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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表情

□刘理政 张卡申

爆竹，福娃，喜鹊登枝，群鸡报喜……新春
佳节的热闹氛围，从侯显珍老人的指尖上一一
跳了出来。恰逢鸡年，年逾八旬的“镇平布艺编
制”传承人侯显珍，历时1个多月，把废弃的饮
料瓶、丝线及邻里家的边角布料变废为宝，设计
制作出了百余只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布艺作
品。

在镇平县，提起侯氏传统手工布艺可算是
家喻户晓。说起这门绝活的来历，还得从清朝
后期说起。当年，侯显珍祖上经营丝绸生意，有
一次在山西做完生意，临回老家前娶了一个大
户人家的姑娘邹氏为妻。

邹氏聪明伶俐，人也勤快，自小喜欢纺织刺
绣，尤其精通女红。经她手做出来的绣衣、花
鞋、虎头枕往往比一般人做得更为精致好看，深
得侯家人喜欢。一时间，邹氏做出的布艺在县
城流行了起来。后来，邹氏又亲手将手艺教给
了儿媳妇、孙媳妇、重孙媳妇。

解放前，只有14岁的侯显珍在跟母亲学布
艺制作的同时，又学得了一手钩编手艺。是时，
侯氏布艺制作技艺已传了五代。

“技艺只有经过不断传承与创新，才能显
出来咱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魅力。”侯显珍
说，她大女儿是学美术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想
把祖上传下来的布艺绝活，加入现代元素进
行创新传承，把民间传统艺术发扬光大，让国
内外更多友人了解到中国的特色文化。然
而，大女儿却不幸早逝，一时间让侯氏布艺绝
活后继无人。

为了完成女儿生前的心愿，10多年前，已
年过古稀的侯显珍决定重操旧业。起初，老人
只是简单做一些虎头靴、虎头枕、小花鞋等传统
手艺。这些作品虽然精致，但老人并不满意。
有一回，她看电视剧《红楼梦》时突发灵感，何不
按剧中的故事场景设计人物造型呢？思路定下
来后，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人物的脸谱制作。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物性格，有着不同的脸谱
表情。为了使这一切能够了然于心，老人除了
在纸上不停地绘画外，还从电视剧中深入了解
人物的性格特点。老人历时半年之久，几经失
败，终于制作出了“红楼梦故事人物”系列手工
布艺作品。

自此，侯显珍一发不可收拾。凭借扎实的
传统女红手艺和丰富的想象力，老人将捡到的

废弃物做成了一件件环保的织布机、纺花车、花
鸟、人物等作品。其间，又耗时年余制作出了

“哪吒闹海”“西游记”等系列作品。目前，随着
中外人士尤其是收藏家对中国女红作品的青
睐，老人的作品也先后受到了韩国、美国、日本
等国藏家的追捧和收藏。

当年，侯显珍就是作为侯氏家族“镇平布艺
编制”第五代传承人，入选的省非遗项目名录。
而今，令老人欣慰的是，小女儿、外孙女都成了
她的“得意门生”。而且，她还将学美术专业的
外孙女闫雪飞申报为第六代传承人。

80多岁的侯显珍宝刀不老，技艺不断创
新，几乎每天坚持学习、设计和制作。在她家三
楼的货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各类布艺作
品。先后制作完成了“四大名著”以及金陵十三
钗、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中国神话传说等各类
布艺作品3000余件。

“《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我已制作完
了几个。等到再把《西游记》里的八十一难制
作完成了，我就用我这些女红系列作品申报吉
尼斯世界纪录，让全世界更多的友人了解咱中
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博大精深。”老人
说。8

□陈炜

说起来话长。

庙会，是人们约定俗成于某时某地的自然

会聚。十里八乡的百姓，常常逢会必赶，买卖换

物，约朋会友，吃喝玩乐，别有一番情趣。更有

那闻名遐迩的庙会，历史上千年，场面超级大，

或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或从二月初二到三

月初三，会期前后个把月、日日动辄十万众、香

灰得以千斤计，其引力波远及海内外，一生中不

去融入一次都会觉得遗憾。那种黎明前开始、

天大亮结束，只能听辨声音却看不清对方面目

的“露水集”或者“鬼市”，根本不配叫“会”，顶多

是个“集”吧！

赶庙会总伴随着一种神圣感和仪式感。老

年人讲起某年某月赶某个大庙会时，眼神就会涣

散开来，以缓慢节奏说如何提早半年策划攒劲、

提前两天动身上路，如何路途打尖、住店，最终按

计划抵达，等等。直至说到庙会的精妙处，说到

那乌泱泱的人头、雾沼沼的场景、啧啧称羡的稀

罕，那发散的眼神方才聚拢并放出光彩，言语变

得生动，肢体变得活泛，讲述开始引人入胜。故

事讲完，意犹未尽，让倾听者心向往之，慢等不及，

恨不能起身就套车备马，赶赴一场盛会。

对我来说，赶会远比“会”本身意义更重大。

遗憾的是，我好像也没有赶过什么特别知

名的庙会。一般的集或会倒是经常赶的，上学

的路途就意味着赶一次会，那也是我童年快乐

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还寄居乡下，身高正在一米至一

米五的区间发展，这样的身高和视角正好与庙

会上坐着的摆摊人齐平，也更容易穿过人流的

缝隙接近售卖的物品和食物。因此，我对食物

的深刻记忆和认识大多来自乡间的集和会。

譬如卤兔腿。那只如手枪模样、被精心调

制煮熟了的野兔腿放置在一个高粱秆串并的锅

排正中，厚墩墩、红赤赤、香喷喷，在金色高粱秆

的衬托下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旁边，是一个用

红色高粱秸编制的坛状的器皿，似钵比钵大、像

盂比盂高，中间鼓胀、两端收敛，还有一个带鼻

儿的盖子。它的里面还有五六只同样的兔大

腿。尽管位于丁字路口的重要位置，那器物的

盖儿却很少被姓卜的猎户打开——肉是美味，

却有点儿贵，一只兔腿至少卖两毛钱，乡间百姓

没病没灾，谁愿意花那奢侈钱。有一次，我就用

一张窄窄的、碧绿的、上面印有南京长江大桥的

崭新 2角纸币，掀开了那个神秘的器皿，并成功

取走了一只枣红色的“手枪”。美味啊！我可以

十分肯定地说那是我值得写“史记”的重要时

刻，舌尖的感觉独特而新鲜，咸香中带有一股青

草的味道，甚至让我产生了瞬间的眩晕。许多

年后，当我在河南博物院举办的国际陶瓷双年

展上猛然看到一个似钵非钵像盂非盂、清宫旧

藏的天青色汝瓷器物时，我的遥远的味蕾竟被

它一点点地唤醒，不由想起童年时那次与卤兔

腿的亲密接触。

当然，庙会上不仅仅有卤兔腿，还有六七寸

长的如弹簧样的酥脆麻花、明黄中点缀着红色

枣泥的金丝枣糕、制式各异油炸方法不同但同

样美味的油条，以及可以从中间打旋一圈圈“拆

解”的火烧、被粉色脆嫩的薄衣包裹一吹即露峥

嵘的花生仁……正是：享受美味时的幸福都是

一样的，但感受到的美味却各有各的不同。

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看客。毕竟，不

是每一次赶会，手头都会有一张绿色的 2 角纸

币。

背着书包在庙会上穿行是很惬意的。不必

担心上课迟到，有时你一转身就会发现第一节

课的任课老师正在某个摊位前与人热烈地讨价

还价。

庙会上，能看到很多稀罕。比如，日本洋

车。我指的是自行车，一辆地地道道的日本自

行车。车的岁数应在中年，褐中有黑，接近钢铁

的本色；个不高，本来有些粗壮的加重永久牌自

行车和它一比立马显得高挑纤细起来；轮胎厚

实，宽于国产自行车窄于普通架子车的车胎，辐

条黑色有暗光，不像一般车子的辐条那样银光

闪闪，辐条间更没有戴着红绿相间的装饰性拂

尘圆圈；无铃无锁，不张扬不猥琐，一副阅尽沧

桑、见过世面的模样。它驻扎在一群纤尘不染、

浮光闪烁的“纤弱”自行车里面，仍有鹤立鸡群

的味道。那年月，自行车还都被叫作洋车，其实

只有它才是真正的“洋车”。我不知道那辆洋车

是如何远渡重洋到达中原腹地一个镇子的庙会

上的，它总是宠辱不惊地沉默无语，任川流不息

的人们从身边走过，任旁边牲口市上的猪马牛

羊喧嚣无度，甚至能忍耐一条圈地的土狗把尿

撒到身上。它有极高的身价——300 块，你愿

买不买。他的主人大概也只是将它当作骄傲的

资本在集会上炫耀，并没有真心出卖。否则，如

何在多次的集、会上都会看见它被围观的身影，

听到关于它的讨论话题？

我的年龄还不足以关注这辆车是什么品牌

从哪里涉水而来。只听说它是当年被八路军缴

获，或是日本投降时留下来的，是一件战利品。

现在想来，它身上有太多的故事啊！

那天下午，我在往学校游动的进程中，第一

次与气功撞了个满怀。我至今不清楚那应该是

叫气功还是叫魔术，反正我没有看出任何虚假

和破绽。那一刻，日头偏西阳光温暖，人流涌动

观者如堵，一个细腰梁乍臂膀裸露上身的壮年

大汉打开场子，正抬头叉腿，张开大口，双手将

一柄尺余的青白利刃徐徐插入自己的喉咙。少

顷，他又缓缓地将那钢剑从腔内抽出，环顾四

周，呈送展示，举止如常。

喝彩之声陡起，兼有不太热烈的掌声——

乡间不太习惯鼓掌，那似乎是个洋玩意儿。这

当儿，那汉子又仰头喝了半碗黄色的水，从摊在

地面的包袱皮上抓起了一个洋葱大小的铁蛋，

在众人鼻尖下漫不经心地晃耀一圈之后，扎紧

腰带，蹲下马步，复又张开阔口，把那铁蛋轻轻

塞入口腔。这当儿，只见他面色紫红、两眼冒

凸，伸颈点头艰难吞咽不已，眼见得他那脖子粗

了起来，眼见得他的鼻息沉重起来，眼见得他口

中那铁蛋被他一下下咽了下去……张开大嘴，

红口白牙，不见他物。众人惊奇间，他突然牛吼

一声，低头缩颈，将一个黑物吐将出来，落地铿

然有声。低头细看，正是那铁蛋！已将那地面

砸出一指深的坑。这坑，离我的脚面仅有一尺

的距离！

……

我总想，如果那年代有无人机，如果把无人

机操控在庙会上空15米高度从一端摇拍到另一

端，打印成卷，那一定是另一幅“清明上河图”。

赶会，常常使那个少年物我两忘、不知今夕

何夕。这“赶”是“去”的意思，去了就好！8

指尖上的记忆

赶 会

传承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彦澔

父亲周云伦，81岁；儿子周毓明，39岁。

相差42岁，他俩都是国家电网息县供电公司的职工。提起这对

父子，同事都会翘大拇指：“这爷俩对县里的供电发展贡献可太大了！”

这对父子的事迹，曾被做成了专题片，在全国电力系统展播。

时光回溯，周云伦曾是一个兵。
1955年入伍的他，先后随部队在京津
鲁等地从事电力技术工作，“在当时这
可是一般人学不来的技术活儿。”

天气晴朗。冬日久违的暖阳照在
身上，周云伦老人坐在自家小院里，往
事历历在目，清晰成像。

“1966年我转业回到县里时，整个
县城只有两台柴油发电机，好多人连电
是啥都不知道呢。”

“我家姊妹八个，我是老大。父母
走得早，我在外面时，街坊邻居没少照
顾我的弟弟妹妹。人得有感恩之心和
责任，就算我在外面过得再好，好的只
是自己。”

1968年，在没有技术人员、配套设
备和资金支持的“三无”条件下，周云伦
自己手绘了数十份图纸，带着 4个徒
弟，开始设计建造息县第一座变电站。

“他在工地一住就是半年，回家时
跟野人一样，胡子拉碴、衣服脏得看不
出颜色、头发都结成一绺一绺的，一脱

衣服跳蚤乱蹦。”提及当年，老伴仍忍不
住嗔怪。

“当时很多人连最基本的安全用电
知识都没有，更别提技术含量了。”有次
作业，一位同志眼看要出事，周云伦一
个箭步拉住他，两人一起摔出老远，鞋
底还是被电击穿了。

从此，他成了“技术控”。“周叔人特
别和蔼，但对技术一点儿都不含糊。”当
年跟着他的小徒弟也都沿袭着他的脾
性和“严厉”。

因为一直在一线，周云伦积累了很
多有效且有趣的经验，现在不少人还津
津乐道：“周老提出的三个竹竿一条线
的测量方法，在当年缺少工具时特别好
用。”“有次变电站出了故障，周老看了
一眼就说是蛇爬进去了，一检查，果
然！”

如今，已退休多年的周云伦，依然
爱着电，家里房顶装着太阳能板，屋边
放有风能发电机，屋檐下则是一排蓄电
池……

周云伦五个孩子，三个子承父业。
小儿子周毓明更是他的“得意门生”和
默契“搭档”。

“我的启蒙教育是跟父亲学修各种
电器开始的，14岁就能独自修变压器
了。”提及往事，周毓明笑得像个孩子。

周毓明给人的感觉简单而又纯
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是他的“标配”，
让人怎么也联想不到，其实他早就身家
千万。

大学读电力工程的周毓明，毕业后
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等多所名校“偷师”多年，还曾到多家科
研所做与电力有关的高科技研发，研发
出多个产品，“一有新发明我就会先给
我爸打电话，总觉得我是在实现我俩的
共同理想。”

2004年，周毓明在深圳开办了一
家软硬件开发公司，“每次给我爸打电
话说又赚了多少钱，总觉得他并不高
兴，没有以前我俩聊电力开发的那种快
乐了。”

生意风生水起，但原本无话不说的
父子俩却有了分歧。“有一天我爸跟我
说，他希望我能回来。原因是息县的电
力发展太落后了，需要有人来改变。这

话……呵呵。”
“但现在我理解他了。自己钱赚得

再多，也就是个赚钱，对这个国家到底
有多大意义？”

2010年，周毓明遵从父命回到家
乡，成了息县供电公司一个收电费的。

“不必奇怪我这样的选择，不到基层一
线，发现不了问题，更不要说去用科技
改变生产力了。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一个偏远农村老太太为交5元电费，来
回坐车花了五六元，但如果我登门去
收，骑电动车等成本不算，仅开具收费
票据的成本就两三元，咋都不划算。”

短短几个月，让周毓明在农村电网
的最基层发现了一个个问题，他也把一
份份改进报告打给了公司领导，甚至还
立下了一个个“军令状”。

半年后，专门研究电能技术的“毓
明工作室”出现在息县供电公司。如
今，由工作室扩容而来的“智能电网工
程技术中心”已有近百人，除了对农村
电网的网络化管理模式进行探索，还从
事着低电压治理、光伏发电、降损节能
等新技术的研发。而且，按照周毓明之
前立的“军令状”，所有费用完全由他个
人承担。

小院不大，平房三间。周毓明现在
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不是缺钱盖不起
豪宅，而是根本就没那种欲望。”周毓明
说，每天能和父亲一起坐在院子里喝喝
茶聊聊天，说说共同的喜好，这就挺好。

2016年底才结婚的周毓明，在“洞
房之夜”却出现在了办公室，“我有太多
的事情要做。”

这些年，周毓明带着他的团队研
发的“光伏山顶岛屿户户通电设备”，
成功解决了高山茶园动力用电的难
题；提出的“美丽无碳中国梦想，打造
无碳新农村工程”方案，被国家电网智
能电网峰会评为一等奖；成立的“河南
省低碳智能农村电网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是我省电力系统第一个“吃螃蟹”
的团队……而且，由周毓明和他的团队

摸索出的“微电网”电量网络控制系统，
科学调控了农村电网存在的用电“高峰
缺电，低谷浪费”问题。

周毓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商
业价值也被许多企业青睐。“有一家企
业要用一半股份和 2000万元年薪挖
他，但他当时就拒绝了。”提起这段故
事，他的同事“唏嘘”不已。

这对来自不同年代的父子，身上
却有着同样的执着与坚守。当我们和
周云伦、周毓明父子提起“大国工匠”
这个名词时，周云伦老人笑着摆摆手，

“我们都是普通人，哪配得上这样的称
号。”

一身蓝色工作服的周毓明也在旁
边笑着说：“最多也就是两个小人物对
自己家乡的电网情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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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父子的
家国情怀

“家乡发展好了，那才是真正的好”

“钱赚得再多，也就是个钱”

“在外面再好，好的只是自己”

百姓的节日——丁酉年浚县正月古庙会 陈更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