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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内乡县衙博物馆联办

解 读

内乡县衙
累累累累

本报讯 （记者曾碧娟）近日，

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戏剧

家协会副主席、一级编剧陈涌泉回

到家乡唐河，为母校唐河县第一高

级中学和县图书馆捐献了其编著

的《程婴救孤》等书籍，并为唐河一

高中师生传授了学习经验。

陈涌泉是恢复高考后唐河一

高中竹林文学社的首任社长，1987
年毕业时作为恢复高考后首届保

送生被保送到河南师范大学中

文系。

陈涌泉主要作品有《程婴救

孤》、《风雨故园》、《阿Q与孔乙己》、
《婚姻大事》、《黄河十八弯》、《李香

君》、《城市的星空》等，作品多次实

现中原戏剧历史性突破，在国内外

产生重大影响。 陈涌泉创作的豫

剧《程婴救孤》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
个登上美国百老汇剧院的剧目，开

创了我国地方戏百老汇演出的先

河，豫剧由此被美国戏剧界称为中

国歌剧。2015年，陈涌泉创作的三
部作品《风雨故园》、《陈蕃》、《都市阳

光》同时入选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

受到全国专家和广大观众一致好

评，为河南省赢得了新的荣誉。同

时，他本人也接连被评为第四届全

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文

化名家和“四个一批人才”。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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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欣

县始于春秋而定制于秦，作

为基层行政机构，两千余年来从

未变更，说明县的历史地位，因其

承上启下而不可动摇。当我们谈

及县这一行政机构时，就很有必

要说一下县的核心人物——知

县。在封建社会，知县既是一县

的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除

了教化百姓、忠君爱国、保持社

会稳定之外，县内事务无所不

管，最主要有教化百姓、征税纳

粮、听讼断狱、劝民农桑、灾荒赈

济和兴学科举等六大职权，下面

我们来详细地做一介绍。

教化百姓

在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中，

官与民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

皇帝是万民之主、“国父”，百姓

则是皇帝的子民，作为皇权的代

表者——知县，就演化成家长、

“父母官”。清代为了加强对百

姓的宣传教化，顺治九年（1652
年）首次颁布了《顺治六谕》，其

内容是：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

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

作非为。至康熙九年（1670年），
又修改充实，颁布了《圣谕十六

条》，到雍正时，又对每一条下加

以注释，用通俗语言解说，称“圣

谕广训”。规定每个月的朔（初

一）望（十五）之日，各地方官员召

集民众定点宣讲，届时举行隆重

的仪式，营造庄严肃穆的气氛，

以达到统治者教化的目的。据

县志记载，内乡清康熙年间所设

的教化机构，就多达八十多处。

由于知县不断对百姓进行这样

的宣讲教化，对维护当时的封建

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征税纳粮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

几乎是唯一的经济产业赋税，是

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

国家所需要的一切大都取之于

民，以养活大批官吏和军队，因

此征税纳粮是知县的主要职责，

也是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清代

规定州县催征钱粮专责印官，不

得委派佐杂代替。催征时设立

滚单，层层滚催，征收钱粮用三

联串票，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

三联单。一年分两次征收，第一

次于仲春（二月）开征，于五月

（仲夏）完成。第二次于仲秋（八

月）开征，仲冬（十一月）完毕。

为了如期如数完成征科赋税，还

规定县官必须亲临现场监督，以

防吏役从中敲诈勒索。清代知

县所需征收的赋税分为正税和

杂税，正税即地丁钱粮，也就是

农业税，杂税是指诸如买契税、

当契税、牙税、烟酒税等的商业

税，纳税人所交的税银还要“自

封投柜”。就是经过检验后由百

姓自己交到这个写有“税”字的

钱柜里，然后由县衙发给交税执

照,作为完税的凭证，内乡县衙
的户房里边还陈展有清代保留

下来的交税执照，非常珍贵。

听讼断狱

知县作为一县的司法长官，

担负着本辖区内的治安和刑狱

事件管理。民有冤屈，先到州县

衙门告状，知县要亲自受理案

件，过去不允许越级上诉，县官

不得拒绝受理。县作为第一审

级，实际上是封建司法体系的初

级法院，其权力是对户婚田土等

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有全

权的处理权，习称“自理案件”，

其手段一是责惩，即处以笞杖之

刑；二是训诫和调处息讼。州县

审理完结，即作出有法律效力的

判决。对命盗等刑事案件，州县

要先查明案情，进行初步审理，

然后逐级上报，经四级终审后，

做出判决，由知县具体实施，如

斩首、发配边疆等。清代对民邢

案件的审理都有期限，如在规定

限期内不能结案的，知县要受到

降级或罚俸处分。但农忙期

间，知县除命盗案件外，其他户

婚田土等民事案件一律不予受

理。另外知县在封印休假期

间，亦不理刑名。知县为了表

示“为民”，还规定每月有放告

日，届时，悬放告牌于公堂明显

处，告状人不用击鼓鸣冤，可以

在堂上与知县直接交流，也就是

现在的信访日。③9

本报记者 周若愚

2月14日～19日，一年一度的巴
黎艺术财富沙龙举办，来自中国的

16位艺术家携32幅作品，在法国国
家当代艺术博物馆——巴黎大皇宫

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绘画的全新风

貌。南阳人徐松波，是应邀参加这一

国际性艺术沙龙的惟一一位河南籍

画家。

巴黎艺术财富沙龙，世界最有

影响力的国际艺术展之一，梵高、

莫奈、毕加索、达利、赵无极、朱

德群等艺术名家都是在该沙龙崭露

头角，从而开启了国际艺术市场的

走红之路。本年度的这场艺术盛宴

由法国文化部、法国国家博物馆主

办，分独立沙龙展、对比沙龙展、

绘画沙龙展以及法国艺术家作品展

四大板块，中国艺术家参加的是其

中的对比沙龙展。

平等地互视

中国参展团将此次展览的主题

确定为“后东方学－中国主题·当代

绘画作品展”，其副题“一次互视关系

搭建的试验”耐人寻味，从中可以管

窥策展方的目的和追求——让东西

方艺术平等“互视”。

在开放、交流、多元的文化大环

境下，全球化渐成时代趋势。扭转

“被看”与“他者”化困境，超越单向的

“看”与“被看”，与西方社会建立起平

等互视的关系，是走出去的中国艺术

和艺术家多年来的夙愿。

基于这样的理念与逻辑，策展方

尝试从“本土”、“主体”、“语言”三个

视角呈现当代中国绘画的存在样貌

与生态，在全国遴选了16位画家参
加沙龙展，徐松波是16位参展人中
惟一一位以大唐盛世精神为创作主

题的艺术家。沙龙展学术主持人认

为他的作品“以视觉考古的方式构建

了触摸中国传统的精神向度”。

徐松波是土生土长的南阳人，中

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现为天津美院副

教授。与学术主持人的评价相呼应，

他此次展出的两幅“唐风”系列新作，

《雪霁》和《嘶风》，一幅是唐朝骑士雪

后驻马图，一幅是唐马特写，以油画

的形式表达东方题材，画作色彩炫

目、厚重沧桑，体现着画家一以贯之

的历史感和宏阔的历史想象，细节处

理上则着力强化写实色彩，那些看上

去不可思议的鞍马器具、动物造型等

皆有所本。

此次沙龙展共有来自40余个国
家的艺术家参展，中国展区是其中一

道亮丽风景。“对于我来说，受邀在这

里展出，就是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艺

术思想和艺术理念，同时，展览也为

我提供了一个视界，开启了我个人艺

术创作国际化的新征程。”徐松波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非浪漫邂逅

艺术沙龙展开幕日选定在2月
14日，这一西方人眼中最浪漫的日
子——也许在法国人眼中，人与艺术

的相遇，就是一次浪漫的邂逅。然而

对于徐松波来说，他与油画结缘，却

是一段实实在在的学习生活。

在考入中央美院壁画系研究生

之前，徐松波一直在高校从事中国画

的教学和创作。“创作油画并非我个

人初衷，而是导师的课程要求。”为了

完成导师布置的作业，做事认真的徐

松波对油画材料进行了系统学习，最

初是硬着头皮摸索，随着兴趣越来越

浓，他渐渐走上了油画创作之路。

有八年的时间，徐松波都在创作

以玄奘取经为题材的“道问”系列。

其间，艺术市场从“神话”跌入严冬，

但他心无旁骛，苦行僧似的不懈行进

在艺术的问道路上，创作渐呈喷薄之

势。“道问”系列之后，徐松波又开启

了“唐风”主题的创作，在艺术界的影

响日益扩大。中央美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博士生导师孙景波盛赞徐松波

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是“中央美院

研究生中的高材生”。

近两年，徐松波的艺术活动空间

不断拓展。2015年，香港一知名画
廊正式签约徐松波，并于圣诞－元旦

重要档期为他举办“唐风”香港首展；

韩国首尔一艺术中心邀请徐松波参

加“亚洲之魂”——亚洲当代艺术邀

请展；2016年，徐松波春季应邀赴新
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讲学并参加新加

坡当代艺术博览会，秋季获邀参加

“意大利都灵第12届艺术博览会中
国项目”展……“能够在中西艺术语

言的比较中，寻求一种用图像连接过

往和当下，思考历史和现实的独特途

径”,是中外艺评界对徐松波的共识。

就做一棵树

见证展览全过程，与当地艺术家

交流，应邀参观蓬皮杜艺术中心、卢

浮宫，见缝插针地观看所能见到的展

览……欧洲是油画的诞生地和发祥

地，徐松波尽可能多地汲取着来自各

方面的艺术滋养。

许多年前，徐松波只知一味埋头

创作，现在他觉得，艺术只有接受这

个时代和世界的审视，艺术家才能更

清醒地定位自己，才有更有效的表

达。而国际性展览有助于艺术家对

世界的了解和研判，有助于树立大的

文化观和格局。

近些年，不时有西方人对徐松波

画作感兴趣，“唐风”系列中的《风轻》

之二就是被法国人收藏的。“但身在

欧洲，更能直观感受到西方的画廊、

艺评家、策展人和收藏家，与国内甚

至东方国家的不同。”在沙龙展现场，

徐松波也切身体会到多元文化下观

众视角的千差万别：法国观众和他分

析唐朝武士与法兰西骑士精神的异

同；意大利观众感兴趣的是罗马帝国

和唐帝国的历史；西班牙观众试图和

他谈论马的历史和文化；旅居欧美的

华人在作品前恋恋不去，真诚地与他

交流着传统文化现状和身处异国的

感受……

徐松波以修为之心看待艺术和

生活，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棵成长

中的树，重要的不是成长的愿望有多

强烈，而是努力扎根土壤，让积累丰

厚、让根干畅达，如此，则艺术和人生

自会枝繁叶茂、精彩纷呈。③9

本报记者 王鸿洋

南阳籍画家张继山，人称“真牛

张”，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扶贫

开发协会书画院副院长、北京市昌平

区在京务工子弟学校名誉校长，尤擅

画牛，是享誉国内外的画牛名家。

近四十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由

一个山区放牛娃到成就不凡的画家，

张继山凭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执

着信念对绘画事业倾注全部热情，在

公益事业上倾尽全力。

少年困苦难挡求学牛劲

张继山出生在盛产黄牛的社旗

县桥头镇，年少时，家里每天放牛的

任务落在了幼小的张继山肩上，牛也

成为他寸步不离的“小伙伴”。久而

久之，张继山对牛有了深厚的感情，

“画好牛”这一想法，从那时在张继山

的心中萌发。

怀揣梦想，执着前行。农村娃

想学画画，在那个年代，无异于痴

人说梦。条件的艰苦和乡亲们的不

解，并没有让张继山退缩半分。没

有作画工具，他就用树枝为笔，以

沙土当纸；没有老师指导，任何与

牛有关的插画，都会拿来仔细研

究，认真临摹。

正是凭着这股犟劲，张继山的

付出得到了肯定。小学五年级，他

所画的一幅 《牧牛图》，参加了由

《中国少年报》举办的全国少儿书画

大奖赛，竟然获得了一等奖。奖项

的肯定，更坚定了张继山画牛的信

念。读高中时，张继山创作了长达

140米的巨幅作品《千牛图》，该副
作品也被载入《中国当代书画家大

辞典》一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继山的

努力下，他终于考上中央美术学

院。经过高校名师的指导，张继山

的绘画功力得到了明显提升，作品

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写牛画牛享誉海内外

张继山曾在一篇随笔中写到：

“我笔下的牛，多是以南阳牛为原型

创作而成的。南阳黄牛世界闻名，并

称为全国五大优良黄牛品种之一，既

得益于南阳盆地特有的生态区位和

自然资源的先天优势，同时也与南阳

人民千百年来的辛勤培育密不可

分。”

1990年，张继山为北京亚运会捐
献巨作《斗牛图》，开始受到社会各界

青睐。1997年香港回归，张继山又用
一年时间精心绘制长达12米的长卷
《九十七牛图》引起轰动，中央及省市

数十家新闻媒体先后报道。2009年4
月由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主办的“张继

山《六十牛图》大型画展”在北京中国

军事博物馆成功举办。同年，张继山

在河南省美术馆及南阳师范学院美

术馆开办巡回画展，在中原大地引起

轰动。2012年，我市成功举办第七届
全国农民运动会，张继山在得知这个

消息后，激动不已，创作了一幅《七牛

奋蹄图》来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同

时用这幅作品献礼南阳农运会。

近年来，张继山陆续在北京、郑

州、重庆等多地举办画展，多次参加

国内外重大美展并获奖，其作品被人

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处收藏，

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

献身公益追寻灵魂温度

张继山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参与

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多次参加北京市

慈善协会举办的救助孤寡老人、孤残

儿童活动拍卖自己的作品，为中国扶

贫开发协会和中华慈善总会捐献自

己的作品，充分显示出一个艺术家对

社会的责任感。

张继山告诉记者，每当从媒体上

看到大山深处留守儿童的报道之后，

他的心情都会异常沉重，都会想起自

己的童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能为

大山里的孩子上美术课，让这些孩子

也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2008
年，张继山参加了“中国扶贫书画

万里行”活动。他为汶川地震灾区

捐款捐物共计200多万元，开创了
内地书画扶贫的先河。2012年，张
继山兼任昌平区南七家村打工子弟

学校名誉校长，义务担当起美术老

师。2013年4月，张继山作为中国
文联文艺支教试点项目第一期志愿

者，赴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岩腊乡

三股水小学任教，担任起730名山
区孩子的美术老师。每当文艺支教

结束或与贫困孩子交流结束的时

候，张继山都会把个人的自传书籍

《我的牛世界》分发给每一个孩子，

希望能以自己追逐梦想的足迹激励

更多有梦想的孩子。

张继山说，正是自己这么多年

来投身公益事业，使他的艺术创作

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升华，创作的

时候也少了许多杂念。凭借“捧着

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的态

度，张继山以阳光的心态投身于热

爱的公益事业中，在这里找到了灵

魂的归宿，就如他作品中苦苦追求

的意境，空灵而纯洁。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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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故事

□王鸿洋

丹江浩浩，生生不息，八百里丹

江流经淅川县境内就有四百余里，丹

江也被称之为淅川的母亲河。千百

年来，丹江不仅是通往西京长安的水

上交通古道，更能与京杭大运河和京

广铁路相媲美，同时，丹江也留下了

众多美丽的传说故事，其中丹江故事

传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演绎流传的

一则神话传说。

丹江故事传说的渊源，虽无志书

记载，但相传很早的时候，丹江称作

黑河。那时，尧帝治理天下，他有九

故事口口传 争说丹江事
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刚出生

时起名叫丹朱，即掌上明珠之意。

由于尧帝的娇惯，养成了丹朱横行

霸道、无恶不作的恶性。尧帝见自

己年纪大了，想在儿子中选个继承

帝位者。按说，丹朱是长子，是继

位者的首要人选。可尧帝知道丹

朱不学无术，染有恶习，难当大

任。为了试探和锻炼丹朱，尧帝派

他到黄河边上去治水。谁知，丹朱

一离开尧帝就恶习复发，不仅不理

治水之事，更是以欺压平民为乐，

惹得民众怨声载道。尧帝知道后，

一恼之下把丹朱贬为庶民，发配到

远离帝都的黑河边上治罪，并选拔

贤明的舜继承了帝位。

丹朱为此对父亲耿耿于怀，暗

暗串通南蛮起兵造反，却被尧帝灭

了叛军，活捉了丹朱，并要杀丹朱

为民除害。但由于舜天生仁慈，当

即阻拦，并劝父王饶了大哥一命，

丹朱才被免一死。丹朱由此对舜

感激万分，不仅从此改邪归正，而

且发誓：“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

起！”于是就到黑河安心治水。

此后，丹朱带领黑河两岸百

姓，观水道，察地形，共谋治水方

案。为了使黑河岸边的城池不受

洪水袭击，丹朱和两岸老百姓一起

开山运石。在黑河上游筑起一条

七里长的石坝，形似一条鳊鱼，抗

洪拒涛横卧在河边，人们都叫它七

里鳊。

这事让住在黑龙口的一条黑

蟒精知道了，恼的一蹦八丈。因为

黑莽精每年六月都要到沿岸城池

兴风作浪，吞食人畜。七里长鳊，

阻碍了它的生路。于是就涌起了

几十丈高的浪头，向七里鳊横冲而

来。此时，丹朱正骑着一头白象巡

查坝堤。忽然见大坝溃口，丹朱顿

时驱动白象，飞奔溃口处一看，是一

条黑莽精在溃口处作怪，丹朱便跳

下白象，挥剑与黑莽精搏斗。二者

在水中大战几百回合，丹朱终于将

黑莽精拦腰砍伤。与此同时，黑莽

精却咬住了丹朱拿剑的臂膀。那头

白象见主人遇险，就大吼一声扑上

前去，用鼻子卷住了莽精的七寸。

护坝的百姓见状一呼百应，石头如

雨点般砸在黑莽精身上，黑莽精被

砸成了肉酱，溃口也被投来的石块

堵住了，可丹朱却因失血过多丧生

了，人们把他葬在江边，他的坟墓就

是丹朱坟，人们为了纪念他，把黑

河也改名叫丹江。从此，丹江不再

泛滥成灾了，丹朱的名字也像奔腾

不息的丹江一样四海流传。

淅川县文化馆负责人表示，

丹江故事传说在当地是广为流

传，相信该传说在入选我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也会在大家

的口口相传中一代一代流传下

去。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