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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丁大成

豫鄂皖交界的大别山北麓，商城
县长竹园乡大埠河村，“鸡鸣三省”之
地。1200多名村民，大多常年奔波
在“劳务经济”的路上。

晨起，山村鸡鸣喈喈；傍晚，村里
传来鼓乐歌：“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
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
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
明清帝王休。”

歌是流传已久的《朝代歌》，腔
是浓酽的小调。激昂沙哑的烟嗓在
空旷的山间回荡着，伴奏的锣鼓笛
号 ，更 是 在 这 山 间 响 亮 了 300 多
年。清康熙年间，宫廷乐师吴二得
罪了权贵，被迫逃离皇城，一路南下
来到大埠河，被村民收留后，原本要
隐姓埋名了却余生的，不曾想，穷乡
僻壤的山民喜欢唱着山歌劳作。以
爱情为主题的小调张口就来：“三杯
酒下肚暖洋洋，红叶题诗把名扬。
相公题的是风流诗，他要和小姐配
成了双……”

宫廷乐师听乡间俚调，是否阳春
白雪遭遇下里巴人的感觉？吴二技
痒难忍，鼓动山民购锣买鼓，堪堪在
山窝里组建出一支 30 人参与的管
乐、丝乐、弦乐、打击乐齐全的“乐
队”……

光阴荏苒。吴二成了传说，传承
了300多年的“大埠河丝弦锣鼓”，近
年被认证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到了第七代。

一

初秋，细雨蒙蒙。崇山峻岭中一
条水泥道蜿蜒到青山叠翠、绿水环绕

的大埠河村。村头松竹掩映的一处两层小楼，便是大埠河丝
弦锣鼓第五代传人张仁潮的家。

年逾六旬的张仁潮，高中毕业便回村教小学，一辈子没
挪过窝儿。教书之余，爱好是敲锣打鼓，吹拉弹唱。

“凑齐人手谈何容易啊，能够演奏就已经不错了。”前不
久，张仁潮接下一单公益演出的活儿，可排练的事儿却一拖
再拖。村里目前能够参加演出的有二三十人，但由于乐种不
同，凑齐演奏一场，还真不容易。

掰着指头，张仁潮一一罗列：管乐的笛子六只、长号二
把，丝乐琵琶二把、月琴二把、大中小阮各二把，弦乐二胡二
把，打击乐大锣小锣各一面、马锣二面、大钹一对、小镲二对、
堂鼓扁鼓各一面……“现在我们演出的人已经少到不能再少
了，但再少也不能少于八个人。”

陆陆续续来了十多个汉子。眼瞅着锣、鼓、笛、号都有了
人手，张仁潮返身走进堂屋，小心翼翼捧抱着一个雕工精细
的鼓架来到院里，轻手轻脚放下，说：“这鼓架有三百多年历
史了，是我们这一带独一无二的宝贝儿！”

在张仁潮的记忆里，这精雕细刻古色古香的鼓架，在他
小的时候都是专人背着，走在乐队最前面，“现在它是我们村
的集体财产，不是重要演出都舍不得拿出来呢！”

二

锣鼓钹镲，笛号琴埙。十多人的乐队把他们的经典曲牌
《丝弦锣鼓》演绎得顿挫跌宕，韵味十足。

这个曲目，传说是由吴二自宫中带出且流传最广的。他
还带出了《出场》《进场》《接驾送圣》等主要供后宫嫔妃娱乐
和知礼识仪的曲目。但这些曲目在民间，抵不过《十指尖尖》
《梳妆台》《十爱郎》等俚调受欢迎。于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的吴二，根据大别山风情小调，谱写出了《猫逮老鼠》《八哥洗
澡》《加官晋爵》等30多个曲目……

“曲子是接地气了，但就是需要配合演奏的人太多。”张
仁潮说，丝弦锣鼓之所以需要参与的人员众多，是因为这些
需要吹拉弹合奏的曲牌讲究颇多：编排有丝弦的锣鼓，叫坐
场锣鼓，常用于唱堂会、庙会、祭祀；不带丝弦的锣鼓，叫行路
锣鼓，主要用于贺新年、婚丧嫁娶。行路锣鼓中，可以穿插山
歌、民间小调等声乐，又俗称“花鼓唱”。

张仁潮介绍丝弦锣鼓的话音甫落，吹笛子的李传宝忽然
引吭歌道：“七月里来小奴家忙，绿豆豇豆一起黄，小奴家提
着个黄筐筐，有心娘家走一趟，可那公婆不开口，奴家这苦言
向谁讲……”

一腔唱罢，李传宝一声长叹：“乐队几十年连个女娃都招
不来呢！该是女娃们唱的曲儿，也只好由我这老烟腔来了。”

三

夜色里，张仁潮家院里院外热热闹闹。
“今天算是齐整的，健在的传承人都在呢！”张仁潮的身边，

吹长号的是第四代传承人张仁汉，他已79岁；52岁的张可元是
第六代传人，也是目前被认证的传承人中年龄最小的。

“最鼎盛时应该在咸丰年间。”爷爷是二代传人的张可元
说，那时候他们村光演奏班就有9个，因为人手不够，才不断
到外村招收能够吹拉弹唱者，也正是这个时期，大埠河的丝
弦锣鼓流传到了鄂豫皖大别山区……

流传，也引来了竞争。上世纪 80年代，随着大埠河的
《丝弦锣鼓》录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附近各路演
奏班经常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斗法”比赛，场面蔚为壮
观。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大埠河丝
弦锣鼓除了参加周边县市一些公益活动，能够激昂奏响的时
候越来越少。

老派艺人慢慢逝去，传统曲谱失传且鲜有新编曲目。“三
百多年的传承啊，不能在我们手里说丢就丢了。”张仁潮做梦
都想着薪火相传，但村里的中青年人都为谋生四处务工，他
们最终只找来18个第七代传承人，“都是我们这些老艺人的
后代，只能在逢年过节他们回来时，逼着他们跟我们一起练
练。”

“民俗这东西是祖宗留下的遗产，理应好好保护。”第六代
传承人张可元是现任村支书，他说这话时，身边坐着第四代传
承人、老支书张仁汉，“这一块儿，我们老支书理解得最透彻。”

夜渐深。锣鼓声中，李传宝峭拔的声腔再次响亮：“二更
子里月亮渐渐升，劝一声俺的丈夫赶快去参军，兵役法号召
了咱年轻人，错过了这一回想再去可就不能……”

山坳里锣鼓声声、弦歌阵阵。当过 40多年村干部的张
仁汉说：“传承这事儿得靠年轻人了。可有我们这帮老胳
膊老腿的人在这儿每天吹拉弹唱一番，村里打麻将的人就
会少许多……”1

□梁永刚

过去，城里人洗衣与乡下人洗衣不
同，城里人多用搓衣板，靠揉搓去污，乡
下人则喜欢用棒槌击打。当然，这与洗
衣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在乡村，不少村
庄都临河，即便不临河，也有井和坑塘，
洗衣的场地宽敞，便于抡开胳膊。在我
小时候，乡下人洗衣很简单，连洗衣粉也
没有，都是用棒槌来捶打，故而一柄把儿
细肚子大、瓷实光滑的棒槌是各家各户
最常见的日用品。

那时候，但凡是木匠都会做棒槌，
一根上好的棒槌可以用上好多年，甚至
代代传承，百年不衰。当然，对于不少
庄户人家来说，棒槌无需花钱专门买现
成的，多是“大改小，刚刚好”，用其他的
木制物件改制而成，譬如，使坏的扁担
中间截断，不用的门闩稍加修整。由于
棒槌外形憨厚，中间无孔，直来直去不
拐弯，常被乡人比作老实木讷或者不明
事理之人。

童年的记忆中，老家的村庄里有几
个清澈见底的坑塘，每个水坑边上都有
几块长条青石，一直延伸到水深处。每
天早晨，天色微明，是村妇们 着篮端
着盆浣洗衣裳的时间，在“砰砰砰”的棒
槌声中，村庄在沉沉的梦中睁开睡眼，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乡间奉行“男主外，女
主内”，地里的庄稼活儿以大老爷们为
主，洗衣做饭则是家庭主妇的分内事。
通常情况下，母亲清早去坑边洗衣时，我
多半都在被窝里，没有了睡意，却赖在床

上不想起来。遇到农忙时节，下地回数
多，衣裳脏得就快，母亲洗的衣物自然也
就多，大清早忙着下地干活，母亲就趁着
晚上加空洗衣裳。有时候衣物多，母亲
一个人拿不过来，就喊上我一同抬着箩
头去。乡间没有肥皂、洗衣粉之类的洗
涤用品，洗衣都是就地取材，用皂角树上
结的皂角。旧时庄稼人的衣裳，多是老
粗布做的，虽说身上油气不大，但整天在
庄稼稞里钻来拱去，时间一久难免污垢
斑斑。浣洗衣物时，先把衣物在水中用
力摆荡几下，拎出水面后，放在青石板上
折叠整齐，将皂角砸开后放入水淋淋的
衣物之中，右手扬起紧握的棒槌使劲捶
打。等一面捶打好了，翻转过来接着捶
打另一面，反复多次，直到把衣物捶洗干
净，最后再将衣物放入水中摆荡几下，捞
出抖净拧干。每每母亲忙不迭捶打着衣
物，我则是一副悠闲模样，脱下鞋，把脚
伸进水中，用手撩着水，看着游来游去的
小鱼，排遣寂寥的时光。

在昔日的乡间，除了捶洗一家老小
的衣物外，棒槌还常用来捶打刚刚织成
的老粗布。那时候，庄户人家制作衣帽
鞋袜或者床上盖的被子、铺的褥子，用的
布料清一色都是用棉线在老式织布机上
制成的老粗布。

民间的智慧是无穷尽的，为了让老
祖布结实耐用，先人们发明了一种改良
老粗布的浆洗技术，这是刚织成的老粗
布或者用老粗布做成的衣物上身前必不
可少的一道环节。浆布的工艺并不复
杂，几乎每个村妇都会。制作浆水的材

料不一，庄户人家多用小米汤，也有家境
殷实的，用的是粉芡，先将水烧热，加入
小米后添火烧滚，待凉至半温，将老粗布
或者刚做好的新衣裳放入稀米汤里浸湿
后再捞出来，如此一来就上了浆。上浆
后的衣物搭至绳上，晒到半干，折叠成长
方形，然后放在一块光滑平坦的捶布石
上，用棒槌反复捶打，俗称“捶布”。

乡谚说：富人家的骡子马，穷人家的
捶布石。在昔日庄户人家的院落里，或
方或圆，或大或小的捶布石是家家户户
必备之物，和木质的棒槌配合默契，珠联
璧合。用棒槌捶布看起来简单，其实是
个力气活和技术活，不但要有足够的手
劲，而且也是有讲究的，衣物不能太薄或
太厚，太薄了震手，还容易把布料打坏；
太厚了敲打不匀，褶皱去不掉，也不柔
软。棒槌捶过的老粗布，一改浆洗前的
毛毛糙糙，不仅模样变得光滑平坦好看，
就连脾性也温和了许多，不管将来做成
衣裳还是被褥，和皮肤接触起来更加舒
适，洗的时候容易掉灰，使用寿命也会大

大增加。
多年来，我对棒槌都是心怀感恩

的。那时候，我们全家七口人，一家老小
身上的穿戴，床上的铺盖，都是母亲的一
双手，用棒槌一下下捶打出来的。母亲
常说：穷家值万贯。老家堂屋西边木格
窗下有一块捶布石，很敦实。在我的记
忆中，它似乎没有挪过地方，常年都厮守
在那里，陪伴了母亲大半辈子光阴。时
隔三十多年，我对母亲当年浆布时的场
景始终不忘，恍若昨天……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生活
条件的改善，村人们用上了肥皂、洗衣粉
等洗涤品，再也不用靠棒槌捶打给衣物
去污了；再后来，老家通上了自来水，不
少富裕起来的农家买了洗衣机，洗衣服
不再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情。多年以
后，长大成人的我离开故乡在外工作，每
当读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竹喧
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诗句，我的耳畔
仍会响起一声声“砰砰砰”柔韧悠长的棒
槌声……8

扌汇

□王剑

西汉时，河内郡失火，一下子烧毁了
一千多户民宅。汉武帝听说后，就派身
边的一位使者去视察。没多久，使者回
来报告说：“河内郡的失火是因为老百姓
的房子建得太密集了，一家失火，殃及邻
居，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但我经过河南
郡时，见当地百姓遭了灾，饥民塞路，饿
死者不计其数。我就擅自传您的圣旨，
把官仓的粮食发给了老百姓。”汉武帝一
听，觉得使者很贤良，不仅没治他的罪，
反而升了他的官。

这位使者就是汲黯，濮阳人。他原
是汉武帝身边的“谒者”（秘书），现在好
了，升为“荥阳县令”。没多久，又调任东
海郡太守。东海郡，就是现在的山东郯
县。汲黯到任后，采取了“不扰民”的政
策，老百姓该干啥干啥，官府概不干预。
汲黯呢，每天躺在卧榻上，喝喝茶，听听
曲，好不自在。一年下来，东海郡政通人
和、五谷丰登，租税创了历史新高，这就
是“卧而治之”的典故。汉武帝非常欣赏
汲黯的才华，马上召他回京，升任主爵都
尉，位列九卿。

在京城，汲黯耿直的性格是出了名
的。廷尉张汤喜好严刑峻法，他主持法
律条文的修订，竟然编出了359章，光砍
头的罪名就开列了490条。汲黯看不下
去了，就在朝堂上指责张汤：“高祖皇帝
进汉中时，约法不过三章；萧何丞相制定
刑律，律令不过九条。你身为正卿，不想

办法抚恤黎民，让他们安居乐业，使刑事
案件减少、监狱空虚，反而到处罗织罪
名，以陷人于罪为能事，是何居心？”后
来，张汤果然身败名裂。

汲黯眼里不揉沙子，有啥说啥，连皇
帝他也敢得罪。汉武帝喜欢马，有一年
他得到了一匹“神马”，心中十分得意。
那时，汉武帝刚刚设立了乐府，就命人作
了一首乐曲，当众演奏。汲黯却说：“凡
是朝廷制作乐曲，对上是为了继承祖宗
的伟业，对下是为了教化黎民百姓。现
在陛下得了一匹马就如此兴师动众，值
得吗?”兜头一盆凉水，说得汉武帝无言
以对。

过了几年，汉武帝广招贤良之士，大
臣们都说皇帝英明。汉武帝洋洋自得地
说：“我也是为了争取实现尧舜那样的治
世嘛！”大臣们赶紧恭维，只有汲黯黑着
脸说：“尧舜为君，对内清心寡欲，对外无
为而治，虽然没什么大动作，可是天下井
井有条。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能
跟尧舜相比呢？”汉武帝气得说不出话
来，一甩袖子走了。旁边的大臣吓出了
一头冷汗，都埋怨汲黯说话没轻没重。
汲黯却梗着脖子说：“天子设置文武百
官，就是要我们提意见的。光吃米饭不
干活，那还养我们干什么？”同僚们见劝
不动他，一个个摇着头走了。

元狩二年（前 121年）秋，匈奴浑邪
王率四万之众，向汉朝投降。汉武帝非
常高兴，叫长安令准备两万辆马车前往
迎接。长安令无法凑齐足够的马匹，就

向老百姓借马。百姓唯恐官府有借无
还，就将马匹藏匿起来。汉武帝非常恼
怒，要把长安令斩首。汲黯对汉武帝说：

“长安县令无罪。其实，匈奴浑邪王降
汉，朝廷可以让沿途各县顺序护送，怎么
能闹得全国骚动、民怨沸腾呢？”汉武帝
感觉有道理，就把长安令给放了。

朝廷里有了汲黯这样的忠贞之臣，
就有了一种威慑力。淮南王想要谋反，
但害怕汲黯，只好作罢。有一次，汲黯生
病了，庄助替他请假。汉武帝问庄助：

“汲黯是个什么样的人？”庄助说：“如果
在和平年代，汲黯的才能只算一般。但
如果国家有难，那汲黯的忠诚就显现出
来了，无论什么样的力量，都撼动不了
他。”汉武帝频频点头，说：“古代有社稷
之臣，汲黯已经达到这样的标准了。”

元狩五年（前 118年），朝廷推行货
币改革，统一铸造“五铢钱”。但是楚地
私造钱币现象严重，急需整顿。汉武帝
想到了汲黯，便征召他为淮阳太守。谁
知，汲黯不买账：“我已经告老还乡了，你
让我去我就去啊?我病了，不去!”这就是

“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的典故。汉武帝
态度强硬：必须赴任。无奈，汲黯只好拖
着病体到淮阳赴任。淮阳原本民生凋
敝，但在汲黯的治理下，又呈现出一派兴
旺之象。汲黯在淮阳七年，史书对他的
评价是四个字：淮阳政清。

元鼎五年（前 112年），汲黯病死在
察看民情的途中。“东北民思虀主父，西
南人欲粉唐蒙。汉家社稷何依倚，黯直

粗疏一病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病翁，
却得到了汉武帝的尊重和后世的崇敬。
杜甫有诗云：“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
频。”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怀着敬意，用小
楷抄录了司马迁《史记》中的《汲黯传》，
该作品被誉为“小楷中的神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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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山峰

每天不到饭点，郑州市桐柏路 191
号院的小食堂已是人头攒动，陆陆续续
有老人前来就餐。近200平方米装修一
新的空间窗明几净、温馨典雅，三五位老
人围坐一桌，或聊食谱，或唠家常，欢声
笑语和着即将出锅的饭菜清香，小食堂
到处弥漫着幸福的氛围。

自开张以来，小食堂天天爆满，不仅
院里的老年人到此就餐，附近小区的老
年人也闻讯而来。目前，小食堂办理就

餐服务的老人有 100多人，每天固定在
食堂就餐的就有近40人。这个小食堂，
经营上主要由社会组织负责，社区提供
场地，财政予以一定补贴。

今年 92岁的施阿姨和老伴儿互相
搀扶着，熟门熟路走进小食堂，排队、刷
卡、打饭，和老伙计们一一打招呼。一碗
红枣银耳汤，一份土豆烧鸡块，再加上豆
腐、青菜和米饭，这样一份午餐要花多少
钱？“一荤两素的菜肴为10元钱，70岁以
上老年人政府再补贴3元！”每餐米饭和
例汤都是免费提供。不爱吃米饭的还有

馒头、包子、面条可以选择。荤素搭配适
宜、软硬合适，而且管饱。十几块钱，老
两口的午饭舒舒服服就解决了，真划算。

吃完饭，老人们可以在小食堂打牌、
聊天、画画，这儿还免费提供茶水。“饭菜
每天有变化，顿顿不重样！小食堂真是
暖到我的心窝窝里了！”提起小食堂，施
阿姨直竖大拇指。

施阿姨是这个院子的老住户了。
1953年从上海来郑州支援建设，作为一
名老专家，她这辈子都与郑州的发展连
在了一起。

年纪大了，施阿姨腿脚越来越不灵
便，买菜做饭都成了大问题。子女平时
不在身边，她和95岁的老伴儿有时请钟
点工，有时靠邻居帮忙，即使有时自己
做，也是做一顿吃两三顿，吃点稀饭馒头
凑合是常事儿。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女担
心他们，多次提出把老两口接过去，但他
们习惯了郑州的生活，一直不愿动身。

“要是小区能有个吃饭的地儿，想吃
什么下楼就有，那该多好啊！”在小区建
个食堂成了大家共同的心愿。

这个小区居民将近 600 户 1500 多
人,60 岁以上的老人占六成，独居老人
就有 110个。看到老人们生活不便，街
道办的人也很着急。在老旧小区改造
中，街道、社区一致下了决心：在小区建
个小食堂。

决定了就干。首先是选地方，小区
大都是老住户，特别适合的一楼场地尤
其少，他们挨家挨户找业主反复商量；再

是小区食堂几乎没有利润，很多公司都
不愿接手，他们一趟趟地往企业跑；为了
让就餐环境更加舒适，他们组织了自己
的设计团队，光设计方案前后就改了 20
多次，他们还给食堂起了个并不响亮的
名字，就叫“小食堂”。

南方人吃饭讲究，作为土生土长的
南方人，施阿姨很关心饭菜的卫生和质
量。对此，街道、社区和食堂管理人员一
点也不敢含糊，从食材采购、餐具消毒、
卫生管理每个环节，按照食品安全责任
制统统严格把关。站在烹饪区的玻璃窗
前观察全流程透明的厨师操作，看到工
作人员将刚出锅的每样菜品和主食都进
行留样，施阿姨的心里很踏实。她特别
注重饭菜的口感，还提出了增加点餐服
务的想法。老人们想吃什么，给食堂说
一声，那边会更注意挑选特定的食材，并
适当调整烹饪方式，达到老年人“合口
味”的需求，小食堂志愿者服务队、党员
志愿者小分队还负责将饭菜专门送到家
里……

更让老人们惊喜的是，考虑到小区
有三四成老人来自南方，食堂还特意聘
请了来自南方的厨师，做得一手地道的
南方菜，让老人们吃到了老家的味道。

如今，老人们聚在一起吃饭，就跟逢
年过节坐席一样热闹，每天都是这样，想
想都很开心。每每给孩子打电话，聊起
老两口的吃饭问题，施阿姨总是很兴奋，

“顿顿都能吃上舒心饭，你们就放心吧。”
那个幸福劲儿，听着都让人羡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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