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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打灯笼
□张文龙

老家有句农谚：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
五雪打灯。

记忆里的正月十五，是在冰天雪地里和
小伙伴们一起“打灯笼”玩的。虽说六七十年
过去了，至今仍难以忘怀。

童年的我对元宵节和元宵，心里压根儿
没啥概念。元宵是啥样？没见过，更没吃
过。印象颇深的莫过于在元宵节“打灯笼”
了。在那个年代，老家集市是不卖灯笼的，即
便是有，也是买不起的。正月十五打的灯笼，
都是自己亲手扎制的。

曾记得，那年正月十五前几天，我和哥哥
就在为打灯笼作准备了：先从破旧的竹帘上
拆下一些竹篾儿作灯笼的骨架，再找来棉纸、
棉线，用白面打成糨糊……然后开始扎糊灯
笼。经过一番精心构思、设计，扎制、糊纸、彩
笔描绘……我的一盏“鲤鱼灯笼”，哥哥的一
盏“飞机灯笼”呈现在面前。我们兄弟俩兴奋
地击掌庆贺，心里甭提多美了。

那年的正月十五晚上阴云密布，天黑沉
沉的。没多久，竟纷纷扬扬下起雪来，鹅毛般
的雪片漫天飞舞，不消半晌功夫，房顶上、树
枝上、地面上，都披上了一袭厚厚的白衣。父

亲望着越下越大的雪，捋着胡须自言自语：雪
压三床被，枕着白馍睡。好啊，麦子丰收有望
了！

晚上，雪住了。我和哥哥把母亲用杂面
蒸的灯盏窝窝安上灯捻儿，添上棉籽油，点
着灯盏捻儿，小心翼翼地放入灯笼内的灯座
上，灯笼立刻明亮起来。我的“鲤鱼灯笼”和
哥哥的“飞机灯笼”，把庭院照得通亮通亮，
在白雪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爹娘看着，乐得
合不拢嘴。

我和哥哥打着各自的灯笼，踏着柔若棉
絮般的白雪走出家门，加入到小伙伴的灯笼
队伍中。举目四望，小伙伴们打的灯笼各式
各样，形形色色，“蝴蝶”“蜜蜂”“萝卜”“南
瓜”……让人目不暇接。

那时的家乡还没用上电灯，众多的灯笼
交织成一片灯笼的海洋，在雪后把家乡的夜
空装点得分外美丽，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抚今追昔，今非昔比。现在的元宵节，
人们除了品尝各式各样美味馅心的元宵外，
灯笼不用再亲手扎制了，市场上形形色色、
精美绝伦的宫灯、塑料灯、电子灯……任你
挑，任你选。大街上、公园里到处悬挂着灯
笼，火树银花不夜天，流光溢彩盛世景，我不
由发自内心感叹，我们天天在过年啊！8

历史深处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春生

“大年初一是新节，初一初二雪漫天。欢欢喜喜把门进，上房屋里
去拜年。拜罢年来拜罢市，举家坐那儿把话说……”

初春的一个傍晚，宝丰县周庄镇耿庄村一个农家大院里颇显热
闹。人们或坐或站或蹲，把年已百岁的三弦老艺人余书习围在当中。

三弦声声，歌声洪亮。
7岁开始学习三弦书，14岁登台献艺……一晃八九十年过去了，老

人仍在用一把三弦唱古道今。
老人曾是 1999年马街书会的状元，也是目前河南省资历最老、年

龄最大的三弦书传承人，被誉为河南曲艺界的“活化石”。

百岁唱书不止

前不久，余书习老人才过了百岁寿辰。
寿宴显得“冷清”，因为疫情防控原因，包括他的几个徒弟在内，都

是匆匆一拜而去。然而，连睡觉都喜欢把三弦放在床头的余书习老人
却兴致盎然，“我就给大家来一曲《韩湘子庆寿》吧。”

话语中，面色红润的余书习老人怀抱一把三弦在高脚凳上坐定，待
70多岁的大儿子余泮宏帮他绑好脚梆，他略一定神，拨动琴弦：山长青
松松照山，山藏古洞洞藏仙。山长青松人人见，洞里藏仙见面难。终南
山七十单二洞，洞洞里边有神仙……

这是老人年轻时整理的一曲三弦书，200余句。老人说，他至今仍
能唱全本。不过，他刚唱了20余句，就被余泮宏打断了，“歇歇吧，大家
伙儿都等着给你过生呢。”

老人打住唱腔，看了余泮宏一眼，一踩脚梆，再次拨动琴弦，开腔唱
起了三弦书小段《宝丰新八景》……

时而悠扬时而激越的琴声，或浑厚或高昂的唱腔，响彻在幽静的宅
院里。

“老父亲就爱唱这三弦书，别看他年龄都这么大了，现在每天还是
唱个不停。”看着父亲尽情地演唱，满头银发的余泮宏略显无奈地说。

十多年前，老人的老伴走了，儿子余泮宏的妻子也走了。父子俩又
住在了一起。

老人有着规律的生活，饮食清淡，作息固定。甭看他已是百岁老人，每
天仍坚持早晚两次拨动琴弦。偶尔，父子俩也会合伙儿吟唱一曲……

扬名马街书会

“我的三弦书是跟比我大十几岁的亲叔伯哥学的，也算是门里出身
吧。”提起幼时学艺经历，余书习老人回忆说，“小时候我们家没有地，生
活艰难，全家人的温饱几乎都是靠我哥走街串巷唱三弦书维持的。”

7岁那年，余书习正式开始跟着叔伯哥学三弦书。“当时就是觉得
三弦听着好听，几遍下来音律都记在脑子里了。”

很多时候，叔伯哥外出演出，回家后并没有太多时间教他。余书习
一有空就拿着三弦自己摸索着弹，偶尔也跟着叔伯哥外出演出，渐渐到
了熟能生巧的地步。

14岁那年，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叔伯哥同意让他在马街书会上正
式演出。“第一次上台演出紧张得很，最害怕忘词唱错闹笑话。好在边
唱边想着词，最后顺利过关了。”余书习老人说。

从 1935年第一次在马街书会上亮书，此后 80多年的农历正月十
三，余书习几乎没有缺席过马街书会。“这中间，我的三弦书从来没有写
不出去的时候。”说唱艺人把自己的表演称为“写”，老人自豪地说，“过
去写书的人多，我经常连唱三天给群众听。”

在老人眼里，三弦书就是马街书会早期最时兴的曲种。“过去说书
的被称为先生，很受人尊敬。到店铺里，你说买三弦，人家双手捧着给
你。”他说，后来，马街书会上的曲种渐多，有坠子戏、大鼓书、道情等众
多曲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宝丰县成立曲艺表演队时，余书习报名参加，经
常外出表演。“那时候唱一场有 5块钱收入。”有了正式工作后，他的三
弦书技艺愈加成熟，20多岁已名声在外。

1999年，余书习夺得马街书会状元，成为远近闻名的三弦书名家。
此时的余书习，虽已年近八旬，但仍经常和几个徒弟一起走南闯北

唱三弦，“可以说，有愿听三弦书的地方，我差不多都走到了。”

收徒弟盼传承

近年来，曲艺表演市场日渐萎缩。这让钟爱三弦书艺术的余书习老
人忧心不已。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2013年，余书习老人在家中办起了
三弦书传习所，免费教授曲艺爱好者，“磕过头的徒弟”收了7个。在传
授技艺的同时，他经常提醒弟子，一定要把三弦书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余泮宏早年跟老父亲学过三弦书，如今父亲去哪儿他都陪着。“我
的技艺不能跟老父亲比，但我一直在虚心向他学习。”余泮宏笑着说，这
些年父亲外出，差不多都是他骑着三轮车拉着父亲，“他走到哪儿唱到
哪儿，我就学到哪儿。”

余书习老人身体力行推广三弦书艺术的事在当地被广泛传播着。
2017年 11月，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制作组专程前往余家采访，制
作专题节目《寿宴》。当时，电视台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原因，只要求他唱
几句，但老人硬是提着精神唱完了全本。

2020年 8月，由宝丰县相关部门记录整理的《余书习三弦书辑录》
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集纳了他经常演唱的《秦琼救
驾》《李渊劝将》《王督堂训子》《小大姐偷杏》《嫌贫敬富人》等各类唱段
30余个，其他长篇大书及中短篇等唱段目前仍在整理中。

如今，余书习老人在家闲来无事，便拿起那把跟了他六七十年的三
弦，拉唱上一段书。他说，只要有人来请，有地方需要，他还是会毫不犹
豫地去演出，“以前穷，演出是为了挣钱，现在就是图个乐子。只要还有
人愿意听，我就很高兴”。1

唱三弦
百岁老人

□阎泽川

汤斌（1627年—1687年），睢县人，曾任陕西潼关
道、江西岭北道、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
他一生除著书立说弘扬理学之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
中在河务和漕运治理上，减轻百姓负担、赈灾救施、兴
利除害，躬身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
想。他为官清廉，政绩斐然。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
棺材的钱都不够，可谓一代清官。

顺治十二年（1655年）汤斌出任陕西潼关道。为
不扰地方百姓，他用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一头驮着两副
破旧被褥，一个竹书箱；主仆二人各骑一头，就像一个
赶考的穷书生。到了潼关，汤斌向守关的把总说明身
份后，把总见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又少，便使劲
儿地摇头道：“把你放到锅里煮也煮不出个官味儿来。”
可是，就是这个“煮不出官味儿来”的四品道员，上任不
到三个月，潼关各州各县的土豪劣绅就不敢再作恶，地
痞流氓也纷纷收敛，百姓安居乐业，官府讼简刑轻。一
时间，“汤青天”的美名家喻户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钦点汤斌出任江苏
巡抚。江苏乃丰腴之地，赋税也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
百姓很苦。尤其是在前任巡抚余国柱任职期间，余勾
结大贪官明珠，搜刮民脂民膏，属下官员为保乌纱或少
受皮肉之苦，也不得不常送红包贿赂余国柱。汤斌到
任后，体察民情，立志刷新社会风气。他特地找来司道
开诚布公地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也不准要知府
的钱，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州县不准要百姓的钱。我
不容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

在任期间，汤斌每天吃
的是青菜米饭，轻易不吃鱼
肉，更谈不上山珍海味。有
一天，他翻检家务收支账
簿，突然看见账簿上写着某
日买了一只鸡。他觉得诧
异，忙询问家人，才知道是
儿子所为，便把儿子叫到面
前，训斥道：“你不好好读
书，总想吃好穿好，别以为
江苏的鸡价像河南老家那
样便宜。读书人吃菜根仍
能自强不息。”

有一年，汤斌在家里过
生日时，一些得知消息的属
吏登门送来贺礼，汤斌婉言
谢绝了。有个士绅知道汤
斌清廉如水，肯定不会接受
别人的金银珠宝，便送来一
个雕琢精细的屏风，不料，
汤斌仍然拒收。士绅说：

“大人是文雅之士，屏风上
面刻有当朝名士汪琬诗文。”汤斌非常喜爱汪琬的诗
文，便叫人将屏风上的诗文誊写下来，然后坚决叫士绅
收回屏风。

汤斌不贪财纳礼，为官两袖清风，久而久之，在老
百姓中便传扬着汤斌的“三汤”。“三汤”是老百姓对他
的赞誉，指的是豆腐汤、黄连汤、人参汤，意谓豆腐汤清

澈如水，黄连汤苦治疾病，人参汤补气提神。这是对汤
斌生活清苦、为官清廉的高度概括。

在江苏，汤斌处处顾念百姓利益，破积习，减税赋，
移风俗，济灾民，很快就赢得百姓的爱戴。两年之后，
汤斌升任礼部尚书，离任之日，苏州百姓停市三日，塞
道遮留。8

“豆腐汤”尚书

□张振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每个生产队都有牛
屋。因为门上挂有棉帘，室内有火盆或煤火台，冬天
的牛屋里很是温暖。牛屋里，因为总有人扎堆儿说

“瞎话儿”，大人孩子都喜欢往牛屋里钻。
我们村的牛屋紧挨着生产队的打麦场。它是三

间草房，房子中间没有界墙，只有两根木头过梁。屋
两头儿各支着两个石头牛槽，每个石槽后是一犋（两
头）牛，牛屋里共有四犋牛。我记得那时候，一个“牛
把式”管一犋牛。他们在给牛添草添料的同时，也常
常会随着来闲逛的人们在这里谈天说地。

冬天的夜晚天黑得早，晚饭后人们就三三两两来
到了牛屋。那时候没啥娱乐项目，也只有聚集在牛屋

里瞎侃才热闹。一到冬
天，牛屋里的火就没有熄
过。有的年份，牛屋正中
是用土坯盘个大煤火，煤
火台上摊着湿煤饼，不时
会有人将烤干的煤饼夹
成块丢进火膛里，瞬间，
黄红夹杂着紫蓝的火焰
就会从膛里蹿出一尺多
高。有的年份，牛屋中间
会是一个火盆，燃烧的是
树疙瘩，树疙瘩快燃尽时
人们就向火上添柴。牛
屋没有装门，夏天大敞
着，冬天挂着厚实的棉
帘。掀开棉帘，暖烘烘的
气息扑面而来。在外面
缩脖抄手的人们，进得屋
来，气畅眉展，马上来了
精神。

牛屋里两条板凳，坐
不了几个人，于是有人捡

块砖头，有人搬块坯头，有人挪动一下树轱辘，都能坐
人。有人坐着，有人蹲着，有人立着。有的人始终不
离火，好像特别怕冷的样子。比如水哥，一冬棉衣不
系扣，用根布条扎在腰间，总是吸溜着清水鼻涕。水
哥烤火的动作也特别投入，手指伸直，然后两个大拇
指相互勾起来，再用双臂带动身子扑向火堆。这时
候，别人总是埋怨他把火扑严实了。有的人一进屋，
就脱下雪雨中踏湿的鞋子，抽出鞋垫在火上烘烤。垫
牛圈的麦糠和着牛粪尿发酵的味道，吸食烟草的味
道，烤臭鞋垫的味道，人畜呼吸的味道，几种不同的味
道，在牛屋里弥漫，增加了牛屋里的温度，这些混合在
一起的味道，也说不清是什么味道，给人的感觉就是
牛屋里的味道。

也不知道是这种味道的诱惑还是环境氛围的感

染，村民们早就习以为常，没觉得牛屋里的气味不好
闻。而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则可能会避之不及。

大人的心事摸不透，小孩儿在牛屋里多待一会儿
就是等着听“瞎话儿”，也就是城里人说的讲故事。牛
屋就是“瞎话儿”场，不论是听来的故事，还是自编的
故事，有人喜欢讲，有人乐意听，夜晚的牛屋自然是欢
声笑语。

生产队里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多，因而大家讲的多
是鬼故事。有人说是自己亲自经历的事，有人说是他
亲戚遇到的事，他们这样讲无非是想增加故事的可信
度。小孩们听得毛骨悚然，汗毛直立，想听，越听越害
怕，想走，腿软得迈不开步。

掌哥是个牛把式，喂牛有经验，“瞎话儿”也讲得
最好。

听掌哥讲过朱元璋的故事，他说朱元璋由一个放
牛娃成为一个大皇帝，真是了不起啊。想必他们都是
养牛的，感情格外深吧，说起朱元璋总是赞不绝口。
掌哥大字不识一个，他讲的“瞎话儿”都是从说书人那
里听来的，记性好，再加上发挥就成了他的故事。

讲者和听者因为没有舞台间隔，既能互动，又不
断转换角色，其乐融融，说者自痴，听者自迷。市井草
根，通俗自然，质朴传神。这种最原始、最朴素的口头
文化，以一种最世俗的方式，走过风雨，跨越千年，生
生不息。

有一年的冬天，不知生产队的牛屋怎么着火了，
烧死了几头牛，这可真是要了掌哥的命。虽然也没有
说是他的原因，可他还是深深地自责。那一段时间，
他就像掉了魂一样，整天无精打采的。生产队将牛肉
分了，可他尝也不尝，每当看到人家吃肉，他就掉眼
泪。那个时候，我们尚不明事理，不知道烧死了牛是
生产队的重大灾难，只知道牛肉好吃。当我们欢天喜
地吃着牛肉打闹时，掌哥冲着我们大吼。现在想来，
他是见人吃他心爱的牛的肉心里烦呢！那个事件之
后，他大病一场。当我们缠着让他讲“瞎话儿”时，他
说，我老了，没力气给你们讲“瞎话儿”了。

冬天，想起了温暖的牛屋，和一屋子的故事。8

牛屋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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