，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夏喜也金盆洗手
不干了。

这位吓散匪众的能臣，就是名震史册的董宣。
董宣，陈留圉地（今杞县）人。他的威名，得从当北海相说起。当

时，北海有一个恶霸公孙丹，横行乡里，无人敢惹。董宣上任后不久，公
孙丹要修建一座豪宅，请人占卜，说是一动土就会有血光之灾。为避凶
险，公孙丹竟让儿子杀了一名无辜的行人，将其尸体埋在宅下镇邪。公
孙丹的恶行激起了民愤，人们纷纷向官府举报。董宣一听，拿人命当儿
戏，这还了得？即刻派人捉拿了公孙丹父子，斩首示众。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公孙家族纠集30多人，手持兵器围堵北海
相府。董宣秉公办案，将闹事的人全部抓了起来。随后查实，公孙家族
勾结海盗、杀人越货的罪行数不胜数。董宣当即宣布，将涉案人员全部
杀掉。此事一传开，北海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然而，青州刺史认为董宣杀人太多，遂上书参劾。不久，董宣被廷
尉府拘押，下了大狱。在狱中，他日夜吟诵诗书，处之泰然，毫无惧色。
临刑前，狱吏送酒菜给他，董宣厉声说：“我平生不吃别人的食物，何况
是要死了呢？”上刑车而去。

当时一起受斩刑的共有九人，就要轮到董宣的紧急关头，获知真相
的光武帝派的特使赶来了，董宣被无罪释放。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光武帝选调董宣为洛阳令。当时的京都
洛阳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69岁的董宣走马上任后不久，湖阳公主
的家仆大白天行凶杀人，然后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官府捕快想捉拿
他归案，但碍于公主的面子，谁也不敢前去搜查。

有一天，公主坐着马车外出，跟班的正是那个杀人凶手。董宣得到
消息后，亲自带着衙役捕快赶来，在夏门亭附近拦住了公主的马车。公
主脸一沉，说：“大胆洛阳令，竟敢阻拦我的车马！”董宣先施一礼，高声
列举那个恶仆行凶杀人的罪状。话音一落，就吩咐衙役把凶手抓起来，
当场杖毙。

这可把湖阳公主气坏了。她急忙跑到宫里，哭着向光武帝告黑
状。光武帝一听，大为震怒，立即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要当着公主的
面，用棍子殴打董宣，替公主消气。

董宣一看这阵势，急了：“陛下先别打我，让我说一句话，而后甘愿
一死。”光武帝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董宣一脸凝重说：

“陛下是一国之君，应该重视法令。现在，湖阳公主放纵奴仆杀害良民，
长此以往，天下还能太平吗？今天用不着您用棍子打，我自杀便是！”说
罢，用力向宫柱上撞去。光武帝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走近一看，董
宣已撞得血流满面。

光武帝怕此事没法收场，就想给自己找台阶下：“算了算了，你给公
主磕个头赔礼吧！”谁知，董宣怎么也不肯。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
可他两手使劲撑住地，梗着脖子，势如卧虎，始终不肯低头。

内侍知道光武帝并不想治董宣的罪，就大声说道：“回陛下，董宣的
脖子太硬，摁不下去。”光武帝趁势说：“那就把这个硬脖子的洛阳令给
我轰出宫去！”

湖阳公主见光武帝放了董宣，没好气地说：“陛下贵为天子，怎么奈
何不了一个小小的洛阳令？”光武帝说：“正因为我是天子，做事才不能
全由着个人的性子啊！”

第二天，光武帝赏给董宣三十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董宣把这笔
钱全分给了他手下的官员。

从此，董宣的威名传开了。洛阳的豪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浑
身发抖。经过一番治理，京都洛阳的秩序井井有条，府衙前已少有人击
鼓鸣冤了。

建武二十四年（48年），董宣病逝于洛阳令任上，享年74岁。
光武帝痛失好官，专门派人前去吊唁。当听说董宣家中只有大麦

数斛，破车一辆，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竟用破被覆盖尸体时，光武帝非
常感伤：“董宣廉洁如此，我竟一无
所知！”于是，下令按照大夫之礼厚
葬了董宣。

在洛阳老城区东大街与民主街
交叉口的西北角，原有一座董公祠，
是明代为纪念董宣而修建的。如今，
董公祠已难觅踪迹，唯留一棵600多
岁的古槐巍然屹立。古槐枝叶繁
茂，虬枝向上，仍呈现出非常旺盛的
生命力。老城人把这棵宁折不弯的
古槐，恭敬地称为“董宣槐”。

仰望“董宣槐”，我仿佛又听到
了曲剧《洛阳令》中那声声震耳
的唱段：“天子脚下不看看，皇
亲国戚不见见，百姓的冤
枉不管管，洛阳的差事不
办办，怎对起一身官服一
顶冠？”8

洛阳令董宣

幸福家庭的“幸福密码”

制图/王伟宾

10多年间，他骑着摩托车遍访周边县市的

民间艺人；成立说书研究会、创办民俗文化网

站；自费建起“艺人之家”，对民间艺人管吃管

住，分文不取……他是宝丰县马街村一个普通

农民，一位“民间艺术阵地的守望者”——

□本报记者 刘向东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修乐

守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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