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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之旅：
祖孙携手相传千年渔鼓情
图文 本报记者 赵星灿
逐渐演变而形成山东渔鼓。山东渔鼓风格各异，鲁
北乐陵渔鼓，
曲调优美，边歌边舞，
热闹非凡。流行
于鲁南一代的多为寒腔渔鼓，以两坡羊渔鼓及大
小关腔、
靠山红等少数派别为主。
鲁南渔鼓又分为南派和北派，汶上的渔鼓是
鲁南北派渔鼓的主要代表。汶上渔鼓为邱祖龙门
派，传说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曾在济宁传道，其中有
一个弟子叫邱道春，曾被邀请到皇宫里演唱，深得
皇帝喜爱。后来，
邱道春在汶上广收门徒，有
“ 曾、
柴、
杨、
张”四大门派。传到汶上县苑庄镇毕德贞这
里，
已经是八十二代了。

灵活多变的演绎方式
“ 渔鼓的演奏形式简单，用渔鼓和简板来伴
奏。有说有唱，
以唱为主，
语言比较通俗，
曲调适于
述说，
几乎和吟诵差不多。且不受舞台时间地点的
限制，不需要伴奏，甚至连凳子都不需要，直接站
着唱。”随即，毕德贞开始向
《 文化周末》记者演
示。只见他右手怀抱渔鼓，左手持简板，表演时左
右打板；右手敲鼓，用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肚击打，
有
“ 怀抱三尺三的通天渔鼓，手捻七寸漂江过海的
逍遥道板”之势。
渔鼓有着独特的演唱风格，唱词合辙押韵，生
动形象，吐字清晰。演唱的作品既有文戏，又有武
戏，唱腔分大寒腔、小寒腔、阴阳口、快慢口等。大
寒腔咬字清晰，高亢嘹亮，气势磅礴，一般用于表
小生等。小寒腔优美动听，
装饰音较多，
一
“ 小道下山来，
黄花遍地开。一声渔鼓响，
引出 演老生、
一些
“ 站法”
“ 瓤
众仙来……”5 月 15 日，在民间艺人毕德贞的家 般用于坤角演唱。在演唱过程中，
“ 行走坐卧”等表现形式一般通用，以烘托剧
中，简板一敲，渔鼓一响，把一段段脍炙人口的渔 子”
鼓表演脱口而出，顿时将寒腔渔鼓的艺术魅力展 情和人物塑造。
常用的曲调有
“ 开腔”和
“ 流水”，唱词基本
露无遗。这一招一式的描摹与点染，
已让观者沉醉
为七字句。其固定唱法为
“ 渔鼓本是一根竹，生在
其中。
终南山里头。鲁班砍来做成鼓，
湖家抱鼓游九州”。
渔鼓有多种演唱方法，表演特别灵活，除了某些较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短的曲段有固定的曲词外，长篇均无固定唱本，只
“ 桥路本”，记录故事情节概要。演
67 岁的毕德贞介绍，渔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 有四字一句的
期，古代道教传人用来传教和做道场，古称“ 道 唱时靠现场发挥，随口编唱，对情节和人物逐一进
情”“
。 道情”源于唐代道教在道馆里所唱的经韵， 行细致的描绘。
渔鼓的演奏方法主要有四种，分别是
“ 击、滚、
又称
“ 道歌”，是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有唐
“ 击” 指的是用四指同时拍击，
代的
《 九真》
《 承天》等道士歌曲，多以道教的故 抹、弹”。其中，
“ 抹”是四指击鼓止
事为题材。南宋开始用渔鼓简板伴奏，
元明以来广 “ 滚”是四指连续交替单击，
“ 弹”是四指屈指连续交替击弹。
泛流传，与各地民间俗曲相结合，形成了各自不同 音，
毕德贞说，其实制作渔鼓的过程还不算太复
的曲调，
因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
“ 渔鼓”。
渔鼓流入山东后，受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 杂，最关键的是鼓顶的选择，得带着情感来做。渔

鼓的筒子一般是三尺三的竹子，鼓顶选用的是猪 否值得传授技艺。随着现代文化艺术形式的出现，
的护心皮，而羊的护心皮有异味，狗的护心皮容易 观众的严重流失更使这一传统艺术步入殊途。迫
坏，
猪的护心皮不仅柔韧，
声音也清脆洪亮。
于生活的压力，
毕德贞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渔鼓在内的一
大批传统文化艺术，在信息化的时代中逐渐没了
耳濡目染，
走向渔鼓学艺路
市场，
毕德贞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闲下来的时候，
从 7 岁第一次在汶上市集上听到渔鼓，毕德 毕德贞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将渔鼓传承下去，让越
贞一生都为之着迷。
“ 那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上街 来越多的人从对渔鼓的欣赏和喜爱中，感受来自
听戏，当时街上有个唱渔鼓的，每个段落都非常有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凭着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闲暇之余总要给
意思，
当时一边听一边跟着哼唱。”毕德贞说起 60
他也
年前的学艺之路，
依然记忆犹新。
“ 当时家里条件 乡亲们来上一段。就是在外出打工的日子里，
在民工们休息的时候奉献一曲。毕德
不好，
还正好赶上了大跃进时期。我父亲看我喜欢 要背上渔鼓，
KTV 等竞争，四处学习文化
渔鼓，就让我拜个师傅，好好学。”于是，
7 岁的毕 贞为了与电视、电影、
德贞便跟随济宁著名渔鼓艺人赵培真开始了学艺 艺术知识和表现形式，将相声、说书、戏曲等艺术
结合进自己的渔鼓演唱。在增加噱头和喜怒哀乐、
之路。
“ 刚开始学习渔鼓的时候，师傅看我年龄小， 轻重快慢上做文章，使渔鼓唱起来有声有色，以感
个头也不高，
就让我跟着打杂，
边听边唱。”毕德贞 情、表情、激情吸引观众。每当逢年过节、婚嫁喜
说，当时经常跟着师傅、师兄到附近的村里演出， 事，或者参加镇里的演出，只要是自己有时间，毕
乡村、
企业、
老
尤其是年会、赶集的时候，在师傅、师兄忙不过来 德贞几乎都会主动前往。二十年来，
“ 要不是太真心喜欢
时，
毕德贞也要配合着一起演出。经过了四年多的 年公寓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我不可能坚持到现在。”毕德贞说。
磨炼，
12 岁的毕德贞才开始正式上台，渔鼓也就成 渔鼓，
为他维持生计的一门手艺。
“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艰苦的学习岁
六十年的渔鼓情深
月，
让毕德贞迅速的成长起来。因为毕德贞的唱腔
丰富，演绎的人物细腻传神，再加上性格幽默，深
毕德贞说，在六十年的演艺生涯中，虽然也教
受听众的喜爱。
“ 我的声音还算洪亮，只要我在庙 过五六个徒弟，但都没有坚持下来。就连他的儿
会上唱渔鼓，
都有上百人围着听。渔鼓最受欢迎的 子，也怕影响收入而弃艺从工。在前段时间，寒腔
时期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那时喜欢渔鼓的人 渔鼓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后，作为传
多，
会唱渔鼓的人也多，流传着
‘ 听见渔鼓响，锅饼 承人的毕德贞非常高兴，心想这下可有救啦。于
贴在门框上’的俗语。”毕德贞说道。
是，他怀着对民间艺术的一片痴情，把决心一下，
教小孙女唱渔鼓，
让孙女把这一祖业传承下去。让
毕德贞十分欣慰的是，
7 岁的小孙女在他的耳濡目
艺术之路上艰难的前行
染下，逐渐对渔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 4 岁就开
“ 这个孩子天生就不
毕德贞从 7 岁拜师学唱渔鼓，
12 岁登台演出， 始跟随毕德贞一起登台演出。
演出的时候声情并茂，
很惹人喜爱。”目
如今已经演唱了近六十年了。用他的话说，
对渔鼓 怕陌生人，
前，
爷孙俩在全省各地参加的比赛获奖无数。
的热爱已经融到他的骨头里了。
寒腔渔鼓后继有人，毕德贞担忧的心终于落
然而，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与很多民间传
“ 我虽年近古稀，
总算没有把
统艺术一样，在电视、电影、互联网的影响下，渔鼓 了下来。他欣慰地说：
开始走向下坡路。由于渔鼓的唱腔完全是师傅教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丢掉。为了丰富人们文化生
只要身体允许，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徒弟学，唱词没有文本，历代很少或根本没有文字 活，
这位和渔鼓打了六十年交道的民间艺人，把
记载，全凭口传心授，学艺周期较长，导致这门民
间艺术濒临灭绝。在渔鼓这一行里，
有六年出师的 曲艺事业作为了毕生的追求……现在的毕德贞，
规矩。
“ 前三年看师，
后三年看徒。”毕德贞解释， 一边耐心的教着孙女，一边安详地守望着这门传
前三年主要是徒弟看师傅的德行和技艺是否值得 承了两千年的传统曲艺，一人一鼓一简板，坚守着
拜师，后三年主要是师傅看徒弟的德行和悟性是 寒腔渔鼓。

小满

小满农事

小满未满

张平

唐广申
周末去了老家，
到了家门口，
见墙
外几畦菜正绿油油地泛着亮。黄瓜秧
已经爬上了架，茄子、辣椒、西红柿什
么的，
都已胀胀地挂满了果，
鲜鲜嫩嫩
的。
河东的麦地里，
麦子正灌着浆。
满
坡里多的是杨树林，斑驳的光影在毛
茸茸的小草上跳动着，偶尔惊起的三
五只蚂蚱，
“ 倏”地一声飞了去，又落
入渐半枯黄的草丛里不见了。
麦田已浇上了水，沟渠里清清的
水正流向窄窄的麦垅，不时
“ 啵喽，啵
喽——
—”地冒出些泡，又
“ 倏”地破灭
了。
弯腰掐了穗绿中已渐泛黄的麦穗，
轻轻地在手心揉搓着，
麦粒饱饱的，
却
还是粘粘的白色的浆。不远处的垅沿
上，
竟有不少的苦苦菜，
正开着黄艳艳
的花。
小时候下坡拔草喂猪喂兔子，没
少找了这东西，
有时也洗净凉拌了吃，
说是吃了不容易烂嘴角子生口疮，小
满吃它正当时。
不禁想起古人描述的小 满三候
来。一候苦菜秀，
二候靡草死，
三候麦
秋至。小满时，
苦菜正叶蕤花艳，
靡草
已渐枯萎，
麦粒浆饱未满。
靡草是至阴
之所生，
所以不胜初夏的阳气而枯死。
见到萋萋青青的一片芳草已枯黄，若
是死为了生，死即是生，而美美地生
过，又美满地死去；就这样枯荣有时，
那也是靡草在完成自己 生命的小满
吧。
旧时还有在小满吃苦菜和尝新麦
的习俗，这也是一种吃
“ 苦”尝
“ 新”
吧？
苦苦菜经霜后就会变得甜甜的，
记
得
《 诗经》里说
“ 谁谓 荼苦，其甘如
荠”，这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
“ 苦”尽
“ 甘”来吧。
又想，二十四节气里，既有小暑，
又有大暑；既设小寒，就辅大寒；还有
小雪和大雪，总是小大渐生，相互对
应。
却独独有
“ 小满”而不见
“ 大满”，
这是否为避所谓的
“ 满招损”呢？
“ 小
满”过后，就
“ 芒种”，这是告诫我们，
小满之后，
再不进取是不行的。
要想持
续收获，就要持续耕种，只有不断努
力，
才能时有
“ 小满”。
小满未满，这是大自然蕴含的智
慧。想这世间万事万物，一株麦子，
满
实了就要枯萎；
一朵鲜花，
妖艳过就要
凋零；
一个苹果，
熟透了就要腐烂。而
我们的日子，没到富裕，却也渐趋小
康，
日新月异。
满而未盈，小满未满，
这
不正是美好期盼吗？

洋，
大伯没有地也够一年的开销。虽说一天一块现
大洋，并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一天不割三亩小
麦，你也不敢去扛膀子，地主的长工是六亲不认
的，
拿不动那把镰刀你就别眼馋那个钱。赶趟割麦
那种透支的大功率劳动，只要你敢接招早早地成
了痨病是必然的，躲不过六十，带着无止无休的咳
嗽及喘不动的空气，走了一身轻松。小满，给了大
伯那一辈人太多的爱恨情愁，和小满打一辈子交
道，
终也没吃过几回白面馍馍或麦子煎饼卷大葱。
不过，我们无论怎样对小满不满，小满伤了我
们上一辈的心；可小满必定让我续下烟火，烟火人
家才能演泽人间大爱，才能让人感受到人间最美
是小满。现在的农民再也不被小满所累，
小满就成
了一种无声无息的等待中，等待一场轰轰烈烈乡
村爱情的结晶。一个美好的节气接下来是一个美
好的收成，
我们何憾而有。小满是夏季里的一个节
气点，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会如期而遇。如果她给
你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这个孕育梦的时刻，铸就让
故事永世难忘。
我和妻见面时，就在小满里；小满注定要有一
个圆满的结局，见了面才有很多的不如意，问不出
年龄有多大，长得黑还不识字，还不会说话……曾
经梦想花前月下的诗情画意被现实撞得粉碎。一
时让我无语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对待小满；一天碰
到村头的三嫂，三嫂给我说，高大媳妇门前站，不
会做活也好看，听说你那媳妇能烙得一手薄薄的
煎饼，
又高高的个头，
你真有福气啊。我心一愣，人
只要有一双勤劳的双手、纯美的心灵这还不够吗？
生活是现实的，
追求那些缥缈的有用吗？你给我一
个微笑我送你一生阳光，
我接纳了妻。一年就这一
个小满，人们收获多少都是满足。我娶了妻，也收
获了小满。
小满是我人生的开始，
妻从小满里走来。人生
无大所求，
小满足矣。
■张振洋 摄影

一年好景君须记，
正是樱红桃绿时。不要刻意
去突出这一点，小满节气到了，在这个节气点上，
眼里的，舌尖上的，漫步在乡间小道，耳朵里满满
的是自然的灵性。我可以那么给你说，
小满对咱农
民就是一位等待分娩的孕妇，小满小满麦粒渐满；
小麦的一生 8 个月，从秋分落地，生根发芽，一路
艰险，冬至大雪，寒冰煎熬；走过春暖花开，一时扬
眉吐气；经过绿海花海人海，感受桃花杏花梨花万
紫千红，十里美景不如你，过眼云烟太匆匆；你的
朴素与大方终于迎来了小满的节气；小麦才是家
乡最广袤的无法撼动的地位，麦浪是农人眼里一
面迎风破浪的大旗。虽说，山边小块油菜已经收
割，大麦率先染黄，大蒜在田间一把辛苦一把汗聚
在自家的晾晒架上；青杏挂满枝，毛桃满枝爬……
这些都是小满的结果。小麦的灌浆饱满，
才是小满
的真正内涵。
小满是老年人挂嘴边的一个节气。那是一个
即将看到希望的节气，虽然粮食已见缸底，杀杀裤
腰带新粮马上来充实；过去的老人对小满就是这
种心态，他们把小满看得很重。即便到了小满，对

小满的农事，还是小心翼翼的精管打理，别让到手
的粮食有个闪失，必定一年一家人吃的喝的，都在
这一个节气里定型；小满啊，你是小麦最后一个节
气的冲刺，
你慢慢成熟是咱种地人满满的心润。
揭掉立夏的日历，就可以把小满握在手心里
啦。小满就是这样，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刻，花开的
时节还没来得及在谈话中淡去，夏日的阳光才刚
刚有一点铺展，遮阳帽还停留在手上，美丽的小满
就急不可耐如期而至了。小鸟傻啦吧唧的都奔在
田间地头，跳在一个麦穗头上，把那一只压倒，然
后在剥取还没有满仁的麦粒，它最先品尝小麦的
麦香。麦到小满，一种自然颜色的更替，大地给予
辛勤耕作的农人丰收的喜悦，把收到的粮食换钱，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满意的事，是小满给你开个好
头，
也好有个打算。
人要从小满而起，才有大满的收成……收成
看得见，
一路走来的辛酸没有人知晓。麦浪在田野
上随风翻滚推波助澜，阵阵麦香席卷整个村庄，小
村被麦香包围着，这宏伟的蓝图，是在小满的调色
板绘出的，处处浸透着小满的气息，花红满村，青
杏出墙，
沁人肺腑的小满走出季节的脚步。小满是
收成的，
但是不能辜负前头各节气的付出。
大伯在世的时候，常听他老人家说，他年轻时
特别盼望小满节。小满一过，他便领几人打短工，
挣钱，他把小满比作救命的节气。如果庄稼长势
好，
收成足，
每天能多拿一点钱。大伯一季下来，从
山地到洼湖地，能割半个月的小麦，挣十五块大

苦菜秀，乃小满三候之首。小满吃苦菜，则是
很古老的一种民间习俗。
“ 四月中，
小满者，
物致于此小得盈满”。小满
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
灌浆趋向饱满，但还未大满成熟，只是小满。所以
小满里寓意着丰收的希望，也流行着“ 吃苦迎甘
来”的习俗。过去的小满，刚好
“ 青黄不接”，但却
是苦菜蓬勃生长、采摘食用的最佳之时，由此民间
逐渐形成了小满吃野菜苦菜的习俗。
农谚说“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未满，还
有危险”。在北方，夏熟作物开始灌浆直至茎穗饱
满，
但离成熟直至颗粒归仓还有一小段距离。不说
麦收后的夏种夏管，单说小满到麦收这一小段距
离的灌浆、治虫、预防干热风和突如其来的雷雨大

满的甘甜呀！还有
“ 丝车、油车”，也都要忙碌起
来。蚕妇抽丝剥茧，
日夜不停，
怕的是
“ 蚕过小满则
无丝”。这苦，
蚕农也愿意挨了，
因为是在期盼着茧
子的饱满。但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宋代张俞诗中
“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
卢恩俊
人”的
《 蚕妇》伤呀！……
过去小满吃苦菜，
“ 食苦迎甘”习俗，那是人
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期盼。而现代人的日
风、冰雹的袭击，以及麦收前的各项准备等，在没 们对丰收、
有机械化的过去，
样样都是艰苦的劳动环节。尤其 子已从过去的苦坑里跳到了蜜罐里，但依然时兴
不仅在农村，
城里人更是津津乐道。
是烈日下的抢收抢打，那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的 吃苦菜，
“ 小满之日苦菜秀”。苦菜，在乡下就像田里
大会战场面。
在南方，小满的
“ 满”，不仅指籽粒，也指雨 的草，山坡、地头、沟旁、河边、田坎随处可见，且此
水。百姓以
“ 满”指代雨水的丰裕程度。农谚有
“ 小 时长得最水灵、最鲜嫩，一到傍晚就见络绎不断的
诸多
满不满，无水洗碗”
“ 小满不满，干断田坎”
“ 小满 城里人来田间地头剜苦菜。苦菜不单指一种，
不下，
犁耙高挂”。小满正是江南早稻追肥、
中稻插 味道苦的菜应是都算，如苦苣、蒲公英，连苋菜掐
秧的时节，如若田里不蓄满水，就会造成田坎干 断其味道也是苦苦的，所以苋菜也是应节气的菜。
裂，无法插秧，影响农作物的收成。所以旧时江南 现在有些苦菜品类引植在菜园，市场价格比其它
此时人们更乐意吃野生野味的苦
一带有
“ 小满动三车”的说法。农户以村圩为单 菜蔬还高。当然，
位，举行
“ 抢水”仪式，有演习之意。同时，还有祭 菜。吃腻了大鱼大肉、甜菜香菜的人们，这时采集
苦菜换换口味，
是清火解毒保健最佳食菜。因为苦
三车，
也就是祭奠车神的习俗。
仪式归仪式，然而旧时踏水车吸水是最辛苦 菜含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及微量元素锌、钙、锰、
的。清末蒋士煐的
《 南园戽水谣》咏道：
“ 日脚杲杲 硒等，有清热、明目、消炎、利尿、健胃、发汗、养血、
晒平地，东家插秧西家莳。养苗蓄水水易干，农夫 败火、止咳等特点，且采摘容易，制作方便，经济实
味道鲜美。
踏车声如沸。车轴欲折心摇摇，脚跟皲裂皮肤焦。 惠，
过去吃苦菜是苦中求甜，现代人吃苦菜，则是
堤水如汗汗如雨，中田依旧成槁土……”然而，对
于这苦，农人是不抱怨的，因为是在期盼着籽粒饱 甜中乐苦求保健了。
■刘军 摄影

小满
“ 苦菜秀”

小得盈满
黄建如
农人都是细数着农时过日子的。立夏过
后，
小满就如期而至，
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开
始了。
在二十四节气中，许多节气大多可以顾
名思义，
比如白露、
芒种，
比如立夏、
冬至。小
满却是例外。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这样解
释：
“ 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
小满的本意为夏熟作物的颗粒开始灌浆乳
熟，
但还未饱满、
大熟，
谓之
“ 小满”。
小满时候的小麦，
似初长成的邻家少女，
丰姿绰约。田间地头，
海洋般的麦田，
在阳光
下闪烁着绿幽幽的色泽，散发出沁人心脾的
麦香。有风吹过，
麦子绵延涌动，
如波似浪地
滚向天际。
扯下一支饱满的麦穗，
一搓一揉再
一吹，
一小把黄中带绿的麦粒留在掌心，
软绵
绵的，
富有弹性。
青壳下的麦粒还在成熟与未
熟之间。
这昭示着眼看饱满的丰收，
但又不是
顶峰的来临，
一切充满着希望，
义无反顾地迎
接与镰刀亲吻时那一刻震颤的悸动和幸福。
二十四节气中为何只有 小满而没有大
满？按中华文化的惯例，
有大就有小，
有小暑
大暑、
小雪大雪、
小寒大寒之分。其实古人是
充满智慧的，既然是小满，还可期待，或可更
好，
不圆满才符合生活的辩证法。
由此及彼，
万物同理。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
张试卷，不能以
“ 满”作答一定算不得遗憾。
文章不宜
“ 满”，极尽笔墨之能事，多用大而
虚词，越是写得华彩丛生，越难以产生共鸣，
反而透着内底空虚；做人不宜
“ 满”，老话说
“ 满招损，谦受益”，虚怀若谷、稍有留白、微
显瑕疵的人生其实更真实；艺术作品不宜
“ 满”，几乎所有的艺术样式都讲究留白，
至
于是留大半还是留小半，度的把握正是艺术
高下的奥妙。
“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
上头”“
， 小”富有向上的空间，生长的天地，
给人朝气蓬勃，
生命力旺盛的兴奋。
二十四节气中，小满是最有禅意和哲理
的节气。让我们都能掌握一个
“ 小满”的尺
度，
活得朴素、
从容、
平和，
这样才更有知足感
与幸福感。
■周铁兵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