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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虎
头
鞋
的
老
人

眼睛炯炯有神，胡须颤颤抖动，一朵祥云在头顶……刚过 2019年
元旦，走进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新村刘玉梅老人的家里，一双双精巧的
虎头鞋引人注目。

“小孩儿穿上虎头鞋，虎头虎脑，虎虎生风，特别可爱。”老人笑着介
绍她小孙子脚上穿的虎头鞋时，眼睛眯成了缝儿。年逾古稀的她，如今
不仅是一家四代40多口人的“大家长”，还是6个女儿一个儿媳做女红
的“总设计师”。

老人的老家在鲁山县农村，在她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之前，村
里的妇女差不多都会这门手艺，“就算真有谁不会做，走不过两户肯定
能找到帮手。”

老人是在少女时代就学会做虎头鞋的。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她
就站在纺花织布的母亲身边打下手。一见母亲做虎头鞋，她就静静地
坐在旁边，看着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制。日久天长，心灵手巧的她自己摸
索着也缝制了起来。

“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鞋啊。俺的两个妹子，都是跟我学做的虎
头鞋。”老人说，她最初做虎头鞋时，就是为了给家人穿。后来，她又逐
渐给左邻右舍的孩子做。因为她缝制精细，往往每年还没到冬季就会
有人找上门来请她做女红，“经常一做就是一整天，要是哪天不做点针
线活儿，心里空落落的。”

嫁到平顶山市湛河区后，老人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她40多岁时
丈夫因病去世后，她一人拉扯7个孩子，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为了维持这个家，母亲经常背着一筺鸡蛋步行几十里，在天亮前
赶到市区卖，晚上回来，脚都跑肿了。回到家后，她还要在油灯下给我
幼小的弟弟妹妹们缝衣、做鞋。”回忆当年情景，老人的大女儿忍不住掉
下了眼泪。

“母亲不仅给我们的儿女做虎头鞋，还给她的孙子、外孙和重外孙
做。”老人的二女儿说，她有外孙女时，母亲早早就张罗着做虎头鞋，不
仅拿着鞋样、针线，一针一线教她学做，还亲自给重外孙女做了一双。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妈就是我们的总设计师，我们姊妹包
括弟媳的女红，都是她手把手教的呢。”老人的四女儿说，她的孩子穿
过的几双虎头鞋，她至今都珍藏着。因为她觉得，这些鞋记载着老人
对家庭的奉献与付出，也传承着勤劳善良的良好家风。

儿媳是小学教师，平时工作忙，老人每天都会赶在儿媳下班前
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做饭时也会考虑儿媳喜欢的口
味。老人的付出，儿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老人穿的、用的，几乎
都是儿媳主动买给她的。“别说婆婆，就连六个姐姐都和我相处得像
亲姐妹一样。”

“做虎头鞋，也是传承。”刘玉梅老人说，至今她每天晚上闭上眼
睛，脑海里经常会浮现母亲当年在油灯下劳作的身影。“对穿着虎头
鞋蹦蹦跳跳的孩子来说，那是吉祥；对一针一线缝鞋的人来说，那是
亲情啊！”

地道的虎头鞋，从打袼褙开始，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
口，再将鞋帮和鞋底缝制到一起，最后再缝上彩线扎的虎须和虎尾，
才算有灵气。

“年轻时我两天能做一双。现在年龄大了，眼睛不好使了，手也不
灵活了，做一双要一个星期。”老人说，很早以前，她就把这门手艺传给
了几个女儿和儿媳，可自己还是“耐不住寂寞”，稍有空闲，她就忍不住
拿出针线来。

两年前，老人开始接触智能手机，玩起了微信。她的朋友圈里，除
了家人、亲戚，其余的四五十个微信好友，几乎都是向她取经“做虎头
鞋”的。不少人还是河北、吉林、广东等外省的。“谁要了，我就把虎鼻
子、虎眼剪好寄过去。”而对于那些专程登门请教做虎头鞋的人，老人总
是不厌其烦，耐心传授。

“母亲是个热心人，将做好的虎头鞋给网友寄去，邮费出了不少，还
总是乐呵呵的。”五女儿说起老人，带着几分自豪。

“正是母亲心好，对谁都好，我们这一大家子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其乐
融融。”老人的儿子说，
因为他的工作变动，20
年来先后换了四五个地
方居住。然而不管在哪
里，老人都能和邻居和
睦相处，连许多年前的
老邻居，到现在还经常
念想着老人的好处，还
会过来走动走动。

“过去，我怕母亲累
着，现在看她因为做虎
头鞋快乐了，我支持她，
准备把她的虎头鞋制作
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
产，让这门传统手艺能
传承下去。”老人的儿子
透露，有关部门关注到
了老人的这门技艺，并
已拍摄了资料片……

老人家的客厅里，
悬挂有一张 40 多人的
大家庭合影。旁边的小
镜框里，是老人带着老
花镜缝制虎头鞋的情
景。1

缝制虎头鞋，是中国民
间传统手工艺。60年来，刘
玉梅老人为四代人缝制过虎
头鞋。如今，在一个 40多口
人的和睦大家庭里，老人缝
制的虎头鞋不仅传递着亲
情，更演绎着家风……

□屈效东

宁陵县乔楼乡王大庄村 21岁的吕
娟，是一位明眸皓齿的姑娘。2018年，
她一连拒绝了好几个追求者，单单来到
城郊乡一个贫困户家里“相亲”……这
是怎样一个爱情故事呢？

前几年，初中毕业的吕姑娘一直在
外打工，一年忙到头挣不到多少钱。
2018年春，她进县城走到西大街时，见
一家理发店正招收学员，又见不少男女
青年在此学习染发烫发技术，她就报了
名，跟店主纪鹏学起了理发技术。日子
久了，吕姑娘了解到 25岁的纪鹏是城
郊乡纪庄村人，他的父亲纪超早年跟着
建筑队盖房，不慎从脚手架上掉了下
来，摔伤了左腿，经过治疗，人虽站立了
起来，但欠下了一些外债，也再不能外
出打工挣钱了。

纪超很有志气。为了还债，更为了
脱贫，他学会了理发技术，又把手艺传
给了儿子纪鹏。手里有了些钱后，纪超
买来花生摘果机、电动打夯机，带着纪
鹏四处劳作，还清了外债，盖了新房，脱
离了贫困。可天有不测风云，2017 年

初春，父子俩开车拉打夯机出外作业时
车翻了，砸断了纪超的脊梁骨。花去
15万多元后，纪超保住了命，可瘫卧在
床上再也不能下地了，还背上了 5万元
债务，又成了贫困户。

纪鹏也是有志气的。为了给家里
还债，他在县城租下门店，利用父亲教
给他的理烫发技术，起早贪黑挣钱还
债。因为家里戴着贫困户的“帽子”，床
上还躺着偏瘫的父亲，找对象成了纪鹏
的“老大难”。“我成儿子的累赘了！”躺
在病床上的纪超一提起纪鹏的婚事，就
愁眉苦脸。

吕姑娘知晓这些事情后，对纪鹏肃
然起敬。她敬这位青年有志气，更敬他
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觉得他就是自己
要找的那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于是，
她向纪鹏坦露了心迹，还把这念头告诉
了自己的母亲。

“妞啊，这两年有多少人给你做
媒？有多少小伙子追求你？你咋就偏
偏爱上一个贫困人家的小子啊？不
行！娘不可能看着你往深坑里跳，你还
得挑个好人家！”母亲的这番话早在吕
姑娘的意料之中，拿定主意的她态度坚

决。于是，娘儿俩有了争执。母亲的
吵，母亲的劝，就像《朝阳沟》里银环娘
阻止银环下乡恁激烈，可吕姑娘还是来
到纪鹏的身旁，向他提出要到他家去探
望老人的要求。

走进纪家门，吕姑娘看到这个农家
院里干净整洁，再看到纪家屋里摆设有
序，她心里可惬意了。纪鹏的母亲对她
说：“娟呀，你愿来俺家当媳妇儿，我一
百个愿意，可我们难拿出彩礼钱，也送
不上金银首饰，可咋办呀？”吕姑娘当场
就笑着表态了：“俺不要彩礼，也不要首
饰，只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家，一个知我
爱我的伴侣就行！”

天到中午，吕姑娘帮纪鹏的母亲做
好饭，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来到纪
超的床前，她先把老人搀起，又一口一
口地喂，说：“叔你也不要太伤心难过，
没有不下雨的天，也没有不长粮的地，
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等我嫁过来
了，我就和俺婶轮番伺候你，也会在理
发店和纪鹏一起打拼挣钱，来医好你的
病，来摆脱咱家的贫困，去过美好的日
子。”病中的纪超听了这话，心里在笑，
两眼放出光彩，脸上乐开了花……

2019 年元旦前，吕姑娘和纪鹏正
式确立了恋爱关系。他们相约，等到共
同把外债还清，他们就结婚！8

吕姑娘相亲记

历史深处

□梁小兰

贺铸（1052～1125），北宋词人，出
生于卫州（今卫辉市）。贺铸身材伟岸，
史说他身高七尺，如果他再长一个英俊
面貌，或许可以帅死人。可老天偏跟他
开玩笑，让他长得像包拯一样黑。黑也
就罢了，眉毛还高耸着，像门神里的尉
迟恭，忽然出现在面前，能把人吓一跳。

贺铸的丑是真丑，于是人家送给他
一个雅号：贺鬼头。知道贺鬼头，是因
为读他的一首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
塘路》：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

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

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蘅皋暮，

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闲情几许？好像一江河的烟草，满
城飘落的花絮，梅子黄时滴滴答答的细
雨。天哪，这情致描述得也太无可挑剔
了吧？我想，若是有谁情到此处，吟起
这词，定会泪流满面，不能自已。这首
词描述的是词人路上偶遇一个美人，男
人见得美人，大约都得多看几眼，若是
独自一人，可能还会盯着看美人到底去
哪儿，直到人家走不见影了，还忍不住
猜想哪个小子这么有福气能和她一起
生活。贺铸也是如此。

贺铸虽然长得丑，但词真的委婉动
人。据说这首《青玉案》一经吟出，便脍
炙人口，贺铸还由此得了个“贺梅子”的
雅号。鼎鼎大名的黄庭坚作一首《寄贺
方回》赞叹道：“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
唯有贺方回。”方回，是贺铸的字。

贺铸长得不怎么样，却是皇亲国
戚，他是宋太祖赵匡胤贺皇后族孙，娶了
宋朝宗室之女。按说他的出身很容易
使他既富且贵，但事实却没有想象的美
好。他性格耿直，不附权贵，不喜谄媚，
虽然 17岁就到军中供职，但 40岁仍是
个小官。他那从小就有的报国志虽得
不到施展，却并不影响他的豪侠性格。

据载，贺铸在太原做监军时，和一
位公子哥同事。公子哥骄横跋扈，贺铸
很反感，察访到他挪用公家财物后，便
将他召到密室，拿着刑杖一一说出这位
公子哥某时盗某物干了某事，某时盗某
物拿回了家中。铁证面前，公子哥惊惧

不已，承认确有其事，贺铸内心涌起憎
恶，大声说：你要是接受我对你的惩罚，
我就不揭发你。公子哥无奈自脱衣服，
将雪白的身体裸露出来，贺铸也不客
气，拿起刑杖将他责打了一番。

贺铸这种做派，哪里像个官呀，活像
个游侠，见到不义之事，定要教训了那不
义之徒才罢。贺铸本就长得奇绝，仅长
相就能让人胆寒害怕，加上这身侠气，
一些为非作歹之人见了他都不敢正视。

北宋词人众多，贺铸别具一格。他
同柳永不一样，柳永的词是晓风残月的
婉约美；他同苏轼不一样，苏轼的词奔
放飘逸；他同秦观不一样，秦观的词凄
迷朦胧……贺铸的词有时清雅极致，譬
如这首《蝶恋花·几许伤春春复暮》：几

许伤春春复暮。杨柳清阴，偏碍游丝

度。天际小山桃叶步。白头花满湔裙

处。竟日微吟长短句。帘影灯昏，心寄

胡琴语。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

云来去。

有时，贺铸的词又剑侠之气凝重，如
这首：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

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

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

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

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

狡穴俄空。乐匆匆。似黄粱梦。辞丹

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從。

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

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

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

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

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东山词
序》中这样评价贺铸：“夫其盛丽如游
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
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
盖有不可胜言者矣。”说贺铸的词华丽
如豪华殿堂，娇艳如妖冶美女，幽愤如
屈原、宋玉，悲壮如李白、苏轼。

贺铸一面豪侠狂放，一面柔情似
水，一面委婉细腻，一面粗犷不羁，又一
面“小窗风雨碎人肠”（语出贺铸的《西
江月》），还一面“行拥一舟称浪士”（语
出贺铸的《临江仙》）。似乎，贺铸这个
人就是一个多面体，刚柔兼济，还自称

“北宗狂客”。他的词为什么这么婉转
多姿，无疑是当时的社会和他的性格共
同锤炼而成的。

当时的北宋已是垂暮，一方面，汴京
城里笙歌艳舞、纸醉金迷；另一方面，西
夏不断骚扰，金人虎视眈眈。贺铸目睹
了民不聊生，幽愤、惆怅、悲泣之情油然
而生，就燃烧起了他诗词不一样的火焰。

历史上，贺铸和米芾有过交集。米
芾个性怪异，人称“米颠”。一个“贺鬼
头”，一个“米颠”，他俩见了，会是什么
样呢？史书记载，他俩只要一见面，便
瞪眼互视，还辩论不休，那阵势，就像是
两只斗架的大公鸡，浑身奓着毛，斗得
痛快淋漓；又像两头疯狂的斗牛，瞪着

铜铃般的大眼，先是按捺不动，突然互
相往前一冲，场面好不刺激。

一个大词人，一个大书法家，本该
你谦我让，口吐莲花，却一直这样“争
斗”着。

贺铸存词280余首，柔媚艳丽的风
格影响了南宋婉约派词人的创作，豪放
之气又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辛弃疾。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

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

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

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

误。（《贺铸·踏莎行》）这首词表面写荷
花，却是诗人自比荷花。他同历史上的
大多数文人一样，怀才不遇，却在文学
史中，放出耀眼的光辉。8

“鬼头”词人贺铸

生活素描

□王支援 刘春梅

虽是隆冬时节，这天的阳光却异常
和煦。虞城县镇里固乡镇北村村民马
素美的家里，屋内的地面一尘不染，茶
几和简陋的沙发也干干净净。

“俺老娘瘫在床上10来年了，全靠
俺弟媳一个人照顾，从来没有一句怨
言。可以说，没有俺这好弟媳，俺娘早
就不在了！”说起弟媳马素美，周玉玲刚
一张嘴，声音就哽咽了。

在外地工作的周玉玲，10多年来
只有在每年春节时才能回家看看母

亲。去年底她退休后，刚回母亲这里住
了两周，马素美就催促她赶快回去——
她家里也有一大摊子事儿。

说话间，54 岁的马素美从里屋走
了出来，笑着问：“照顾自家老人不应该
吗？”“有几个像你这样有耐心的！”周玉
玲又夸道。

一间不足 10平方米的卧室里，干
净且没有异味儿。两张床的床头相靠
着，马素美和她的婆婆，就这样挨着睡
了10多年。

83岁高龄的婆婆，10多年前患上
了脑梗，得病后就不能言语，偏瘫在

床。老人在医院治疗一个月回到家后，
为了帮助她早日康复，没上过学的马素
美咨询了很多医务人员，掌握了不少护
理知识。每天，她至少要给婆婆周身按
摩一遍。

马素美说，婆婆不能张嘴吃饭，她
就用针管往婆婆嘴里推食物；婆婆喜欢
干净，她就一天多次查看婆婆是否大小
便了，发现了就及时清洗，一刻也不耽
搁，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正是为了更
好地照顾婆婆，她才把婆婆的床搬进了
自己的卧室，方便夜里起来给老人更换
尿不湿和清洗。

马素美还专门给婆婆准备了一套
碗勺。把饭盛到碗里晾凉后，再用勺子
一点一点往她嘴里喂。常年在外打工
的马素美丈夫说，自从母亲得病后，妻
子都是先让母亲吃饱后她再去吃。为
了让母亲吃好吃舒服，妻子每天都变换

着花样给母亲做饭，“十来年了，俺老婆
就没有在外面吃过一顿饭！”

前不久，马素美的外甥女生孩子满
月时请她去喝喜酒，她跑了 20多公里
路，把礼物放下，说句“中午我还要给婆
婆做饭”，就匆匆告辞回来了。

“素美对她婆婆可是比亲闺女还
亲哩！”串门的邻居张喜平说，去年夏
天，马素美的婆婆身上起了褥疮。马
素美听说邻县一个乡镇有专门治疗
褥疮的药，就骑上电动车去买。到地
方后下起了瓢泼大雨，她就用塑料袋
把药包好，浑身淋得湿透，回到家就
感冒了……

“婆婆身上起褥疮，是我没尽到责
任。淋点雨怕啥？”听着邻居的诉说，马
素美插言道：“我没啥文化，但我知道孝
敬老人是分内的事儿。当晚辈的就应
当照顾好老人，这样心里才踏实。”8

好媳妇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向平 张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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