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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 本报记者 肖会

经历坎坷，悲欢离合尽成诗

10月26日，随着熙熙攘攘的参观人流，记
者走入位于聊城市运河博物馆四楼的展厅。迎
门一幅雄壮水墨画《观沧海》展现在人们眼前，
浓墨重彩，气势恢宏，让人叹为观止。

巴山原名阎宗培，重庆忠县人，父亲病故
时，母亲病重无法再哺养巴山，被养父收为干
儿。“当时的日子真是很艰苦，我打过猪草，当
过樵夫，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还记得上学时，因
为家里穷，买不起鞋子，每年只能做一双布鞋
给我。我每天上学的时候，长长的山路都是光
着脚板走过去，到了学堂门口，才寻个小溪洗
洗脚，穿上鞋子进学堂。这样保护的鞋子，过年
时还是新的。”。

1961年，巴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中，但
却因为家庭困难，读不起书而改道重庆学戏。
就在这一时段中，他一边认真学戏，一边用自
己稚嫩的笔锋写剧本，钻研舞台美术和绘画，
这为他今后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0年，带着丧妻之痛，巴山带着年幼的
孩子，只身从四川重庆来到山东聊城。“那时的
聊城发展还相当缓慢，刚刚走上这片土地，举
目无亲，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住处，只能租
赁房子住，我的房间里摆不下画案，只能把画
案放在煤棚子里面，冬天很冷，作画时，用一个
铁锅当笔洗，又怕冻了，就放在炉子上。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更坚定
了我追求艺术的信念，在那段时间，我先后创
作出了《达摩渡江》、《暗香浮动》、《钟馗》、《观
沧海》、《孔子问道》、《龙吟图》等代表作品。”与
巴山先生交谈时，他的谦和与豁达，让人印象
深刻。

“他把痛苦留在自己的记忆，却把美丽和
善良融进锦绣山川和锦屏诗画供人愉悦，让我
为之称道。”聊城市书法家王漫之如此评价。

倾心艺术，一生痴迷诗书画

聊城是一个拥有文化底蕴的城市，2500年
的历史滋养了曹植、傅以渐、杨以增、傅斯年、
李苦禅、孙大石、季羡林、索龙坤等文化名人。

“水养诗，诗养城，城养景，景养人”，聊城富饶
肥沃的土壤，为巴山的艺术追索提供了必要的
条件和保障。

“我之书画并无门户，更耻于拉虎皮做大
旗。为崇尚古意，师法自然也。”通过巴山近似
于白描式的回答，更让记者感受到他对艺术的
痴心、天赋与悟性：东昌铁塔题词、张自忠纪念
馆的楹联、傅斯年纪念馆的楹联、南关岛感怀

等一幅幅作品，是巴山先生不同时期在聊城各
个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上的感怀与题词，被装
裱在展厅的墙壁上，让观者徜徉留恋。其中，

《观沧海》、《登泰山》的雄壮，《庄周梦蝶》的洒
脱，《达摩渡江》的厚重，给观者展现了巴山先
生40多年在诗、书、画方面的独特造诣，被业内
称为艺术精品。

1996年以来，巴山先生首开民间书画家到
台湾展出的先河，在当地引起轰动。之后，他又
多次到台湾、日本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受到
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不少作品被中外人士和
多家博物馆收藏。

巴山的绘画艺术是在生活的积累中成熟
起来的。创作中，他将历史题材从古诗歌的意
境中抽离出来，具象为一幅幅抵达灵魂、感人
至深的作品，他的绘画深沉有力，线条舒朗，意
境饱满，已达到了“诗心、画貌、书为骨”的境
界。他不仅是位诗、书、画全能的画家，而且在

诗、散文、剧作上都有成就。

情系水城，弘扬国粹为己任

巴山先生作画，沉静、忘我、致远。
“吃得大苦、遭得大罪”的巴山先生，逐渐
悟出了“锦绣江山入画魔”的真谛。在艰难
的人生道路上，他把心中的痛苦写在诗里，
画进画中，给人们展示的是美好和祝福，叙
写出极具个性的生命组合，彰显无尽的艺术
魅力。他淡泊名利、醉心艺术，时时刻刻不
忘把传统的文化和艺术，通过自己的笔墨传
播给现代人、更多的人。

巴山性情宽和，为人敦厚，心中潜存着
对人生的追求与美好，在随心所欲的画作中，
画境由内往外蔓延，形成升华的主题。由此蔓
延，小草、绿竹扑入眼底，美丽的、粗犷的、豪
放的大墨挥出如烟如雾，远近皆美不胜收。

巴山的画作，把山川河流、历史人物、
花鸟鱼虫，描绘得生动鲜活、含蓄浓郁，让
人陶醉。如《故山秋色》，山高云淡、侯鸟
盘旋，红叶鲜活，草屋简朴，画内与画外的
意境给人想象空间。《寒江秋影》中，山的
古朴苍凉，水的清秀明净，托以泊岸小舟及
舟中人物，山村小屋，远山白云，归鸟绿
树，又别有一番雅意。

“这应该是我在聊城的第三次画展，1996
年展过一次，大概2001年的时候又展出过一
次。我在聊城已经生活了24年，这次展出的170
多幅作品，应该说是我24年创作的总结和回
顾，是继往开来的一次展出，我的想法一是活
跃聊城的文化艺术氛围，用自己的行动弘扬祖
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希望通过画展，让更
多市民能进一步了解我的创作精神，展览结束
后，一些描绘聊城的作品将无偿捐赠给运河文
化博物馆永久保存。”巴山告诉记者。

文人书画家巴山先生印象

□ 本报记者 高田

10月25日，刚刚结束了电影《夜莺》在
武汉的宣传，著名演员李保田便赶到了聊城。
近十几天来连续奔波于十几个城市，李保田
能赶来参加巴山书画展，让巴山很受感动。这
是李保田第二次来聊城，2011年郭宝昌导演带
队拍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时，他第一
次来聊城，也是在那时与巴山结缘。

25日下午，李保田来到了巴山书画展现
场。欣赏巴山书画的时候，他说：“巴山老
兄的构图和线条非常棒，一本厚厚的速写本
显示了扎实的功底。”巴山的速写本描绘的
是三峡风光，后来修建三峡大坝，一些自然
景色随之消失，有出版社找到巴山，编印了
《三峡记忆》的集子。看到巴山焦墨山水画
册摆放在站台上，性格耿直的李保田说：
“这么好的焦墨山水画作品可不能随便摆在
外边，得赶紧把它放进玻璃展台。”

“巴山的书法板桥体写得好，但是又不
是完全模仿板桥体，他把它进行了变化，成
了很潇洒的行草。而且一般人画的郑板桥都
比较弱，但是巴山老兄画的郑板桥像个壮
汉，与众不同。”李保田说。

在《高士图》前，巴山说画中的人物是
嵇康，画中的嵇康在演奏广陵散。嵇康以庄
子为师，而庄子和庄子所代表的思想，也是
巴山特别喜欢的，还特别以《庄周梦蝶》为
主题创作了一副作品。

参观完书画展，李保田应邀来到位于聊
城古城海源阁的巴山画室。在巴山画室，巴
山应李保田的要求创作了一副《钟馗捉鬼
图》，勾勒、上色，一副怒目圆睁的钟馗跃
然纸上。“怒目圆睁压邪恶，进士一身正气
多。何日鬼怪能除尽？天下同唱太平歌。人
言钟馗能捉鬼，我说钟馗被鬼捉。钟馗捉鬼
世上少，鬼捉钟馗人间多。”李保田高兴地
说。巴山创作《钟馗捉鬼图》洒脱、传神，
李保田赞叹说这画是落在纸上的摇滚。

生活中除了拍戏，李保田的大部分业余

时间都拿来画钢笔画和木雕。李保田掏出随
身用的iPad，向巴山的三位学生展示自己的
作品。李保田的iPad上保存了多幅以“残
荷”为主题的钢笔画，笔触十分细腻，看到
巴山的学生刘金瑞的作品集中也有荷花主题
的作品，李保田显得很兴奋。他还以古希腊
神话为主题，创作了一个系列的钢笔画，
“这幅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神潘，重彩的半
羊半人牧神，用钢笔画也能体现古希腊神话
世界。还有这幅千手佛的重彩，完全不是佛
教的风格。”李保田向众人介绍。

李保田说：“聊城的水、济南的泉、泰
安的泰山和青岛的大海，是大自然给予山东
的特殊关照，是山东的天时地利，也是山东
出豪杰的一个因素，是山东人善良忠厚朴素
得到的回报。巴山是重庆人，在聊城生活了
24年，算是半个山东人，他既有重庆人的灵
秀，也有山东人的豪爽、厚道。”尽管与巴
山结交时间不长，但是两人感情深厚，李保
田说这也源于两个人性格相投，狗脾气，不
服输，“臭味相投”便成知己。

李保田：画是落在纸上的摇滚

◆10月26日上午，聊城市海源阁

画院院长、省美术协会会员、省剧协

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

会会员巴山先生个人诗书画作品展，

在聊城市运河文化博物馆举行。“高山

耸峙、江河咆哮，夕阳殷红、秋色入景；

名人高士，凡人街景；兰花碧绿、红梅

傲雪”，一幅幅真草隶篆的书法作品、

一帧帧形神兼备的丹青国画，构建起

一个高贵典雅，翰墨飘香的艺术长廊，

让来自四面八方的观赏者陶醉其中。

记者走近巴山，领略他开朗豁达、豪爽

执着的大师风范。

□高田 报道
10月26日，巴

山（右二）在书画展
现场挥毫泼墨。

□ 本报记者 肖会 王兆锋

姓名与身世之谜

伊尹，夏末商初人。一说商时有莘国人，出
生于莘之野；一说出生于空桑之野，因其母亲在
伊水河（今栾川县伊河）附近居住，故以伊为氏。

据《帝王世纪》记载，伊尹生于公元前1644
年，卒于沃丁八年（即公元前1544年）。传说，伊
水流域有个古老国度，名叫有莘氏。一天，一女
子采桑，听桑林之中有婴儿啼哭。循声而找，发
现一棵老桑树洞中有一个婴儿，她把婴儿抱出
来，交给了有莘氏的国君。国君感到很奇怪，派

人调查婴儿究竟从何而来。大臣们很快把调查
的结果告诉了国君，说婴儿之母居住在伊水上
游，怀有身孕，有天晚上梦见有神仙告诉她：“臼
出水，向东走，不要回头。”第二天，见到石臼出
水，马上告诉她的邻居，东走十里，回头望见她
居住的村落消失在水中。由于她违背了神的训
令，身子因此化为空桑。这就是婴儿生于空桑的
原因。不管大臣们的报告是否属实，但有一点可
以肯定，这种离奇的报告对婴儿是有利的。国君
给此婴儿取名伊尹，他被收养在王宫中。

也有些文献说，伊尹是黄帝时的大臣力牧
的后裔，由于生长于伊水，故姓伊，取名伊尹，又
叫伊挚。

帝王之师的鼻祖

《墨子尚贤》称：“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师
仆就是奴隶主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这可以和
古希腊教育史上以教仆身份任奴隶主子弟的家
庭教师相媲美。在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汤）和
伊尹并祀的记载。可以说伊尹是中国第一个见
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

《孟子》中说:“伊尹躬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
舜之道。”在他心目中，整个人世间好比做菜的
厨房，他把复杂的治国之道讲成惹人垂涎的食
谱。伊尹见商汤有贤德，自愿当奴隶，借着有莘
国国君嫁女给商汤的机会，充当陪嫁来到商汤
身边，做起了厨师。

商汤渐渐发现这个厨师不一般，一次，伊尹
借商汤询问饭菜的事，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
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

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
处，才能把事情办好。”又借烹调“至味”，说明任
用贤才、推行仁义之道可得天下的道理，而只有
得天下者才能享用人间所有的美味佳肴。还分
析天下形势，劝商汤施仁政灭夏。商汤听了很受
启发，任命伊尹为“阿衡”（宰相），在商汤和伊尹
的经营下，商汤的力量开始壮大，最终推翻了夏
朝。

商朝建立后，商汤便封伊尹为尹(相当于宰
相)，故以伊尹之名传世。《尚书君爽》引周公语
说“伊尹格于皇天”，是代天言事的，他的话就等
于天意。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
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
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
定的教育环境中——— 成汤墓葬之地桐官，并著

《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
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
成汤的法度等问题。

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
宫三年，深刻反省，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
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
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
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
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
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

伊尹对后世影响

伊尹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
育家、外交家、谋略家。他辅佐商汤顺天应人、革
命建国。又辅佐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

代帝王以德治国、构建和谐。伊尹又是中国的烹
饪鼻祖、厨师之祖、厨圣，他既是烹饪大师又
是烹饪理论家。

伊尹辅佐商汤王灭掉了夏朝后，又帮助商
汤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使商朝初期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从而名扬天下。在政治上，伊
尹主张“居上克明，为下克忠”。做国王的要
“惟亲厥德，终始维一，时乃日新”。就是说
要始终如一的注意自身道德修养，不断更新自
己的道德意识。

在教育上，伊尹认为“习于性成”。就是
说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生活行为的习惯培
养中形成的。“惩恶于前，奖善于后”，正确
运用奖惩实施教育，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
不失为教育方法之一。

伊尹对于道德教育尤为重视。在道德上，
他主张“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就是说谁能
积众善之德，谁就可以为师。对于德和政的关
系，可见伊尹是主张德政的。

近年来，莘县深入挖掘伊尹文化资源，把
伊尹文化与历史文化、饮食文化、农耕文化等
相融合，加快开发培育伊尹文化产业，服务经
济发展。成立了伊尹文化研究会，创办了《伊
风》，加强对伊尹文化的研究，召开了伊尹文
化国际研讨会；加强了对“伊尹耕莘处”文化
遗址的保护和修缮；规划了伊尹农耕文化园，
努力建设集古今农业、农耕文化博览与现代农
业示范、休闲、观光、娱乐于一体的文化园
区；开发了伊尹治国美食养生宴，举办了伊尹
厨艺大赛，打造伊尹饮食文化品牌，争创“中
国养生美食之乡”。

主张德政的思想家、政治家、谋略家，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至今仍被人称道———

伊尹：从厨师到宰相
◆10月24日，莘县首届伊尹祭拜

大典举行。此次祭奠活动，既是该县为
发扬伊尹文化遗产、服务相关行业发
展的具体步骤之一，也是莘县2014年
第三届文化商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尹，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
个圣人，他既是助汤灭夏并辅佐商代
五王的名相，又精通厨艺，被后代厨师
尊为鼻祖。伊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他曾躬耕于莘野，潜心研
究尧舜之道，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
理念至今仍被人称道。

近日，“查拳故事”入选聊城市第四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唐朝“安史之乱”时期，曾向大食借兵平
叛，平叛后有部分士兵留居冠县张尹庄(又名一
里庄)，大将查元义、滑宗歧传下此拳，后世尊
查元义为创始人，故称查拳。如：《南拳北腿山
东查》记载，“唐朝“安史之乱”时，大食国军
队的将领滑宗岐受山东冠县张尹庄回族群众的精
心照顾而康复，为了报答他们，便将自己擅长的
拳术“架子拳”传授给村民，同时还将其师兄查
元义从哈密请来传授“身法势”。两人去世后，
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们，便将“架子拳”称为“滑
拳”，“身法势”称为“查拳”。因为自古查滑
是一家，后人便将两拳统称“查滑拳””

《冠县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按照伊斯
兰教长官可称为“(艾)密尔”的习惯，称呼查元
义为“查密尔”。于是冠县一带回民一直流传着
“查密尔传授查拳”。

在查拳的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涌现过不少查
拳大师，他们的传奇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查拳故
事在冠县流传有40多个，主要有5类：查拳传
承、神奇武功、行侠仗义、保家卫国、坚守武
德。

在“查拳历代拳师接代传系表”上，冠县查
拳传承到沙宗朝等人，已经是第十四代。沙宗朝
说：“早先是光练，练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再用
你的悟性了。这趟拳练下来了，怎么用法，怎么
使法？这套拳它的要领在哪里？现在到我这个程
度，就要悟这个了。”

事实上，查拳练的不光是拳，还有刀法与剑
法。被传承下来的冠县查拳包括10路查拳、3路
滑拳以及42套刀法剑法等，每一个套路都有它自
己的特点。

2012年7月，第11届世界武术博览会在上海
举行，有22个国家武术爱好者参加，沙宗朝和他
的12名徒弟赢得了15枚金牌。沙宗朝说，查拳从
学会、练好，再到融会贯通，需要二三十年，多
数人难以坚持下来。沙宗朝一直珍藏着一本“查
拳拳谱”，它已经传承至少四代，在冠县仅存两
本。与人们想象中不同，拳谱里的拳法要诀不是
用图像表现，而是用汉字记载。

(王兆锋 整理)

“查拳故事”广流传

临清舍利塔的传说，近日入选聊城市第四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临清舍利塔与通州燃灯塔、杭州六和塔、镇
江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名塔”。舍利塔位于城北
卫运河东岸，为仿木结构楼阁的砖塔，建于明万
历三十九年（1611年）。塔平面呈八角形，连长
4 . 9米，外接圆半径6 . 4米，9层，通高53 . 44米，底
门向南，基座条石砌筑，每层8面辟门窗，4明4
暗。外檐砖木结构，陶质斗拱莲花承托。塔内设
有通天塔心柱，对称转角形楼梯，可迂回攀缘，
登临塔顶。塔刹呈盔形，远眺雄浑高峻，巍峨壮
观。各角挑檐系有铜钟，风摇钟鸣，声震四野。

舍利塔的传说，主要是鲁班造塔。在很久以
前，卫河两岸水美田丰，人们过着衣食无忧、风
调雨顺的生活，都把这片土地作为福地，据说大
灾大难到了这里就会变得不那么严酷了，故而得
名—临清。还有人说临近大清河（卫河）建城得
名临清的，不管怎样，人们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而感到自豪，也都非常热爱这片土地。

但天有不测风云，不知在什么时候，卫河里
来了一个千年王八精，它能呼风唤雨，一怒起千
丈浪，一恼倒万家房，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
作，人们再也看不到以前美好幸福似如桃源的景
象了。这个水妖跟两岸人民定下了一个规矩，每
年千担粮，万担米，外加一对童男童女。两岸的
人们哪敢不听？稍微抵抗就会遭到水漫河堤的报
复。有的人家不忍欺负远走他乡，有的年轻人不
甘受辱，到河里与恶魔决一死战也都成了它的腹
中餐。生活在恐怖中的人们只能祈求上苍来为民
除害。这事被南海观音菩萨的慧眼看到，便动了
慈悲之心，准备除掉这个恶魔，她踏上祥云，来
到此处，把手中的玉净瓶投入河中，口念咒语，
巧施法术，便把那妖怪连同一河水装入了瓶中。
然后以指为杵，戳了一个千米深的大井，把妖怪
放入井中盖上盖子，并邀请鲁班在上面盖上一座
宝塔，使那妖怪不再作恶。走时菩萨却没把玉净
瓶内的柳枝拿去，故两岸多柳树。

鲁班应邀带了一百个徒弟来建宝塔，经过十
年十月又十天的施工，这一天终于建成了这座宝
塔，完工时鲁班对众徒弟说：“今天完工，我请
大家吃饺子。”鲁班叫住最小的一个徒弟说：
“跟我烧火吧。”小徒跟着师傅去了。

小徒弟很纳闷，这百十口人吃的饺子什么时
候能做好？一会儿大锅烧开了，鲁班对徒弟说：
“徒儿把脸转过去吧。”小徒听话的转过了脸，
但又忍不住好奇心，就偷偷转过脸来看了一眼，
没想到竟看到师傅正解下裤子，蹲在锅边向锅内
屙饺子。小徒吓得闭上了眼睛，只感到一阵恶
心。过了一会儿，师傅说：“转过脸来烧火
吧。”开锅后叫来众徒弟每人一碗薄皮大馅的饺
子，吃的众徒弟只喊“香！”小徒弟却怎么也吃
不下去。

众徒弟吃的饺子一个都没剩，吃完后，鲁班
对众徒弟说：“徒弟们，你们吃了我的饺子都成
仙了，都会长生不老的。”这时小徒才追悔莫
及，鲁班又对小徒说：“你的福分未到，再修行
千年吧。”于是让小徒喝了一碗汤，又对小徒
说：“等千年后，有7个姓齐的遇到7个骑驴的，
此塔必倒，到那时你就能得道成仙了，这碗汤能
让你活上一千岁。”说完后，带着九十九个徒弟
向仙境去了，只留下一个小徒弟。

现在临清塔依然耸立在卫河边上，谁又知道
鲁班爷的小徒弟哪儿去了呢？

（王兆锋 蒋鑫 整理）

临清舍利塔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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