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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辕门外三声炮如同

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

保国臣……”台上，唱段

精彩；台下，掌声热烈。

秋意渐浓。西峡县

大山深处的农家聚落，因

陈学文和他的曲剧团的

到来，忽然热闹起来。这

一次，陈学文带着剧团已

在深山里奔波了 20 余

日。他们自带被褥，埋锅

造饭，且行且演。

13 年了，这个剧团

每年在豫鄂陕交界的山

区至少演出3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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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生活素描

□任振宇

23 岁那年，淅川县毛堂乡南泥湖村
的张玉国辞了县机井队的工作，成了给
牲口“修脚”的师傅。这种行当，俗称

“修马掌”，是张家的家传手艺。张玉国
有过手艺吃香的风光，也经历着手艺过
时的失落……

“好汉不愿干，赖汉干不了。”在张
玉国眼里，自己手中的这份手艺，从来
都不是讨喜的营生，如今更是如此。前
不久，寂寞两三个月的张玉国终于等来
了一单生意，“是个大活儿，有二十多头
牲口哩！”

凌晨 5 时许，顾主的汽车停在了早
早等候着的张玉国面前。尽管修马掌
这行当早就没了往日风光，但爱惜牲
口的顾主，依旧敬重这份手艺，敬重有
手 艺 的 张 师 傅 。“ 一 般 人 干 不 了 这 活
儿。多下一刀，容易伤到牲口；少下一
刀，没多久得返工。要在分寸上拿捏
好。”面对恭敬的顾主，张玉国显得对
自己的手艺格外自信，少言寡语的他话
也多了。

想要牲口任人摆布，并非易事。劲
儿使不对了，牲口不明白你的“语言”，
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白费一番力气倒
不算什么，稍不注意，惹恼了这些家伙，

“随便尥一蹶子，就够你喝一壶的。要
是哪个修掌师傅从来没挨过踢，那可真
是瞎话！”张玉国说，即便是像他这样的
个中好手，学艺时被踢的次数依旧数不
过来，“干我们这行，伤筋动骨并不稀
奇。”纵然如此危险，可修掌师傅从没有

“工伤”概念。“挨踢跟顾主没关系，怨就
怨自己学艺不精，这是行规。”

张玉国的自信是有资本的。10 多
岁，他师从三哥，只四五年工夫，手艺便
盖过了老师。“那时家家户户养牲口，修
掌师傅忙起来，一天比工人一个月挣得
还多。”也正因此，张玉国才会辞职。那
时候，张玉国常在逢集时到镇上出摊
儿。往往他人还没到，远近村民早早就
牵着牲口排队等候了，队伍能排到几十
米开外。为这，他专挑人少、空旷的地
方支摊儿。只是这样的景象已几十年
未见了，张玉国也上了年纪。手艺还
在，生意少之又少。有时候，张玉国也
在想：行当是不是和人一样，有年少，也
有年老？

经常不修掌了，不单是因为行当迟
暮，儿女的阻挠也是一个原因。这些
年，孩子们怕他累着，更担心出危险，都
劝他安心养老，可张玉国却不忍心撂下
这门手艺。毕竟，它曾给张玉国带来过
风光。那时节，庄稼人爱惜牲口，离不
开这手艺。修掌师傅不管走到哪儿，都
被人捧着敬着。

张玉国这手艺，也曾为家人换来衣
食无忧的好日子——10年间，两代人盖

起了砖瓦房，还成了村里最早买电视、
农用车的人家。

张玉国闲不住，也是因为至今仍看
不得牲口受罪，“蹄子长得走不了路了，
又找不到别的师傅了……”

逢人遇事，张玉国喜欢说自己是给
牲口“修脚”的人，虽然颇有调侃味儿，
可他学艺那会儿，还真没人轻视这职
业。过去，县里经常组织修掌师傅考
试，四五十人同场竞技，看谁的手艺又
快又好。张玉国的三哥在考试中获得
过第二名，“获奖证书拿到集市上一展
示，比啥广告都好使。”张玉国入行时，
县里已不再组织考试了，可好的修掌师
傅对自己手艺的要求，并未有半点怠
慢。做了 40多年修掌师傅，张玉国也摸
透了牲口的脾气。不管多倔的牲口，只
要他上手一摸，服服帖帖的，连饲养牲
口的顾主都自叹不如。

而如今，一身的能耐还在，使唤了
多半辈子的老工具却相继报废了。张
玉国也曾想把手艺传给晚辈的，可现
在还有谁愿意把精力花在一项即将消
失的手艺上啊？他心里明白这是大势
所趋，强求不得。所以，当大山里的几
位老顾主来请他修掌时，每次干活，他
总要边干边仔仔细细地教着……

“岁月不饶人啊。再过几年，我也
真没体力再干这活儿了。这门手艺要
真失传了，还真怨不得别人，社会发展
越来越快，还有多少人会养牲口当役力
呢？”8

马蹄上的老手艺

□范庆杰

从定时听广播到听半
导体收音机；从小心翼翼
到别人家看电视，到亲戚
送的一台 14英寸黑白电视
机，再到我家自己买的大
彩电；从固定电话到手机
视频通话……我家发生的
变 化 得 益 于 党 的 富 民 政
策，受益于城乡一体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我相信，
随 着 伟 大 祖 国 愈 来 愈 强
大，我的小家也会有更多
更好的变化。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
靠 的 是 几 亩 薄 地 养 家 糊
口，既要赡养爷奶，又要供
我们弟兄三个读书，日子

过得紧紧巴巴。从记事起，我了解外面的世界
是从一根细铁丝连着的喇叭里知道的。虽然
是定时播放新闻和其他节目，但我们弟兄三个
总是把这当成每天的必修课，端着饭碗坐在门
墩上听得有滋有味。至于声音从哪里来，为啥
一根铁丝就会这么神奇的疑问，早已被单田芳
哑哑嗓音说评书的声音所代替。

我清楚记得，家里那个如砖头般大小的半
导体收音机是父亲卖了口粮换来的。随着邻
居家站在房顶转动架在竹竿上的天线找信号
次数的增多，渐渐地我们哥儿几个对这个只会
发声而看不到人影的亲密伙伴疏远了。但家里
哪里来闲钱买电视这样的奢侈品啊？看着小伙
伴们家里都有了电视，每每听他们讲精彩的电
视节目时眉飞色舞的样子，我心里直痒痒。

有一次放学前，我以帮同学写作业为条
件，晚上由他带我去他家看动画片。看着好看
的动画片，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当我正陶醉
于情节之中时，我带的小狗闯祸了：它把小伙
伴父亲放在地上的饭碗给弄翻了。干了一天
活的他生气极了，大声说：“我们家的电视只给
大人看，不让小孩子看。”听了他的话，我虽不
舍得走，但是话说得这么伤人，我还是抱起小
狗起身就走，心想有啥了不起，等我长大了买
台比恁家更大的电视。从此，我试图抵制电视
对我的诱惑，但不行，电视把山外的世界带给
了我，每当我再到有电视的村民家看电视时，
我都小心翼翼地怕再闯出什么祸来。

我上初中时，姥姥把她家的一台 14 英寸
金星牌黑白电视送给了我们。电视刚到我家
的第一天，我们弟兄三个共同陪它到“谢谢收
看”字幕的出现。这台电视陪着我念完初中、
高中，直到我参军以后，它仍旧任劳任怨地为
我们家服务着。

三年后，我退伍时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
作。租房时，我最先置办的就是电视，因为它
让我了解外面的世界，随着里面的情节时哭时
笑，当然最大的作用是让我在陌生的城市过得
不寂寞。

随着我们弟兄三个相继参加工作，家里的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父亲在家里除了侍弄几亩
地以外，还尝试着种经济作物，并依托邻近水
库的优势搞起了水产养殖，收入相当可观，家
里相继安装了自来水、程控电话，1999年春节，
家里购买了第一台 29英寸的大彩电。

再后来，老家的电话也从固定电话换成了
手机，每每再用手机给父母打电话，也不用被
母亲那句“老费电，赶紧挂了吧”尴尬了。

现在，因为忙而回不了家时，我就会打开
微信聊天中的视频功能和他们说一说话，看一
看他们的笑容。毕竟走得再远，父母才是我最
深的牵挂啊。

最近，老爸又打来电话，问我可以投影的
那种机器贵不？隔壁的邻居都买了，看节目就
像看电影一样。老爸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
的加快，一到周末，好多城里人来咱村的农家
乐观光旅游，我的好几个同学都在城里买了房
子哩。

的确，现在的村里建起了文化广场、安装
了路灯，各种商品供应一应俱全，新时代新农
村的变化，那可真天翻地覆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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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晋

热爱

“说白了，就是个喜欢。”年近半百
的陈学文，是西峡县阳城乡一个普通农
民。自幼对戏曲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每
逢远近村子来了戏班子，都会有模有样
地学唱几句。初中毕业，他入艺校学司
鼓。艺校毕业，他曾在宛梆剧团工作
过。后来他进了企业，负责企业文化和
职工文化——“一逮空我就组织大家唱
戏。”

工作稳定，待遇不错。可当他看到
农民文化生活日渐贫乏，赌博等现象逐
渐抬头时，他的心里有了别样滋味，“一
个县连一个专业剧团都没有了，咋让老
百姓丰富文化生活啊？”

陈学文决定辞职办剧团。做通了妻
子和父母的工作，钱成了最大问题。他
用刚盖好的房作抵押贷来 10万元，又向
亲朋借来了 20万元，上郑州、下深圳，买
来了服装、道具和灯光音响等设备，
2006年 9月，他办成了西峡县第一个农
民曲剧团。

四处招兵买马，挑拣着农民喜爱的
剧目，陈学文购买来 100多张古装戏影
碟，让演员们边观看边熟记唱词，精心
排练。一个月后，陈学文带着剧团在邻
县进行了第一次演出。“我还记得当时
演的是《狸猫换太子》《薛丁山征西》《薛
刚反唐》这三部古装曲剧，一气儿唱了
三天！”

土台子配上土戏班，效果却出奇的
好。“那时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能
唱和敢唱大戏的基本见不到了。”陈学
文这样总结着他的剧团“一炮而红”的
原因。但他知道，要想长期受群众欢
迎，光靠剧团里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业
余演员肯定不行。想要聘请专业演员，
费用又是个大问题。走遍了南阳 13个
县市区，去了一个个剧团，也碰了一次
次壁。

心诚所至，金石为开。当陈学文得
知方城县有一对省戏校毕业的夫妻时，
他四次登门拜访。最终，这对夫妻双双
来到了西峡，成了剧团的台柱子。“他们
是被我的诚心诚意打动的，因为当时我
能给他们的报酬，是一天 60元。”

20 多位经过专业培训的演员走进
了陈学文的剧团。他们中，不少人在省
市戏剧大赛中获过奖，还有 3人拥有国
家二级演员职称。“虽然他们不能保证
天天随我的团演出，但让我感动的是，
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保证了一点：只要是

公益演出，随叫随到。”
随着剧团的演出水平提高，剧团的

名气越来越大。

坚守

“剧团是我个人创办的，所有经费
开支只能靠演出来维持。”为了节省费
用，陈学文是团长，也是司鼓手；是电
工、司机，也是装卸搬运工。每到一处
演出，他都和勤杂人员一起装卸设备、
搭建舞台、拉电扯线装灯光音响，忙得
连轴转，时常连饭也顾不上吃、觉也不
能睡。一次演出前，由于长时间得不到
休息，他装卸设备时一脚踩空从车上摔
了下来，头破血流，卧床半个月才起。

“农村群众爱看戏，但经济条件有
限。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群众，能拿出的
费用非常低，却又非常想看戏。”陈学文
说，当正规剧团每场少于 3000 元不演
时，他的剧团一场 1000元左右都演。

“有时候，只要有人愿意管饭，我们
都演。”在陈学文心里，只要能顾住吃
喝，就是亏点本也行。“山里的群众实在
掏不起钱，无偿演出一场也没啥。”

话虽这么说，剧团里近 30人的工资
需要月月开支，租车费、设备更新费，哪
一项不需要钱？入不敷出时，陈学文经
常借钱给演员们发工资。最初几年，陈
学文不但没有给家庭带来收入，反而欠
下几十万元的外债。为此，妻子和他吵
过闹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而
且，妻子在工作之余，也经常会到剧团
里为演员们做饭，改善生活……

因为资金周转不开，陈学文几次都
想解散剧团。但每当他看到农民渴望的
眼神，听到他们的精彩演出赢得的掌声
时，他坚持了下来。“不是我说大话，在我
们周边这几个县的山区，如果不是我们
去演出，他们很多人就没有看过大戏。”

“真正使我坚定信念的，还是受到
了中央首长的肯定和赞扬。”对于陈学
文来说，2010年 9月 21日，是他一生中
最难忘的日子。那天，剧团正为村民演
出时，恰逢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同
志到西峡考察调研。刘部长观看了他
们的演出，了解到他们常年下基层为农
民演出时，亲切地和他们合影留念，并
指示原文化部赠送给他们一台流动舞
台车。

“激动得我几天都没睡好觉，把剧
团办下去的信心更足了！”陈学文说。

开着赠送的舞台车，剧团在豫鄂陕
三省交界的 20余个县市，每年都要为偏
远深山区的农民至少演出 300余场次，

其中无偿送戏下乡百余场次。
2015 年，陈学文还筹资百余万元，

打造了大型现代曲剧《母亲》，这部呼唤
人们传承孝道、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曲剧，在南阳市第八届戏剧大赛中
荣获了金奖。

传承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繁荣文
化艺术和振兴地方戏曲的政策，陈学文
更是信心满怀。2015年，他开始筹资创
办曲剧艺术学校，希望通过招收爱好戏
曲的青少年，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戏曲艺
术。

经过多方努力，2017 年 8 月，陈学
文终于和当地一家职业学院签订联合
办学协议，开设戏曲、器乐等专业。

怀揣美好愿景的陈学文，却遇到困
难重重。2017年至今的三个招生季，他
招到的学生尚不足百名。其中绝大部
分来自偏远农村，还有一些是贫困家庭
的孩子。按政策减免学费后，收取的费
用远远不够办学费用。

“每年得有近二十万元费用需要我
自理。”随着近年陈学文的剧团演出繁
忙，收入已自顾有余。然而，演出的盈
余贴补到学校后，陈学文的收入仍是负
数。即便如此，陈学文还是高薪聘请了
国家一级演员、省曲剧名家等到校长期
任教。“学生虽然少了些，但他们能够
来，就是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让他们
学到真实本领！”

对于年龄 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学
戏曲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不仅要每天
学演唱艺术，还要练各种表演功夫，曲
不离口、拳不离手。每当有孩子想打退
堂鼓时，陈学文就和妻子一起做他们的
思想工作，给他们讲戏曲名家盖叫天、
常香玉的故事，鼓励他们好好练功，传
承戏曲艺术。

苍天不负苦心人。尽管办学艰辛，
但陈学文的办学水平也得到省曲剧团
的肯定，被授予省曲剧团生源基地。

“振兴戏曲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
但我必须坚定信心走下去。”陈学文说，
戏曲是国粹、传承国粹人人有责。“我将
把传承弘扬戏曲艺术作为我的毕生追
求，为丰富农村的群众文化生活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在对陈学文采访时，记者也随机对
几个十来岁的孩子进行了采访。其中一
个孩子这样说：“我爷爷奶奶都喜欢看
戏。等我学会了，就可以天天演给他们
看了。”1

插图 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