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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 卫生与健康

美作共赏

戏曲靴鞋，也称戏鞋。在色彩斑斓的
京剧扮戏行头里，无论是生旦净丑，都少不
了一双称心合脚的靴鞋。

根据塑造的角色不同，不同戏服要搭
配与之对应的靴鞋。戏鞋主要有靴、履、鞋
三大类，细分有近20种，厚底靴、朝方靴、
虎头靴、猴薄底靴、快靴、登云履、彩鞋、旗
鞋等。

京剧扮相穿戴严格，在靴鞋上出了差
错，角儿就闹了笑话，上台就出了大丑。

有身份的文臣武将、帝王、士大夫等，
要穿厚底靴；丑角扮演官员、文人、太监时，
穿朝方靴；武生穿打衣、快衣时，多穿快靴，
便于开打；扮演员外和安人时，穿登云履；
扮演夫人、小姐、丫环等穿彩鞋，矮腰薄底，
缎面绣花，鞋面缀有彩色线穗。

靴鞋制作精良与否，影响角色对表演
的发挥。天津关于戏剧靴鞋的制作已有上
百年历史。“天津靴子”以其特定的工艺流
程和艺术风格，成为京剧文化的一项重要
内容。

只有做工精良考究的鞋，才能彰显制
鞋人的真功夫。张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津靴子张”第四代传承人。在他眼里，
只有纯手工制作的靴鞋才够品位。
“天津靴子张”的前身是“天津靴子”。

创始人是原籍山东烟台的宋英俊。上世纪
二十年代，宋英俊和宋云城父子在烟台专
做戏曲靴鞋。一次，京剧名家马连良到烟
台演出，穿用了在宋家定制的厚底靴后甚
是满意，便回赠了一副钢刀和四只葵金花
盆以表谢意。不久以后，宋氏父子接受了
马连良的建议，举家迁到天津拓展业务。
天津是全国有名的“戏窝子”。他们做的靴
鞋很快受到戏曲名角和爱好者的追捧，人
称“天津靴子”。

据“靴子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
华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张金有师
从宋云城学做戏鞋，得到师傅的真传，做出
的靴鞋结实耐用、精致古朴，打造了‘天津
靴子张’的美名。这做戏鞋的手艺传到我
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了。不管是老熟人，还
是新客户，每一份订单都得认真对待。咱
不能丢了手艺。”
“靴子张”制鞋的原料遵循传统。鞋帮

面料是杭州纯丝大缎，有光泽、上档次；里

料则用纯棉布，吸汗贴脚；厚底用纸压制，分
量轻、有弹性；底皮选用高级牛皮，结实耐磨。

以厚底靴为例，制作分三大步：制帮、制
底、成鞋。每双厚底的制作需要近千张加压
后的毛头纸，这样的鞋底才更瓷实、不易变
形。压纸利用压台完成，切靴纸则只凭一把
刀，需压上全身的力量才能完成。接下来，纳
靴底更是考验硬功夫：先用半尺长的钢锥扎
透两寸半到四寸半不等的厚底，再用钢针把
蘸湿的麻线带过，最后用锤子砸实……

谨遵祖训，一针一线，张华都不敢马虎。
几十年下来，他的一双手早已磨出了硬茧，伤
痕累累。

从鞋帮的裁剪、绣图到缝合；从鞋底的切
靴纸、裁底皮到打磨成型；从帮底缝合、定型
晾干到刷白底。下料开工后，历经20多道工
序，最终“落印加封”，一双美观经典的戏靴才
算完成。

京剧舞台用品极其讲究。但凡“讲究”
的，就不能“将就”。马连良先生扮戏时讲究
“三白”——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着靴的
戏服，穿上后要距地面约一寸半，为的就是给
演员“亮靴底”留空间。

京剧靴鞋是传统的，制作工艺也是老派
的。张华一不开店，二不打广告，全凭众口相

传的好口碑，手上有忙不完的活儿。京剧名
角厉慧良、张世麟、尚长荣、谭元寿、叶少兰、
王平、王立军、奚中路、张幼麟等，都穿过“靴
子张”的鞋。

没有秘方儿,没有绝招儿。传统的款式、
古朴的图案，精湛的做工，加上制鞋人精益求
精的那份巧思和坚守，毫无悬念地成就了
“靴子张”的美誉度。

饱含匠心和温度的戏靴，配合蟒、靠穿搭
整齐，演员越发英姿飒爽、玉树临风。适履登
台，足下生辉。婉转亦或高亢的唱腔，优雅亦
或高难的动作，表演者全情投入，嬉笑怒骂、
辗转腾挪间，脚下生风采，国粹得升华。

匠心坚守“足下生辉”
当京剧遇到非遗——鞋靴篇

刘彩霞 文并图

丝路驼铃声（中国画）

张礼军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

家协会会员，高级工艺美术师。毕业
于天津工艺美术设计院，从艺几十年，
在国画、油画、彩墨、漆画、版画等诸多
绘画领域里广泛涉猎与探索，成果颇
丰。作品曾多次在全国性的美术作品
展览会以及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
森堡、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展
出。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众多的作
品。国画作品《观沧海》被国家海洋博
物馆永久性收藏。

春天，多吃些带着苦味的菜可以帮助人们清除一冬天积攒
的内热，对春天的生发和夏天的生长都很有好处。

穿心莲的叶子和花捣烂可以用来治疗青春痘和压力导致
的粉刺，对于因为消化不良引起的幼儿湿疹也有疗效。它味
苦、性寒，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祛燥湿的功效，还含有天然
消炎和抗病毒成分，在春天食用它，对感冒、咽炎、口角炎等都
有预防和治疗作用。

蒲公英微苦，凉拌着很好吃，有很好的清肝解毒功能，对于
扁桃体炎和乳腺炎有很好的缓解。

紫花地丁是一种紫色小野花，在春天随处可见，其性寒味
微苦，也可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焯了凉拌吃，味道很好。

祛火降压“三剑客”非荠菜、马兰头、菊花脑莫属。因为它
们都有祛火、降压的本事，这些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应季礼物。

春天的荠菜嫩芽最好吃，营养最丰富。荠菜含丰富的维
生素C和胡萝卜素，有助于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功能，其
所含的登皮甙能够消炎抗菌，可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常吃
可预防春季流感；荠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可以明目；荠菜
所含有的乙酰胆碱不仅可以降低血液里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的含量，而且还有降血压的作用；减肥的人多吃荠菜馄饨，不
仅能饱口福，里面的纤维素还可以把肠道里的油“吸一吸”。
不过，荠菜虽好，也有无福消受的人群，体质虚寒和平日便溏
者要慎食荠菜。除此之外，孕妇对于此等寒凉之物，也应尽
量避免食用。

马兰头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但无毒。它性味辛凉、微寒，
和荠菜一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利湿消肿之功效。患急性
肝炎、咽喉炎、扁桃体炎、腮腺炎和乳腺炎等化脓性炎症时可以
请它来帮忙。

菊花脑和其他菊花一样，菊花脑也可以做高血压患者的药
膳，尤其是平时有头痛、目赤、心烦、口苦等症状的人，可用鲜嫩
苗煮食，也可用全草及花煮汤喝，剂量不拘。

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初春适合吃点“苦”

律回岁晚，万象更新。第34届“和平
之春”暨第22届“小站稻杯”南市食品街全
国有奖征联圆满落幕。
“和平之春”全国有奖征联活动是和平

区文化旅游的品牌项目，把中国传统文化
与当前形势相结合是这项群众文化活动的
特点，更是22年来秉承的宗旨。本届征联
共有全国各地 352 位对联爱好者发来
1280幅对联参赛，评出获奖作品40幅。
征联内容重点宣传建党一百周年、“和平夜
话”实践活动、津门十景之一“南市食品街”
和天津名牌产品。一幅幅大红春联，表达
出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党
和国家的无限热爱。

按照历届惯例，现将本届获奖作品作

赏析如下：
第一联：南湖红船开时代新天，辛劳为民

立宏图伟业。此联的“机关”除了方位词“南”
和颜色词“红”以外，关键是三个同音字：新
天，辛劳；红船，宏图；为，伟。能够满足这些
条件，对得好也不容易。请看拙作：北京蓝天
响建国霹雳，披肝沥胆书烂漫历程。此联要
想对好，除了“字”要能对得妥当外还要有气
势。像一等奖“东海金波掀世纪巨浪，聚力兴
邦唤今日醒狮”，是用“东海金波”象征“上海
一大”的，与“南湖红船”对应，有较强的政治
意义，也有较好的艺术效果。获得二等奖的
“北京皎雪刷奥运陈史，忱挚迎客观矫将英
姿”写的是迎接北京冬奥会。“北京白衣战新
冠疫情，义勇援鄂称百姓愿心”是写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都很好。
第二联：南市食品街，品种齐全，任君

品。此联的“机关”在于品的词性。品，在汉
字中比较特别，词性十分丰富。从词典中看
到，品字具有四种词性。首先，名词，如食品、
甜品、人品等。其次，形容词，表示程度，如品
红、品蓝等。第三，动词，“任君品”之品，尝
也。第四，量词。请看拙作：北京市区图 区
划各异 依法区。这里，区，基本上具有相似
的词性，还与“品位”相适的“区位”一词。一
等奖的作品“中原名流网 流量各异 靠艺
流”，用了“流”这个字，比拙作更贴近了
“品”的特点。“一流、二流、三流……”另外，
“宗”也有这样的特点，“东土禅宗寺 宗派林
立 凭尔宗”就对得不错，获得了二等奖。还
有朋友用了“成”字，也不错。因为“成”字，
除了具有名词和动词词性以外，也含有“一
成、两成、三成……”的特征和“成色”这种表
示“程度”的词义。很多朋友用了“学”字，但
用法不大妥当。因为在使用“学”时，应当强
调“学派”“学位”“学制”等区别，而不能单纯
使用其名词词性。

第三联：和平夜话都拉家常话，全域旅游
尽展都市景。此联的“机关”除了两个“专有
名词”以外，关键在于前后两个“都”，读音和
词性都不一样。请看拙作：江汉晨钟重启警
示钟，整体推进严查重点村。利用了“重”的
读音与词性。一等奖的“海河晨曲长奏凯旋
曲，英雄院士凸显长者风”，一看便知，是歌颂
人民英雄张伯礼的，用了“长”的两种词性和
读音。两个二等奖也用了这个字“公安天网
长撒强力网，各区行动皆暖长辈心”“外滩晨
钟长敲勤奋钟，无人驾驶独绘长势图”。获得
三等奖的一副对联用了“亲”字，特别是“亲翁
觞”，是说“亲家翁”的，很具生活乐趣。肖金
良用了“曾”字，引出“曾经”与“曾子”的区别，
也很不错。查一下字典，符合要求的字还有
不少，像“朝”“还”“合”等等。不少人都对出
不错的下联。

第四联：味道吸纳百年风，品味小站稻如
品人生百味。此联的“机关”除了“道”与“稻”
是同音字以外，关键在于“品味”是动宾结构
组成的动词，更是“及物动词”。汉语中这样
的词其实很多，比如：关心、造福、钟情、聚焦、
尝食、纠结、讴歌、庆生、省亲、吐槽……请看
拙作：心念惠及万家暖，关心中老年乃关民众
万心。但囿于词汇量的关系，这些“现成的”
及物动词并没有引起重视。一等奖的“歌辞
传承千古韵，吟歌竹枝词似吟时代千歌”，用
了“吟歌”，如果用“讴歌”就会更好些。二等
奖的“情抱历经千叟宴，倾情天津包似倾沽上
千情”中，如果用“钟情”也会更好些，当然“情
抱”这个词也有些生疏，如同“恩信承接千秋
露，感恩中国心必感华夏千恩”中“恩信”一词
一样都不太贴切。

我们相信，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和平之春”全国有奖征联这样的公共文化
品牌，必然会使中华传统文化继续绽开绚丽
之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我们要
乘两会东风，认真落实中央精神，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为迎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
出更大贡献！

初春催日暖 美句绽芳华
评赏“和平之春”第22届全国有奖征联获奖作品

张志玉 文/图

第一联

南湖红船开时代新天 辛劳为民立宏图伟业 (征下联)
北京蓝天响建国霹雳 披肝沥胆书烂漫历程 （张志玉）
一等奖：
东海金波掀世纪巨浪 聚力兴邦唤今日醒狮 （史雅梅）
二等奖：
北京皎雪刷奥运陈史 忱挚迎客观矫将英姿 （尔宝利）
北京白衣战新冠疫情 义勇援鄂称百姓愿心 （赵娅含）
三等奖：
东土黄河写华夏故史 古朴育魂传皇水誉名 （魏京璐）
中土翠墨画神州强梦 铿涌兴国描璀璨星空 （党雅芬）
中国白衣树世界楷模 慨慷抗疫建百载康功 （王家祥）
优秀奖：
东方绿洲改荒山旧貌 久功兴国享闾乡幸福 （魏哲光）
北海白塔见历史奇迹 契苦圆梦标百世元功 （徐斌恒）
北海白塔映九春瑞世 睿略兴富呈百禄星晖 （郭景峰）
东海皓日照神州赤土 炽亮济世辉浩域长空 （毛祖松）

第二联

南市食品街 品种齐全 任君品 (征下联)
北京市区图 区划各异 依法区 （张志玉）
一等奖：
中原名流网 流量各异 靠艺流 （刘美燕）
二等奖：
北津金流港 流风钜美 跻彼流 （周永红）
东土禅宗寺 宗派林立 凭尔宗 （张宝森）
三等奖：
西青大学城 学府高深 由我学 （李 礼）
北京国学馆 学者儒雅 邀你学 （陆广训）
北門古玩店 玩器荟萃 凭尔玩 （王秀英）
优秀奖：
北辰手工坊 工艺荟萃 由尔工 （王海文）
西青鲜花店 花香四溢 令眼花 （曹 平）
东方演说馆 说辞严谨 让人说 （王建新）
北辰唱歌厅 歌曲众多 待我歌 （吴金城）

第三联

和平夜话都拉家常话 全域旅游尽展都市景 （征下联）
江汉晨钟重启警示钟 整体推进严查重点村 （张志玉）
一等奖：
海河晨曲长奏凯旋曲 英雄院士凸显长者风 （常 军）
二等奖：
公安天网长撒强力网 各区行动皆暖长辈心 （郭朝英）
外滩晨钟长敲勤奋钟 无人驾驶独绘长势图 （周 涛）
三等奖：
小站乡情亲享稻粒情 三秋收获欣邀亲翁觞 （蔺洪柏）
中华国史曾迷春秋史 孔孟读罢再购曾子书 （肖金良）
舞台名曲乐听西洋曲 节奏欢快感受乐手情 （宋和文）
优秀奖：
渤海放歌大唱盛世歌 神州抗疫不忘大夫情 （王德忠）
沽上渔夫落忍县大夫 四方行走长迎落梅风 （崔占军）
武汉晚报调查民情报 方仓隔离凸显调控功 （李 兰）
红桥轶事行家讲故事 警探高手智擒行窃贼 （桂绿岩）

第四联

味道吸纳百年风 品味小站稻如品人生百味 （征下联）
心念惠及万家暖 关心中老年乃关民众万心 （张志玉）
一等奖：
歌辞传承千古韵 吟歌竹枝词似吟时代千歌 （李钱贵）
二等奖：
情抱历经千叟宴 倾情天津包似倾沽上千情 （梁凤岗）
恩信承接千秋露 感恩中国心必感华夏千恩 （史鸿杰）
三等奖：
津和敞开三岔口 知津大运河谙知故里三津 （王文荣）
功绩流转千载史 建功新世纪屡建伟业千功 （刘文敏）
春笛抖音三岔口 游春桃花堤畅游津卫三春 （齐忠敏）
优秀奖：
情境传承多日景 思情宝鉴镜似思世上多情 （孙洪文）
行程游览五彩景 修行达坂城似修运势五行 （杨明琮）
合作赢取九州尊 聚合大国策可聚世界九合 （王 巍）
吟声飘扬三径柳 讴吟新城容就讴世事千吟 （王奇顺）

征联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