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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的安乐窝。
东石善古村落以东皋门内东西街为
主轴，以北皋门内北头街为辅，共有五街
三巷，古井、古树、古磨盘分布期间。该
村传统民居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一是二
进院三进院较多；二是几乎每个古院落
不但建有临街门楼，院内屋门也建有简
介而不失典雅的门楼；三是屋顶四周垒
砌骑马墙，墙角处凸起，形如宝塔，有的
留有射击孔，有明显的防卫作用，美观而
符合“要想好，屋要高”民俗。李家大院
是全村院落翘楚，闻名北小庄一带。李
家大院坐落于东皋门内东西主街北侧，
由三组相连的院落组成，最东边一组为
两进院，另外两组为三进院；每一组院落
的头进院为本组院落主院，中间一组主
院为三层楼，东西两组主院为二层楼；三
组院落设有侧门相互连通，遇有红白喜
事和过年节庆，三个主院和八个小院落
的侧门打开，人员自由往来，既方便统一
调配人员，又增加了家族成员同喜同悲
的气氛，使家族关系更加紧密。毫无疑
问，只有两进院落的东边一组院落主院
是李家大院的精华。临街屋墙上圆润的
拴马石，门口旁高大的上马石，气派的门
楼，虽然失去了往日风采，但你仍可想见
院主人的高贵与儒雅。登上整齐的石台
阶，走进院落，三面精美而大气的屏风给
人震撼之感。主房坐北面南，飞檐抱厦，
高座五级青石台阶之上；南北配房开有
四扇木门，门两侧是雕花木窗，门楣上分
别浅雕“名礼仪”
“ 谦郎文”三个大字，垂
柱和雀替木雕精美雅致，富有人文精神。
东石善人耕读传家，无论习武经商，
均以信义为本。清朝中期，张光居自幼
习武，功夫高强，一生行侠仗义，除暴安
良；他在本村及周边村庄负责安全保卫，
看 家 护 村 ，保 卫 了 乡 里 安 全 和 乡 民 利
益。王世奎则武艺高强，气功功底深厚，
两人应邀一起到唐山打响马，远近闻名；
后人把其事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演出，
大受乡人欢迎。康乾盛世之时，李家家
道殷实，为富且仁，在村里修建皋门，起
建戏楼和三官庙时慷慨解囊；一般人家
则出工出力，全村人同心协力建起了东
石善公共设施。清朝末年，邢台昔阳商
人集资修建古商道，本村铺设村南骡马
驮道，以至于鹤度岭西侧的山西省疙瘩
店铺石道，李家都捐资相助。由于努力
耕作，信义经商，注重人才培养，李家逐
渐培养出了栋梁之才。清末，李富增考
中秀才，儿子李玉英则就读新学堂，成了
直隶第二师范的校长，后回邢台任专属
教育局长；李守哲在保定二师毕业后，毅
然回到家乡，参加了八路军，之后随刘邓
大军南下大别山并担任邓小平秘书，为
民族解放做出了应有贡献……
如今，东石善已经被评为省级历史
文化名村，全体村民捐资 10 多万元，正在
修葺历经岁月风吹雨打而显得破败的古
戏楼，唱一曲保护利用古村落，发展太行
山村民俗文化游的大戏。

邢台作家

石善村名的来历源自一个神话传
说。很久以前的建村初期，这里常发洪
水。一年夏天，阴雨连绵，暴雨如注，山
洪暴发，冲毁了田地和道路，冲走了家禽
和牲畜。万般无奈，村民集中到村后十
八亩高地屈膝长跪，祈求上苍保佑。玉
皇大帝闻讯命哪吒率领天兵天将下凡镇
妖。哪吒腾空飞临人间，手执风火轮把
妖魔击死在北枣洼山顶。白马河随之风
平浪静，红孩儿升天复命。可是，受伤的
两个天兵和一白一红两匹天马被困河
中，并带伤奋力搭救落水灾民。村民连
夜在河岸栽木桩，围马圈，准备好生安置
受伤兵马。然而天亮之后，村民怎么也
找不到天兵天马，只见河流中央横卧着
一红一白两块马形巨石，一些被从上游
冲下来的老幼难民坐于其上。难民自述
是被兵马所救，拽马鬃上马背，保住了生
命，可黑夜中两匹马变成了石头。听罢，
村民急忙找寻两名受伤天兵，后来人们
终于在河流两岸找到了两块威武矗立的
巨石。大家终于明白：天兵天马化作巨
石永远与村民相伴，以帮助消灾解难，护
佑生命。被救的上游灾民陆续返回家
园，他们把亲身经历告诉众人，盛传此地
人好、石头善良，能消灾救人；久而久之，
石善就成了这个村落的代名词。这个神
话传说反映了当地人们的期盼和美好愿
望。1983 年，邢台县地名普查时，为避免
和本县枣园乡石善村名重复，就把该村
改为东石善。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东石善地处太行
山中山区，属邢台县北小庄乡管辖，村民
720 多人，耕地 540 亩，山场林地 12000
亩。村落紧邻 321 省道，南北西三面青
山环绕，东面白马河流水淙淙，明清时
期顺德府通往昔阳榆次以至于太原的
古商道挨村而过，可谓环境清幽，交通
便利。
优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很早
以前就有人类活动。村南不远处有距今
20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遗
址，对研究太行山东麓冀南地区旧石器
时代文化序列有重大意义。南面十华里
处的三尖山，气势雄伟，接地连天，是西
黄村镇和北小庄乡分界线，山上有被附
近村民称为“寨环”的古石墙和营寨遗
址，应为黄巾军中央大寨的南部防线。
北沟跌台瀑布，飞流直下，一泻千里，沟
内白杨参天，阴翳蔽日；子牙洼松林茂
密，清风阵阵。村西不远有皇姑崖，民间
传说三皇姑自南和县白雀庵到此修行，
因野兽出没，不得安宁，又去凌霄山附近
的寺沟落脚，怎奈寺里和尚品行恶劣，常
来打扰，三皇姑只好翻山涉水，历艰难险
阻，再寻清幽之地，最终停留在群峰巍
峨、深涧幽谷、清净秀丽的苍岩山超度凡
尘。
自李姓于 1403 年从山西移民而来，
王吴张广刘白陆续迁来。其中，李姓人
口最多，已繁衍 20 余代。各姓先祖吃苦
耐劳，勤奋创业，营造了颇具历史文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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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牛王庙古戏楼

郝书红

冒着微微细雨，我再一
次 来 到 了 牛 王 庙 ，说 再 一
次，是之前我曾多次来过牛
王庙。小时候，每年的三月
十五，我都会跟着母亲来赶
会，不仅是为了串亲戚，听
母亲讲牛王冷水显灵救病
牛 的 传 说 故 事 ，更 喜 欢 的
是，在母亲去上香磕头祭牛
王时，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
戏楼里看戏，还可以数那些
据说是谁也数不清的大柏
树。
这座牛王庙，建在内丘
城西 13 公里处王交台村的
小土丘上，一条平缓的小河
自西向东绕土丘流过。我
们 当 地 人 都 管 土 丘 叫“ 疙
瘩”，把王交台称作疙瘩交
台。顺着被雨水冲洗得干
干净净的台阶，一步步登上
了“疙瘩”，牛王庙、古戏楼
和那一棵棵大柏树都一览
无余呈现在眼前。现存的
牛王庙为清代建筑，大殿中
间供奉着牛王、五道和土地
三位神仙，牛王坐在中间，
左边是五道，右边是土地。
三位神仙下边是牛王的两
位助手，左边是专司牛马等
牲畜病的专职兽医赵医生，
右边是专司放牛训牛的牧
童小张。据传说，牛王原是
一名道士，因为看中“疙瘩”
这一风水宝地，长期在此处
修行，尤其对牛马等牲畜关
爱有加，经常为牲畜看病，在这一带有很高的威望，
死后被奉为牛王，并在“疙瘩”上建庙祭祀。据说三
月十五是牛王生日，于是每年的三月十五，方圆十
几、几十里的百姓都来祭拜牛王，以求六畜兴旺平
安，
无灾无难。
在牛王庙的右前方，有一座古戏楼，是庙会期
间唱戏用的。每年庙会，戏楼里都要为牛王唱大
戏。这大戏说是为牛王唱的，其实是饱了来赶会的
老百姓的眼福，看一看这戏楼的设计就明白了。过
去，戏楼就是戏楼，一般只为唱戏的搭建个台子和
棚子，这样可以增加演出效果。而且戏楼都要正冲
着神庙，说穿了，戏是为神唱的，至于一般的老百姓
看戏，乃是沾了神的光，随便站个地方看就不错
了。本地有句流传的歌谣：
“从南京到北京，没见过
戏楼挂罩棚。”而这个戏楼设计的稀奇独特之处就
是它是带了罩棚的，在罩棚下面看戏，有点进了戏
园子的感觉，与在光天野地看戏着实不一般。那么
这里的戏楼为何要带罩棚，想来可能是这戏楼居于
高高的“疙瘩”之上，高处不胜风寒，为照顾百姓看
戏，才设置了这一个为观众遮阳挡雨的罩棚。如果
在罩棚周围围上围墙，就与现代的剧场没什么区别
了，
它活脱脱就是现代剧场的前身。
整个戏楼是砖、石、木结构，由戏台和罩棚两大
部分组成。戏台又分前台、后台和台底圈洞，各部
分有各部分的功能，戏台中部有两根高大的通顶立
柱，中间可以挂一帷幕，将戏台一分为二，前后分
开，后面便形成一个封闭式的后台。前台三面敞
开，面积大于后台两三倍，宽敞豁亮，足以让演员施
展走场子，翻跟头。后台三面砖墙，南面墙上方开
一圆窗采光，演员在此更衣，化妆，打盹，换场，绰绰
有余。更为奇特的是，在东墙上设有一通向外面的
石槽，里高外低，里边凿有盆状小池，为演员洗漱后
污水排放提供了方便。戏台底下有一个南北走向
的圈洞，圈洞用青石和灰砖砌成，南边有门通向河
床，北边地面留口，平时石板掩盖，雨季敞口排水。
圈洞不仅有排水功能，而且兼有台上配音，台下消
音，通风降温等多种功能，既是扩音器，又是空调
机。牛王庙和戏楼能保存至今，这个圈洞有很大功
劳，牛王庙和戏楼建在高高的“疙瘩”之上，若是“疙
瘩”中间高四面低四方出水，经过几百年的冲刷，
“疙瘩”也许早就不复存在了，关键是整个“疙瘩”只
有圈洞这一个出水口。
戏楼坐南朝北，与牛王庙交错相对，戏台与罩
棚紧紧连在一起。从正面看，它的造型就像一只翩
翩飞舞的蝙蝠，
“ 蝠”与“福”谐音，自古人们便将其
吉祥寓意赋之于象征图案之上，而这座古戏楼，却
以一种建筑造型来展示这吉祥造型和美好寓意。
这“蝙蝠”代表着“福”从天降，
“ 福”运到来的好兆
头，体现着“遍福”于民的思想理念，寄寓吉祥美
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专家就说，这种戏台与观众
棚连在一起的建造形式，填补了我国剧场发展史
中由独台到剧场的建筑空白，从此，这个原始的剧
场雏形被视为珍贵文物。1989 年，文化部指定将其
制 作 成 模 型 ，在 海 外 20 多 个 国 家 进 行 了 巡 展 。
1993 年，牛王庙古戏楼被定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
位。
牛王庙和古戏楼到底建于哪朝哪代，没有详细
记载，据现存碑文记载，在清乾隆、嘉庆、道光、民国
五年和民国二十年，都曾对牛王庙及戏楼进行过重
修，可见当时牛王庙香火之旺。如今的牛王庙“疙
瘩”，绿水环绕，空气清新，96 株苍翠的古柏护拥着
古香古色的古戏楼和牛王庙。既古朴庄重，又自然
美观，牛王庙和古戏楼正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深
厚的人文积淀呈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