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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路人

图/王伟宾

□贾黎明

“以前至少需要 5个人干的事情，
现在一个人就干了。我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要把我的专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
人了解它。”捧着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证书，从事司鼓打
击乐半个多世纪的七旬老人王天刚喜
不自禁。

家住孟州市城伯镇西武章村的王
天刚，父亲是位民间艺人，吹拉弹唱样
样在行。受父亲的影响，王天刚从小酷
爱音乐，14岁考入市曲剧团，开始从事
司鼓打击乐。同时，他在箫、竹笛、葫芦
丝等管乐演奏方面也颇有建树。

王天刚历时6年钻研发明的，是一
种专业传统戏曲八组合打击乐器架
——用来放置民间打击乐器的架子。

“虽然这个架子看上去不起眼，却能同
时放置大锣、二锣、手镲、吊镲、边鼓、高
音锣等多种中国传统打击乐器，并且还
配备有照明、手板、插筒、谱台、脚托等
附属设备。”王天刚得意地说，“这个‘八

连体’的问世，打破了民间乐器需要多
人击打的模式，可精简人员并减少不少
开支。”

据王天刚介绍，为保证舞台艺术的
整体性，很多剧团的武场编制是：司鼓
一至两人，大锣、手镲、二锣各一人，梆
子由司鼓兼任。也就是说，一般得五人
配合，才能完成打击乐演奏。“这阵势虽
然排场却不经济，造成了人员浪费和开
支增加。尤其是现在传统剧团生存空
间有限，能节省人员和开支，日子会相
对好过一些。”

“我开始考虑设计这种器架是在
2011年。”王天刚说，那年，连着几场武
戏集中排演，由于经费紧张，演奏人员
缺少，“好些戏都排不下去，我看着心里
可着急，就想：能不能在器架上做做文
章。”

在发明这种器架的路上，王天刚满
脑子装的全是器架，经常通宵达旦进行
推敲和试验。没有人绘图，他就自己
画；没有人备料，他就自己选；没有人制
作，他就自己焊。“这几年他就跟个神经

病一样，家里的事不管也不问，一心扑
在那个铁架上。”王天刚的老伴儿秦牡
丹说这话时，带着些许抱怨。

怎样才能让演奏者操作起来感觉
更舒服？怎样才能确保各种乐器的整
体发声效果？这些，都是王天刚设计中
所要考虑的问题。螺丝的位置、钢管的
壁厚、弹簧的耐力，一个小小的误差，可
能都会影响到整个器架的表现力。王
天刚常常是做了拆、拆了做，不厌其烦，
寻求最佳。经过近 6年反复调试和改
形，终于，一种传统戏曲八组合打击乐
器架于2016年 2月 17日问世，并于日
前正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专
利。

“这种乐器架，还可以根据场地情
况调整坐着演奏或站立演奏呢！”今年
春节期间，王天刚带着这件饱含心血和
汗水的“宝贝儿”，四处配合一些剧团的
演出，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发明不是简单图名，还得让它真
正起作用，更好地服务社会。”他希望他
发明的这个东西能尽快派上用场。8

□王若华

泌阳县城东方红大街路两侧商铺
林立，却冷清得不像商业街。一家名叫

“建民批发筛网”的店铺门口，常坐着个
四十来岁的女人。女人坐着，却从不闲
着，除了招呼偶尔的顾客，就是用竹篾
儿、细窗纱做筛面的箩，一天几十个，批
发给乡下代销点每个能赚五毛钱。她
这手艺，是跟父亲赵松才学的。

赵松才一二十年前就想教她做黄
罗伞手艺，但她咋都不学。她说，这都
啥年月了，谁还用这伞啊？

还真有人现在还用这伞，因为那些
看似结实的金属骨架伞，在寥天野地撑
开了，一阵风吹过，会反着“开花儿”，

“一点儿不实惠”。
有人一直只认赵松才的黄罗伞

——放羊的老李说：“在这县城也真找
不出第二家能做这伞的人。”一个同样
和他在坡里放羊的老汉儿慕名而来，50
元定金缴了，也催过几次，却等了大半
年拿不到伞。几次，赵松才要退他钱，
老汉儿却不收，“我只要伞。”

赵松才说，去年他家确实有特殊情
况，老伴儿病了，一年住了七八次院，就
把做伞给耽误了。老李心里也替老汉
儿鸣不平，见了赵松才，又说不出啥埋
怨话，只说一把伞在你手里，不就是半
晌的事儿？赵松才白了他一眼，“以后
兴许我就不做了呢！”

十多年的样子，赵松才一年只做二
三十把，还都是“定单”生意，就算老伴
儿没病，他也不多做。

几十年前，赵松才可是做了不少黄
罗伞。那时，他在县竹业社工作，职业
就是做伞。“生意好啊，附近几个县都来
买，还远销外省。”想念当年生意的红

火，赵松才脸上却没丝毫喜色。
“做黄罗伞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它至少得经七十二道手，道道有巧儿。”
1975年，在泰山庙乡老家当民兵营长
的赵松才，“顶替”母亲进了大集体的县
竹业社，进了制伞组。那时候，金属骨
架的伞是奢侈品，一个县见不到一两
把，而赵松才他们制的黄罗伞，因为全
靠手工制作，一天制不了几把，“各乡的
采购员都是先交定金，按号排着等供
应。好些人为这还走后门呢！”

1958 年成立的县竹业社，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解散了。“花布伞进来了，县
城的人嫌这土气，年轻工人又不想制，
伞厂就这么没了。”

退休后的赵松才不是放不下黄罗
伞，而是乡下还有不少像老李这样的放
羊人需要它。“平心而论，我看不上那些
花里胡哨的伞，大风大雨在野外，还是
我这伞耐用。”

赵松才决定自己制伞，其实是因为
女儿开了杂货铺，拉他去看门面。“老人
就是给儿女打工的命。”赵松才笑着说，
他不是那种闲得住的人，没有啥生意，
他捯饬着做些筛面箩、簸箕。因为店面
是土杂，不断有人来问有没有黄罗伞，
这才又勾起了他的念头。“主要是制作
麻烦，主工序就得七八道。”截铁丝、刻
竹线、打磨伞把、捆头丝、裁布、熬桐油、
上颜料，“看着简单，孬好动动手就得七
十二遍！”

“截出来的铁丝看着一般儿长，可
砸砸，握握，两股儿拧拧，就又有长短；
再握握，砸砸，铰齐整，两头冲眼儿，全
靠手工。组装时至少10根儿的竹骨长
短、距离、松紧，样样不能有差距。”赵松
才说，“刻竹线”更是技术活儿，“竹线”
是伞的“骨”，得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厚

薄，尤其是撑开伞后还得弧度、韧性相
当，“咱本地的竹竿不行，得用南方河边
的毛竹。”“一把黄罗伞的寿命长短，更
在那些竹线的韧性是否相当，不然伞出
来了弧度也不好看。这全靠个人的手
感。”

“现在的人越来越能，发明的机械
也越来越好使，但就算是有能制黄罗伞
的专业机械，手工撑握的那种感觉，它
咋都比不上。”

对于像赵松才这样的老工匠，裁
布、缝纫不是啥难事儿，“也就是平常
的白洋布”，但要把布匀称地捆扎到
伞线上，绝对是熟能生巧的技术活
儿。

一把伞初步成型。接下来的活儿，
是像赵松才这样有几十年制伞经验的
老师傅都不敢大意的事情——熬桐油
上颜色。“不老不嫰才行，熬不好就扔
了。”赵松才说，一把伞得先上两遍颜
料，叫“打衣”。颜料的底料是皂黄，同
时还得在桐油里对面糊加猪油熬，并不
停搅拌。两遍过后，还得再用桐油另加
10%的调和油，再次油刷。“保存得好，
几十年不掉色。”

“一把伞费这么大劲儿，光料钱都
好几十，我现在一把伞才卖一百块，而
街上的洋布伞，差不多的一把才几十
块，你想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儿，谁
干？”赵松才颇显无奈地说，做伞得批量
做，先扎好，再统一绑布，然后一起刷颜
料，“一批至少得一二十把，太少了不划
算。所以，每年我得看‘定单’，只做一
次。”

“今年我想再做几十把，以后不做
了。”说话间，赵松才还看了女儿一眼，
也不知是不是还有收她为徒的念想，但
他知道，说了也白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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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吴江楠 白晓彦

73岁的“五保老人”李玉品，是长垣县方里
镇敬老院的“院民”。一晃间，他在这里住了十
多年。

1946年，李玉品还不记事儿，但后来他刻
骨铭心地记住了这一年：身为中共地下党的父
亲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由此，他成了烈属。

母子相依为命。“我妈是好人，打小就教我
做好人，做好事儿。”李玉品说，从他记事儿起，
母亲就常跟他念叨，“国家给了咱不少照顾，咱
要跟别人不同，要做更多的好事儿。”

记者和李玉品刚聊没几句，敬老院的管理
员张凤英就开始埋怨上了：“你说说你，咋恁不
让人省心呢？院里几十号人要都像你这样特
殊，敬老院还咋办啊？”许多年了，李玉品总是
一大早出门，天黑了才回来。

李玉品打住话头，勾着头，一言不发间，敬
老院院长付丙增也埋怨上了：“吃穿住用哪样
都不缺，国家每月还给你一千多块烈属补助，
你咋就不能过个正常人生活咧？”

难怪，李玉品的房间杂乱得确实“不像
话”，“破烂儿”堆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来
了检查卫生的，你让我咋跟人家解释？”人也一
点儿不讲究，浑身上下都是拾来的衣服，“每年
都给你发有新衣服，你咋就不穿呢？”

而且，每天李玉品出门，中午饭、晚餐，都
是早上备好的几个馒头和两保温瓶稀粥。“冬
天冷点儿凑合着吃倒也算了，可夏天粥都馊
了，还是人吃的东西吗？”埋怨着埋怨着，张凤
英的眼眶湿润了，“这倔老头儿，谁都拿他没
法儿！”

倔老头

1980年，李玉品当了村民小组组长。“当
了干部，就得为群众着想。”不咋喜欢说话的李
玉品，说出来的话觉悟蛮高。

李玉品修路，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他
说，村里当时没有一条柏油路和水泥路，土路
上只要一下雨都积水、泥泞，拉个架子车、出门
办点事儿都走不成，“我一想，我是村干部了，
该领头把路好好修修。”

“现在，虽然我住进了敬老院，但修路已经
成了我的职业和任务，哪天不摸摸铁锨，心里
空得慌。”

放在李玉品屋门外的，是这样一把铁锨：
一根长长的木棍儿，一头安着圆头锨，一头安
着平头锨。“这是我自己的小发明，各有各的用
处，使着顺手。”

在长垣县爱心协会捐赠电动三轮车之前，
伴着李玉品的是一辆骑了20多年的老式破旧

“28加重”自行车——没有前后泥瓦，一根尺把
长的木棍用布条绑在侧边当支架，横梁上搭着
编织袋改制的兜儿，里面装着两个盛稀粥的暖

水壶、几个馒头和一些咸菜。
李玉品几乎天天都“出门儿”，一去就是一

整天，“一亩多地早就包给别人了，也没啥爱
好，闲着也是闲着，为啥不找点事儿干呢？”

十多年前，已可以在敬老院安享晚年的李
玉品，依然像过去一样，“哪天不摸摸铁锨心里
就可急”。每天早上撂下饭碗，便带着他的工
具和干粮，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行走在乡间土
路上，看到坑洼不平，看到有石块松动就下车修
补一番。顺手，他还会疏通水沟、涵洞，清除杂
草、生活垃圾；顺手，他还会捡拾些旧衣服、破物
件——这些，就是张凤英最“不顺眼”的那些东
西，“你捡些能穿能用的也就算了，乱七八糟的
东西你堆了咱院三间屋，到底想弄啥？”

脾气倔到“没有人敢动他的东西”的李玉
品，面对张凤英的屡屡埋怨，显然不愿跟她抬
杠，只是悄悄地告诉记者：“我已经跟县民政局
的人说好了，过些时让他们来看看有没有他们
能要的，等到哪地方受灾有难了，包括这些年
政府给发的新衣服，我全捐了。”

修路人

风吹日晒，尘土飞扬。严寒酷暑，早出晚
归。

30多年时间，李玉品用最原始的方法修桥
补路，打扫路面积雪，铲除路肩杂草，几乎修遍
了方里镇的每条土路。当各村都修通了柏油
路时，他的步履也由村内转移到了田间地头，
并由方里镇延伸到了周边乡镇，“乡间地头的
路也是路，没有人维护，路不平、坑多，也能摔
伤人呢。”

“他没有手机，没人知道他每天都去了哪
儿，但我们这里方圆几十公里的大人小孩都知
道他，每到一个地方，人们不仅跟他打招呼，还
有叫他上屋吃饭的，可他咋都不去。”敬老院81
岁的王老汉说，“他虽然是五保户，但因为是烈
士子女，除了五保户救助金，还有抚恤金，按说
该过点儿好日子，可他走到哪看见路不平、有
坑了，他都要给平整平整。为这，还搭不少钱
呢！”

“别看我好‘叨叨’他，我咋能不知道他是
好人呢？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哪句不是为了
他好？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你问问他，
他在街上买过一碗烩面没有？可修路有用钱
的时候，他舍得！哪家有事儿日子过不去了，
他给人家塞钱，也舍得！”趁着李玉品出去方便
时，刚才还一肚子牢骚的张凤英说。

为了修路，李玉品不知道用坏了多少把铁
锨。

李玉品一辈子没结过婚。“我连亲都没相
过。我怕结了婚被人管着，修不成路了。”李玉
品说。

每天奔波在乡间土路上，劳作在坑洼之
处，渴了喝一口自带的稀粥，累了撩起衣服擦
擦汗、喘口气，饿了就着咸菜啃俩干
馒……岁月，在李玉品的脸上、手
上，刻下的沟沟壑壑不亚于他修过
的那些坑坑洼洼。

长时间的劳作，李玉品的手腕曾多次脱
臼，十指也明显变形。“我这手没事儿，多干干
活儿还能多灵活些。”

肤色黝黑，弯腰驼背，步履蹒跚，在一条因
雨雪而出现了坑洼的土路上，从早上到中午饭
时，李玉品已修整了约 200米。除了用“双头
锨”挖、拍、平，他还会不时蹲下身子用手抠抠
抹抹……

经常有人问李玉品：“养护公路是政府部
门的事儿，你天天起早贪黑还自掏腰包来修
路，为了啥，图个啥？”

“感恩！”李玉品说，“我一个独身老头儿，
是国家让我住进的敬老院，管我吃住，还因为
我父亲的荣光每月给我那么多钱。钱花不完，
留着也没用，为啥不能把余热拿出来为社会做
点贡献呢？”

也有人问他：“李玉品，你是不是被公路局
花钱聘了，要不你咋恁大劲头儿啊？”

笑笑，李玉品说：“我属于专修乡间道路
的，不用聘，天天都会来。”

30 多年，李玉品
用最原始的方
式，一直在路
上 ，修 补 不
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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