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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描·往事

□张书勇

我的家乡豫南农村，早些年切红薯干的
工具虽为农家必备之物，却多由农人自制而
成：在长板凳一端挖出一个开口，大小刚好
能卡进一把菜刀；菜刀的刀刃一定要事先磨
得雪光闪闪，锋锐无比，保证红薯一旦碰上，
立即就被切下片来……

记得我家切红薯干时，父亲偏身坐在长
板凳的另一端，身子微微前倾，右手伸展五
指翘起，用掌心紧紧按压着红薯极快地向前
推去，碗口大的红薯碰上锋利的刀刃，“嚓”
一声，立刻被从头至尾切下一片。一片刚切
下来，父亲的掌心早已按压着红薯飞速返
回，再次极快地向前推去……十个八个来回
后，一块红薯便被完全切削成了片。

切红薯干也有危险性的：每次来回推动
红薯，尤其是一块红薯切到只有二指厚时，
掌心几乎都是贴着刀刃飞掠而过。倘若方
寸把握不好，手指掌心碰上刀刃，则必会被
切开手指或削去掌心一片皮肉。最为关紧
的是，切红薯干的都是一个家庭顶门立户的
主要劳力，一旦伤了手指掌心，地里的农活
可就耽搁了呀！

无论怎样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几天下
来总是会有失误的：不是被板凳的棱角碰破
手背，就是被利刃擦伤了指头。遇到这种情
况，无须大张旗鼓，弄得人尽皆知，因为即便
你跳脚拍手，大声叫疼，也不会招来别人相助
——大家都在抢节令赶天气呢。再说，干这
种活儿，谁的手掌手背没被碰伤擦破皮肉呢？

切完后，还得将红薯干摆开晾晒一番。
晾晒时，还得不断翻个儿，让两面都接受阳光
的曝晒和寒风的吹拂。记得我小时候每年这
个季节，就是整天的摆啊翻啊，蹲得腿疼，冻
得脸疼，还得小心不要踩到红薯干。如果踩
烂踩脏了，那是会换来父亲一顿斥骂的。

摆啊翻啊，就觉得满地的红薯干就是一
片汪洋大海，怎么也摆翻不完。那时候，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才能摆完翻完回
家睡觉啊？

日朗风清，六七天便可将红薯干晒干晒
透。每每这时，我们一家老小倾巢出动，各
挎箩筐，紧二赶三把红薯干捡拾回家。然
而，经常晾晒到半干不湿时，天气骤变。夜
半梦酣之际，陡被大人叫醒：快，快，下雨了！

六七岁的我一激灵醒来，立刻明白该去
捡拾红薯干了。于是，慌里慌张寻穿衣服，
跌跌撞撞跟在大人后面朝地里跑。

墨黑的旷野中，飕飕的冷风里，小孩哭
大人叫，早已到处喧哗聒噪了。我们全家老
幼二话不说，立即蹲身地里，各自双手不停
地捡拾起来。

雨雪之夜捡拾红薯干，至今犹留在脑海
中的最深印象是冷和瞌睡：朔风呼啸，雨雪
绵密，衣服已被淋得半透，头发梢上的雨滴
雪花在缕缕垂落，寒意彻骨透髓，身上一阵
阵打着冷战，手足冻得几近半僵。

如果能赶在大雪或大雨到来之前将红
薯干全部拾完，那可真是大幸。不幸的是，
捡着捡着雨雪下得大了，哗哗的落雨声、簌
簌的落雪声响彻耳畔。但雨雪再大，人都得
冒着雨雪捡拾。全身衣服或淋得湿透，或覆
满雪粒，在钻进被窝时犹觉抖抖寒战的严冬
酷夜，那个冷啊，人都麻木了。

遇到雨淋雪浸之后，红薯干的表面完全
不再保持原来的白色了，而是变成绿色长着
茸毛了。这种霉变的红薯干丢锅煮熟后，吃
起来滋味苦涩，难以下咽，可是没办法，总得
有东西填进肚里抵御饥饿不是？

在那些青黄不接的荒春头上，那些缸里
没米面、窖里没红薯，甚至就连红薯干也吃
得半片不剩的人家，便会委派一人挎着竹篮
走亲戚串朋友。往往家里主事的长者或男
人羞于出面，挎着竹篮的多是些白发苍苍的
婆婆或拖着鼻涕的孩童。他们踽踽地走在
崎岖坎坷的路上，走在日渐和暖的田间，到
了亲戚朋友家门前，站在屋檐下并不进屋，
只是曲弯着腰，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希冀能
在人家的家里装满一篮红薯干……

改革开放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饥馑的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了。当人们坐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席间，偶尔忆起过去，还
会说起“红薯干，红薯馍，没有红薯不能活”
的乡间歌谣。如今，红薯已作为一种健康食
品，又走上百姓的餐桌。红薯还是那红薯，
可吃红薯的心情，变了！8

□邓丽星 魏广奇

丁当丁当的响亮，是从襄城县北街一个
小院子里传出来的。花甲老人黄银峰正用
锤子敲打着一块铜。

黄亮亮的铜在阴暗的屋里如阳光般闪
着光亮。不大会儿，一个饭勺成形了。

老黄每天都在这屋里敲打，可能是一把
铜铲，可能是一个铜锅。他乐此不疲，如同
敲打古老的岁月。

日月变换。老黄坚守着这门手艺，岁月
在他脸上刻满了沧桑。铜制品工艺发展了，
机器代替了人工，完成一件制品很快，可在
老黄的铺子里，他依然不急不躁，用自己的
一双手熔铸着，敲打着，把每件制品打磨得
如同机制工艺品一样精细。

老黄的铺子很小且简陋。面前的长桌

上杂乱地放着模具、半成品、碎铜块等每天
干活用的东西。

两 个 刚 做 好 的 铜 勺 黄 亮 亮 地 挂 在 桌
边。长桌边有风箱，有土石垒的锅台，上面
还坐着一口冒着白烟的不锈钢锅。炉边，老
黄右手拿锤，左手掂钳子夹起一块火红的铜
放在砧板上，丁当丁当敲打着。

他的神情认真专注。熔化铜液，打成铜
板，再用专用模具锤造成型。这样的流程烂
熟于心，老黄的动作熟练流畅。打好一把黄
铜勺，老黄会坐下来稍做歇息。坐着的他看
上去和正常人没啥两样，但其实，小时候得
过小儿麻痹的他，离开双拐无法行走。

老黄的父亲也是铜匠，手艺远近闻名，
十 里 八 乡 不 少 人 找 他 打 制 过 铜 制 生 活 用
品。那时候，老黄的父亲打制的铜器做工精
细，不欺不骗，口碑很好。从记事儿起，老黄
就在父亲的敲打声中生活着。

听着敲打声响，看着父亲手中魔术般变
出的铜勺铜铲，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父
亲见他喜欢，再看他身体残疾，没法儿干农
活，就把手艺传给了他。

父亲对老黄要求很严，每道工序都要求
他做到最好，做出的东西没有瑕疵才能出
售。有一次，年少的老黄嫌麻烦，省了一道
工序，被他父亲发现了，吼他：“你偷这点儿
懒，是在砸咱家的牌子！”

老黄至今记着父亲这句话。当他的水
平和父亲不相上下时，父亲就放心地让他独
立了。独立后的老黄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他做的铜制品实用且好看，人也像父亲一样
实在，不欺不骗，价格公道，如果有人家当时
给不了钱，他就让人家赊账。实在还不上，
他也从不去讨账。“名声就是牌子。”老黄说，
只要乡亲们相信他，给不给工钱他不会介
意。而且，看到有特别困难的乡亲时，他还
会主动帮帮人家。

娶了媳妇后，老黄的干劲儿更大了，但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还是关了门。不
过，当乡亲们需要铜勺铜铲时，他仍会在夜
晚做一些。乡亲们感念他，常会送给他一些

吃的用的，他家的日子也就勉强过着。
改革开放后，他的铺子再次开业，打出

来的铜器仍像以前结实精致。找他做铜器
的人越来越多，他家里也慢慢富裕起来。
他用打铜器挣的钱供孩子上学，也养活着
一家人。

“那些年天天有干不完的活儿，很累，
也很舒心。”老黄说，过了几年这样快乐舒
心的日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不那么
忙 那 么 累 了 —— 商 店 里 卖 的 机 器 制 作 的
铜制品越来越多。

老黄觉得失落，也很无奈。他知道，人
们在商店能买到想要的铜制品时，就不会再
来找他了。不少好心人劝老黄也买台机器，
做得快也赚得多。但老黄觉得，他这是手
艺，不能丢。也有人劝老黄转行。

老黄看到不少传统手艺人转行后，挣的
钱确实多，也犹豫过。不过，他在心里鄙视
那些转行的人，“你丢我丢，传统行业不就都
消失了？”老黄选择了坚守。

虽然已经很少有人来他铺子里定制铜
器了，但他仍认真地敲打着每一个铜勺，一
个步骤不少，一个工序不省。不过，他也注
重“创新”——根据人们的需求在样式上进
行调整，但传统的手法，却从不改变。

近几年，老黄铺子里的生意只能糊口。
“这样就好！家里又没啥负担，能糊口就
行。”老黄说，他的女儿现在已读硕士了，很
让他满足。看父亲那么劳累，女儿曾不止一
次劝过他不要再做了，老黄没有答应。做了
大半生铜匠，他留恋这份职业，留恋那种敲
打的感觉，留恋那闪闪发亮的铜光。

在襄城县城，很多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
老铜匠。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都喜欢去买老
黄打造得既实用又好看的铜锅、铜勺、铜
铲。不少人还会去买来用于收藏。

老黄在坚守，也忧患自己的手艺。他说，
他一直想找继承者，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谁
对这种敲敲打打的活儿感兴趣。“我已经60岁
了，干活儿明显没以前麻利了。再找不来真心
想干这一行的人，难免手艺失传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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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多次出席全国和省“双拥”模范大会，

先后20余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拥军模

范”“全国绿化模范”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韩峰

豫北淇县黄洞乡有一个群山环抱的小
山村，村中有一个源源不竭的泉，泉里不时
有欢快的小鱼跃出水面，小山村就有了这样
一个名字：鱼泉村。

鱼泉村有一位 96岁的老人，个儿不高，
身板儿很硬朗，走路稳当，还能爬上她已爬
了几十年的太行浅山。

在她身边，长年有几样物件：铁锨、锄
头、扁担、箩筐。

96 岁的她，前不久还在地里摘棉花、采
花椒；前几天还在离家两里地的田里薅了半
晌草，又背回来了两个大南瓜。

她的嘴边常挂着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
推，人活一天干两晌。

她，名叫靳月英。

一

16 岁，人生的花季。靳月英的花季，弥
漫着战争的硝烟。她为子弟兵做军鞋、抬担
架，支援前线。18岁，新婚不久的她送丈夫
冯清海参加了武工队。丈夫为掩护战友牺
牲了，24 岁的她擦干眼泪，毅然背着只有 8
个月的儿子，随着村妇救会冒着枪林弹雨抢
救伤员……

新中国成立了！靳月英的拥军情一如
既往。昏黄的油灯下，她像战争年代一样，

每晚给战士们做鞋垫。一针针一线线，一个
人缝不完就动员全家缝，全家人缝不完就动
员亲戚帮着缝。每年，她都会带着几百双甚
至上千双鞋垫，带着对子弟兵的无限深情走
进军营，将鞋垫分发给战士们。

1979 年，南疆自卫还击战刚打响，靳月
英就将 324双鞋垫寄到了前线。成都军区云
南前线指挥所政治部在寄给靳月英的感谢
信中说：“靳月英同志，您给边防部队寄来的
慰问品收到了……我们一定不让祖国的寸
土丢失，为保卫祖国四化建设，维护世界和
平作出更大贡献。”

上世纪 90年代，南方四省发水灾时，靳
月英得知解放军日夜战斗在抗洪前线，她一
次寄去了价值 800多元的慰问品。拉练部队
来到鱼泉村，她看到战士拾柴做饭，马上扛
起自家的柴送过去。每逢建军节，她就带上
保温杯、毛巾、鞋垫等慰问品，来到战士们身
边……除去每月的抚恤金外，她的收入全是
在山上割草、摘酸枣、挖小叶茶、采槐花卖的
钱，那是块儿八角一点点攒起来的。

二

1984年 8月，靳月英第二次到北京参加
全国“双拥”代表大会。从北京回来后，她开
始了对家乡荒山的绿化。

靳月英的家，曾被荒山四面环绕着。赭
色的石灰岩，缝隙里除了野草，几乎没有树
木。她自己买来百十棵松树苗，披着淡淡的
晨霭，靳月英肩扛镢头，背着自己用葫芦做
的水壶，怀揣玉米面、红薯面饼子，独自一人
上山了。

镢头与山石碰撞出朵朵火花，虎口震裂
了，胳膊震麻了，她没有气馁，奋力舞动着双
臂，一下下刨着。山上没有太多的土，就用
箩筐一担担往山上挑；山上没有水，就用水
桶到山下的小溪一桶桶舀。

百十棵小树苗栽下了，她像对待自己的
孩子一样细心呵护着，浇水、锄草、松土……
来年春天，小树苗一棵棵吐露出了新绿，靳
月英开心地笑了，劲头也更足了，她卖掉了
儿子媳妇为她准备的棺材板，买来了更多的
树苗。她说，她要让村四围的山绿起来。

就像愚公移山，一月月一年年，靳月英
早出晚归在荒山秃岭上营造着绿色，更营造
着希望。

儿子、媳妇，孙子、曾孙子，还有远近的
乡邻和亲戚朋友，一个个被靳月英感动了，
他们纷纷扛起镢头、铁锨，和老人一起，在荒
山上营造绿色——时至今日，靳月英已被儿
媳妇和孙女“强令”不准再上山了，但她的孙
子、曾孙子每到周末回来看罢老人，第一件

事，就是扛着铁锨、锄头到山上，转转、看看，
呵护着绿色。

30多年过去了，600多亩光秃秃的山因
靳月英披上了绿装。为了表达自己半个多
世纪的拥军情，靳月英将这片林子起了一个
名字：八一拥军林。

老人的手，如老树皮般粗糙。
仰望满山的葱郁，那已是 10余万株的绿

荫。再看老人被岁月风霜染成的银发和嘴
角挂着的坚毅，那是怎样一种执着与精神
呢？

在靳月英的感召下，早在 1995 年春天，
当地县委县政府就发出了“向靳月英学习，
向太行山宣战”的号召，由干部职工和农民
组成的十万绿化大军，在绵延 28公里的太行
山上，在 2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
植树造林运动。2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荒山
已郁郁葱葱，云梦山一带6811.94公顷的绿化
面积，还被林业部评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据有关部门统计，淇县太行山区的绿化
率已超过 60%，其中的经济林，已成了山区
百姓的致富林。

三

已是五世同堂的靳月英，至今仍是闲不
住的人。她的日常，除了劳动，还是劳动。

和靳月英一起生活了 40多年的儿媳妇

刘小荣说，打她过门，家里的活儿就没让婆
婆干过。早些年，靳月英是村妇女主任，有
工作要忙；不当妇女主任了，她就去山上种
树，在田间劳作。

近 20年来，当地人武部门指定靳月英的
孙女冯素香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聊起奶
奶，冯素香有“意见”：“恁大年纪了，一点儿
也不听话。一眼看不住，她就去干活去了。”

家里有电视，可靳月英基本没看过。这
些年，每天吃罢晚饭，她早早就上床休息，一
大早，她精神来了，一跑就是几里地，要么去
看“八一拥军林”，要么在地里薅草、锄苗。
她说：“人这一辈子，不劳动不行。多劳动，
才能活出精气神儿。”

年轻时，她夏天几乎每天都会上山割
草。每次，她都会扛着几十公斤的草料去喂
生产队的牛。人老了，她依然喜欢着劳动。
去年春天，因土地重新规划，她家的三亩多
地成了绿化带，她就自己在路边开了两分荒
地，种上了棉花和花椒……

这两年，她不怎么做鞋垫了，但在老人
家的二层阁楼里，仍放着缝纫机和做鞋垫用
的布料。

如今的“八一拥军林”里，种有四季常青
的 松 柏 和 苹 果、柿 子、梨、核 桃 等 经 济 作
物。她说，站在这片林子里，就如同和穿着
绿军装的子弟兵在一起。她会轻轻抚摸身
边那些侧柏，这时候，笑容就会漾满她的面
庞……1

铜
匠
老
黄

老手艺

记忆

插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