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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磨“一刀”传统技艺焕新彩

■李华强
“烦躁”和“烦燥”哪个对？

受“烦”的火字旁影响，人们第
一感觉选择“烦燥”，其实这是不
正确的。要明白为什么，就需从

“烦”所属的部首说起。
汉字部首有两大类。一类是

按照现代汉字字形和部首归部规
范，为方便检索字而设立，我们
称之为“检字法”原则的部首。
按此原则，“烦”归“火”部，
但这对理解字的意义关系不大；
另一类是《说文解字》所开创的

“造字法”原则的部首，主要依
据“六书”理论将同一形旁（意
符）的字隶属一部，该形旁即为
部首，这能够有效帮助人们识认
汉字字形、理解汉字字义。

“烦”在 《说文解字》 中列为
“页（xié）”部，“页”即是其
“造字法”原则的部首，与
“烦”的字义密切相关。

那么，“页”是什么意思？
页字旁的字大都跟哪些意义有关
系？

“页”的古文字像一个突出

头部的跪坐人形，本义指人的
头。从“页”的字大都与头、面
有关，如颜、颠、顶、颈、颊、
领、项等，“烦”也不例外。《说
文解字·页部》：“烦，热头痛
也。从页，从火。一曰，焚省
声。”“烦”是会意字，由表示头
的“页”和表示热的“火”会
意；另一种说法认为，“烦”是
形声字，“页”作形旁，表示其
意义与头部有关；省去“林”的

“焚”作声旁，表示其读音。
“烦”本义指人身热头痛。引申
为苦闷、急躁，如厌烦、烦恼、
心烦意乱等；又引申为多而杂，
如烦琐、要言不烦等。

“躁”和“燥”两个字均是
形声字。一个从足、喿（zào）
声；一个从火、喿声。足字旁的

“躁”跟人急疾的动作有关，如急
躁、暴躁、浮躁等；火字旁的

“燥”跟干燥有关，如枯燥、燥热
等。“烦”指人头痛的状态，与它
所搭配的字应该与人的行为有关
系，“烦躁”形容人烦闷急躁的样
子，所以应用“躁”。

“烦躁”还是“烦燥”

之“关注漯河非遗”系列报道 二

■张盼盼
近年来，随着相声热度渐

升，涌现出“非遗有范儿”“喷
空”“相声新势力”等较为火爆
的曲艺小剧场，但同时有些小剧
场也出现了经营困难、投入大、
收益少、艺术层次参差不齐等问
题。

漯河清河相声社自2017年
成立以来坚持常规演出 600 余
场，从单一的相声表演，发展到
如今河南坠子、相声剧、喜剧小
品、快板等多种表演形式共存，
演出视频在抖音、优酷、微博等
网络媒体保持较高点击量。同
时，清河相声社还经常下基层，
将曲艺艺术送到学校、敬老院、
农村、社区等。清河相声社的发
展引起了河南省曲艺家协会的关
注，7月1日，河南省曲艺家协
会一行到清河相声社进行调研并
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与会专
家对清河相声社给予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并表示未来会给清河
相声社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

本文以清河相声社为例，
以此次座谈会内容为纲，以各
位专家的发言为主要内容，从
清河相声社发展现状、小剧场
运营困难原因、运营发展对策
三个方面分析曲艺小剧场的发
展思路。

清河相声社目前仍处于培
养观众阶段。在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内，漯河观众很少有机会
看到整场的曲艺演出，对于相
声、河南坠子、大调曲子、三
弦书、快板等曲艺艺术更是缺
乏了解。

2017年，毕业于漯河市第
一中专的张科举率先在漯河开
始了相声小剧场的实验。清河
相声社初期发展困难，两次按
下暂停键，后在市曲协、河上
街景区的支持下，在大汉河上
街重新挂牌开演。2018年，张
科举凭借相声作品 《我要幸
福》 荣获市第三届职工文化艺
术节二等奖；2020年他拜师漯
河相声演员宋清文先生，成为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宝璋的
再传弟子。清河相声社致力于
挖掘濒临失传的相声作品，进
行加工后搬上舞台，同时也创
作具有漯河特色的相声段子，
将漯河文化通过舞台、自媒体
等推广开来。

目前清河相声社在漯河已有
两个演出场所：河上街剧场每周
四至周日晚上演出，亚细亚梨园
剧场周六下午演出。演出内容以
相声为主，穿插快板、河南坠
子。据观察，现场观众以“90
后”“00后”居多。每年清河社
都要走进漯河十多所学校进行义
演，他们开展的“曲艺进校园”
活动，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
上了传统曲艺文化。

在座谈会上，河南省曲艺家
协会的专家们分析了小剧场运营
困难的原因：一是成本高，收益
低，资金压力大。二是作品创新
不够，新作品太少。三是人员业
务水平参差不齐，缺乏专业的老
师指导，整体业务水平有待提升。

专家们认为，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需求也
越来越多，艺术标准也越来越
高。小剧场形式符合这种需求，
应从文化部门、市场、自身水平
三个方面入手，实现小剧场的不
断发展和跨越。

一是希望当地文化主管部门
建立有效的扶持机制。曲艺小剧
场市场准入门槛低，抵抗市场风
险能力也低。小剧场的发展迫切
需要文化主管部门出台相应的法
律法规，从注册、税收、管理上
给予便利，在演职人员的职称评
定上给予相关认证。同时，文化
主管部门要给有社会责任心和文
化创造力的小剧场相应的扶持资
金，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
目上予以倾斜。

二是深化与当地学校的合
作，培养人才。学校既可以作为
传统文化曲艺艺术的传承实践基
地，也可以有计划培养编、导、
演人才；通过传统文化教育、校
园体验活动，来培养大批高素质
的观众。

三是建立专业运营团队，
拓展消费市场。小剧场的运营
需要通过周密的投资预算，有
步骤地开展年度展演计划、演
出节目编创、演员培训排练、
演出通告、市场营销等，其中
市场营销包括演员的宣传推
广、活动策划组织、优惠促销
活动的开展、演出票价的设定
与销售等。通过多手段组织宣
传，从而吸引更多人对曲艺产
生兴趣，达到培养广泛观众群
体的目的。

四是做新时代曲艺人。“打
铁还需自身硬”，清河相声社应
多向湖南“笑工厂”、郑州“喷
空”学习，精准定位剧场。从
业人员也应多观摩优秀作品，
勤向名师求教，提高自身的文
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坚定文化
自信，挖掘传统曲目并锤炼精
品，在继承中求新求变、说新
唱新。

省曲协驻会副主席、秘书
长鲁银海认为，漯河是曲艺氛
围比较浓厚的城市，涌现出李
冬梅、乔聚坤、宋清文、李新
华、白金山等一批优秀的曲艺
工作者，希望清河相声社的演
员们找准定位、练好功夫，有
自己的艺术追求。省曲协副
主席陈冠义、著名快板表演
艺术家黄文涛在会后为清河
社的演员们进行了相关指导
与培训。

清河相声社的
发展困境与对策

■刘恒业
刘校（1477年~1519年），字宗道，

今召陵区召陵镇人，明朝进士，授刑部主
事。明武宗南巡之争时，因上疏劝阻被施
杖刑而死，死后葬于归村。

笔者曾多次到归村探访，并查阅了很
多有关刘校的史料。据《明史》记载，正
德十四年（1519年）农历三月，明武宗
下诏准备南巡。当时政局不稳，南巡要消
耗大量人力、财力，各部大臣纷纷联名上
书进谏，阻止武宗南巡。武宗大怒，惩罚
了进谏的官员，被施杖刑身亡的官员有刑
部主事刘校、照磨刘珏，工部主事何遵，
兵部员外郎陆震，大理寺评事林公黼，行
人司司副余廷瓒，行人李绍贤、孟阳、詹
轼、刘概、李惠等。虽然进谏官员受到处
罚，但武宗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出
巡。

笔者还查阅了《明史纪事本末》《明
通鉴》以及《国榷》等书，关于刘校等人
死因都有详细记载。

从史籍记载可见，刘校侍母甚孝。据
《明史·刘校传》记载：“刘校，字宗道。
性至孝。母胡教子严，偶不悦，辄长跪请
罪，母悦乃起。……刘校杖将死，大呼
曰：‘校无恨，恨不见老母耳！’子元娄，
年十一，哭于旁。校曰：‘尔读书不多，独
不识事君致身义乎？善事祖母及母，毋愧
而父。’遂绝。”

明世宗继位后，此次南巡之争的官
员均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刘校也被平
反，明世宗赐御碑记其功绩，又为其建
陵园一座。陵园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
破坏，一刘氏后人把御碑埋入地下，才

得以保存。
笔者还在 《郾城县志》

中查找到了有关刘校的记
载。明崇祯十年 （1637年）
李振声修订的 《郾城县志》
卷三中有多处关于刘校的记
载；卷四记载的忠诚祠，是
嘉靖十九年 （1540年）“为
赠尚宝卿死谏忠刘校建，在
县东一里，岁设排夫三名，
以供洒扫”。由此可知，刘校
祠在郾城县城东。同书卷六
记载有刘校事迹：“刘校，宗
夏，其字，号南潀，领正德
庚午（1510年）乡荐，登辛
未 （1511年） 进士第，壬申 （1512年）
授刑部主事。癸酉 （1513 年） 冬丁外
艰，丙子（1516年）秋服，复除刑部主
事。戊寅夏三载，考绩，推恩封其父母，
南潀誓报国恩，常叹曰，士立朝，当忠烈
以自树，若与时浮沉，不足为也，以法
言，特不徇私……武宗将南巡，中外汹汹
有异议，南潀奋然集僚友上章，止之。上
震怒，杖之廷而死，享年四十有三。世宗
嗣位，追赠谕祭，荫其子入太学，仍赠奉
议大夫、尚宝司卿，给赐诰命，命礼部颁
行祀乡贤祠。”民国23年 （1934年） 陈
金台修订的 《郾城县记》 卷三记载：

“忠诚祠在县东一里，明嘉靖二十三年
许州知州张自良奉檄建，祠赠尚宝司
卿、刑部主事刘校，牓曰忠诚。二十九
年许州知州姚九功檄县重修，一统志作
忠臣祠。”

据陈金台修订的《郾城县记》卷四记

载，归村有刘校墓。而当地传说，刘校的
老家在召陵区邓襄镇沱沟村。这是怎么回
事呢？

沱沟村村民中代代相传一个故事：
刘校被皇帝赐死，灵柩运回家乡，由
于走在前面的报信人不知道沱沟村的
位置，越过沱沟村，到了沱沟村西南
十五里左右的留册桥村，误以为是刘
（留） 校老家，到村中一打听，却无人
知道。古人有个风俗，报丧报错也得
认，所以报丧人只好把刘校牌位安置
在留册桥村。报信人骑马返回时，灵
柩刚好走到归村。扶柩人以为沱沟村

村民害怕受牵连，不敢相认，于是在
归村买了一块地安葬刘校。其后人也
在归村定居，后来才知是报信人报错
了，所以刘校后人和沱沟村人世代都
有往来。

沱沟村古称沱口镇，历史悠久。秦
汉隋唐时期的汝河（后来称洄浀河）在
这里蜿蜒东去，河面宽阔，水流平缓，
适宜航运，是重要的运粮河。沱沟村几
位老人告诉笔者，新中国成立前，归村
刘姓人到五沟营去做生意（五沟营在沱
沟村南，是当时有名的集贸中心)，走
到沱沟村时就歇歇脚，会受到热情招
待。

沱沟村几位老人还告诉笔者，刘校当
官后，想把父亲接到京城享福，走到半路
病逝了，刘校把父亲灵柩运回老家，埋葬
在沱沟村的刘家祖坟。此事在《明史·刘
校传》中有记载：“迎父就养，卒于途。
校奔赴，抱尸痛哭几绝。面有尘，以舌舐
而拭之。”

据说刘家祖坟内有十几块石碑，曾建
有碑楼。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在沱沟村
的一座小桥上见过两块石碑，碑上有“刘
氏先茔”四个大字，碑文很长，大意是记
述先人事迹，碑文后有很多刘氏人名，落
款为大清康熙九年，字为楷书。这两块石
碑后来修路时埋于地下。

明朝忠臣刘校的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无论花鸟鱼虫、飞禽走兽，还是山

水树木、人物形象，只需一块木头便
能再现大千世界，这就是中国传统技
艺——木雕的魅力。这一传统技艺在漯
河有悠久的历史。今年，舞阳的王氏木
雕被收入我市市级非遗名录，其传承人
王敬民因精湛的技艺被业界称为“王一
刀”。近日记者采访了王敬民，揭秘王氏
木雕在沙澧大地的传承与发展，感受木
雕独特的艺术魅力。

舞阳木雕 技艺精湛

木雕是从木工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工
种，所以其在工种分类中属于“精细
木工”，分为立体圆雕、根雕、浮雕三
大类。2008 年，经国务院批准，木雕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我国的木雕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期，
距今七千多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已出
现木雕鱼。秦汉时期木雕工艺日趋成熟，
唐代木雕工艺趋于完美，元明时期由于海
外贸易的急速发展，木材种类有所增加，
使木雕工艺得到长足发展。明清时期是古
代木雕艺术的另一个高峰。

舞阳的木雕行业从清朝开始繁荣。
那时，北舞渡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山
西、陕西的商人云集此地，于乾隆年间
合资兴建了山陕会馆。如今山陕会馆已不
复存在，但会馆中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彩牌
楼至今保存完好，成为舞阳的一张文化名
片。

山陕会馆彩牌楼造型设计匠心独
具，木雕遍及楼体，主坊、侧坊的每个
部分都充分体现了精湛的木雕技艺。由
于工程浩繁，当地至今还流传着鲁班下
凡助建的传说。因兴建会馆，当时很多
能工巧匠来到舞阳，使得木雕技艺在舞
阳流传开来并不断传承发展。王氏木雕
是在清朝末年兴起的，历经四代，传承

至今，成为舞阳县木雕行业的主要代表
之一。

王氏木雕 传承百年

如今，王氏木雕在现任传承人王敬民
的不懈努力下，佳绩不断。今年5月，我
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
单公示期满，王氏木雕成为市级非遗项
目。

今年51岁的王敬民现居住在市区滨
河路昌建外滩小区。王敬民告诉记者，
他的曾祖父是清朝末年的一名木匠，当
时主要是给家具雕花，其技艺精湛，形
成了王氏木雕独特的风格。“1936 年，
我祖父带领王氏木雕的工匠们到西平县
发展了一段时间。新中国成立后，我父
亲回到舞阳，继续发展王氏木雕。”王敬
民说。

受家人影响，王敬民从小就喜欢木
雕。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家族手艺，
1987年，17岁的王敬民只身一人到浙江
省东阳市，拜木雕名家胡正团为师，系统
学习木雕技艺。

木雕是一个细活儿，需要耐心和极强的
专注力。王敬民说：“求学期间的生活单调
而辛苦，却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每每雕到
兴起，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有时候感到
口渴，倒水的时候一看表，已经是凌晨
了。”

历经磨难 初心不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敬民跟师傅学
艺三年，木雕技艺日趋成熟，决定离开师
傅，一展抱负。

理想虽然很美好，但成功的道路却充
满坎坷和艰辛。

1990年，王敬民开始用木雕手艺养
活自己。但那时国内木雕市场行情较差，
他的作品销售不佳。迫于生活的压力，王
敬民在20年时间内走遍浙江、广东、四

川、上海、北京、河北、山西、河南等
地，边工作边访师拜友，博采众家之所
长，提升技艺。

“那段时间主要是在各类工厂做木工
活儿。”王敬民说，虽然生活艰辛，但他
始终没有放弃木雕事业。一个偶然的机
会，舞阳一位餐馆老板请他修复明清仿古
家具。靠着这份工作，王敬民逐渐在家乡
有了名气，也有了客户，收入渐渐稳定。
之后，王敬民开始专注于木雕创作。2010
年以来，他先后在郑州和我市源汇区成立
了木雕工作室。

守正创新 取得佳绩

从事木雕30余年，在长期的艺术探
索中，王敬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他擅长家具雕刻、仿古装修雕刻、工艺
品雕刻、根雕创意设计雕刻等，其雕刻
的梅花堪称一绝，一刀下去就有一刀的

神韵。“一刀传神”是很多业内人士对王
敬民的评价，让他获得了“王一刀”的
名号。一些大型的木雕作品他两个月就
能做好，简单的花鸟鱼虫一天时间就能
完成。

如今王敬民在木雕界已颇有名气，创
作作品上万件，很多作品被全国各地的爱
好者收藏，有的远销东南亚。其中，《一
路清廉》《盼归》《红梅赞》等作品在省、
市大赛中获奖，《爱拼才会赢》被郑州自
然博物馆收藏。2018年，王敬民被河南
省根雕艺术协会评为高级根艺美术师。同
年9月，在河南省根雕艺术协会举办的第
十三届根雕展中，他的作品《雪中梅》获
金奖。

“木雕不仅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老手
艺，更是一种宝贵的传统文化。”王敬民
说，文化的传承是一场接力跑，他一定握
好手里的刻刀并把木雕技艺传承下去，让
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王敬民在进行木雕创作。

中国的木雕流传已久，战国和汉代即
有大量木雕俑和动物雕刻，唐宋时有人
物、鸟兽等。明清时小型木雕摆件、建筑
木雕装饰和木雕日用器物迅速发展，并形
成地方特色，如东阳木雕、广东金漆木
雕、福建龙眼木雕等。

随着现代古典家具收藏热，木雕引起
了收藏者的追捧。好的木雕作品带给观赏
者以愉悦感、历史感，给人以艺术的享
受。那么，如何鉴赏木雕的好坏？

首先看材质。大多数木雕是用楠
木、柏木、松木、黄杨木、樟木、檀香
木等雕成，用肉眼很容易判断。沉香木

自古就是名贵的木材，也是木雕最好的
原材料。明、清两代宫廷皇室就喜欢用
沉香木制成各类文房器物，工艺精细，
每件都是随料而雕，用刀讲究，具有很
高的收藏价值。

其次看刀工。木雕作品的创作过程是
创作者心理变化的过程，优美的刀法是其
技艺炉火纯青的表现。古代民间艺人在构
思作品时往往下很大功夫，对作品的制作
也认真、严肃，所以技法往往很成熟。好
的木雕刀法简洁明快，线条流畅，过渡自
然且圆润。

第三看品相。木雕作品容易磨损、开

裂，保存起来比较困难，对保存环境的温
度、湿度和通风情况有很高要求，所以品
相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木雕作品的价值。

最后看人文价值。如果一件木雕作品
打上了历史、文化的烙印，收藏价值自然
就高；如果是名家收藏过的作品，或是名
家雕刻的作品，收藏价值也会很高；有些
雕刻大师的作品传世少，因此价值会更
高。

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让木雕品永远
散发生命活力，需要在保养上下一番功夫。

首先，木雕作品不宜长时间暴晒。木
雕是有生命力的，一暴晒就容易“中

暑”，所以在摆放的时候要避开阳光，特
别注意不要把它们摆放在窗口。

其次，木雕放置的空间不宜太潮湿或
太干燥。在过于潮湿的环境里，有的木雕
会长“毛”，这样会影响木雕的整体美
观；太干燥的环境，有的木雕可能会开
裂，因此不要把木雕对着空调风口，也不
要放在暖气管附近，更不要放在明火或火
炉附近。

最后，不要用湿毛巾擦拭，最好用
含蜡质或含油脂的纯棉毛巾擦拭。平时
根据室内洁净程度，可以用干棉布或鸡
毛掸子将木雕上的灰尘清除，展露其自
然之美。如果发现木雕的光泽不好，可
以将上光蜡涂于木雕的表面，用抹布擦
一下即可；也可以用纯棉毛巾蘸一些核
桃仁油轻轻涂在木雕表面，也能收到相
同的效果。 本报综合

木雕的收藏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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