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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在正阳县付寨乡中心小学，舒艳是位

很有灵气的女教师。多年来，她用满腔情

怀倾情于泥塑手工，在古老的艺术里用一

双巧手捏造出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堪称

传奇。1998年，她偶然拿出自己的泥塑作

品参加县里的艺术展，一下子轰动了全

县。2012年7月，她的彩塑作品再次走出

深闺，靓丽出世，参加我省首届民间艺术

展，荣获优秀奖。

“舒艳捏出的彩塑造型独特，形象生

动，既有古代人物的朴实典雅，又有现代人

物的多姿多彩，是目前淮河流域极具独特

艺术风格和魅力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

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成为“泥人杨”第五代传人

今年33岁的舒艳，自幼生长在淮河流

域岸边的村庄，从小就喜欢和小伙伴们玩泥

巴。12岁那年的一天，一直对奶奶家那只

木箱好奇的舒艳，缠着奶奶打开了那只大

木箱，竟发现里面藏着许多保存完好的彩

塑泥人。直到那时奶奶才告诉舒艳，她原

名叫杨玉枝，是豫南民间一绝“泥人杨”的

第四代传人。奶奶还给她讲了“泥人杨”的

家世：“泥人杨”彩塑始于130多年前的清

末时期，当时山东省兖州市民间老艺人杨

尚清携家避难逃荒到正阳县新阮店乡，凭

着他精湛的手工泥塑技艺安居下来，从此

“泥人杨”世家祖辈都靠捏泥人赖以生存。

到了“文革”时期，泥人彩塑当成“四旧”被

破除，杨玉枝的丈夫舒玉春也因此受迫害

致死，杨玉枝老人深受打击，从此对外闭口

再不谈泥人，“泥人杨”彩塑一度濒临失传。

看到孙女酷爱泥塑，为了不让“泥人

杨”这一民间艺术瑰宝失传，杨玉枝老人决

定把泥塑技艺传授给孙女舒艳。

在奶奶手把手的传授下，聪慧灵巧的

舒艳捏泥人更是如鱼得水。经过20多年

来孜孜以求的学习和钻研，她制作的彩塑

作品和剪纸作品达2000多件，掌握了祖辈

们的传统技艺，并不断地创新、发展和传承

这门古老的艺术，使“泥人杨”彩塑的捏制、

保存、造型、彩绘等方面更加长久、完美、新

颖，具有很好的观赏和收藏价值。

慧心巧手塑泥人

“彩塑创始作品保存至今，130多年不

燥不裂，全仗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舒艳深

有感触地说。

舒艳介绍，制成一件成品泥塑，需要十

几道工序，大件作品，夏季耗时一个月，冬

季需时3个月。泥塑最讲究的是“备泥”，

要选用乡下田间机井下深30米处的泥土，

那种泥土细腻、光滑、黏性好，制作泥人不

伤手、不裂口。

“捏制时，和泥也很有讲究，将黏土经过

水洗、澄浆、去渣、保湿、储存等工艺制成胶

泥备用。然后将定量的胶泥放在石板上，经

过捶打、摔、揉等方法使泥热化，做成熟泥，

增强可塑性。在制作过程中，根据不同部位

的特殊要求，还要加入一些沙、麻、纤维物、

水性黏合物等，这样可使制作出来的泥塑作

品坚固持久，不易破碎。在选定主题、构思

成熟后，采用拍、捏、压、挑等手法，用熟泥先

制作出小样，再斟酌修改成型。成型后放在

阴凉处晾干。经过十天半月，晾干的成型泥

塑用砂纸反复打磨光滑后，将调配好的色彩

根据需要逐层描画在泥坯上，最后将小装饰

和配件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就这样一件活

灵活现、神采逼真的泥塑作品出手了。”

多年来，捏泥人成了舒艳的人生乐趣，并

不断改进技艺，创新题材。举杯邀明月的李

白、少林小和尚、幸福的一家子、扭秧歌、花鸟

鱼虫等，每个题材的作品，她都能捏出来。

让泥塑艺术走进课堂

从事教育工作的舒艳，还把泥塑艺术

引进课堂。她常捏制一些小动物，作为奖

励学生的奖品，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收到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并丰富了校园学生的文

化生活。

“想不到这项古老的泥塑艺术能得

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和认可！”舒艳说，她

下一步打算利用假期举办泥塑班，让更

多的孩子学习和传承“泥人杨”艺术，把

“泥人杨”彩塑发扬光大，走向更广阔的

空间。

民风民俗

腊月，是一年之中最后一个农历月份，俗称

为岁尾，又称为冰月、寒月，文人墨客多称为嘉

平月。农历十二月初八，民间俗称“腊八节”，吃

“腊八粥”的风俗已延续了2000多年。

腊月，正值寒冬，旧时有童谣谓之：“腊七腊

八，冷死寒鸦。”可见这个月份的寒冷程度。老

北京最熟悉的，莫过于“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哩哩啦啦二十

三。二十三，糖瓜黏。二十四，扫房日。二十

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

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

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这首童谣了。腊月

初八是腊月里的第一个节日，每到这天家家都

要吃腊八粥。古人认为，粥是“世间第一补人之

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粥能益气、生

津、养脾胃、治虚寒，最为饮食之妙诀也。”可见

腊八这天吃腊八粥，既顺应了节日的习俗，也对

人的健康大有裨益。

在南宋时期，腊八粥除了供佛以外，还是民

间互相馈赠的礼品。互送腊八粥，是早已相沿

成习的。亲戚、邻里，家家都送去一些，偶尔还

会有不相识的人来讨要。家里有牙牙学语的幼

儿，有尚待启蒙的孩童，有久病卧床的老人，甚

至有不下蛋的鸡、不结果的树……都会像化缘

一样挨家去讨，据说吃了百家饭，就会有了灵

气。腊八粥要做多点，除了当天吃、送之外，还

要留一些，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热来吃。这饭

热得次数越多越好吃：“腊八热三遍，酒席也不

换。”有时，会持续吃到腊月十五，这时的腊八粥

可谁也讨不去了。大诗人陆游对此风俗也颇有

兴致，他在《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一诗中这样

写道：“今朝佛粥便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

对于腊八节的习俗，历代诗人留下了脍炙

人口的诗篇。杜甫在《腊日》一诗中刻画了自己

有意辞官回家过腊八的心境：“腊日常年暖尚

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

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

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除此

之外，无论是魏收的：“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

平。宿心何所道，藉此慰中情。”还是夏仁虎的：

“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

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抑或是李福的：“腊

月八日粥，传自梵王国。七宝美调和，五味香掺

入……”都描绘出了人们过腊八节的情形。

腊八粥，营养丰富，清香可口，容易消化，深

得人们的喜爱，腊八风俗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对

丰收年景的渴望。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在国

富民丰的今天，人们大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

日子，但吃腊八粥的风俗依旧盛行。这不仅是

一方习俗的延续，更是一种传统因子的积淀。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

大槐树。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

小趾验甲形。”这段历史民谣，至

今还在孟州市槐树乡广为流传。

在距离孟州城西北约十公里

的地方有一棵大槐树，恰好这棵3

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槐树正生长

在一个三岔路口，因此这个自然

村被人们称为槐树口。要说这棵

大槐树，还流传着一段传奇故事

哩！

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由于连

年遭受旱涝自然灾害，加上元末

明初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和利益

混战不断，朱元璋为了巩固边防，

恢复农业生产，维持其封建统治，

不得不采取移民垦荒的兴农政

策。

人多地少的洪洞县，自然成

为向地广人稀的河南、河北、山东

一带移民的首选之地。官府贴出

告示，说九月初一早上全县民众

在古槐树下广济寺广场集中点验

名册，凡不按时到场者，将要作为

移民迁往其他地方。到了点验

日，人们纷纷起早赶到广济寺，却

被官兵团团围住，并用绳索将人

们的左手拴在一起串成一串儿。

当众人发现上当受骗时却为时已

晚，没办法，人们只好扶老携幼、

呼爹叫娘、唤儿喊女，被官兵羁押

着迁往目的地。

这时，一位姓赵的白发老人

哭喊着扑向大槐树，手拍着大槐

树哭诉道：“大槐树，俺是您的儿

孙，您是俺的老根儿，咱们祖祖辈

辈生活在一起，可如今咱们要骨

肉分离，您怎么忍心呀！”老槐树

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默

默无语。就在这哭诉间，老汉失

控拍树拍地的手，忽然被什么东

西咯得生疼，摸到手中一看，是一

颗从大槐树上掉下来的槐豆，就

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服夹缝里。

话说这位姓赵的老年夫妻和

一部分移民被安置在孟州西部陵

区一带。这年春天的一天，赵老

汉夫妻二人去州城办事，走到一

个三岔路口实在走不动了，便坐

下来休息。无意间摸到那颗槐

豆，老两口顾不得休息，就把这心

爱之物——唯一寄托乡思的槐豆

植入土中。槐豆生根发芽，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终于长成参天大

树。每当移民的人们寻根思源

时，总要到这棵大槐树下看一看，

以表对故土的思念之情。

当年赵老汉种下槐树的地

方，现在已是孟州市槐树乡人民

政府所在地。槐树乡是全国有名

的苹果之乡，李长春同志曾来这

里视察，并欣然写下“果香飘万

里”的题词。这棵地处槐树口村

的大槐树，距今已有600余年的

历史，至今枝繁叶茂，还在见证着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

在现实生活中，说话语无伦

次，颠三倒四，就会办错事。可有

人却利用汉语可以通过调整词序

或句序表达出另一番新意，留下

了一个个诙谐有趣而又发人深省

的故事。

“告示”变警句

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在

“十年浩劫”期间被关进“牛棚”

打扫厕所。有一次，他发现有人

随地小便就写了一条告示：不可

随地小便。有个十分欣赏这位

书法家作品的人，偷偷将告示揭

下来，回到家中将上面写的6个

字剪开，重新调整语序贴好，竟

成了“小处不可随便”这样一个

警句。

“竹下”表心迹

日本原首相竹下，不仅是一

位老练的政治家，还对汉语颇有

研究。他在任大藏相（相当于我

国的财政部长）时，居室內有幅

画题为“竹有上下节”。在竞选

首相的日子里，他将题字调动词

序，变成了“竹下有上节”。这样

一来，不仅仍切合画意，而且一

语双关，即暗合“竹下”这一姓

氏，又以争“上节”为喻，写出了

竞选定要成功的决心，可谓别出

心裁。

颠倒语序救百人

云南解放前夕，大批军统特

务窜入昆明，枪杀进步学生，并逮

捕了近百名爱国人士。当时任国

民党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将军，发

电报给蒋介石，为这些爱国人士

说情。蒋介石回电说：“情有可

原，罪无可逭。”“逭”的意思是逃、

避。卢汉将军看到回电后，知道

蒋介石一定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心里很着急，就拿着这份电报找

到了李根源先生。李先生看了电

文后，稍一思索，便提笔把语序改

为：“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于是，

意思变了过来。军统头目看了修

改后的电文，理解为“他们罪责难

逃，但先生您为他们说情，只好赦

免”，便把这些爱国人士都放了。

后来，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气得

火冒三丈。他怀疑是秘书记错了

自己口授的电文，可也怀疑是自

己口授时颠倒了语序，实在无可

奈何，只好骂几声了事。

爷爷的名字叫爹

一个人问三岁的小男孩，你爷爷叫什么名

字？他说叫爹。

“怎么叫爹呢？”

小男孩说：“我爸爸、妈妈见了爷爷都叫爹。”

弄巧成拙

一个小伙子爱上一个时髦女郎，向她发誓：

“我太爱你了，我愿为你做任何事情，满足你的

一切要求。”

女郎说：“那好，请你替我介绍一个比你更

英俊、更聪明的男子。”

经验

女儿：妈妈，我发现杰克很爱我。

妈妈：你是怎么知道的？

女儿：每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都能听到他

的心在怦怦地跳。

妈妈：你要当心受骗啊，当年你爹拥抱我

时，我也有这种感觉，结婚后他给我说了实话，

原来他在上衣内口袋里装着一块怀表！

爱情变成一本书

一位学者嗜书如命，在新婚燕尔之际仍手

不释卷地读书。

妻子说：“我能变成一本书就好了。”

学者问：“为什么？”

妻子说：“只有这样，你才会整日整夜地把

我捧在手上。”

学者说：“那可不行，你要知道，我每看完一

本书，就要换一本新书的。”

谁更倒霉

我怀孕了，怀孕后期的身体变化经常让我

显得笨手笨脚。我沮丧地向老公诉苦：“怎么

办？我好像越来越笨拙了。”

老公玩着电脑游戏漫不经心地回答：“你不

用担心。”

“为什么不用担心？”我问。

老公说：“因为一个人笨拙的话，倒霉的是

她身边的人。” 周口市地税局 苏童 辑

南阳——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

的故乡。刘秀生于南阳，长于南阳，起兵

于南阳一带。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民不

聊生，各地义军纷起，刘秀也就是在这时

揭竿而起。刘秀起兵后迅速统一了起义

军各部，以光复汉室的名义向王莽军作

战。因此，王莽撵刘秀在南阳民间留下

了很多传说，可谓妇孺皆知。甚至，一棵

草、一条虫、一只鸟都会有一个动人的故

事。有的立了功、有的犯了错，刘秀当皇

帝后，分别对它们加以封赏。这些故事

相传至今已有2000多年，今天听起来仍

然扣人心弦。

相传，在王莽大军追杀刘秀的时候，一

次，刘秀带人马在前面跑，王莽大军在后面

急速追杀。眼看就要兵戎相见时，刘秀深

知自己人马少，寡不敌众，当即令人马往河

边树林深处隐蔽，他一人往河边跑去牵制

敌人，以保存实力，待机再战。当王莽大军

快要追上刘秀的时候，他举目眺望，眼前既

无遮身之物，又无藏身之处，刘秀心急如

焚。情急之中他抬头看见河边有一颗巨大

的马齿苋，长得特别茂盛，叶子垂下来有几

尺长，而且在河堤半腰还有一个土凹坑被

马齿苋遮住了。刘秀大喜，心想这是上天

给我造就的藏身之处，于是就纵身跳了下

去，在这个土凹坑里隐蔽起来。他蹲在土

坑里隔着草缝看见王莽的军队手拿长矛大

刀，东张西望地搜索。折腾一阵后，那些士

兵见搜不出什么就准备回营，刚走到那颗

马齿苋前，忽然听到“好说话”的蚯蚓发出

了“根”的尖叫声，促使莽军止步静听并凝

视四周。这时，刘秀透过草缝窥测莽军的

动向，他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就在此

时，河堤上空飞来了一只乌鸦并在半空中

盘旋，那乌鸦用高亢的声音大叫：“瞎话，

瞎话……”听到这声音的莽军察看四周后

见无动静，就收兵回营了，刘秀化险为夷，

安然无恙。

刘秀当皇帝后，想到自己那次大难不

死，劫后余生，理应给草虫鸟论功行赏，以

示明主之德。因巨型马齿苋护驾有功，特

赐封为长命草。蚯蚓原本有鼻子有眼，因

为它多嘴多舌向莽军通风报信，赐封它没

鼻子没眼打入地狱，留下性命，下饮黄泉，

上饮甘露，造福人类。乌鸦忠奸分明，在危

急关头向莽军发出迷惑信号使莽军信以为

真收兵回营，保护皇上有功特赐封银项圈

一个美名留人间。

相传，草虫鸟在受到皇封后，感皇恩、

行善事，献身灵气，造福人类。马齿苋有益

心、益肠之灵气，愿献身人类药食同源，长

命百岁。蚯蚓（药用名地龙）深感不杀之

恩，愿把清热镇惊、祛风活络、利尿平喘之

灵气献身人类，意为赎罪补过。乌鸦感皇

恩，愿人类永远风清气正，处处劲刮和谐

风。

民间传说

草虫鸟受皇封
□南阳市汉冶村 吕子竹

闲话“腊八”
□张永生

民间笑话

村名由来

移民老汉植豆成槐
——孟州市槐树口村的来历

□孟州市 郝军 田效兴

民间语文

颠倒语序出新意
□卫辉市庞寨乡柳位学校 陈鸿溪

民间艺术

舒艳：演活水与泥的艺术
□正阳县委宣传部 王珺 文/图

泥塑作品——“吉祥如意”

泥塑艺术进课堂

泥塑作品——金陵十二钗人物

从前有个财主，他的后院夜里经常听

到吆五喝六的划拳饮酒声。一天，长工们

悄悄伏下来瞧个究竟。二更时分，只见一

群拖着长尾的人倏乎而至，开始喝酒，喝到

摇摇晃晃，都变成了黄鼠狼，扬长而去。

人们悄悄尾随着来到一座坟地，见长尾

巴们一下子从碑下一个洞口钻了进去。第

二天，财主就让人在洞口布了许多铁夹子。

可每次连一只黄鼠狼也没逮到，铁夹子却被

扔得到处都是。有一个长工叫张三，夸口胆

大，人称“河北张三”，自告奋勇要到洞前看

个究竟。他布完夹子后，手持一把砍刀爬上

洞边一棵高树。太阳刚落山，只见有一团黑

乎乎的东西冉冉从洞口飘出……

那是一位穿青衣的老者，白须当胸，拄

着一根木杖，仿佛仙翁临凡——身后却拖

着一根尾巴。老者将铁夹子三下五除二拨

到一边，很生气地自言自语：“哪个混账东

西在路上放这么多夹子，弄得孩子们都不

敢出门。”

张三仿佛丢了三魂六魄，砍刀脱手而

落。说来也巧，刀正好砍在老者尾上，只见

一道火光，破空直下东南而去……

财主家后院自此安静。忽一日，有外

地来人寻访“河北张三”，说家中有怪作祟，

请了好多法师，总无效果。那怪每来时，便

先作歌：“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河北张三那

一下！”

张三有了那一刀作底，便欣然前往。

晚间趁那怪饮酒不备，一甩刀劈过去，一声

惨叫，只见一道火光夺门而出。天亮后，张

三循点点血迹追到村外黑树林中一个被草

丛掩着的洞口，沿洞匍匐而入。至洞底，惊

异地发现洞底竟也有瓦屋堂舍，俨然大户

人家，早有一老者率男女老少数人跪接张

三，言道知错，哀求张三念他们千年修行不

易，饶过这次，并愿意将女儿嫁给他为妻。

张三心中不忍，又见其女貌若天仙，便欣然

在洞中住下来……

民间故事

黄鼠狼的传说
□洛阳师范学院 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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