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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的月亮十五的月亮
马淑琴

从五千年 诗的星空
平平仄仄的韵脚中

升起来了
永远是那样新鲜 明亮

和生动

从长安古城
解禁的人群

狂欢的笑脸上
升起来了

是那样浪漫 温润
和抒情

从故乡村口
老槐树的枝杈间

升起来了
多么亲切和温暖呵

还是点亮悠悠乡愁的
那盏灯笼

从父亲摇制元宵
不停旋转的笸箩里

升起来了
从妈妈煮元宵的柴锅

滚开的沸水里
升起来了

载着我们的童年
甜甜蜜蜜的梦

从北京的大西山
波浪汹涌的山海上

升起来了
彩云送它一双翅膀

美丽的月呵
变成一只展翅飞翔的神鹰

从母亲河
那座新建的大桥

“合力之门”上 升起来了
月的辉光洒满京都

洒满笔直壮阔的百里长街
为两岸投下千万条
银光闪闪的纤绳

从紫禁城的红墙碧瓦上
从潭柘古寺的飞檐斗拱中

升起来了 升起来了
烛照古都深邃的历史

一轮新月 却总是
永远年轻

从我们的童年
走过来的 每一岁

心的苍穹
升起来了

灵魂被一遍遍照耀
和漂洗

成了一轮元宵节的圆月
透明 皎洁 清澈
没有一点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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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瑛

左先生是我认识的年纪最长
的文友，今年高寿九十有二。认识
左先生是四五年前在《京西时报》
上。那时，左先生的收藏文章让我
眼前一亮，加上他也常去《京西时
报》编辑部拿报纸，见面频次便越
来越多。

认识左先生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印象深刻。一次聊天，左先生用

“鲐背”二字形容自己，意思是人老
了皱纹多了不中看了。而我在他
身上看到的是为人谦和、豁达快
乐、老当益壮。一般人很难想到他
是九十多岁的老人。背地里我也
经常称他左大爷。

左先生的家整洁温馨，没有小
猫小狗、花鸟鱼虫。“老伴儿在世时
也不爱养那些。”他说。用了多年
的书柜里，整齐摆放着早年版本的
文史书籍、家人相册，窗前“一头
沉”书桌上，是一盏台灯、一本《现
代汉语词典》和随用的纸笔。这就
是左先生的文化田园。

左先生说他只上过四年初小、
半年初中，但他写得一手好字，无
论汉字、拼音、阿拉伯数字，都洒脱
遒劲；他的语言文字、文学功底不
逊色本科生，散文、随笔、楹联也文
采飞扬。当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编辑出版《中国茶叶大辞典》时，他
曾任特约审稿。每逢春节、中秋，
左先生都妙笔生花几副楹联，或散
文随笔记述家乡圆月，乡情乡韵。
曾记得，他笔下的《香山巧遇朱老

总》《端午杂忆》《田园小屋燕归来》
《京西抒怀》《情满永定河》，无一不
质朴浓香，很难想到是出自一位耄
耋老人笔端。尤其他撰写的收藏
记忆，每篇都充满浓浓的家国情
怀。

左先生收藏的书票证券等老
物件，小到方寸邮票、入场券，大到
木质梳头匣、桌凳，年代久远的在
清末民初。那些老物件，在他心里
是记忆，有些还记载着与老伴儿的
至爱真情。他说，老伴儿走了以
后，家里收存的过去那些老物件，
只有捐给国家才是最好的去处。

把自己收藏了一生的书票证
券等老物件，无偿捐赠国家，需要
智慧，需要担当和勇气，在收藏市
场高价收购老物件的今天，这种情
怀勇气尤其难能可贵，令人赞叹、
敬仰。

左先生是个细心人，几十年积
累收藏的很多物品，记录着时代印
记、历史文化。像清式髹漆三屉
桌、方凳，用了几十年依旧光亮如
初；光绪年间中学教科书《西洋历
史地图》，完整无损；新中国成立后
市民参加民主选举的选民证，新中
国成立周年、十五周年、三十周年
和五十周年纪念邮票，1964年人
民大会堂展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入场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
观故宫、武昌起义纪念馆、天津周
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民俗博物
馆、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门票、简介，

以及早年人们使用的粮油肉蛋票
证券等，每一件都保持着原来本
色。其中，有的书票证券博物馆、
档案馆都没有。

1957年，左先生在王府井书
店买的一本《北京游览手册》，成为
他当时游览京城名胜指南。不曾
想，时隔55年后的2012年，首都
博物馆征集部负责人得知他收藏
一本，并表示“迄今（我馆）尚未征
集到时间更早的此类书籍”。左先
生听言，当即将《手册》捐给了首
博。还是2012年，左先生得知正
在筹建中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征
集与园林有关老物品，马上想到自
己珍藏多年的各地交通图、导游
图、园林简介、参观券等。经过与
园博馆联系，很快悉数捐赠给了园
博馆。为此，园博馆开馆时特别为
左先生所捐藏品制作了两块展板，
供游人观览。

近 些 年 ，左 先生将 铭 记 历
史文化的一件件收藏品，分门
别类捐赠给了国家和市区博物
馆、档案馆，有的被市区档案
馆、博物馆登记、扫描录入系统
保存起来。不久前，我有幸看
到左先生的捐赠证书。一册册
红底金字证书，记录着左先生
所捐藏品呈现的近现代历史文
化故事，也讲述着一位文化老
人对国家档案收藏、文化建设
和文化自信的高尚情怀和责任
担当。

一个地域，一个乡村，要培育一种民俗、一种归属
并不容易，从大台深处飘起的古幡，却真正成为一种博
大的民俗，并流传至今。如同有一个无形而慈霭的怀
抱，来容纳所有村人的归去来兮，村人都奉其为福祉，
奉其为心中的神邸。这是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
力量，只有真正懂得，方能明白，在俗世俗尘之外，这里
生活的人们，内心的富足支撑着一代代的繁衍与生存。

古幡会，我了解得并不多，真正深入了解，是与几

位举幡的会头一番言语，之后惊讶于是一种什么样的
力量支撑着古幡走过500年的历史，“幡动五百年，舞
引动八方，四面皆来朝，世代尊古约。”

我想民之所以有精神，必先培养普通人的精神内
涵，唯有此，方能真正树立乡风。而古幡会无疑就是一
种具有深厚历史，又包涵普通民众情感的习俗，因其历
史之深厚，而逐渐形成文化，形成约定俗成之风尚，从
而真正构建博大的乡村文化。几百年的坚持，几百年

的传承，一代一代的相传。
大台位于门头沟西部的崇山之中，崇山可以滋养

无数的膏腴，而村落的形成无疑就是岁月与人脉所堆
积的成果，其中最古老的两个村落是千军台和庄户，我
曾怀着敬仰之心走入这两个村落，百年来乡村文化所
滋生的智慧结出的善果教化指引着这里的人们朝着善
与爱、平和无争、互敬互尊中前行。很多乡村，因为流
徙，也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渐荒芜，唯有这里的人们，依
然尊崇着百年来流传的旧俗，不管身在何处，古幡会都
会把大家齐齐的聚在一起，这片土地，运用幡会召唤着
每一位村人的回归。

在这里，每逢正月十五，村民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
回村中，在这一天，两个村的男女老少会举着幡旗，吹
奏起代代相传的古曲牌，打起锣鼓，跳起秧歌，和四乡
八村的数千围观人群一起，开启一场乡村盛会。这是
村民与神的邀约，是村民之间的邀约，这是一种家乡的
记忆，这就是在心中对家乡的慕恋，对故地的情感。由
此，古幡会的意义更加深邃而具有神秘的力量。

古幡是大台人世世代代流传的记忆，发源于此，生
长于此，经过上百年的传承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正是古幡会，牵系着千军台村和庄户村的
世代乡情。这是家乡的印记，亦是我们的乡村在世代
更迭中所凝结的智慧所在。

乡俗即是民俗，民俗的形成要经历百年的时光，大
台的古幡会，便是经过时光的淬炼，扎根于这片富庶而
充满灵气的土地，每年正月十五前，几个古幡会的“会
头”就要坐在一起开筹备会，选人、找人。村人大都自
发参加，为了保证庄严、肃穆以及对神的敬仰，要组建
两三百人的表演队伍，而这些表演的人，都是当地的村
民，亦都是耳濡目染于古幡会的种种，担此重任，每位
参与的村民，都觉得荣幸而具有莫大的荣光。

直到正月十五、十六的幡会活动，大家便开始了每
年一次的与“神”对话，幡旗队列中飘扬着缤纷的彩色
旗幡，古乐长鸣伴着老人们唱起雄壮而庄严的‘号佛’，
仿佛来自于圣土的梵音。花会舞蹈穿插在中间，数十

个会档，每个会档就是一种表演形式；上百名角色，数
不清的观众，行走在山间古道，古朴奔放、气势磅礴，充
满了节日的热烈与吉祥，一幅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画
卷活色生香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扬起的古幡，便是村民的寄托，便是我们的故乡印
象，维系着所有人的情感，并且以不可磨灭的姿态，流
传至今，依然还活跃在大台和庄户之间。灵山秀水向
来滋生无限的生机与流动的神韵还有情感的汇聚，而
古幡会便是智慧所凝，文化所凝，牵系着每一位远行的
游子，牵系着根脉血缘里的亲情。

古幡会召唤着每一位远行的村民，每年正月十
五前大家不约而同怀揣一颗虔诚之心投入到古幡会
的准备中。当地有“指挥千军，不如一会”的说法，主
持安排一场幡会不容易，不容易在于各种安排程序复
杂繁琐，会档的安排，曲目的排练，走会的程序，全都
听“会头”的调遣，好在乡民支持与参与都是无条件的
付出。从小和老人学古曲谱的进了吉祥班，会乐器的
便进音乐班，没有才艺有把力气的便去请幡，老人负
责端茶送水，每个村民都尽一己之力，为幡会奔走，
亦为幡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幡会的意义也正在
于此，幡会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幡会，而是每一个人
的幡会，大家从内心之中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与参与
感，由此而形成民俗，形成内心不能抛却的印记。在
这个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幡会是对祖宗的敬仰，对神
的虔诚，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论行至何方，都不会
忘了家。

一切引人向善的民俗，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如同
坐在古槐树下的老奶奶那句：参加幡会，会让我内心满
足。京西古幡会所传递给我们的，就是对这里生长的
人们几百年来教化指引之功，引导着这片地域中的人
沐浴神的光芒，用民俗的力量，锻造一个充满人文色
彩，乡情满溢的美丽乡村。

善的力量与善的民俗文化会改变一个乡村的命
运，会洗涤净化村人的内心，而京西古幡会，正是这样
一种善与爱，付出与给予的乡村文化。

文友左先生
张栓柱

春节一过，正月十五赶着趟的来
了。在京西千军台、庄户流传下一条不
成文的规矩：村里外出人员无论在外工
作、还是居住，包括嫁出去的姑娘，春节
可以不回家，正月十五必定回家，参加一
年一度家乡最隆重的古幡会（当地称走
会）。京西古幡会，不仅是当地的，也是
京城元宵节最热闹的活动之一。这种带
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源于自然，植根
于民间，深入民心，流传了四百多年。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去年和今年的
古幡会被叫停，但曾经古幡起、古乐奏盛
大的活动场面，犹在眼前浮现，跨越时空
的天籁之音仍在耳畔回响。

京西古幡会，集古幡乐、古文化、古风
俗、古礼数、古信奉于一体，既有悠久的历
史，又有文化积淀。古幡乐是古幡会祭祀
佛、道、儒时演奏的祭祀音乐，主要由祭祀
孔子的音乐组成，它依托古幡会而产生，
以颂神、祭神为主要内容。据说是春秋战
国时期的乐曲，又揉进了京西特色，专家
称“南有纳西古乐，北有京西古幡乐”。历
史的厚重使得古幡乐传承至今，和谐的韵
律，神奇的魅力，无不令人叫绝，被称为古
代音乐的活化石，实乃当之无愧。

千军台、庄户两村都有音乐班，专门

从事古幡乐的传授与训练。古幡乐通过
一种工尺曲谱记录下来。工尺曲谱村中
现存只有一本，被族人收藏，村内的老艺
人们一辈辈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授演
绎。有的老艺人带徒弟常常是一边拍桌
子打着节奏，一边口念曲谱。在这种“曲
目老、乐班老、乐器老、艺人老”的状态
下，古幡乐能够流传下来实属不易。工
尺曲谱传下来的演奏曲牌，原汁原味。
有人为方便学习，曾试图把它译成现代
曲谱，但事与愿违，曲调难以合拍。

古幡乐分为音乐班和吉祥班（俗称
吵子班）。音乐班的曲牌分为吹奏曲谱
和打击曲谱两种。吹奏乐器有笙、管、
笛、云锣、小钹（镲）等。吹奏的曲牌包括
《柳公宴》《四上牌》《焚火赞》等20多个
曲牌；打击曲的乐器包括：钹、铙、当子、
小钹（镲）等，曲牌有：《过街先》《合心钹》
《秦王挂玉带》等20多个。

吉祥班（俗称吵子班），是古幡会的主
要传统会档子。正月十五在千军台村走
会排在三官幡之后，正月十六在庄户村走
会，排在老爷旗（关圣帝）之后。乐器包
括：唢呐、大锣、大钹、铙、小钹（镲）、趟儿、
旋子（小手锣）、梆鼓、大鼓等。曲牌分为
行动曲和排子曲。大街上走着表演的是

行动曲牌，有11首；坐下来演奏的是排子
曲（俗称敬神曲），有19首，统称为“神
曲”，是敬神的赞歌。这些涉及天文、地
理、传说、故事等具有文化内涵的曲牌，娓
娓道来，既折射出祖先们的生活态度和生
活习惯，又融进了今人深深的虔诚与祈
福。更深层地说，悠悠古幡乐既折射出祖
先们的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也展示出北
方民族热爱生活、粗犷豪放的性格。经过
了历史长河的曲目，曲调悠扬，扣人心弦，
声声入心。那清脆的笛声、悦耳的唢呐、
婉转的笙管、叮当的云锣……给人以穿越
时空之感，视听的享受，心灵的陶冶，妙不
可言。吉祥班的吹吹打打，似古道上迎来
的接亲队伍，喜庆欢快。锣鼓之声撼天动
地，给人一种激越奋进之感。鼓乐齐鸣加
之敕封的幡、旗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天人
同乐，成为京西正月里的一道靓丽风景，
是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

如今，一批批新人承担起传承的重
任。在古幡乐队伍里，我看到了经过口
传心授上场的演奏者；看到了生龙活虎
高擎古幡的年轻人；看到了古幡会在发
展传承中的盛大场面，也听到了古幡乐
奏响的太平盛世之音，悠扬的曲调带着
祈祷与祝福飞向湛蓝的天空。

古乐奏响的元宵节
王木霞

凝香 李影/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