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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乐县有一个很有名的“戏曲村”——

西邵乡乔崇町村。在乔崇町村有个很有名的

戏迷叫乔贵朝。乔崇町村是“坠子皇后”乔清

秀的故乡，该村上到古稀老人，下到几岁的娃

娃，无论是劳动，还是休息，张嘴就能哼上一

段，不论是坠子、豫剧、平调、越剧、曲剧等，一

招一式，有板有眼。在这里个个爱唱戏，家家

有戏迷。

今年52岁的乔贵朝是该村一位地地道道

的农民，年轻时曾在专业剧团干过，是一个十

足的戏迷，也是本村文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和支持者。2005年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和

支持下，乔贵朝把本村和附近的戏迷们集合

了起来，并拿出自己的储蓄买了锣鼓、音响等

演出设备，以自家开的饭店为基地，创办了

“乡村梨园春”。“乡村梨园春”的创办为戏迷们

提供了过戏瘾的平台，每逢周二，附近村庄和

邻近的河北、山东的戏迷们也慕名前来。戏

迷们不但表演传统剧目，也根据当地的实际

情况自编自演，如处理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和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法律法规等。这个时候的

乔贵朝就是个大忙人了，这个片段人手不够

需要他来凑，那组乐器没人敲鼓需要他来

敲。“喂，老乔，你看这个剧情是否还需要再加

点色彩”，“老乔，我今天来得太匆忙衣服穿得

少太冷，给找一件衣服穿”。戏演完了，瘾过

够了，乔贵朝和爱人又要忙着为路远回不了

家的戏迷们准备午餐……几年来，乔贵朝和

他的“乡村梨园春”名声越来越大，参加的戏

迷也越来越多。2013年，乔贵朝和乡村梨园

春被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评为“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单位，被省委宣传部

评为“河南省第六届群星奖”。

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传统的老手艺、老手

工艺品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家住夏邑

县火店镇火店村的张玉英，一直坚守手工制作

虎头鞋工艺。

张玉英今年68岁，据老人介绍，制作虎头鞋

的技艺是她家一辈辈传承下来的，到她这一代

也不知多少代了，但是一直没有间断。

虎头鞋的制作布料在最早的时候是家织土

布，扩展到后来的丝绸、缎子、条绒及各种现代

布料，翻新变化十分迅速。“我现在制作的虎头

鞋底子都是纯棉布，因为小孩的皮肤娇嫩，纯棉

制品比较合适。”张玉英说。

“虎头鞋的做工相对复杂。一双地道的虎

头鞋，必须全部手工缝制。”张玉英说。除了用

旧棉布打袼褙，做鞋底、鞋帮之外，关键在于鞋

脸的造型设计和各种彩线的使用搭配。“在以

前，小孩一出生就要穿虎头鞋，老虎是百兽之

王，穿上虎头鞋可以辟邪保平安，护佑孩子健康

成长。”张玉英讲起虎头鞋的寓意，脸上焕发出

了洋溢的神情。“别看这虎头鞋不大，一双鞋做

下来要经过18道工序。”张玉英说，做虎头鞋得

先剪鞋样，然后做鞋里鞋面，再给鞋拉边收口，

还要选取多种彩色的线。另外还要选取点缀时

要用的彩色小珠子等。“到最后还得绣虎头、贴

花，这18道工序下来，最快也得3天时间。”用纯

棉制品纳鞋底最费时间，鞋底棉布里外糊贴晾

晒得几个小时。“还得最后收针纳紧，制作程序

多、费事儿，所以现在制作手工虎头鞋的人越来

越少了。”张玉英说。

如今，张玉英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作为

手工制作虎头鞋的传承人她深知自己肩上的担

子，她表示只要自己身体允许，还会坚持做下

去。更想把这种传统的手艺传承下去，希望有

年轻人学习、继承这门手艺。

在新乡市延津县丰庄镇，

有一个大约3000多人的飞王

村。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元

帅介绍入党、新婚9天即参加

革命的红岩烈士王锡珍就出生

在该村。说起飞王村名的来

历，该村年逾古稀的王协良老

人道出了一段渊源：

在唐朝时期，该村人口尚

不过百，如何为该村命名成为

难题。当时，村中只有韩姓和

王姓两大家族。韩姓家族认为

自己人口多，自然应该用韩姓

命名；而王姓家族却认为，王姓

虽然人口较少，但大多精明能

干，特别是其族长王某，练就一

身好功夫，加之他为人厚道，行

侠仗义，在当地有很好的口碑

和影响力，村名的事自然不能

让韩姓说了算。一来二去，谁

也不肯相让，最终还是决定到

县衙来评个谁是谁非。

且说当时的县太爷接到诉

状以后，一时也难下结论。韩姓

家族的话“有道理”，王姓家族的

话也“有一定道理”。见县太爷

难下定论，王某一时性起，凌空

一个“飞脚”（武术中又叫“二起

脚”），腾起足有一丈高。县官大

惊，半天才回过神儿来，他长出

了一口气，随口感叹了一声：“哎

呀，好一个飞脚王！”“谢谢县太

爷！”反应灵敏的王某听到县官

的感叹，立刻叩头谢恩。县官稍

一愣神儿，见覆水难收，可又怕

韩姓家族不服，一时又犯了难。

这时，只见师爷在县太爷耳边嘀

咕了一会儿。随后，县太爷一拍

桌子：“既然这样，你们韩姓就做

出让步吧。村名就叫飞脚王

村。但是，今后你们王姓一定要

搞好团结，多多帮扶乡亲，除暴

安良，为民多办善事，否则定严

惩不贷！”王某连连点头。韩姓

家族见县太爷主意已定，且王姓

的确本领不凡，只好顺水推舟

了。

就这样，飞脚王村就叫了

开来。若干年后，韩姓家族由

于多种原因后人逐渐减少，现

在，该村基本上都是王姓后

人。至于村名，随着时光的流

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

道是人们为了图省事，还是疏

漏的原因，原来的飞脚王村竟

演变成了今天的飞王村。

洛阳有三绝：龙门石窟、洛

阳牡丹、洛阳水席。龙门石窟历

史悠久，蜚声中外；洛阳牡丹国

色天香，天下闻名。与之相比，

洛阳水席的名气稍逊一筹。其

实，在洛阳，人们对洛阳水席的

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龙门石窟

和洛阳牡丹，有人没去过龙门石

窟，有人没看过洛阳牡丹，却没

有人没吃过洛阳水席。

水席的得名，一是因为以

汤汤水水见长；二是因为上菜

时，上一道菜，撤一道菜，行云

流水一般。洛阳水席的形成与

地理气候有很大关系，这里四

面环山，气候干燥寒冷，民间饮

食多用汤类，以酸辣辛香的口

味抵御干燥寒冷的气候。人们

习惯使用当地出产的萝卜、粉

条、白菜、淀粉等食材制作出经

济实惠、汤水丰盛的宴席，并逐

渐形成了“酸辣味殊，清爽利

口”的洛阳味道。

唐代武则天时，洛阳水席

被引入皇宫，加入山珍海味，制

成宫廷宴席，又从宫廷传回民

间。故此，洛阳水席又有“天下

第一宴”的说法。洛阳水席特

点鲜明，一是取材广泛，有荤有

素，素菜荤做，飞禽、走兽、游

鱼、时蔬均可入席；二是有汤有

水，味道多样，酸辣甜咸，面面

俱到；三是上菜顺序有严格规

定，搭配合理。

传承至今的洛阳水席全席

24道菜，即8个冷盘、4个大件、

4个压桌菜。其上菜程序是：席

面上先摆4荤4素8凉菜，接着

上4个大菜，每上一个大菜，带

两个中菜，名曰“带子上朝”。

第四个大菜上甜菜甜汤。然后

上主食，接着是4个压桌菜，最

后上的是送客的鸡蛋汤，洛阳

人戏称“滚蛋汤”。看到这道

菜，就说明菜齐了，该走就可以

走了。

关于洛阳水席有许多美丽

的传说。水席中的第一道大菜

是洛阳燕菜，此菜制作精细，酸

辣清爽。传说武则天登基后，

洛阳东关下园长出了一个超级

大萝卜，民众认为是丰年之兆，

将它进贡给了武则天。武则天

大悦，即命御厨烹制。御厨并

无制作萝卜的经验，但慑于皇

命，殚思竭虑做了一道萝卜丝

汤。武则天品后，大为赞赏，并

以其具有燕窝风味赐名“假燕

窝”。从此，这道萝卜做的菜肴

登上了大雅之堂，皇亲大臣、平

民百姓竞相仿制。因它始于洛

阳，故称洛阳燕菜。1973年，

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来洛阳，

厨师们做好了洛阳燕菜，又精

心雕刻了一朵牡丹花放在上

面，周总理看到了，风趣地说：

“洛阳牡丹甲天下，菜中也能生

出牡丹花！”从此，洛阳燕菜又

有了牡丹燕菜的称谓。

洛阳水席就像一段舒缓有

序的音乐，开始时味道淡淡的，

随后加点胡辣，再加点酸鲜、加

点甜香……几道菜过后，才是

五味俱全，渐入佳境。

有人说来洛阳不去龙门石

窟遗憾，不看洛阳牡丹更遗

憾。我要告诉你，来洛阳不品

尝洛阳水席才是最遗憾的。

从前，滑县万古西街有一慈善人家，

家里有个叫老苍的雇工，膀大腰圆，膂力

过人。他为东家管理菜园、耕田种地。

说也奇怪，东家往菜园去看了几次，

都见他在屋里呼噜呼噜大睡。东家实在

忍不住，便对他说：“老苍，菜该浇了。”老

苍说：“中，晚上浇吧。”说罢，又鼾声如

雷。

第二天一大早，东家就到菜园去看，

见几亩菜地都浇过了，那菜都是水灵灵

的。东家一见这般光景，心想：一个人绞

辘轳，一桶水一桶水地往上绞，一夜之

间，竟能浇几亩地，真奇怪！

数日后，东家又催老苍浇菜。老苍

还是那句话：“晚上浇吧。”为解开疑团，天

还没黑，东家就藏到菜园近处，要看个究

竟。天刚定更，只见老苍走到井旁，把尾

巴往井里一扎，又一扑甩，菜地里就存有

四五指深的水。东家这才明白：原来老

苍是条龙！

春天来了，东家要往地里种谷子，老

苍说：“还是种高粱吧。”东家自从知道老

苍是条龙以后，对老苍总是言听计从。

东家按老苍的意见，种上了高粱。当高

粱苗该锄的时候。老苍说：“叫我去锄

吧。”东家说：“中，你去锄吧。”老苍把地锄

完后，对东家说：“你到地里看看，留的苗

是稀还是稠。”东家到地一看，大吃一惊：

呀，这么大一块地，咋只留了五颗苗？东

家回家里，没好气地对老苍说：“稠，剩一

颗就中了！”老苍二话没说，就到地里把

四角留的四颗高粱苗都锛掉了，只留下

中间一颗。东家哪里知道，地里留五颗

高粱苗，那是叫他代代五子登科；现在只

剩下一颗，表示他以后辈辈是单传。

高粱熟了，收到场里后。老苍说：

“天擦黑再碾吧。”东家说：“中，天黑再碾

吧。”天黑后，高粱碾好了。谁知，只打了

一鹌鹑布袋。老苍叫东家把粮仓楼门打

开，再搬架梯子。老苍站到梯子上往仓

里倒高粱，好像玩魔术一样，哗哗哗一个

劲儿地倒个不停，那高粱米从袋子里往

外流，如同九天银河开了口，直倒得仓满

往外流。东家说：“中了！中了！不要再

倒了！”老苍不倒了，把袋子角里剩下的

高粱撒向四方。第二年，方圆二十四个

县，获得丰收的都是红高粱。老百姓有

饭吃了，顺利度过了灾荒年。

送你什么好呢？

七夕，同事小刘深情地问

老婆：“宝贝，今天是情人节，我

送你什么好呢？”老婆感动地

说：“亲爱的，你送什么我都喜

欢！”小刘含情脉脉地说：“那我

送你回娘家吧！”

就是不让我老公斗

村里要选村长，张嫂怕自

己老公选上了，当众大声声明：

“你们谁斗我都没意见，我就是

不让我老公斗！”

固始县往流镇中心校周明金辑

近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华孝道（一）》特种邮

票，全套4枚根据《二十四孝》选取的4则历史故

事。第一枚“孝感动天”讲述远古时期的虞舜的故

事，他对多次想害死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

象，并无丝毫怨恨之心，反而依然恭顺父亲和继母，

对弟弟象很关爱，且做事认真努力，他的孝行感动

天帝而登帝位；第二枚“涌泉跃鲤”说的是东汉时期

的姜诗妻庞氏因误会被逐出家门后还寄居在邻居

家中继续孝敬婆母的故事；第三枚“替父从军”说的

是花木兰替年迈父亲从军征战疆场的故事；第四枚

“学医疗亲”讲的是唐代名医孙思邈少年时因父母

有病无钱医治而决心学医为父母疗疾的故事。这

是我国发行的《中华孝道》系列邮票的第一组。该

系列邮票将发行6组，每组4枚，将完整展现中国传

统的“二十四孝”的历史故事。 （党玉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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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

戏迷园地

收藏 邮票弘扬“孝文化”

35岁的贾艳梅出生在虞城县李老家乡一

个普通的小村。上小学时，邻居一位李姓老奶

奶剪惟妙惟肖的动物鞋样图案，深深地吸引和

浸润着她幼小的心灵。一有时间，她便来到李

奶奶家看老人拿着剪刀在那些彩纸上游走。一

个艺术的梦想一直萦绕着贾艳梅的求学之路。

贾艳梅陶醉于剪纸这种民间艺术，但她没

有系统的专业学习，仅仅凭着一份执着，怎么能

把自己的感觉剪出来？她开始苦苦地思索和探

究。从2004年开始，贾艳梅剪出的一部分窗花

和生肖剪纸作品，让她初尝收获。2005年她向

更细腻的戏曲脸谱迈进，开始将自己的一些理

念通过剪刀悄然融入作品内。《飞天》、《古典仕

女》等作品已经从传统中突破而出。但她感觉

这些还不够——内在的感觉有了突破，但还是

拘泥于传统的章法。

2008年，经过一年的探索，她将自己的作

品由以往的单层拓展为多层，由原来的临摹到

自己画稿，并且在纸的色彩上尝试着突破。

2009年贾艳梅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三层叠加，

完成了由画及剪的过程，开始将绘画的技法融

入剪纸中，纸的多层叠加让作品有了空间的拓

展，色的渲染为作品丰富了多元的表现。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贾艳梅的多层剪纸技术已经得

心应手。绘画元素的渗透使她这个时期的作

品成为“画意剪纸”：《瑞雪》中那林中的小径，

那堆雪的枝丫，那空灵而又浑厚的意境，无不

渗透着国画的写意和油画的色感，这幅作品她

历时两周，最多达到6层。

得知虞城县被国家确定为“木兰文化之

乡”后，她开始收集关于花木兰的资料。她每

天都要花上近10个小时，查阅大量有关花木

兰的资料，最终决定首先从家喻户晓的《木兰

辞》着手。为了一个细节，她有时不断推翻自

己，竭力让线条和色块达到相得益彰的组合，

让古典意蕴和木兰内在精神彰显出来。历时7

个月、19幅《花木兰》系列剪纸作品终于完成，

其中《对镜贴花黄》里面表现出17个人物，最

多达到了7层叠加。

贾艳梅告诉笔者，她其实有一个更大的梦

想。她想带动更多的人学习剪纸艺术，让剪纸

艺术在民间深厚的土壤里发扬光大，香火相

传，用剪纸艺术让地方文化更加绚丽多姿。

张玉英传承技艺手工制作虎头鞋
□夏邑县郭辉何四海文/图

乔贵朝和他的“乡村梨园春”

□本报记者李林山通讯员高林蒋晓宇文/图

帮助戏迷穿演出服装乔贵朝和戏迷们在一起说剧本

和戏迷们排练剧目

民间技艺

济世苍龙

民间艺人

贾艳梅：双手剪出美丽的梦

贾艳梅在刻制剪纸贾艳梅在刻制剪纸

飞王村的来历

酸辣味殊洛阳水席

民间笑话

□洛阳LYC球轴承厂 仲咏涛

□滑县万古镇综合文化站 肖随普

□虞城县王支援刘建谠文/图

□卫辉市庞寨乡柳位完全小学陈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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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英制作的虎头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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