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京八景”中有“蓟门烟树”一

景，指的北京西直门以北的元大都

城墙遗址西段上树木蓊郁，如雾如

烟的景致，如今为蓟门公园。这是

老北京的意象，北京作家侯磊借此

化成随笔集《北京烟树》的书名，写

他自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记忆，那些胡同人生、街面儿江湖、

古都掌故，都寄望于依依柳烟之中，

抒发着浓浓的怀古幽思。

侯磊是老北京的后代，举手投

足、说话腔调都有老年间那股独特的

北京味儿。作为一名“80后”，他更是

身体力行地传承着老北京的文化，生

在胡同，长在胡同，从没住过楼房，唱

昆曲、听曲艺、练武术、藏旧书，最爱

陪老辈儿人聊天，熟悉他的朋友都说

他像是从古代穿越来的人。

除《北京烟树》外，侯磊的《声色

野记》讲老北京的市井逸闻、野史杂

论，《燕都怪谈》讲北京城的神怪传

说，这三本书共同构成了“北京非虚

构三部曲”，于掌故、八卦、谣俗中呈

现出老北京的风采，一个完整的老北

京通过他的描述变得鲜活而立体。

北京是侯磊进入文学领域的

“根据地”，除了非虚构的随笔，他也

爱用小说记录城市的变迁。与前辈

作家不同，他的小说全然不见皇城

根儿大宅门的傲气或部队大院的激

情，既无达官显贵，也无顽主老炮

儿，有的只是出门抬头随时都能碰

到的那个最普通的北京老百姓。比

如《水下八关》，让人一下子回到了

骑着自行车或跳上“小公共”去找同

学换游戏卡的日子，跳绳、踢毽、砍

包，在貌似严肃认真的课堂上幸灾

乐祸地大笑，男生女生间的相处总

是别别扭扭……这些场景构成了一

代人记忆中的学校生活。《女司机》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主人公从内蒙

古建设兵团返回北京，一直写到她

开着出租车穿过世贸天街、蓝色港

湾、SOHO现代城，那种变迁让人

感到时间的流逝，城市越来越年轻，

人却在变老。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背

景之下，他重新解读着北京的市井

文化，讲述着一群在胡同里成长起

来的北京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

在侯磊看来，北京是一座经历

千百年积淀与变迁的古都，他希望

北京变得更典雅、更文明，能保存传

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面，希望每个

人在北京都能诗意地安居。他说他

还会继续写下去，“写写我的家族

史，写写当下城市人的心理状态和

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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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塔老会第十一代传承人

让杨柳青的乡音代代相传

口述 曹桂华 采写 张一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津门法

鼓（香塔音乐法鼓）始创于明代天启

三年（1623年），初名香塔善事，新中

国成立后更名为先进音乐会，改革开

放后称为香塔老会。它是起源于杨

柳青镇十四街（村）的一道民间花会，

昔日盛极一时，百人抬香塔出会场面

蔚为壮观，成为古镇民俗一景。香塔

老会第十一代传承人曹桂华从艺三

十余年，现是香塔老会会头（会长），

他将自己的半生时光交给了老会，更

希望这“杨柳青的一种乡音”能代代

传承下去。

改革开放后恢复香塔老会

老师傅义务给年轻人传艺

在杨柳青，一提香塔老会，没有
不知道的。1978年，十四街村委会牵
头，将香塔老会的老师傅们，如薛桂
林、王益忠、潘再俭、潘再禄、畅玉章、
王益和、王益林、王益山等人召集在
一起，提出恢复源于十四街、历史悠
久的香塔善事。薛桂林拿出自己保
存的1946年建造的鼓台，畅玉章也拿
出了他保存的花挑子和部分经卷。

村委会腾出一间办公室供大家排练，
考虑到香塔善事这个名字有些迷信
色彩，便改成香塔老会。

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
动，村民们白天该上班上班，该下地下
地，都很忙，晚上回家了，干什么呢？村
委会大院门口有一台电视机，有专人负
责开关存放，一到点儿大家就搬个小板
凳去看电视。年轻人坐不住，都在村里
闲逛。那时候我十几岁，也经常闲逛，
有一天刚出来，就听到一阵敲敲打打的
声音，循着声音走到村里一间办公室，
扒头一看，有几个老师傅围坐在一起吹
吹打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演出，
那音乐震撼人心，把我吸引住了。

从那天开始，我不闲逛了，电视也
不看了，天天晚上去办公室看老师傅
们各种吹打敲。村里有好几个年轻人
都去看，有点儿当观众的意思。搁那
看了好几天，有个老师傅问我们：“练
练吗？”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就跟着练了
起来。老师傅们挺好，不仅义务教学，
还刻印了不少乐谱送给我们。

遗憾的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到
生产队上班去了。别看那会儿我刚16
岁，但在村里就算壮劳力了。一肩挑起
一百多斤的大粪，一天得挑好几趟。春
天时还得栽种秧苗，一天下来别提多累

了，晚上就没精神儿再去学法鼓了。
这一晃过去了十来年，1991年年

底的一天，我从家刚出来，就听到一
阵熟悉的吹打声，一下子把我拉回到
过去。顺着声音去找，发现十四街老
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坐着八位老师傅
演奏法鼓。可把我高兴坏了，让我觉
得自己与法鼓是真有缘啊！

这八位老师傅当中，属第九代传
人薛桂林本领最棒，他也是其中五位
老师傅的师父。那会儿他已经七十多
岁了，新社会不兴磕头敬茶拜师这一
套，也不讲究传内不传外啥的，他思想
挺进步，乐意多招年轻人来学习，他义
务传授。我跟着薛桂林师父学了十几
年，他把一辈子的心得都给了我，还给
我讲了很多老会的历史和掌故。

乾隆年间制成七层木塔

那时杨柳青人都爱“跑香塔”

杨柳青老辈人对法鼓音乐非常熟
悉。老会的创始祖叫贾明枝，早年在
外闯荡，做过道士，对道门规矩及各种
道场仪式都比较熟悉。他以行善为宗
旨，借鉴民间宗教的道场仪式为表演
形式，为满足村民婚丧嫁娶、谢神祈福
还愿等需求，成立了香塔老会。

香塔老会是杨柳青三大老会之
一，因阵势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早年
成为天后娘娘的仪仗队，在津门皇会
中属“随驾会”，也是杨柳青花会与庙
会活动中的重要表演项目，乡村农民
每逢三节（重阳节、中秋节、灯节）两
社（春社、秋社）之时都要欢聚一堂，
演奏吹歌，敲打法鼓，颇能增添热闹
气氛。旧时老百姓家做寿、结婚、开
业、搬家、出殡……几乎只要遇到事
儿，也都会请老会前去演出。而老会
始终是义务帮忙。老会还经常参加
本地及周边各地的庙会、花会表演，
可以说丰富了乡民们的文化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农村人的温饱都
是问题。老会服务的人家绝大部分是
穷人，平时连饱饭都吃不上，但家里出
了红白事，按照老例儿不能因为穷就
不办，东筹西措也得把事办了。乡民
们都愿意请老会来家里吹吹打打，因
为老会从来不要钱！等办完事，主家
管顿饱饭，也是很不错的乡情。

我们这个老会名为“香塔”，那就必
须得有塔。但实际上，老会从明代建会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一座真正的
塔。最早用香灰堆成一个塔形，引喻为

香塔，应了那句诗：“香积有年供做塔，塔
来无地不生香。”后来，会头在布帐上勾画
塔形，又改为针绣塔形，名为“布塔”。但
用不了几次，布帐便被香烛熏黄了，极不
美观。于是又用木架搭出一个塔形，但做
工粗糙，在一些节日场合实在有些不上台
面。到了清乾隆年间，才拥有了一座精美
的七层木塔。这个塔是由杨柳青当地名
门安氏帮助老会建造的，每一层都雕刻绘
制精美佛像，极其隆重美观。

此后，每逢年节或丰收喜庆之日，人们
便会抬着这座七层木塔巡街，成为杨柳青
一道盛景，俗称“跑香塔”。杨柳青人以能
加入香塔老会、参与到跑香塔活动中为荣。

1951年，当地主管部门将香塔善事
更名为先进音乐会。老会员王益和生前
讲述过改名的缘由，他说：“那时香塔善
事的成员大约有四十余人，大家常常一
起走上街头，演奏进步歌曲，宣传党的政
策。国家发行国债，村民对此不了解、不
接受，我们又上街演出宣传国债，所以主
管部门将香塔善事更名为先进音乐会。”

香塔老会技艺都在我身上

我真怕传承到我这儿断了

法鼓演奏好多东西需要死记硬背，挺
难学的。我刚接触时，老师傅们先教怎么
识谱，记谱的符号是民间自创的，我一边
识谱一边学习拿笙，老师傅们用橡皮膏写
上发音贴到笙上，帮我们尽快识谱会吹。

香塔法鼓与其他民间音乐表演不
一样的地方，在于即兴特别多，会员都
是跟着头钹（领奏员）的感觉走。头钹
起调开了哪首曲子，其他人就得跟上。
这就要求会员必须掌握大量的曲子，还
得练得滚瓜烂熟。所以说，法鼓音乐真

的不简单。现场即兴演奏太多，我们也
没法提前设计演奏顺序啥的，排练时就
是把所有的曲子都练得炉火纯青，这才
叫本事。除了演奏技艺，还得培养会员
间心领神会的默契，万一头钹临时换人
了，大伙儿很可能不熟悉新头钹的风格，
接不上头钹起的曲，那可太丢人了！

有时候我们还要拜会，说白了就是
法鼓老会之间“串门子”。咱们到了人家
地盘上，头钹位置不可能让给外来人，也
不会和你客气。对方说：“一起玩玩儿
吧！”这里面讲究就多了，如果咱落在演
奏队伍的末座，那就是直接“栽了”。因
为末座代表咱们手不熟，曲也生。所以
咱得往前坐，越靠前，证明能力越强。对
方头钹起啥调，咱立马能接上，不能让别
的法鼓老会瞧扁了咱。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接触香塔法
鼓音乐，一直到今天，成为香塔老会第十
一代传承人，算是把半辈子都献给香塔
老会了。我有幸遇到不少老师傅，他们
口口相传，把老会几百年的历史、典故、
传说都讲给我听了，我有义务把这种文
化传承下去。但传承有个大难题，那就
是法鼓演出没有收入。比如，我们想去
市里参加皇会，不仅没收入，还得自己往
里搭钱。木塔等各种乐器的运输和保存
是一笔支出，几十口子的路费和饭费又
是一笔支出。大伙儿都特别想去参加皇
会，但应付这些支出是个挺难的事。平
日里置办乐器、找场地排练也需要个人
掏腰包。年轻人凭兴趣可能会玩儿一阵
子，但很难吸引他们长期投入精力。我
从不藏私，有乐意学的，是一万个欢迎，
现在香塔老会的技艺都在我身上了，可
爱好法鼓音乐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真
怕传承到我这儿断了！

讲述

曹桂华

印 象

老北京的“80后”
解读胡同市井文化

侯磊 京味儿是一种生活气质
本报记者 何玉新

历来北京就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养穷人的
地方。由于环境和人口因素，北京给许多外地人
提供了多种就业的可能性，而北京的服务体系就
是靠这样的普通人支撑起来的。

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职业，比如卖黄土的、
卖瞪眼儿肉的、换洋取灯儿（火柴）的、倒卖果子皮
二货茶的。卖黄土的人找个板儿车，到城墙上没
砖的地方，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摇煤球或做蜂
窝煤。说不好听了是破坏公物，但一天拉两车黄
土，起码能有饭吃。卖瞪眼儿肉的，在马路边支上
一口大锅，里面炖的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
有，论块卖不能挑，先吃完再数签子结账。买的人
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好挑一块肉多的。换洋取灯
儿的多是妇女，你给她破烂儿，她给你洋取灯
儿，等于是收破烂儿。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儿攒
多了卖给小贩，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有的人
家茶叶只泡一货，晒干了便宜卖给小贩，再沏还
有茶叶味儿。还有卖干劈柴的、卖布头儿的、卖
梳头油的、卖草帘子带狗窝的、卖估衣的……穷人
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营生，三倒腾两倒腾，拼着
缝赚出那点儿嚼谷。

过去北京城最破的地方还是天桥、先农坛
墙根儿一带，比龙须沟还惨。每家的房子都
是用碎砖烂瓦盖的小破窝棚，家家儿挨在一
起，两边形成一条条的小胡同，没有院
子。胡同里靠边儿堆砌了各种杂物，
窗根儿底下就是臭沟，让人没地方下
脚。一路过这儿，就能想起侯宝林
大师在自传里写的事儿。

直到我出生以后，上世纪 80年
代，每条胡同里还都有吃补助的人
家，平常舍不得吃肉，只能买点儿血豆
腐或肺头小肠，回家凑合着解馋（现在
下水也不便宜了）。大家都知道哪家困

难，但从来没人绕着走，更没想过让他们找
外地的亲戚离开这儿。相反，街坊之间都想法
儿帮衬。老北京人恪守礼教，乐善好施，谁家对
穷苦人不好，谁家名儿就臭了，没人爱搭理。

老北京不论贫富，都生活在胡同里，都一样喝
豆汁儿。叫卖、澡堂子、街头巷尾、大爷大妈……
每一个元素拼接起来，便是胡同生活的现场。

写北京不能没有平民气，当然也不能没有
文人气，毕竟这里是古都古城。对于胡同生
活，不能非黑即白地站队辩论，因为生活很复
杂，很难说清自己的好恶与感受。不必议论些
什么，只是尽可能地去描绘它，它就是这个样
子。我想保存住老北京，研读它的历史、传播
它的文化、升格它的精神，这是我能为故乡所
做的一点事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小到大一直住在胡同

想念那时候的街坊邻居

记者：为什么要用“烟树”这样一个意象

来写北京？

侯磊：大多初次来到北京的人，无不抱怨
北京的干燥、土大、风大。无风三尺土，雨天一
身泥，天天暴土狼烟的，小时候我们就叫“下黄
土”，漫天黄沙呼呼地飞，天都黑了，好像要闹妖
精，女士们都习惯面罩纱巾。住在胡同平房，
院子里到处都是土，室内桌案、窗台上总有一
层薄薄的尘土。小时候玩儿够了回家，在脸盆
架子前洗脸，能把洗脸水染黑了，手摸在作业
本上，足以按出五个手指头印。曾几何时，因
为尘土大，所以北京显得土气，人穿得土，新建
筑很土，观念也土。人人都不愿意在尘土中生
活，更愿意早早地逃出胡同的泥塘，所以在上
世纪90年代，谁家住上楼房，都会被人羡慕，可
是现在，还是有人舍不得胡同的交通位置，看
病、上学、买东西都方便。我们“80后”这一代
人，大约是最后一代在胡同里野跑长大、让尘
土裹满全身的孩子了，我觉得，北京的尘土便
是历史的尘埃，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重如泰
山。胡同里的尘土味儿，与学院、书斋、象牙塔
里的味儿截然不同，所以我写了《北京烟树》，来
描述曾经土了吧唧，却又能在世俗世界中寻求
一丝清雅的日子。

记者：您是老北京人吗？

侯磊：我家祖上在北京生活了150年以
上，一直住在胡同四合院。生于1913年的奶
奶把我带大。我经常回忆，小时候奶奶和街
坊邻居坐在院子里或胡同里，吃着水果，喝着
茶，扇着芭蕉扇乘凉，讲的都是过去的事。奶
奶文化程度不高，是最朴实无华、心怀仁厚的

北京老太太。我姥姥、姥爷家是另一种样子，姥
姥上的是辅仁大学，姥爷上的是朝阳大学，姥姥
的兄弟姐妹都是大学生、老革命、地下党。老辈
儿们的言行对我有特别深的影响。

记者：您直到现在还住在胡同平房里，为什

么那么喜欢胡同？

侯磊：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
从没住过楼房。我家住在北新桥附近，这里曾是
龙虎之地，有王府宅门，也有贫民窟。曾经的独门
独院，经过分家和子孙繁衍，现在挤得一塌糊涂。
我住的那条胡同是东西方向的，我家住南边，大约
是在胡同中间。往东的住家儿，每户人家都是半
熟脸，看背影就知道是谁。别瞧不一定叫得上名
字，但大概祖上三代的事儿都听说过。孩子们会
在街坊邻居家玩儿，哪一家做了好吃的，第一想着
是给街坊端过去。后来胡同北面拆迁盖了楼房，
老街坊就不多了。我很想念小时候的街坊邻居，
想念各家的饺子和炸酱面。也许并不是人人都
在回味童年、依恋故乡，但人始终在寻找一个自己
由来的地方。对我来说，那个地方就是北京的胡
同，不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胡同里的街坊邻
居、大爷大妈们，是他们告诉了我这个世界最初的
样子。

在北京随时与古人隔空对话

街头巷尾人人都是历史学家

记者：除了胡同文化，您觉得老北京还有哪

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侯磊：北京是座古城，以前有完整的城墙，
城圈儿里的人在文化上相对保守，新中国成立
后，胡同里的平民，其文化也与古代皇权有隐隐
约约的关联，比如说身边的故宫、北海、颐和园、
景山，就是过去皇帝祭祀或举行典礼的地方，甚
至部分皇家建筑被各种单位占用，很多人都有
在大殿里上班的经历。我们去景山玩儿，永远
离不开崇祯皇帝在此上吊这一话题。因此在北
京总是脱不开历史，随时与古人隔空对话，街头
巷尾人人都是历史学家。近几十年来，在外来
文化的冲击下，很多老观念不好使了，但人们还
是舍不得抛弃它。北京文化现在是多元文化，
给人以活水般流动的灵感，我希望写北京能有
更广的、更国际化的视野。

记者：老北京的传统文化现在还能吸引年

轻人吗？

侯磊：戏曲、评书等通俗文化，在过去是北
京文化的主流，就相当于当今的电视剧和流行
歌曲。而现在这些都成了“特色”，成了小众的
爱好。戏曲、评书的爱好者有自己的圈子，大家
在一起就聊这些，非常单纯，也非常开心。我也
是爱好者之一，如果工作不忙，几乎每天都去听
书、看戏、唱曲。我为一些戏曲老艺术家做过口
述史，也结识了很多年轻的戏曲工作者。身边
和我一样的人其实并不少，我上初中时在补习
班认识的朋友辛明璋，还有大学同学代华旭，都
拜了师，说评书或相声。我收藏了不少旧书和
老杂志，包括清代的线装古籍，因为家里地方
小，只好封在塑封袋里，再装进几个大塑料箱子
里摞起来。有时候我会按照老一套的方式，过
一次传统节日，与朋友们一起找个小院，或在郊
外找个农家院，摆个供桌，供上果品，每人带一
道拿手菜来一起吃，一起画一幅画，每人画上几
笔，最后请高手渲染一番。下午唱昆曲，饭后唱
八角鼓，晚上弹古琴看月亮。

记者：您一直在学昆曲，有没有一些特别

的感悟？

侯磊：我有幸遇到昆曲老师张卫东先生，他
教导我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道德经》，
我跟着他念了这五本古书，也写过《唐诗中的大
唐》《宋词中的大宋》等几本传统文化的书。唐诗
宋词不是古代的学问，而是古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也可以按照古人的方式过精神生活，生活
中穿现代衣服，但心里穿着长衫，用电脑写作时，
就当是用毛笔写文言。我学昆曲很笨，死记硬
背，是一句一句被张卫东先生“喂”出来的，好几
年都找不到调，有一天忽然算算，能唱十几出
了。我最喜欢老生和花脸，唱《望乡》中的苏武、
《刀会》中的关公、《夜奔》中的林冲、《山门》中的
鲁智深。这是中华文明的传承，正是吟诵诗词、
唱戏曲让古代文学从典籍中活了起来。

北京城墙的每一块砖

都可以成为故事的根基

记者：您写的老北京那些事并不全是自己

的亲身经历，如何找准这种感觉？

侯磊：老北京是活的，它从未离我们远去。
北京城墙的每一块砖都包含着一个故事，城墙
早已拆成了遗址公园，但就仅仅那点儿遗址，也
可以成为我讲故事的根基。作家要有讲城砖中
的故事的能力。北京的故事足够写成宅门戏或
年代戏，或是多卷本的史诗小说。以后我还会
写一些非虚构的书，为北京市民，为胡同里的大
爷大妈的生活谈点儿具体的东西。我希望他们
能融入时代，也能继续保持传统。

记者：您怎么评价自己作品中的京味儿？

侯磊：我觉得京味儿是古城的生活气质，而
不是来自于文本。我写各种文章时，都会使用
一定量的北京话的词汇和语序、语法等，方言是
我们的母语，我非常喜欢广东对本土文化的固
守，希望北京人能有这种精神，北京文化也能这
样传承下去该多好啊！谈到京派文学，我觉得
是不受时代限制的，我也不希望受到前辈的束
缚，功夫在诗外，如果学了他们，可能就写不
出那种味儿了。

记者：从写作角度来说，哪些作家

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侯磊：我喜欢现代派文学，喜
欢先锋艺术，也喜欢鲁迅、老舍、
汪曾祺，但托尔斯泰、梭罗、本雅
明、罗兰·巴特、西蒙·波伏娃、苏
珊·桑塔格，以及中国古文、古诗
词、大鼓词对我的影响更大。每
当我觉得普通话表现力不够时，就
会从文言、古代戏曲、鼓词和北京话中
“摞叶子”。总之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想
写的故事和想说的话太多了，如果不写出来
太可惜了。

记者：您在人民大学文学院读过创造性写

作专业，这个专业对写作有哪些具体帮助？

侯磊：写作中，语言、技术、结构可以学，思
想、灵感、创意学不了。写作训练可以培养一位
合格的写作者，但文学以外的东西，决定了能否
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缺少
社会阅历，大家的生活都有趋同性，都是在超市
买东西，在餐厅吃饭，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么还
写什么？但我想，作家能写的还很多，文学还有
很大的发展。《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老师指点我
说，要写出生活细节的质感，从而真实地进入到
生活内部。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

侯磊自述

老北京人恪守礼教乐善好施
街坊之间都想法儿互相帮衬

侯磊
北京人，作家，热衷于北

京史地、民俗、戏曲、掌故的
研究。著有长篇小说《还阳》，
中短篇小说集《冰下的人》
《觉岸》，非虚构作品《声色
野记》《北京烟树》《燕

都怪谈》等。

侯磊

《
北
京
烟
树
》
插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