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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西村东两台戏

乡村文化根脉

挖掘 整理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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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李树彬

李官寨村的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成睿智宋朝文/图

“前两天回家，发现院子地上又有乡亲

送来的一袋白面和一兜菜。”8月29日，农历

七月初八，处暑第七天，天气还有点热，年过

古稀的李树彬站在自家收拾得像个花园的

院子里，上身单衣外套着一件毛坎肩，整个

人瘦削而矍铄，微笑着，一看就是个乐观向

上、热爱生活的小老头儿。李树彬说，经常

有乡亲送东送西，多数情况下都不知道是谁

送的。

李树彬家在内黄县梁庄镇李官寨村西

北角，李官寨在梁庄镇南1公里，梁庄镇在内

黄县城南31公里处。

“李官寨净是文化！别的不说，光这个

村名就有一段故事。”李树彬说。

内黄县志记载，1004年12月，辽犯澶

州，宋真宗与寇准亲征。澶西战场25里处的

古黄河渡口就是李官寨所在地，当时由大将

李继隆镇守。胜利后，真宗慰问李将军的营

寨，把这个渡口改名为李官寨。

李树彬是1944年生人，14岁初中毕业

后在村里当会计，15岁时被村里保送到新乡

农业干部学院上学，21岁时去当铁道兵，37

岁时从部队转业，先后在县里的多个部门工

作，当过多年的监察局局长。

2006年退休后，他与老伴郭秀花回到

老家居住。老两口都是闲不住的人，李树彬

忙着修村志、办村级杂志《乡土》、整理戏文、

义务教村里孩子练毛笔字，郭秀花忙着教村

民唱戏。

“我家什么都不缺，起码我们老两口还

有退休工资，可是乡亲们还是经常给我们送

这送那！”李树彬的语气里带点儿埋怨，但他

也知道，这是乡亲们对他多年来在村里义务

付出的回报，是乡亲们的一份心意。

李官寨有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管委会，有大锣戏、灯节圣会
和李氏正骨术三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有大锣戏、落戏两个剧
团。大锣戏和落戏可是非常稀
有的古老剧种，其中大锣戏还
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落
戏也被县里初步定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

“粗梆戏，细弦戏，嘀嘀嗒嗒大锣戏。”这

句流传到今天的顺口溜背后，可是李官寨村

人对稀有剧种祖祖辈辈的坚守。

“大锣戏是从唐朝皇宫里传到民间

的，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了。”8月

29 日，蒙蒙秋雨，李树彬讲大锣戏的传

说。

相传，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讨论如

何治国，他说大乱后国难治，魏征说不然，老

百姓长期遭受战乱的痛苦，现在注重文教，

治国就容易见效。于是，唐太宗就开始宣传

教化工作，他首先从宫廷内部抓起，自编自

演剧目。因为唱的大多是歌颂圣主忠臣、讽

刺奸佞的节目，丑角没有人愿意演，唐太宗

就亲自扮演。皇位至尊，不好化丑妆，就仿

照傩舞戴个鬼脸，还让魏征出头场。所以，

至今大锣戏还有“丑角为尊”“头面官为大”

的传统。

这个戏一开始称眷戏，后来由丝竹伴奏

增加了锣鼓打击乐器，又叫眷锣戏。该戏使

用的乐器很独特，以唢呐主奏，大铙、大镲、

尖子号、笙等乐器伴奏。对演员的要求也很

特别，武生、净、丑的表演要求粗犷、豪放、夸

张。

“因为这个戏要求特别，而且传统上传

媳妇不传闺女，到现在，其他地方只有零星

的艺人，能演全本、全场戏的，全国只剩俺村

了，你说这戏稀罕不稀罕！”李树彬说，演一

场大戏，加上乐队，最少得40个人。李官寨

大锣戏剧团现在在册的总共才有40人，年龄

最大的王山河已经85岁了，年龄最小的胡永

利也40岁了，要是两天演6场戏人还够，演4

天就得请滑县、山东聊城等地的艺人来。

虽然李官寨的大锣戏在2016年得到省

里批准，已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省

里还给了16万元购买乐器、戏装，但老团长、

今年66岁的王顺波还是很发愁：“老艺人不

断故去，年轻人续不上来。”

为了挽救这个稀有剧种，李官寨村人没

少下功夫，村“两委”还组织成立了一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

“大锣戏演的是朝代戏，学戏唱戏都离

不了剧本，经过李树彬等人发掘、整理，现在

村里有30个剧本了。”85岁的老艺人王山河

说。

有一次，李树彬听说老艺人王继民家里

有个剧本，就赶紧跑去要。王继民费了好大

劲，才找到一本《腹朜斩子》，李树彬如获至

宝，但是一看，只剩后面4场戏了。

前面两场没了怎么办？70多岁的李

树彬跑档案馆、文化局，找专家、志办，甚

至跑到陕西等地。弄清楚故事的来龙去

脉后，李树彬戴着老花镜，补写了前两场

戏。

在李树彬忙活着戏文的同时，他老伴郭

秀花也没有闲着。郭秀花是落戏“门里出

身”，打小学戏，如今是村里落戏师傅，每周

二、四、六晚上8点到10点，她都会与戏迷们

聚到一起唱戏。“与大锣戏不同，落戏是唱家

庭伦理的小戏，好学。”郭秀花说。

李官寨村东有落戏，村西有大锣戏，村

西村东两台戏。今年秋天，按照上级的安

排，李官寨村已经把10多个年轻人送到安阳

戏院上学了。

李树彬说：这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希望。

李官寨有1000多年历史
的灯节圣会每年元宵节期间
举行，现在是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圣会期间，村里每家每
户都要制作花糕，比比谁的面
点手艺高明，李树彬等人创办
的诗社则举办作诗比赛和画
展，全村古老和现代文化交
融、绽放

李树彬对自己村里的文化有系统研究，

他说，李官寨的灯节圣会起源自宋真宗年

间，起初叫灯节社火会。清朝乾隆年间，村

里几名信士去泰山朝圣，误住一家黑店，深

夜，一名村民梦见碧霞元君即泰山奶奶显

灵，劝他们下山避险，随后一阵风起，把他们

送到本村东地一片桐树林里，避过了一场灾

难。为报答救命之恩，创办灯节圣会，延续

至今。

圣会由10家大会首轮流执事，两人一

班，五年一届，每年选3名从会首，与两名

大会首主事。正月初十立杆，在村东西大

街中间搭建神棚，神棚内用竹苇彩纸扎成

“奶奶驾”，驾前用油炸面花彩纸扎成面牌

坊。正月十三下午二时请神莅位，一天三

上供，每次十二道供品，正月十五晚上7点

送神。

“供品主要是花糕。”今年71岁的村支书

王保修说，全村428户2200口人，90%以上

都会做花糕。李官寨的花糕——别具一格，

这早已成当地歇后语了。李官寨的花糕可

达九层高，每层花样翻新：龙飞凤舞，飞鸟走

兽，高塔林立，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灯节会

时，家家户户都在大门口摆放花糕，展示各

自的手艺。

“去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届‘谁是花糕王’

大赛，有48户参赛，第一名奖金500元，第二

名奖金200元，其他名次的奖品有脸盆、化

妆品等。今年要举办第二届。”李树彬说，村

里有个微信公众号，这次大赛有81108人点

击152762次，收到28649张投票，28858人

转发56924次，17家媒体报道。“我在现场协

助村‘两委’办事，当时我主要是做好诗社的

活儿。”

“兴文社是老李等7人在村里原来诗酒

会基础上于2012年成立的，老李是主编。”

支书王保修说，诗社每年在五一、重阳节、元

宵节各举办一次活动，正月十五出一期墙

报，把诗文贴在墙上，还出版诗刊，群众很喜

欢看，寓教于乐。

俗话说，诗画不分家，兴文社还在村里

经常举办画展，不少村民培养出作诗画画的

爱好。村民李宗栓的农民画朴实大方，小学

生王嵘、李庚凡的硬笔画情趣盎然，少儿李

庚瑶的画作《奶奶的花》充满童趣，王菲、王

绍琪的画画出了儿童敬老的心声。在村里

长期诗画氛围的熏陶下，村里还走出两名画

家：李晓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李珂从安阳

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两人的画作多次在河南

省、上海市和全国画展上获奖。

“虽然我们的诗和画还达不到专业水

平，但我们老人带头吟诗作画，就能在无

形中培育和提升村里年轻人的文化素

质。这也是我们上年纪人的责任。”李树

彬说。

王保修说：“李树彬主编的
《村志》，全面反映了李官寨村
的历史和现状，是全村人的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发全村
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珍惜李
官寨人的身份和名誉。”

古语云盛世修志，修史、撰志、续谱是

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过，像

李树彬这样修撰一部村级志书，还不多

见。

“李官寨确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有生之年把村子

的历史记载下来。”8月30日上午，淅淅沥沥

持续一夜的微雨刚过，天还没有完全放晴，

李树彬仍坐自家西屋客厅，说起他编撰《村

志》的初衷，就如数家珍地谈起李官寨的历

史。

史志载，颛顼、帝喾在李官寨西4公里处

建都，后曰帝丘。公元200年，关羽从此渡

河，斩颜良于今滑县白道口。1004年十二

月，宋辽在此大战，现有古战事高地“砖裹

鼎”遗址。古黄河从村南地流淌了数千

年，到 1194 年才改道离去，留下漫漫黄

沙。

“解放前，李官寨就是红色沙区。”李树

彬说。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李官寨有多名

民兵、志士参军参战支前，先后有19位村民

壮烈牺牲。1934年，当时的中共河北省委派

妇女代表陈少敏在此进行革命活动。1939

年，我党在此建立滑北沙东区根据地。1941

年4月，杨得志率部在村东地与日军作战。

1944年1月，陈毅经此地去延安时，住在村

里地下党员王恩臣家，并作《长相思·冀鲁豫

道中》一词：“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

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

穿插勤，到处有军屯。”

“县志载，1954年全村丰收，卖爱国粮

4.4万公斤，名列全区第一，被授予‘爱国先

进村’。”李树彬谈着村史，心里明显带着自

豪，“1998年，村‘两委’将正月十五定为‘村

敬老节’。”

2012 年 1月，前街新修水泥路，2月

14日，召开第十二届五好家庭、好婆婆、

好媳妇表彰大会，13名村民受到表彰，同

时对考上大学的司腾跃、王建瑞等学生

发放 1000 元到 2000 元不等奖金。村里

已有120余名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逐

年增多……

“《村志》有12个章节，从自然、地理、人

文、经济等方面全面记载了李官寨的古今。”

村支书王保修是从内黄县中召乡政府退休

的干部，说起话来也是文绉绉的，“修《村志》

老李是挑大梁的，费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

黑夜，我知道。”

李树彬还是村级杂志《乡
土》的主编兼策划，还是村小学
书法课不拿工资的教师。别看
李树彬有那么多活儿，他还是
一个很会生活的人，经常抽空
旅游，把自己的小院打扮得像
个花园。“树彬家里有做善事的
传统，很和睦，这是个很大的原
因。”村支书王保修说

“看到自己的作文发表了，心里可高兴，

同学朋友都争着看哩！”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

李伊诺今年11岁了，她5年级时写的文章

《闹元宵的事》发表在村级文学杂志《乡土》

第一期上。她母亲吕俊彩说，自从文章发表

后，孩子学习更自觉了，成绩更好了，两次参

加镇里的竞赛，都得奖了，其中一次还是全

镇第一名。

“为了出《乡土》，我都学会电脑打字

了。”李树彬指着屋里墙上挂着的打字口诀

说，编辑稿件用的电脑是他博士毕业的孙子

“支持”的。

“今年7月出了第二期，每期四五十页、

100本。有影响了，不断有人投稿。”李树彬

说，《乡土》由李官寨兴文社主办，有致富经、

乡土园、百花廊、书画斋、校园风、古道情等

板块，有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投稿很方

便。经费除了一些企业赞助，主要是他本人

掏钱，“花不少钱了”。

李树彬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村里小学

聘他教孩子书法，每周开两个课时，不给

钱，他却干得很起劲，“只要对孩子好都

中”。

“毕竟退休了，得抽空多看看祖国的大

好河山。”李树彬是个有心的旅游者，每次

旅游，看到好奇的石头和花草，他都会想法

带回来，然后摆弄在院子里，造个型，题个

诗情画意的名字。“我这院子现在有56种植

物，我还学会了嫁接。这座小假山上的凉

亭、步梯，都是我用碎石设计的，废物利用

吧。”

李树彬说，他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当

年，他父亲李文清是名教师，有5000多册藏

书，如今用这些藏书办了个家庭图书馆，村

民没事都可以来看书。

前天，笔者在与几位脱贫攻坚驻

村第一书记闲谈中了解到，他们那儿

对驻村工作检查较严，但是“严”得有

点过头。检查组一看驻村人员的大

门关着，不问青红皂白，便武断地发

出通报批评：某某某不在岗。笔者认

为此法欠妥。

我们知道，脱贫攻坚工作的目标

只有一个，那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

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此期间，各

地、各部门不管想什么办法，采取何

种措施，都不为过。但是，如果检查

组只检查驻村人员“身”在不在“岗”，

而不问“身在岗”想的是啥，为贫困群

众办的啥事，这样的检查绝对是一种

形式主义。

三国时期，徐庶在曹营，曹操若

“查岗”，那么徐庶天天都在，就是一言

不发，一计不献，何用之有？脱贫攻坚工

作，任务繁重，驻村工作队如果只是形式

上、表面上的“身在岗”，人待在村办公

室，不走访群众、不宣传政策、不了解

民意、不倾听民声，如何能提高群众

的知晓度、满意度呢？如何能实现精

准脱贫呢？许多第一书记反映说，目

前他们把脱贫的重点放在了贫困群

众的家中或田间地头，而不是待在村

室，这绝对不错。但检查组如此单纯

地看他们是不是“身在村室”地查岗，

寒了他们的心，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

极性。自从通报批评以后，他们干脆

傻傻地坐在村室，得过且过，无所事

事，形成了“身在岗”而“心不在岗”的

现象。

笔者以为，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的

查岗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要转变一下检

查思路，比如见到村室大门关着时，检查

组可以电话联系一下，看驻村工作队是

否真的在岗，看是否走访群众去了，是否

联系项目去了，是否帮贫困户申请救助

去了，等等。不管怎样讲，检查组不应

只检查工作队是否“身在岗”，更应该了

解他们是否“心在岗”，进而了解贫困户

到底得到了哪些实惠，有何种脱贫途

径，能不能达到预期脱贫目标，等等。

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关键之所在。

2003年12月，任向群担任临颍

县信访局局长，至今已有14个年

头。自他走马上任的那天起，就始

终把“真心对群众、真情对同志、真

诚对事业”作为座右铭，把大量心血

和汗水倾洒在他无比热爱的信访事

业上。

争做一名心系群众的信
访干部

对任向群来说，接待来访群众

是他最“喜爱”的工作，也成了他生

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把大量的

时间花在了他“喜爱”的工作上。

2010年，临颍县金源公司由于经营

不善，资金链断裂，不能及时兑付群

众存粮款，引发大批群众赴县上

访。人员涉及临颍本地以及周边十

多个县区1万多名农户，吸储金额达

1.2亿元。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群众

来访，每批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

人，且情绪非常激烈，任向群则对每

批来访群众都耐心接待，不厌其烦

地做好政策解释和安抚工作，深得

群众的信任。通过多方努力，会议

协商，达成以金源公司原有储粮和

固定资产做抵押，由中储粮204国

库变现，针对所有储粮户按存入价

格进行了全额兑付，问题最终得到

妥善解决，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

探索一条做好信访工作
的新路子

任向群始终把探索实践信访工

作新思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他率先在全国设立了“县委书记信

箱”，为县委和群众搭建了零距离沟

通的桥梁，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其

本人在全省办信工作会上做了典型

发言。“县委书记信箱”开设以来，共

收到群众来信1000多封，受理量占

群众来信总量的60%以上，已成为群

众来信反映问题的重要渠道。在任

向群的建议下，临颍县推行了解决信

访突出问题“直通车”制度。每月末，

由县委书记、县长组织召开“直通车”

会议，专题解决全县疑难信访突出

问题。会议由县四大班子领导、县

信访局长、涉案单位负责人参加，听

取案情汇报，分析研究政策，制定工

作措施，研究解决突出问题。除此

之外，他还建立了“处理特殊利益群

体问题机制”“律师参与接访机制”

“民情夜市化解矛盾纠纷机制”以及

创新开展了“解决信访问题逐乡行”

活动等。

创建一个成绩突出的信
访工作集体

任向群担任信访局长以来，临颍

县连续十一年被评为“全市信访工作

先进县”，连续七年被评为“全省信访

工作先进县”；临颍县信访局曾五次

被评为“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在

全县综合实绩考核中多次获得二等

奖、三等奖，被县政府授予集体三等

功。临颍县信访局全体党员干部在

任向群的带领和影响下，目前已经成

长为一个拥有坚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的集体，被上级授予“河南省人民满

意公务员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9月13日上午，信阳市浉河区谭家河乡的工人正在忙于修建河畔的路

肩。谭家河乡以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为抓手，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和

环境整治力度，全力打造秀美、和谐、温馨、宜业的优越环境,着力树立“村庄

秀美、环境优美、生活富美、社会和美”的茶乡形象。

通讯员刘传箱彭延斌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摄

信 访信 访 之 窗之 窗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信访局 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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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梁星毯

牢记宗旨 不辱使命
——记全国优秀接谈员、河南省

“最美信访干部”任向群

□本报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杨长青送华礼

“身在岗”更要“心在岗”

中原影像

浉河区谭家河乡

打造秀美环境

李树彬说，挖掘整理传统文化让他的退休生活很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