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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味

好书靓“荐”

诗笺

之文苑津

墨韵之歌 憧憬梦想
首届和平区中小学美术教师绘画作品评选活动“美术作品创作特别奖”作品赏析

近日，“墨韵之歌 憧憬梦想”首届和平区中小学美术教师绘画作品评选活动结束，在市
级美协专家委员会成员点评基础上，特邀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美术教授和美术专家评选出“美
术作品创作特别奖”两个，分别为美术教师徐凌云的作品《红叶燕来》，李矛的作品《憩》。

徐凌云《红叶燕来》李矛《憩》

1979年，我 13岁，小学毕业升入初
中。这一年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年，
纯文学铺天盖地而来，文学梦想正如滚滚
而来的浪潮，裹挟了许多年轻人的灵魂。
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与和平路一见钟情，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那天，我陪外地亲戚到和平路新华书
店买书，家长告诉我，和平路真正体现了天
津地域文化的特点：五方杂处、华洋杂处，
老式建筑平添了岁月的包浆，洋气十足的
味道里沁透雅致的民族色彩，而中西方文
化差异给和平路带来的那种内在张力，正
是它充满艺术魅力的缘由。

从此，我就爱上了和平路，这里的新华
书店也成为我的第二课堂，莎士比亚们隔
着柜台向我遥遥致意，令我心旌摇曳，念念
不忘。我的心灵几乎被文学梦想占据了，

耽于想象的我，在文学的巨大冲击力面前，俯
首称臣。

有一次，在和平路四面钟附近信步闲游，
看到一位老者正在给人们进行义务讲解，他
讲起曾被称为“旭街”“罗斯福街”的和平路的
传奇故事。我听得很入迷，并且暗下决心：有
一天，我要将和平路写进我的文学作品！

为什么要将和平路纳入我的写作版图
呢？或许是首因效应吧？说实话，第一次走
近和平路的那一天，我是很亢奋的。和平路
带给我的惊艳之感是永远无法抹掉的记忆。
实际上，那时和平路的街道还没有拓宽，商业
活动也不如今天这般热闹，不过，和平路气场
的强大，却足以将我这个新时期文学“看客”
的灵魂吸附进去。我好像成了故事的女主人
公：一个独来独往的女英雄，穿梭于和平路、
南市和老城之间，去完成一项重要使命。之
所以有这样的创意，是因为我已经生吞活剥
了大量文学名著，又“鬼使神差”地与历史小
说产生了恋爱般的化学反应，而和平路的历
史文化色彩太浓了，简直就是一本古老而神
秘的书籍，珍藏着大量尚未破译的文化密码，
因此，激起我骊山探珠的勇气。

漫步和平路，我总能看到旧时光的冰山
一角，同时，天津九国租界的历史故事也渐渐
浮出水面，成为我文学书写的背景墙。

后来，我遭遇了生活中的诸般坎坷，每次
练笔，又都以失败告终——或投稿石沉大海，
或创作半途而废，终因生活压力过大而疏离

文学。因此，对于和平路的变迁多为耳闻，极
少目睹——我几乎无暇到这条被人们命名为
“金街”的地方来发思古之幽情了。然而，我
却始终保持着某种奇特的在场感，应该说，金
街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与我的文学梦想
相吻合，甚至可以说，二者须臾未曾分离。当
我生活渐趋安稳之后，又与金街有了一次次
的亲密接触——采访曾经在这条街上工作生
活过的老人们。随着采访的深入，将和平路
写进我的文学作品的想法又浮出水面了。

2013年是我写作事业的一个重要拐点，
这一年，我与和平文艺管理部门签约了平生
第一部长篇小说《日租界的女刺客》（出版时
书名改为《女刺客》）。作为“津塔文丛”重点
文学项目签约作家，我几乎是以一种长驱直
入的方式深入扎根到天津地域文化中去了。

对城市文化的深度思考，使我文思泉涌，
《女刺客》的文字，汩汩滔滔，虽一日千里而不
止。虽然有些内容写得还不太透彻，也有许
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然而，我还是充分享受
到了“神与物游”的创作乐趣。

和平路，在《女刺客》中闪亮登场，许多
细节描写都与我少年时代的感觉密切相
关。百货大楼，当年叫中原公司。我看过一
些回忆性的资料，据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从天津郊区奔往市区时，可以远远看到中原
公司楼身上光芒闪耀的两个大字：中原。我
将这一细节写进了《女刺客》，小说女主人公
丁至柔第一次到天津来，远远看到中原公司

的霓虹灯，心中无比激动。是啊，少年时代
的我与和平区“一见钟情”。许多年之后，我
笔下的丁至柔也是这种心情，遥相呼应，彼
此映衬，这种“代入感”表达了我对城市记忆
的珍惜与眷恋。

在《女刺客》中，和平路暂时还原为当年
的称谓——旭街。旭街，是一个带有日本色
彩的街名，当然，也是一个带有殖民地色彩的
地名。1894年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签署
了《马关条约》，1898年在天津强制1667亩
土地辟为日租界。《辛丑条约》之后扩充日本
租界至2160亩。在《女刺客》一书中，我将抗
日战争时期民间抗战团体“抗日杀奸团”的历
史故事与天津地域文化进行了一番“杂糅”，
同时，也把自己的感受移情到小说人物身上，
这种有温度的写法正可说明——“我与城”是
融为一体的。少年时代留在脑海中的和平路
记忆，终于在一番发酵般的文学阐释中得到
了美好而宏大的升华。

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脚步声，《女
刺客》出版了，而我与和平路的故事却仍在
继续。

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
一书中指出，城市要为现代科技、生命个体和
城市文化提供一个和谐共处、协同发展的空
间，而当下的和平区是那样光彩照人，活色生
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和平路将
拥有更加美丽壮观的风景。

感谢和平区文联为本栏目推荐作品

和平路，文学梦的起点
管淑珍/文 刘彩霞/图

作品名称：《浮生似水》
作者：张映勤
作品类型：散文集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浮生似水》是一部记录城市小人物的散文集。书稿选取

了35位各具特色的城市小人物，对他们的行为、心理、语言及
生活片段展开了细致描写，尽显城市的时代变迁。

该书的作者张映勤，笔名梦石。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佛道文化通览》《世纪忏悔》《寺院·宫观·神佛》《中国
社会问题透视》等作品集。在《浮生似水》这本书中，作者着力
打捞记忆中鲜活的人与事，以平实老道的笔法，抓住人物的特
点，不虚饰、不美化，真实记录时光深处小人物的平凡人生。书
中的许多文章都非常好看，耐人寻味，例如《编辑老吴》《伯母》
《校花唐婉莹》《发小柱子》《房客田老蔫》《铁匠刘》等等。作者
以细腻的手法塑造了诸多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痛失丈
夫后独自带领全家走出困顿生活的“姥姥”，有事业从飞黄腾达
到衰落的书商小汪，有美艳惊人却婚姻崩溃的女邻居……无不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散文集《浮生似水》给读者的另一个感受就是“亲切”。谁
的身边没有亲人朋友、街坊同事、儿时玩伴、各色行业的能手？
作者用心描摹他们的性格特征和生存状态，用平实的写作手
法，勾勒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行为、心理、语言及生活环境，让各
式各样的城市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三十多幅面孔，三十多种
人生，篇篇感情真挚，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真善美的讴歌，给中国
现代城市化进程留下了珍贵的百姓群像。特别推荐读者阅读
此书。老市民可在读中回想，新市民藉此可以了解天津更多的
平民生活。

时光深处的
平凡人生

文博

那日雪花悄悄落下
洗净了思绪和满头黑发
我与雪花说个悄悄话
捎给远方思念的妈妈

那日雪花悄悄落下
打湿了姑娘绯红的面颊

远去的大雁带去我的情书
重温昨日过往的云霞

那日雪花悄悄落下
手捧祈愿和冰晶的雪绒花
母亲的歌谣轻唤着我回家
苦酒乡愁望断了天涯

乡愁
陈凤鸣

纸牌 长方形
手机大你一号
子夜 疲倦了
工友们三五成群

用扑克填满前半夜
只有老李捧着手机
一张张孙子的照片
占据了他所有视线

纸牌与手机
李耀斌

锣鼓听音，粉墨登场。凤冠、珠冠、紫
金冠、帅盔、将盔、霸王盔……在京剧舞台
上，这些与角儿们同台登场亮相的冠、帽、
盔、巾，俗称戏帽，也就是梨园行话里所说
的“盔头”。

中国传统戏曲中，演员装扮角色要“看
人戴帽”；而观众看戏，也常常“以帽取
人”。很大程度上，帽是剧中人身份的象征
和标签。

一款做工精湛的盔头能为演员的表演
增色不少。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掌握盔
头制作这一传统技艺的手艺人越来越少。
“靶子许”在天津盔头制作行里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许氏盔头”一直是块响当当的
金字招牌。一间10平方米大小的家庭作坊，
一摞摞粗厚的硬纸板、一个用了六七十年的
木墩、几把手柄磨得程亮的老刻刀……

自从老伴儿许振帮去世后，“许氏盔
头”的传承人张春玲少了帮手，但她仍旧就
在这间小作坊里忙碌着。一顶顶华丽耐用
的盔头，经历一道道繁琐的工序，在她的手
中诞生，走上京剧璀璨的舞台。

张春玲说：“以前都是我和老伴儿一起
在作坊里做盔头。现在一个人了也只能是
多做做活儿，也少想想他。我二十岁嫁到
人称‘靶子许’的许家……”从张春玲的话
中，笔者大抵了解了“靶子许”的手艺传承：
清光绪年间，许振帮的祖父许新一曾在专
为御用戏班做戏衣和把子的“永茂盔头铺”

里当学徒。1926年，他看中了天津这个梨园
兴盛之地，于是落户南市开了“许记新德庆盔
头铺”，制卖各类盔头以及舞台道具。到许振
帮这一代，已经传承了三代人。

1979年，张春玲嫁给了许振帮。虽然没
有任何美术功底，但张春玲心灵手巧，在公公
许宝亭的口传心授下，掌握了许氏祖传盔头
制作的全活儿。

京剧表演中，冠帽是人物身份地位的象
征，因此，盔头很重要。一般来说，盔头分为
冠、盔、巾、帽四大类。冠，是帝王贵族的礼帽；
盔，是武将佩戴的硬帽；巾，多是配便服穿戴
的；帽类最杂，有软有硬，种类也多……传统
的盔头样式各异，约有300种之多，常用的也
有100余种，每种盔头的样式均有严格区分。

许氏盔头，几代人始终沿袭古法，以纯手
工打造戏曲盔头。画样、刻活、掐丝、加纱、合
里儿、刷红土、沥粉，贴金、点绸，承活儿。环
环相扣的精工制作，无不体现着时光流转中
传统技艺的积淀。

华丽的盔头在灯光下流光溢彩，看起来
非金即银；然而，事实上制作盔头的主要材质
是纸。

一款定制的盔头先要根据角色需要设计
图样。男子的盔头，一般以龙、蝠、云、水为
主；女性盔头一般是以凤、蝴蝶、花为主。这
些传统的图案，张春玲烂熟于心。一张纸、一
支笔，她略加思索，漂亮的图案便信手拈来。

画好的图样被拓在八层厚的纸板上，先

剪出盔头的轮廓，再用刻刀做镂空雕刻，称之
为“刻活儿”。

刻活儿，是一道吃手劲儿、费眼神儿的工
序。以前，这主要由老伴儿来做。自从老伴
儿去世，凡事张春玲都要自己来。年近六旬
的张春玲刻刻停停，对每个线条，都力求贴
合。否则，合里儿时，各层会错开，合不拢，功
亏一篑。

盔头的胎体得有“筋骨”。不然，纸板做
的凤头、花瓣等装饰件容易折断。而掐丝就
是为盔头的各部件加“筋骨”的过程。直径仅
16丝的铁丝，要沿着图案起伏迂回的线条运
行。合里儿之后，铁丝就成了包裹在中间的
筋骨，各部件也因此经得起弯折，不会轻易被
撕裂。如此这般，一件盔头能用上几十年，不
散不断。

盔头的制作在刷红土环节，红土要熬到
火候儿，趁热刷到纸做的胎体上，晾干后能增
加纸板的硬度。为增强装饰的立体效果，沥
粉的环节必不可少。骨胶与大白粉按比例调
和；在一定温度下操作，既能使线条流畅，又
不干涩断裂。沥粉，不单单用于盔头，也用于
刀枪剑戟等靶子的装饰。

接下来，就是贴金。薄如蝉翼的金箔对
风的感知，尤其灵敏。即使是夏天，贴金时不
仅也要关上电扇、关上门窗，操作者就连大气
都不敢出，稍有不慎，金箔就会破碎飞散。

贴金后的盔头，各部件还需“点绸”。“点
绸”就是将孔雀蓝的丝绸按照花瓣或者羽翅

的需要，剪出各种形状，然后用胶粘到贴了金
的盔头上。翠羽色与金色银色交相辉映，使
盔头光彩尽现。
“承活儿”是盔头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大

大小小、几十上百个零部件，进入最后的组装。
冠如何地接上额子，怎样地穿订好带须的珠子，
固定好真丝绒球，再挂好飘逸的穗子……

制作盔头是功夫活儿，必然要费些时
日。一般来说，普通盔头需要一两个星期完
成，如果制作一顶凤冠或者帅盔，因工序复
杂，至少需要月余。

有人称盔头制作是毫末技艺，展现的却
是华丽丽的“顶上功夫”。在堆满纸片、铁丝
和胶筒子的作坊里，一顶技艺精湛、美轮美奂
的京剧盔头就这样地华丽现身。

如今，虽然有了机器制作的盔头，但无论
是名家还是票友，对传统手工盔头依旧情有
独钟——因其秉承了传统工艺，也因其散发
着京剧一脉相承的文化馨香。

精致造就“顶上功夫”
当京剧遇到非遗——盔头篇

刘彩霞 文并图

非遗文化
窗外的夜幕暗沉沉的，窗内角落里的书桌却充满了阳光。

记忆中那些与书为伴的日子，总是温馨又甜蜜。
记忆中，童年里甚少玩具也极少零食，我所有快乐的来

源，就是母亲口中那一首首陌生的诗歌。每每下班回家，她总
会换上那件样子古老的白色睡袍，捧着一本书坐到灯下，吟唱
她改编的古怪调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
霏……”从王维的《使至塞上》到苏轼的《水调歌头》，从曹操的
《龟虽寿》到岳飞的《满江红》，在那些或轻柔或激昂的诗文中，
我似乎总能看到那些远古岁月里沉淀下来的奇妙情景。

一首首特奇的调子哼了又哼，一篇篇美妙的诗词听了又
听，日渐长大的我已不满足那些古老的诗词，父母房中的大书
架成了我最爱驻留的地方。《西游记》中的神佛鬼怪，《红楼梦》
里的美食百谈，《水浒传》间的英雄豪杰，彼时尚且年少的我还
无法理解书中那些遥远而陌生的爱恨情仇，家国之叹，常常是
如五柳先生所言的“不求甚解”一般狼吞虎咽。但这并不妨碍
读书成为我的心头好。书架上的书一本本读下去，我也一日日
地懂事了。

步入少年，初识社会，我才发现世间竟有这么多可做又需
做的事。父母督促，学业缠身，同学较劲儿，再加上那些花花绿
绿的新鲜事，我很快适应了这样热闹喧嚣的人生，书籍也渐渐
被我抛在了脑后。可不知为何，这种热闹喧嚣之后，心里却总
空空的，我在虚无中迷茫着，却又抓不住源头。

一个午后，我懒懒地坐在窗边的躺椅。无所事事间，我下
意识地从躺椅下摸出了曾经常翻阅的《林清玄散文集》。那一
行行齐整的蝇头小字有序地排列着，散发的淡淡墨香沁人心
脾。细细品读，字里行间已经品不出原先的枯燥无味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充实，它就像一个无意中再次相遇的老朋
友，亲切又温暖。

我不再为那些琐事心烦意乱，也不再囫囵吞枣地阅读。我
试着再次去走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小世界。细读《雅舍谈
吃》，我能够看到藏在老北京市井中的纯朴与温暖；翻阅《飘》，
我想象着战乱年代中那个坚韧女子的倔强风姿；重品《故乡》，
我开始懂得鲁迅先生埋在字里行间的深沉乡愁。与书为伴，带
给我的不仅是单纯的快乐，那些千年以来积淀的深厚文化，细
微之处的细腻情感，名家大儒们的无上境界，才是我应去找寻
的财富。

捧一杯清茗，搬一把木椅，就这样静静坐在窗下，与书为
伴，让书带我们重温曾有的惊喜与感动。这就是世间最美好的
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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