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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鑫

儿时，对距离最直观的印象就是
去大姐家。每一次出行都像出征，提
前筹划好几天，选择日子、备好行李、
商妥随行人员，然后一行人浩浩荡荡
上路了。天明启程，肩挑手提，跋山
涉水，风尘仆仆，刚好在人困马乏之
际，日落天黑之前抵达，于是一家人
见面欢天喜地，分外亲热。

我家在豫南农村，刚出生不久
就适逢改革开放，见证了乡村的许
多变化。其实大姐家离我家也就四
十里的距离，但在儿时已觉得大姐
嫁到了天涯海角，没有谁走过比这
更远的路程了。母亲常常埋怨父亲
贪杯，吃了提亲人的一顿酒肉就把
女儿的亲事定了，哪如左邻右舍的
姑娘嫁到邻村，回娘家多方便！

改革开放号角吹响的那一年，
农村的日子过得还很窘迫，多数家
庭缺衣少食。因为大姐家在浅山
区，烧柴可以就地取材，还有一些自
留山地种些旱作物，日子稍微富裕
些。母亲曾跟我讲起，就在这年秋
季，家人带着蹒跚学步的我到大姐
家打牙祭。抱着一个娃娃走在乡间
狭窄的稻田埂上实在有些困难，父
亲便别出心裁，为我特制了一顶“轿

子”，找了一副挑子，一头铺上衣物，
让我手握挑绳，端坐篮中，一头放上
土坯以保持平衡。父亲挑着我在前，
母亲提着行李在后，一家人晃晃悠悠
迎着朝阳，快乐出发。时至中午，父
亲已乏，母亲在后气喘吁吁。在跨越
田埂上一个大豁口时，父亲由于力度
有点大，一下子把我从篮子里摔落地
上，我哇哇大哭起来，母亲赶紧跳到
田里，一边抱起我，一边又埋怨起父
亲来，把姑娘嫁到深山老涧里！

秋去秋又来，瓜果大丰收。大
姐家的枣子压弯了枝头，白里透红
的，像是挂满了一个个红灯笼。大
姐摘了整整一布袋，收拾停当，吃过
早饭就背着大枣往娘家送，我想大
姐那时心里一定和肩上一样，满满
的幸福。出门往北走十几里以后，
大姐傻眼啦！在一个名叫老坝头的
渡口前，停满了人，因为那年夏秋季
雨水多，这条石槽河便水满河平，气
势汹涌。大姐守在河南岸，哭了一
下午，坐等水退，直到傍晚又背着大
枣无奈地返回家。从满怀憧憬乘兴
而来，到遇阻败兴而归，大姐是多么
的失望和无助呀！

转眼又是一秋，日子过得越来
越宽裕，但繁重的农活似乎永远也
没有尽头。收完稻子就忙着收割旱

作物，扒花生、割芝麻、砍红麻，日子
安排得满满当当。还没喘息一下，
红麻又沤熟了，适逢秋雨连绵，大姐
披蓑戴笠得赶紧剥麻。不幸的是，
大姐在一天傍晚被邻居家的狗在腿
上咬了一口，顿时鲜血淋漓。一来
道路异常泥泞，寻医问诊非常不易，
二来大姐恨活，风里来雨里去天天
坚持剥麻，竟然感染上了狂犬病，洗
脸怕水，出门怕风，不时抽搐，没多
久就英年早逝，生命永远停在青春
正好的28岁。

闻听报丧，一家人如遇晴天霹
雳，亲朋好友赶紧备上几辆自行车沿
着马车宽的土路向大姐家奔去。一
会人骑车，一会人推车，一会人背车，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 1983年秋冬
之交的一个中午，一家人终于见到了
阴阳两隔黄表纸蒙面的大姐……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 2000年的
秋天。我大学毕业，便和哥哥骑摩
托车去祭奠告慰大姐。砂石路坑坑
洼洼，花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一个叫
天门村的地方后再无路可走，我们
便弃车步行，走剩下的三四里路。
野草没膝，树木参天，山林荒无人
烟，费尽周折才找到大姐的老屋，坟
茔已经和山丘融为一体。见此情
景，哥哥和我都泪飞如雨。

今年立秋时，我回趟老家，和
哥哥姐姐提议再去祭奠大姐。一
行人开上车，风驰电掣，半个多小
时就到达了大姐老家门口。沿途
固淮高速平阔延伸，豫南农村不但
县乡公路宽阔平坦，而且实现了村
村通、组组通，家家户户都通上了
水泥路。看到以前视为畏途的石槽
河，我们特意停在桥上驻足，叹息良
久。以前距离阻隔亲情，如今咫尺
不再天涯！大姐地下若知，该是多
么欣慰啊。

弹 指 一 挥 间 ，四 十 年 斗 转 星
移。人过境迁，我自己已安家北方
近 20年，尽享儿女绕膝之乐。父母
亲早离我们而去，大姐大姐夫也离
我们而去，许多长辈亲戚也离我们
而去。就连大外甥也在县城买房落
户了。处在山清水秀之中的大姐老
宅常年空置，树都长到屋里来了，房
子成了鸟的天堂。

然而我依然对大姐的板栗炖笋
鸡情有独钟，对大姐的音容笑貌记忆
犹新，对曾经走过四十里路上的往事
历历在目。这些人和事时常闯到我
的睡梦中，让我潸然泪下。四十里路
四十年，割不去放不下，那四十里旅
程中，那四十个年轮里，都满载了我
无限的乡情、亲情、姐弟情。1

生活素描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郭小红

深秋的午后，云淡风轻。偃师市府店
镇双塔村村边的山沟里，一大群羊散在坡
地里欢快地吃着草。羊倌李二里拢了拢
羊群，顺手拽了把草，弯下腰细心地喂一
只怀了崽儿的母羊。

“去年我卖了 9只，今年卖了 5只，净
收入 1 万多块哩！”李二里笑得合不拢
嘴。今年雨水足，草好，羊的长势好，李二
里的心情更好，不论干啥总是笑眯眯的，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以前的李二里可不是这样。他是外
乡人，家里兄弟姊妹多，20岁出头就被招
到双塔村当了上门女婿。本来日子也说
得过去，可他妻子、大儿子接连患重病，数
目不小的医药费把本就不厚实的家底掏
空了。小儿子正在上学，李二里成了家里
唯一的劳动力，除了几亩坡地，家里就靠
他养的几只羊糊口度日，是实打实的贫困
户。他其实也是个能干的人，说过大鼓
书，做过小生意，甚至也想过贷款买羊，可
是他的穷在村里出了名，没人给他担保，
更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他。眼瞅着穷了
大半辈子，李二里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
何。愁眉深锁的他整天唉声叹气，不知道
穷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儿。

驻村工作队来了！2017 年年初，驻
村帮扶干部老吴只要有空儿，就会到他家
里坐坐。拉家常的同时，也给李二里讲扶
贫政策。老吴讲得多了，李二里就听明白
了。他说，他对金融扶贫政策里的小额贷

款感兴趣，想贷款多养些羊。“只要你肯
干，钱不是问题！”老吴当场表态，并主动
提出帮他联系办理相关手续。李二里彻
底心动后，老吴为了尽早帮他贷上款，带
着银行的人来了好几趟。一次，天都快黑
了，老吴带着银行的人翻山越岭找到正在
山坡上放羊的李二里，打着手电筒给他和
羊照合影，因为贷款手续里有这一项。

在老吴的帮助下，李二里贷了两万
元，买来十几只羊，翻修了羊圈，踌躇满志
地大干起来……日子有了奔头，李二里也
干得更起劲儿了。每天他起早贪黑，在山
沟里跑上跑下，像养孩子一样养起了羊。
冬天天短，为了让羊吃饱吃好长膘，他索
性 带 俩 馍 ，从 早 放 到 晚 ，中 午 也 不 回
家。看着李二里干劲十足，老吴、村干
部甚至街坊邻居一起给他鼓劲儿，有人
给他请技术指导，有人给他送养羊方面
的书籍……今年年初，李二里又买了些
羊，加上母羊生的小羊，他的羊群从最早
的4只，发展到了现在的62只。

养羊挣了钱，李二里家里的状况也得
到了改善。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他的大
儿子病好了，前不久跟着高中毕业的二儿
子去深圳打工去了。同村的贫困户宋电
升看到以前比自己还穷的李二里发了羊
财，年底脱贫妥妥了，心里十分羡慕，就也
跑去找老吴帮他贷了两万元买了十几只
羊……

“这都是党的扶贫政策好！等我把贷
款还了，我还要扩大规模，脱贫致富奔向
小康。”李二里信心满满。8

四十里路四十年 羊倌李二里

□陈炜 马蕊

她叫王素花，一个 83岁的耄耋老
人，从事刺绣70多年，是“中国民间工艺
美术家”“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汴绣）代表
性传承人”……她说：我就是个“扎花”
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我不
会有今天。

一

车行驶在开封的大街，从市中心往
南走，拐了几道弯，喧嚣渐渐被撇在了
后面，建筑不再流光溢彩，路两边开始
有瘦高的杨树在阳光下摇晃着叶片，哗
哗作响。车停下，一抬头，开封素花宋
绣博物馆——到了。

下车就见到了王素花老人。
瘦瘦高高，腰杆挺直，像门前的杨

树，背却已驼。那应该是她大半生俯身
低头、一针针刺绣留下的时间轮廓和身
体的物理记忆。就像几百年前，米开朗
基罗站在梯架上缩身仰首，常年为西斯
廷教堂的穹顶作画而遗留在身体上的
弯曲。一个仰望穹顶，举一杆画笔，一
笔笔地描摹，直到伟大的《创世纪》完
成；一个俯首低眉，捏一根绣针，一针一
线地刺绣，直到举世瞩目的《清明上河
图》以另一种介质完美呈现。

那个被她称为“家”的工作间里，一个
戴着耳机听音乐的小姑娘，正飞针走线，
针线过处，如彩墨晕染，山水淋漓，烟波浩
淼，青绿之色夺人眼目。正是北宋天才少
年王希孟的巨幅长卷《千里江山图》。

老人眯起眼，神态满是爱怜，柔和
目光里，那层峦起伏、大江旷远的千里
江山瞬间生动起来，一山一水、一亭一
阁、一草一木都如自己的子孙般熟稔而
亲切。她走上前，坐下来，拈起了纤细
闪亮的绣针，她的有些迟缓僵硬的肢
体，开始活泛，她的动作轻盈起来，渐渐
地，她变得如少女一样，仿佛又回到了
许多年前的岁月。

她出生的时候，是上世纪30年代，
兵荒马乱的，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
服。她没有大名，黑黑瘦瘦的一个柴火
妞，家里人就叫她小黑。

她的家在黄河北岸的封丘县潘店

村。父亲好赌，不问家事，一家老小全
靠她的母亲操持着养活。那时候，人祸
天灾，匪盗四起，妹妹、弟弟饿死了，她
的命大，侥幸吃百家饭活下来。小姑娘
口甜、勤快，邻居们都喜欢她，你给一口
馍，他给半碗汤，就在这样极度艰难的
岁月中，她坚韧地生长着。10岁那年的
一天，一个邻居对她说，小黑给你俩馍，
你把这个鞋帮子给扎个花吧。她哪里
会扎花啊！她之前只学着母亲用白线
纳过简单的花草，用花瓣染过颜色。可
她想试试，就应承下来，怀揣着俩热馍
送给了因饥饿而卧倒在床的母亲。从
此，她与绣针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尽管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工艺大师、
汴绣的领军人物，进过人民大会堂，上过
中央电视台，王素花老人还是一口家乡
话，还是把自己的刺绣艺术叫做“扎
花”。她说，一辈子就爱扎花。那不及半
寸、纤如发丝的绣针，普通人哪里拿捏得
好！在她手里却有了灵性，如鱼儿在水
面跳跃，如燕子在堂前飞掠，带着几乎看
不见的彩线，在一块苍白平淡的缎面上，
上下翻飞，日复一日。冬天伴她的是寒
风冷雨，夏天伴她的是暑热汗水，春天来
了，花红柳绿，她还在窗前一针一针地
刺，单调得像田里的野草，秋天到了，蓝
天白云，她还在低头一针一线地绣，枯燥
得如午后柳树梢头的蝉鸣。可她不觉得
苦和累，更不觉得单调和乏味。

老人伸出了她的手，她说我是靠手
吃饭的，70多年了，它们没有停止过劳
动，到现在穿针引线还利索。

这是一双颀长而柔软的手，指尖纤细
而富有弹性。轻轻握住她老人家的手，有
温暖和柔韧传递过来，仿佛通过它抚摸到
了汴绣，丝滑而富有质感。它“走”过的
路，也是北宋画家张择端曾经走过的路，
是天才少年王希孟走过的路，也是宫廷画
师郎世宁，以及齐白石、张大千们走过的
路。不同的是，画家们是用柔软的狼毫在
宣纸上行走，而她是用纤细的针线在丝绸
上跋涉，他们笔走龙蛇，泼墨渲染，势若惊
鸿，她要纤针毫线，上下穿梭，亦步亦趋，
他们一挥而就，她得千针万线——一个快
如脱兔，一个行如龟速。

慢，是一种功夫。
绣一幅《清明上河图》，得用多长的

线？她说那可不短，究竟有多长，从来
没有算过。她在意的是针线的精准，纤
毫毕见，她从不在意线的长度，就像一
个信念坚定的行者，在乎的是抵达目的
地而不是路途的远近和路边风景。这
70多年，她用丝线行走的距离，不知道
绕地球几匝了，假如让丝线从地球伸向
月亮，沿着这根丝线，一定会见到嫦娥。

三

往事如烟。
讲起如烟往事，老人像讲别人的故

事，平静的讲述中，是让聆听者难以平
静的坎坷人生事。

她12岁那年，一个春日的上午，出
大事了。

她的父亲赌博输光了钱，以十斗麦
子的代价，把她卖给了一个富家做童养
媳，那家来领人了。

正在屋里扎花的她忽闻此信，吓得
大哭，浑身颤抖。一个还是孩子的小姑
娘，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个啥样的家
庭啥样的男人，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和
命运。她只听说过，当童养媳就是被人
买去当丫鬟使唤，动不动就要挨打。她
被那个陌生的男人拉扯着要离开疼爱
她的母亲和熟悉的家，就要走向另外一
个陌生。她在门外哭，母亲在门里哭，
她突然双手搂抱着门口的那棵椿树，撕
心裂肺地哭喊着，死活也不离开。

僵持间，一个拉着架子车路过的买
卖人，在矮陋的院墙外将这一幕看了个
清清楚楚。这个善良的人把车停在路
边树下，走进了她家的院子。

拉车人说先把孩子放开，不能抢人
吧。那人说她是我用十斗麦子换的，放
开跑了你赔我钱啊？拉车人就说我赔
你，你把人放开。就这样，那人放开了
姑娘，拉车人把身上做买卖的钱和那车
都赔给了那人。

一家人千恩万谢，却旧愁刚去又添
新愁，如何还人家的钱和车呢？推车人
说不急着赔我，我是见不得孩子往火坑
里跳！我是河对岸开封曹门里的老户，
家里有个正读书的儿子，比姑娘大了两
岁，若是不嫌弃，咱择日换个婚帖，今天

那车算是我家的见面礼，我回家也有个
交代；若不愿意，我回去就说车被强人抢
了，你们慢慢还我钱不迟。一家人慌忙
应承，她也心生感动，点头答允。就这
样，这好心人留下开封家里的地址，只身
回城。娘拉着她的手说，闺女啊，咱嫁鸡
随鸡飞，嫁狗跟狗走，咱可不能反悔啊！

4年后，这个叫小黑的姑娘如约嫁
到了开封曹门里。王素花老人说，人家
不瞎不瘸，不憨不傻，还是个高中生，我
做梦也没想到啊！

四

婚后的日子像针脚一样稠，生活又
如绣缎一样薄，转眼间，她的孩子已经
３岁。时间来到 1957年，开封刺绣合
作社（开封汴绣厂前身）招工了，虽说钱
少活儿累，她没有犹豫就报了名，成了
一名职业绣工。

汴绣源自宋绣，北宋时皇宫就设有
“文绣院”。明代屠隆在《考槃馀事·宋
绣画》称：“ 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
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
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眉目
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
染，较画更佳。女红之巧，十指春风，迥
不可及。”

汴绣真美啊！王素花终日沉浸在
针与线的梦幻中，不知疲惫，忘却时
间。1958年深秋，一个光荣的任务摆在
她们面前：把《清明上河图》搬上绣缎，
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清明上河图》长卷，是张择端留下
的举世名作，其人物牲畜，车水舟船，桥
梁屋舍应有尽有，豆人寸马，市井百态，
五色杂陈，呼之欲出。要将这巨幅长卷
一针一线地刺绣到缎绢之上，难如登
天。在近一年时间里，王素花带领姐妹
们不舍昼夜地劳作，在最紧张的时段，
她三个半月没回过家，丈夫抱着牙牙学
语的儿子来找她，她咬咬牙，不见。

终于，在1959年国庆前夕，王素花和
她的姐妹们完成了这项创举，汴绣《清明
上河图》摆到了人民大会堂。那一年国庆
节，王素花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
庆观礼，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幸福
的泪水汩汩涌出，所有的辛劳困苦都化为

难忘的回忆。在那一刻，她下定决心：一
辈子不离开绣台，不放下绣针。

针下乾坤大，线中日月长。绣制
《清明上河图》时，她和姐妹们在不断的
实践中，发明了滚针绣、反戗绣、拉链
绣、蒙针绣、平针绣等14种新针法。即
使在“文革”最困顿的时候，她也没有忘
记琢磨创新汴绣的针法，成为公认的汴
绣拓展者，被誉为“汴绣皇后”。

几十年来，她一针一线地艰苦跋涉
着，将《洛神赋》《百鸟朝凤图》《八十七
神仙卷》《百骏图》等国画名作搬上了锦
缎，使之焕发出夺目光彩。其中汴绣版
《百鸟朝凤图》长10.5米、高0.5米，工程
之浩大、绣功之精准、魅力之独到已超
越当年的汴绣《清明上河图》。

五

1990年，年过半百的王素花从公家
的岗位上光荣退休，旋即又踏上了自我
创业之路。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兴
未艾，中原大地春风和暖，乘着这股东
风，王素花创办了开封市艺苑宋绣厂，
她要把中国优秀的传统工艺传承下去。

她说，几十年探索创新，我掌握了
老祖宗的刺绣工艺，不能把它带到棺
材里，我要把它发扬光大。她跑遍周
边地区农村和厂矿，招收贫困农家女
孩和下岗青年女工，接收社会残障人
士，免费培训，悉心帮助，十几年来，她
培训成熟绣工 1000多名，从而带动了
近万人就业。

2014年，79岁的王素花又创立开
封素花宋绣博物馆，这是开封市首家民
间刺绣艺术博物馆。

徜徉在宋绣艺术博物馆，琳琅满目
的经典藏品，在呈现宋绣精湛工艺的同

时，也无声地向世人述说着一个80多岁
的老绣工的不老传奇：1995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中国民协联合授予“中国
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2003年荣获“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05年获得

“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2007年被
授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荣誉，
200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汴绣）代表性传承人”……她
说，得感谢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没有共
产党，我可能还填不饱肚子，没有改革
开放，我不可能有自己的事业。

2017年 5月 8日晚，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开封七盛角民俗文化街王素花
汴绣馆握住了老人的手，总理用“炉火
纯青”评价她的技艺，称赞她身上体现
的“工匠精神”。

这些年，她再创作的《五牛图》《韩
熙载夜宴图》等多幅古代名画绣版在内
地获得金奖，她的作品在美国、法国、新
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展
览，成为中外艺术收藏者青睐的对象。
可每一次，看着自己的作品被人抱走，
她都依依不舍，含泪挥别。那是她一针
一线“哺育”的孩子啊！

几年前，与她相濡以沫的老伴走
了，她日渐消瘦下来，背更驼了，可她每
天还要坐到绣台上绣一阵子。这是她
最轻松的时候，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
自我。

更多的时候，她会静静地坐着，思
绪就回到了过去的岁月。这时，她就会
扯起裤子侧畔经常粘着的一根丝线，用
依然纤巧的手指，将细如头发的线一丝
一缕地劈开，再劈开，直到肉眼几乎看
不见。可在她的心里，这根线依然清
晰，绵延不绝。○4

十指春风

绣版《千里江山图》局部

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