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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想当初你娘生下了你，产后七天得
病疾……爹把你当成明珠盼成器，你把爹
我当成那肉刺往外剔，那时爹我若像你，
哪有你今日五尺躯……”在临颍县南街村
广场，一位老人正在表演豫剧《三子争
父》，唱到动情处，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
引得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唏嘘不已。

这位老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双人
旱船舞”的传人陈金祥。虽然他已经 74
岁了，却处处闪现出年轻人的活力和精
神；他爱唱爱笑爱热闹，一言一行都透露
着戏迷的风采，随时随地为乡亲带来欢
乐。每到周末，他都会组织一些老艺人为
大家表演。《朝阳沟》《称妈》《生男生女都
一样》……一部部经典作品，在老人的演
绎下，每个角色都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陈金祥年轻时当过兵，负过伤，后来
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一干就是近 30年。
退休后拾起父辈的绝艺“双人旱船舞”，曾
荣获多个比赛奖项。2007年，“双人旱船
舞”被列入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陈金祥也被认定为“双人旱船舞”家族
的第三代传人。

“双人旱船舞”起源于清嘉庆年间。
这种表演包括唱、道白、舞板及各种行
船、扬帆动作，伴随锣鼓音乐形成各种套
路。由于表演不受舞台条件限制，一直
是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陈
金祥父辈兄弟都喜欢旱船舞，陈家的旱
船舞以风趣幽默、独特新颖的表现形式
远近闻名。

陈金祥说，父亲和爷爷当初表演不仅
是因为喜爱，更是谋生手段。受到父辈的
影响和家庭的耳濡目染，他从小就痴迷旱
船舞。过去工作不忙时，他会自唱自演，
琢磨旱船舞的故事情节、动作细节；逢年
过节，附近只要有文艺演出，他必会早早
到场，观看欣赏，学习他人的表演技巧。
正因为他对这门技艺发自内心的喜爱和
执着追求，不管什么时间演出，他都能演
得活灵活现、神情毕现，受到观众的热烈
追捧。

每每表演，陈金祥都会身着色彩艳丽
的服装，头戴钩状发辫头饰，手执一把绸

扇，扭着腰身走在队伍前列。滑稽的是，
他还常常男扮女装饰演媒婆角色，如果不
说，他那身段、妆容、神态，插科打诨、惟妙
惟肖，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每年春节、元宵节，是陈金祥和同伴
们最忙的时候。他们不仅要在南街村演
出，还接受外单位邀请，时间排得满满当
当，但不论在哪里演出，从化妆到衣着，从
道具到动作，他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老人有
点黯然。“旱船舞历来是以艺人口传心授
传承，没有固定的师徒关系，全凭学习者
的个人爱好和兴趣。”陈金祥说，“我的父
辈和我们那一代人，的确对这项民间艺术
充满感情和激情，但现在，愿意学习的不
多，肯像我那时候一样钻研动作的更是寥
寥，就算偶尔有感兴趣的新加入者，也多
是为了热闹、解闷儿……”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和他的儿女一
样，都早已走出了乡村。“不管怎样，我还
会继续演下去，‘小车不倒只管推’，老了
老了，得继续发挥余热……”陈金祥说着，
笑了起来。8

“小车不倒只管推”

“师姐”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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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行当·老艺人

□文/董云泽 图/刘艺

一根油亮木棍儿横在肩上，一端挑着
铁皮火炉，一端挑着工具箱、高脚板凳、被
磕碰得露出铁皮的搪瓷脸盆和木制脸盆
架，正应了那句歇后语：剃头挑子——一
头热。

名曰“唤头”的铁制器具，形似大镊
子。行走在村落小巷里，用根小棍自下向
上一拨，“呛啷”一声，这便是剃头匠召唤
主顾的器具。

老王左手拿着一根木棍儿，是因为
他左腿残疾。十多年前，老王的剃头挑
子没了“一头热”。“年纪大了，太重挑不
动。现在也不像以前，到谁家用个热水
都方便。”

人称“老王”的 81 岁“剃头匠”王宝
林，挑着他的剃头挑子，在泌阳县马谷田
镇周边十几个村子行走了 60 多年。十
多年前，他的剃头挑子两头都换成了“蛇
皮袋”：一个装剃头刀、磨刀石、荡刀布、
围布等和板凳、脸盆、脸盆架挑在一头；
另一头的布袋里装着被褥和枕头，“人老
了，腿脚也不方便，每次出门都得好几天
才能回家呢。”

十几个村子都不算太远，但有的地方
要过河，有的地方要翻山。“老伙计们都可
热情，住人家里已经够麻烦了，再用人家
的被子不合适。”

旧年农村理发的场景依稀：剃头匠
哈腰弓背，按低了脖间围着围布的主顾
的头，边推边刮边扯谈，弄得一地头发茬
儿。身旁，一边是填着柴火的铁皮火炉
冒着烟，上面是被熏得黝黑的旧铁桶；一
边是或蹲或站排队等候的村民有一搭没
一搭地玩笑着。有些不剃头但喜欢凑热
闹的孩子在一边玩耍，也有些调皮捣蛋
的娃儿撮捏着满地乱发，从而招惹家中
大人的怒气，带着骂和扬起的巴掌，让孩
子家怯怯却又心有不甘情有不愿地嬉笑
着跑去。

如今让老王展露手艺的剃头场景已
不是这样了。推子基本不用，只是右手拿

把剃刀，左手按低了主顾的头，“嗤嗤”几
刀刮下去，脑袋上的青皮儿露了出来——
这样的套路 60多年不变，但刀下的人儿
却只有那么几十个老伙计了。

“荣杰，等会再刮脸吧？你胡子茬硬，
水不是很热。”74岁的郭荣杰是老王的老
伙计之一。隔不到 20天，老王就会去给
他剃一次。二三十年了，郭荣杰的要求一
直不高，“刮个光头就行。”

刮光头，仍是目前农村“上了岁数的
人”的首选。如今，老王的剃头挑子看似
较以前简单，但“程序”却一样不少：先用
热水浇湿了郭荣杰的头发，打上洗发膏，
抓搔他头皮的力道由轻而重，直到他两眼
朦胧着好似有了睡意，老王这才左手八字
分开，按在他太阳穴和头上，拇指将他头
皮微微往上撑着绷紧，掂剃刀抬右手从前
至后刮去。随着“嗤嗤”声响，锋利的剃刀
在老王手里运用自如——感觉有些钝了，
他还会在挂在身旁树枝上的油腻的荡刀
布上叭叭地抿抹几下，这才让刀刃在郭荣
杰的头上继续行走。

接着是刮脸，腾腾热气的毛巾捂个半
分钟，顺势一抹，香皂泡沫没了，八字手摁
了郭荣杰的面颊，噌噌几刀下去，古稀之
年的郭荣杰便年轻起来。

老王把刮刀插进上衣兜里，两手摁住
他的太阳穴，“先按后锤，再推拿，舒服着
呢！”老王笑说一句，顺手解下郭荣杰脖间
的围布，问：“得劲不？”郭荣杰却是嘿嘿一
笑，说道：“老王，晚上不走了住我屋，跟你
喝两盅！”

早些年常用的面镜，老王现在就没
带过。“以前给年轻人理小平头、分头才
用那物件儿。现在都是老头儿剃光头、
小屁娃儿推‘茶壶盖儿’，谁照那？”老王
挺怀念以前的日子。“最早时每家给点粮
食，还轮流到村民家吃饭，轮到谁家了，
像荣杰这样的老伙计，都会炒个鸡蛋啥
的加俩小菜呢！”

老王是个苦命人儿，6岁时他因左腿
长疮没钱治，留下了终身残疾，离不开拐
棍；8岁时患病的母亲走失，10岁时父亲

病故。“为了生存，我 16岁便跟个老剃头
匠干起了这营生。”

65年走过，剃头匠小王成了老王，规
矩还像原来一样：“每年年底到各村收俩
钱儿，隔半月左右我去一次。”老王说，“现
在一个客户一年收 20块，平均一个头下
来，块把钱。”

最多的一个村，现在还有老王的十来
个“老伙计”。每年一个人 20元的报酬，
远不能维持老王的生计。不出门时，他就
和老伴儿一起打理打理家里的几亩地。

老王有一女一男。儿子和媳妇一直
在浙江打工，却把年幼的孙子孙女留在家
里由他和老伴照顾。后来，孙子大了，也
去了南方，而在县城高中读书的孙女，是
他最大的挂念——“堂屋的墙上贴满了奖
状，她是个读书的料儿。”

“好些年了，俺妮、孩儿、媳妇还有俺
孙子孙女，都不想让俺再干了，想让俺歇
歇。可俺就是离不开这些‘老伙计’。到
镇上理个发，没十几二十几块下不来，他
们那抠门劲儿，哪舍得花这钱！”招呼着下
个老伙计就座，老王笑容可掬地开起了玩
笑。

许是自身有残疾的缘故，老王的老伙
计里有不少同病相怜者。81岁的孤寡老
人郭清德患脑梗塞偏瘫了 10多年，老王
坚持每月至少一次登门为他理发，还不收
费。

老王虽然身体硬朗，但毕竟是八旬之
人，近几年身体不如从前了。“耳朵有点儿
聋，眼有点儿花。但我只要腿脚能走，我
这营生就不会停。”

在这个村里，老王一气儿剃了7个光
头，并给 3个小娃儿理了“茶壶盖儿”，傍
晚收拾东西要走，郭荣杰又来了，带着粗
口笑着：“走啥哩？酒现成的，小白菜煎豆
腐都整好了呢！你在我那儿住一晚咋
了？”

老王留了下来。“喝两盅”也是他的爱
好。不过，尽管喜欢，“工作”时他滴酒不
沾，生葱和生蒜一点不吃，“这是行规，也
是职业道德。”8

剃头匠老王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彭天增

柔声细语，娓娓道来。黄书琴其实是个“傻
大胆儿”——这个名号，不是她小时候被行医的
爷爷叫起来的，而是 20多年前她在大学学法医
时得来的。那年，班里几十个男生、三个女生一
起在停尸间上解剖课，教授边操作边讲解，末了
一句“你把这些刀口缝上”，黄书琴想都没想拿起
了针线。缝着缝着，觉得屋里奇静，猛然发现，老
师和同学们都出去了，屋里只有她一个“站着
的”！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影视里，接下来也许是尖叫
或昏厥，但黄书琴却心平气和一针一线缝了十几具

“躺着的”。“知道什么样的尸体最难看吗？是交通
事故！那一天我缝的无一例外全是。”

出门，发现同学们都站在门外盯着她，才知
道这是专为她设计的“恶作剧”。从此，她成了

“傻大胆儿”。
如今，不单在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

DNA室，很多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叫她“师姐”，包
括一些比她年长的人。黄书琴解释说，这可能跟
她从事20多年的工作有关。

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喜欢”，而是
使命

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 DNA 室成立于
2003年。黄书琴是这里的第一批法医。且不说她
参与侦破的1700多起案件，仅在去年郑州市告破
的几十起命案中，有90%得益于DNA检验提供的
物证。作为侦破案件的直接参与者，黄书琴说——

我当警察22年了。从小姑娘成为“老干探”，心

里苦过痛过，失落过、茫然过，但也笑过、自豪过。从

青涩到日渐成熟，我有很多感悟、很多话想说。先不

提案件，从2005年的一次同学会说起吧。那天，我刚

协助侦破了一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案，轻松劲儿

没过就赴宴去了。老同学大都成了省、市医院的骨

干，不少人当时就月薪过万，当听到我只拿一千多元

工资时，大家很不解，“工资那么少还那么辛苦，图啥

呢？”

图啥呢？这也是我第一次审视自己的选择。当

年报考少有女孩感兴趣的法医专业，不是因为穿上

警服可以引来艳羡的目光，而是我有一个英雄情结，

英姿飒爽的女警形象是我从小就在心里埋下的种

子。这样一想，我释然了：我就喜欢这一行。

仅仅说是喜欢肯定是不够的。举个例子吧，

有天下大雨，因为一起命案的疑难检材需要连夜

检验，我加班时女儿打来电话，哭得稀里哗啦。原

来是她跑去关窗户时，潲进屋的雨水让她摔了一

跤。孩子哭着说很疼，不能动。我鼓励她“别害

怕，勇敢点儿”，她反而号啕大哭说脚腕肿了，很痛。

我说：“没事女儿，躺沙发上别动，妈妈马上回去！”

两个小时后，我才冒着大雨飞奔回家。孩子

一人在家时，心揪着，但也有欣慰：“因为我无暇

顾及孩子，反而让她锻炼出了勇敢、独立的个

性。”但这样的欣慰总是让我摇头苦笑：我有别的

选择吗？

节假日家人团聚时，亲人生病住院需要照顾时，

我却被案件“折磨”着！我知道我不能做一个称职的

母亲，不能做一个体贴的女儿……每每深夜，我拖着

疲惫的身子踏进家门，看见女儿窝在沙发里为等我

回来睡着时，负疚感总会汹涌扑来。

不要以为我是个狠心母亲和工作狂，是一件

小事改变了我——一个寒冬，一起命案案情紧急，

案发第三天了，检材仍源源不断送来，“什么时候

出结果？嫌疑人看押不能超时限的。”当时，我已

在 DNA 室连轴转了两天，赶巧母亲因病住院，我

心情极差，不耐烦地说：“我一直在做着，但你总得

给机器时间吧？”忙到两点多暂时闲下来时，我去

走廊扔垃圾，看到了至今难忘的一幕：送检的同志

在楼梯间坐着一张旧报纸，靠着栏杆睡着了。

借着楼道里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出这张年轻的

面孔有些铁青和浮肿。那时零下七八度，他却睡得

很满足。

那一刻，我再没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当警

察，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喜欢”，因为“喜欢”撑不

起几十年的热忱。支撑我们的，是责任，是使

命。因为无论警察自己有多少艰难，但我们知

道，早一刻抓住罪犯，社会才会早一些、多一些平

安，这是警察的使命，“我们责无旁贷！”

虽然我不像一线干警那样直面罪犯，但我检

验出的结果将是破案的利器。哪怕能让他们少

流一点汗，少走一段弯路，少熬几个夜，你说，对

我来说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20多年了，我就是这样在艰难中执拗地坚持

着，且还在继续……

使命感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责
任心

在侦查局内部餐厅，有一张特殊的“法医
桌”，特殊之处在于基本没有其他科室的人“敢”
在这张桌边坐着吃饭。

在DNA室，时常会摆满鞋袜、枯叶、血渍、污
泥等。血腥恶臭扑鼻而来，但这样的物品会被黄
书琴和她的同事反复扒拉，仔仔细细不敢放过任
何蛛丝马迹。“干这一行，必须用严谨的态度找寻
最客观的公正。”

在DNA室，时间是金钱、时间是生命得到了
很好阐释——黄书琴和她的同事能不能早点提
供有价值的物证，往往决定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
专案组能不能早点得到确凿线索，决定能不能让
凶犯早点落入法网。

2004年 10月，一处出租屋发生血案，21岁
女房客被害。当时，虽然反复查找、检验，却仅在
被罩上发现并检出微量血迹DNA。罪犯不能落
网，受害人父母不断上访，公安机关承受了很大
压力。随后多年，疑似嫌疑人的DNA被反复比
对，但始终不能确认……

2015年9月，我再次对这个案件的物证进行检

验，但所留物证被罩、床单为深蓝色格子图案，肉眼

什么斑迹也看不到。我采用了近年才有的DNA检

验手段检验后，终于在床单上清晰地发现了一处白

色光斑……遁形十多年的杀人元凶浮出水面。

案件破了，犯罪分子却已逍遥法外十多年，

你知道那一刻我心情有多复杂吗？

我还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一个 14岁女孩帮

家人去商场换新鞋的路上遇害，所有物证都指向

了她同班的一个男生，但这个男孩交代的“作案

过程”却又对不上。物证被送到我这里时，我看

了又看，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我自己神

使鬼差地拿起一只新鞋翻看时，帆布纹上居然发

现了一块比芝麻还小的白色斑点……DNA 鉴定

结果把嫌疑指向了女孩家附近的一名成年男子，

案件这才真正破了。男孩的家人千恩万谢，我虽

说着“人命关天，我们肯定不会草率的”，心却再

次沉重起来：如果刚开始就仔细些，再仔细些，就

不会对男孩的心灵留下不必要的阴影。

1998 年 10 月 23 日晚的一起命案，所有物证

都指向了受害人的未婚夫。虽然从上到下多家

部门分别做了相同结果的鉴定结论，但因为其中

重要疑点未落实而使案件悬而未决。DNA 室成

立后，在对往年积案物证进行重新梳理时，我找

到他再次提取了一些 DNA 信息，并对那个疑点

进行了重新比对，“疑点越来越大。”

经过技术处理，我把相关检证信息在公安系统

内部进行了反复分享——我们一直是这样，未能侦

破的案件，信息就不停地滚动发布。2008年 3月，

一个电话从上海公安局打来，“我们这里检查出一

名罪犯的DNA，与你局10年前一个女被害人体内

残留物的DNA基本完全吻合……”

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仔细再仔细。没别的选择，不允许丝毫
差错，因为我们提供的任何一个检验数据，关
系生死。”黄书琴说，目前利用 DNA 侦破案件
已成为刑侦工作的主流。仅去年一年，她就被
授权签发了 286份鉴定书，“这不是写下‘黄书
琴’那么简单，这是法律责任，也是工作职责赋
予我的使命。”

夜色朦胧，DNA室的灯光明亮。看了一眼仍
在忙碌着的同事们，黄书琴忽然一笑，“我女儿很
早就已开始职业规划了，她要学法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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