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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刘旭 孙亮

她出生于汝瓷世家，对汝瓷有
着满腔挚爱。几十年来，她呕心沥
血，致力于汝瓷的传承和创新。她
就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河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李晓涓。

“我有一个好师傅。”李晓涓笑
着说，她的成功绝非偶然。她的婆
婆孟玉松，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艺 40多
年来，孟玉松把毕生精力都奉献在
汝瓷研究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

“师傅”指引，加上自身对汝瓷的极
高悟性，李晓涓经过多年潜心学习
与磨炼，逐步熟悉了汝瓷釉用原料、

坯用原料、模具制作、烧制等整个汝
瓷的现代原料加工工艺流程。

“汝瓷必须走发展的路子，在继
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传统文化
上挖掘，在造型上积极领跑，把更多
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移植到汝瓷上
来。”多年来，李晓涓广泛深入地学
习古陶瓷文献，并博采众长，在秉承
汝瓷“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
稀、蟹爪纹、芝麻支钉釉满足”传统
特征的同时，大胆创新。她研发出
的汝瓷茶（酒）具、汝瓷茶罐、汝瓷首
饰等新产品一经问世，便受到市场
的追捧。同时，李晓涓在汝瓷的外
观造型设计上很下功夫，做出了许
多令人惊艳的创新——作品“国色
天香瓶”采用传统手工拉坯和捏塑
工艺相结合的方法，瓶身饰以国花
牡丹，雍容华贵、釉层匀净、光亮莹

润，寓意繁荣昌盛，富贵平安，幸福
吉祥；“疏影钵”最负盛名，“疏影横
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勾勒
了迷人意境，三朵凸起的梅花寓意
幸福、平安、和谐，表达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有梦想就有追求，有追求就能
创造奇迹。为了检验自己的真实能
力，生产出更好的汝瓷产品，李晓涓
在继承传统陈列瓷的同时，还创作
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有个性的作
品，并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绩：“虎
枕”被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捧盒”
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展
百花杯银奖，“疏影钵”被外交部定
为外交活动国礼……

为制作出更多个性鲜明的汝瓷
茶具，2011年10月，李晓涓专程到素
有“瓷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求教取
经，观摩学习。回来后，经过近5个月
的反复试验，在做坏了1000多把茶
壶之后，她终于大功告成独创出了

“中国青”汝窑系列茶具——沿用汝
窑传统支钉支烧工艺，精雕细琢成
器，壶盖密封严密，旋转起来声音细
腻，壶口出水流畅。更为奇妙的是，
装满水后按住壶盖上排气孔翻转茶
壶，壶中竟然滴水不漏，堪称一绝。

婆婆孟玉松因病住院期间，是
李晓涓最难熬的日子。由于流动资
金出现了问题，当她决定贷款40万
元做周转资金时，就顶着种种压
力。是丈夫的话语鼓励了她：“钱是
用来办厂的，你贷了款由我来还，咱
就是赔光了，也不让你因为这些钱

受丝毫委屈。”正是在丈夫的鼎力支
持下，李晓涓终于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困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于汝瓷品类的需求越来越多样
化，如何提高日用瓷品质，使其更
生态、环保，成为发展汝瓷文化的
新课题。”李晓涓说，精心挑选高品
质的天然矿物，加入合适比例的玛
瑙，采用特殊工艺制成汝瓷生态
瓷，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她的主要研
究方向。

“用这种瓷制成的酒杯饮酒，轻
闻淡香，入口绵爽，回味悠长。”李晓
涓说，由于这种汝瓷酒具采用的特
殊工艺可以形成多晶体的陶瓷结
构，透气性、吸附性大幅提高，对改
善酒的口感有着奇特的功效，这一
汝瓷产品问世后，引起市场的广泛
关注。

2018年 7月，李晓涓历时两年
多研发的汝瓷生态瓷泥，获得了国
家发明专利证书。同年12月，她研
发的“汝瓷肤色专用瓷泥及烧制方
法”，再获国家专利，为汝瓷增加了
一项新的装饰手法，也使汝瓷的表
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近年来，李晓涓还申领了国家
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 20
多种，她的作品也先后荣获了国际
和国家级大奖40多次。

涓涓溪流终成河。李晓涓靠着
自己的智慧和永不言败的秉性，一
跃成为汝瓷界的“璀璨新星”，也闯
出了一片汝瓷的新天地。8

涓涓溪流终成河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谢晓利 郑占波

夜幕下的孟津县城。马朝红刚
把轮椅上的父亲推到户外，老人便
嚷着要回，“累一天了，你早点歇
吧”。

暮色中赶回家的马朝红，是早
晨 6时出的门，沿黄河驱车缓行，直
到太阳西垂。

次日晨 6时，马朝红还要匆匆
出门。在单位，她换上蓝色冲锋衣，
挎上照相机和望远镜，背上近30公
斤的“装备”，在晨曦中往黄河岸边
去……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整整
20年了，每周至少三天，在黄河湿
地的滩涂上，她穿梭在杂草中。拍
照、瞭望、记录，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马朝红是孟津县国家级黄河湿
地保护区的鸟类管护员。她还有一
个响亮的名称——护鸟天使。

热爱

仲春的黄河岸凉风习习，阳光
洒在河面上，色彩斑斓。粼粼波光
中，种类繁多的水鸟成群结队，戏水
追逐，倏然翩飞，凌空高歌。

杂草中，马朝红支好三脚架，更
换着不同用途的望远镜和照相机，
边观察，边对同伴陈巧梅报着数字：

“苍鹭 27只，鸬鹚 6只，琵嘴鸭 55，
不对，再加4只……”

鸟类管护员一天的工作，就是
这样开始的。长期的观察经验，练
就了马朝红一双“火眼金睛”：扫一
眼就能判断出一群鸟的种类和数
量，八九不离十。

这样的工作，她已干了20年。
她对鸟类的热爱，源于她的父

亲马书钊。
1994年，上游的三门峡黄河滩

区成了湿地保护区，一些不法捕猎
者顺河而下，乘船漂到孟津境内。
一个早晨，10多艘小船架着土炮，
悄悄靠近了河中的沙洲。轰然一声
响，惊飞了鸟群，几十只鸟便或死或
伤漂浮在河面上……惨剧，震惊了
当时还是林业职工的马书钊。在随
后的半年多里，马书钊制止了近
200 起捕杀鸟类行为。为此，他得
罪了捕猎者，遭到了各种威胁和报
复，但他没有退缩，还毅然辞去林政
股股长职务，只身来到黄河滩区，开
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护鸟工作。

十多年里，他天天带着干粮，拿
着喇叭，骑自行车走村串寨，早出晚
归宣传护鸟政策和法律。同时，他
还观测、记录着水禽的种类和数量。

父亲爱鸟、护鸟，潜移默化地感
召着女儿。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的
马朝红，与黄河湿地有着不解之
缘。她说，栖息于此的鸟类就是她
的邻居，给她和家人带来了无穷乐
趣。“我儿子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
是学各种水鸟的叫声。”

大学的假期，马朝红都会陪着
父亲在河滩巡视。“日渐苍老的父亲
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还没硬化的大堤
上颠簸，我看着心疼啊！我学会了
骑摩托，驮着他，省他的力气。”

1999年，马朝红辞去在洛阳市
区的工作回到孟津，和父亲一起，成
为湿地保护区的鸟类管护员。那
时，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
车。他们的管护区是东西长达 30
多公里的黄河岸。由于道路条件和

交通工具限制，父女俩一趟下来，至
少三天时间——没路时，他们扛着
自行车前行；饿了啃一口随身带的
馒头，渴了喝一口凉水。在空旷的
黄河湿地，他们风雨无阻。

2014年，马书钊做了股骨头坏
死手术，75岁的他再不能到河边观
鸟、护鸟了。马朝红仍在继续。

近几年，父亲的话语越来越少，
她深知父亲的心事。每天晚上她推
着父亲在小区散步时，都会把白天
观察到的鸟类情况详细地说给父
亲。她还会用手机拍视频给父亲
看。“每当此时，我明显感受到了他
的兴奋和快乐。”

“天使”

一年四季，马朝红穿得最多的
是冲锋衣。常年背负近30公斤、装
着观察设备的双肩包行走，她的双
肩和脊椎明显异于他人。她拖着三
脚架，挎着望远镜和照相机，黎明出
发，日落而归。

习习河风里，马朝红用望远镜
静静凝视着远处河面上成群的鸬
鹚、赤麻鸭、银鸥、鹭鸟……“你来
看看，现在站在水面上的是苍鹭，
也就是土话说的‘老等’，它老是站
在水面上等吃。那边嘴特别宽、胸
是红色的是琵嘴鸭，那些正叫着的
是赤麻鸭。”

观测中的收获，常让她忘掉艰
辛和疲惫。2001年冬天，在观测灰
鹤时，马朝红忽然看到几十只大鸨，
这种稀有的鸟类，她好几年没见到
过了。“太激动了！像是见到了久别
重逢的亲人，感觉再辛苦也值得。”

去年 9月，马朝红在监测时遇
到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她把它带回
去买来生肉精心喂养，痊愈后才放
归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负责人
说：“这些年，朝红救下的国家级保
护鸟类有几百只。只要听到鸟叫，
她就能判断出什么鸟，属国家几级
保护鸟类。”

这里有一组数据：1995 年保
护区成立时，记录在案的鸟类只
有 40 种 1 万多只。24 年之后，如

今记录在案的鸟类有 259 种 10 万
只以上……

这些年，她也获得了诸多荣誉：
关注生态贡献奖、保护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奖……马朝红还是和往
常一样在野外守护着鸟们。

使命

“我能二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湿
地，离不开全家人的支持。”马朝红
至今还和在洛阳工作的丈夫过着两
地分居的生活，但他们彼此理解。
尤其是儿子，还经常利用周末陪着
她一起奔走在黄河岸边。

2010年11月24日，央视一套播
出了《感动中国：黄河湿地保护神》，对
马朝红一家三代护鸟事迹进行报道后，
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人们和她再提
到鸟类，总会说：“你们家鸟儿……”

“你们家鸟儿又糟蹋我家庄稼
了！”面对人们这样的话，马朝红哭
笑不得，还常跟人们求情：它们是
为了消灭害虫，也会把粪便留下来
当肥哩！

如今，当地很多人再提到“你们
家鸟儿”时，也常会带来惊喜：“朝
红，我发现了几只不认识的鸟儿，咱
这儿是不是又来啥新鸟类了？”

每年，马朝红都会接待大批观
鸟客。她会带着人们奔走在各个重
点鸟类分布区段，指引大家观鸟。
在“鸟友”的建议下，她建起了 QQ
群，不时向各地的“鸟友”介绍孟津
湿地鸟类的情况……

“对待鸟类要像对待家人一样，
因为它们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
爱护它们，何尝不是爱护我们的生
存环境呢？”马朝红说，她最大的心
愿，是让湿地真正成为雁飞鹤舞的
鸟类天堂。“为了这个愿望，我会无
怨无悔地坚守在这片湿地。”

朦胧夜色里，忙碌一天的马朝
红回到家，匆匆吃几口饭菜，便把父
亲扶上轮椅推到小区空地上散步。

“爸，等你身体恢复了，我推你
到黄河岸边看看。”马朝红掏出手
机，打开一段她新录的视频，“你听，
这些鸟的叫声多欢快啊！”1

□王向灵 刘润琪

提笔伏案，神情专注。写完一幅“猪
年好梦”的鸟篆书法作品后，91岁高龄的
沈丘老人高凤彩笑容满面。

上世纪 50年代初，高凤彩老人从部
队转业回到了沈丘老家，开始从事纪检
工作。从小对鸟篆情有独钟的他，工作
之余勤笔不辍。

“鸟篆书写形体美观，亦字亦鸟，但
又鸟随字体、字限鸟形，多方受制，书写
困难，以至书者甚少，后继乏人。”说起鸟
篆书法，老人头头是道。他说，鸟篆是篆
书的一种，其笔画由鸟形替代，不仅风格
独特，更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它是我国
象形书法之一，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
代盛行于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它多见
于青铜器铭文，湖北宜昌附近出土的越
王勾践剑上面的“戉王鸠浅自乍用鐱”八
字铭文，就是鸟形字。

心若在，梦就在。凭着对鸟篆的执
着和对中华文化墨宝的厚爱，高凤彩常
常练习到深夜，经常忘记了吃饭和睡
觉。有一次，一位安徽的鸟篆爱好者慕
名来到老人的家，两人从上午探讨到下
午，方才想起忘吃中午饭了……

1990年离休的高凤彩，为圆传承鸟
篆书法艺术之梦，不顾年老体弱，不断取
长补短，磨砺，摸索，创造性地继承发展，
形成了自己的书法技艺和风格特点。其
作品远观是字，近观是鸟，形状各异，千
姿百态，栩栩如生……从而也让濒临消
亡的珍惜书体绽放异彩。

“我岁数大了，在我有生之年，要让
更多的人喜爱上鸟篆书法艺术，并传承
下去。”怀揣对中华文化艺术的珍爱之
情，高凤彩对鸟篆书法文化传承意志弥
坚，他不惧路途遥远，主动为周边及本县
老年书法爱好者授课。10年前的一天，
他去项城市授课回来时，自行车爆胎
了。因为天色已晚找不到补胎的，他
只好推着车步行 15公里回家。回到
家时，已是晚上11点多。老伴嗔怪
他不该自讨苦吃，
他却玩笑着说：“跑
腿 虽 说 辛 苦 了 点
儿，但传承了鸟篆
艺术，又锻炼了身
体，我这也算是双
丰收了！”

为了讲好课，老人常在深夜还戴着老
花镜翻阅资料，认真备课。而在授课时，
他理论联系实际，边讲解边示范，字体如
何搭配，头尾如何照应，讲得认真细致。
尤其是对向他请教的青少年，他更是有求
必应，认真地教，逐字指导。孩子们临走
时，他还会主动送上资料，提出要求，有时
还会直接布置作业，要求其按时交卷，俨
然成了他们的“编外教员”。

近年来，高凤彩还采用多种形式在
民间传播鸟篆书法。每年，他除了义务
为他人书写中堂，向敬老院、中小学校等
赠送作品外，春节期间他还会义务为附
近的乡亲们书写春联。目前，已有 20多
名青年鸟篆书法爱好者在他的辅导和熏
陶下，痴迷上了鸟篆书法。

“鸟篆传承追梦人，爱心播撒有凤
彩。”这是当地人对老人的赞誉。为让鸟
篆书法艺术更加有张力，他运用鸟篆书
法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改革开放取得
的丰硕成果，并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和纪
检监察工作的宣传。同时，他的鸟篆书
法作品也“出彩”连连，多次在国内书画
展上获奖……

“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让鸟篆传承
下去。”一晃几十年，高凤彩老人的心中，
一直执着于这样一个梦想。8

□杜学

“我要给其他贫困户做个榜样，让更
多的人早日脱贫！”刚刚实现脱贫的封丘
县河西村农民孙西军对帮扶他的驻村干
部说。

今年 45岁的孙西军，早年在外打工
时不幸左手致残，成了村里的贫困户。
身残志坚的他不止一次表示：“虽然我成
了‘一把手’，但我会用我这一只手想办
法挣钱，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挣钱谈何容
易？孙西军想去打工，却没人要；想做生
意，却没本钱。正在孙西军为找不到致
富门路犯愁时，驻村干部和他促膝长谈，
建议他通过收废品脱贫致富。

在很多人眼里，收购废品是一个又
脏又累的活儿。但孙西军不怕，他回答
道：“只要能挣到钱，什么活儿我都愿意
干。”然而，孙西军真正干上收废品这一
行时才发现，一切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
顺利。他不是把贱的当贵的收了，就是
把贵的当贱的卖了，连续数月没有见到
效益。不过，在驻村干部的鼓励下，他咬
牙坚持着。

慢慢地，孙西军有了一些积蓄，也不
再满足于走村串巷吆喝着收废品了。当
他把自己想扩大规模的想法告诉驻村干
部后，得到了工作队的大力支持。在他
们的协调下，孙西军在新乡市郊租了几
间房屋和场地，专门用于废品收购。

那些日子，孙西军晚上独自住在租
屋里，白天骑着三轮车到市区转着小区
收废品。由于他人老实，从不缺斤短两，

附近小区的业主都愿意把废品卖给他，
有的还专门等着把废品卖给他。

去年夏天的一天，孙西军把收回来
的废品进行分拣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枚
20多克的金戒指。这可让他吃惊不小！
要知道，他场里的所有废品加起来，还不
值这金戒指一半价钱呢！高兴之余，他
忽然想到，这肯定是谁把金戒指误弄在
废品里给卖了。“我不能捡这个便宜，我
得把戒指还给人家！”第二天一大早，孙
西军就去了自己头天收购废品的那个小
区，逐个问是谁把金戒指误卖给了自
己。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老太
太。原来，是老人家打扫房间时不小心
误把儿媳妇的金戒指弄到废品堆里给卖
掉了……丢失的首饰失而复得，一家人
感激不尽，也让孙西军体味到了诚信的
价值。

一年下来，孙西军算了算账，赚了 3
万多元。“这样下来要不了几年，我就可以
把家里破房拆了盖新房了！”盘算着今后
的生活，孙西军美得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驻村干部也一直牵挂着他家盖房子
的事情，帮他申请来了危房救助款。收购
废品赚的钱，再加上合作社的分红，今年
初，孙西军家的两层小楼房盖了起来。前
不久，当驻村干部再次来到孙西军家时，
他正在收拾新盖的楼房。见到驻村干部，
孙西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激动地说：

“谢谢你们！工作队和村里不但给我那么
多帮扶，还给我找到一条致富的门路。我
脱贫了，也有了新房，我没有别的本事，但
我要给其他贫困户做一个榜样，让更多的
人通过勤劳早日致富！”8

脱贫路上有故事

写鸟篆的耄耋老人

脱贫故事

生活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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