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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道学堂”走出曹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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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杨莉波 肖伟

甫入春，陕州区西张村镇人马寨村的一处塑料大棚里，已
是青草萋萋。

“进了门，黑洞洞，为何不端麻油灯？往上瞧，花顶棚；往
下看，两盘龙，二龙戏珠满堂红……”生活的气息弥漫在俚调
里，也弥漫在“捶草印花”的古老技艺里——把当地人称为“鹐
棒棒草”的太阳花茎叶夹在两块土布中间，用棒槌捶打，使草
的汁液渗入布中，把草叶形状的图案印染在布上……

这门技艺，2011年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
代表性传承人叫朱秀云。

捶一捶，让技艺传承下去

年近古稀的朱秀云，生长在一个艺人世家。从她太祖父那
辈起，代代都是远近闻名的纸扎、剪纸能手。她的母亲更是纺
线织布、绣花做衣，样样在行。耳濡目染，她从小就喜欢上了剪
纸、绣花、织布、面塑等民俗技艺，是乡邻们口中的“巧手姑娘”。

“捶草，是我生活中离不开的技艺。”已是中国民间艺术家
协会会员的朱秀云，她的捶草印花布艺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大
奖，连衍生自捶草印花技艺的一种民间小调，也在她的挖掘整
理下保存下来。

朱秀云说，她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用鹐棒棒草在自家织
的棉布上印花，还穿过这种花布做的衣裳。“我觉得这种古老
技艺很神奇，我想把它挖掘出来、传承下去。”

为了掌握这门技艺，朱秀云年轻时曾遍询村里七八十岁
的老人，向他们请教。几十年来，她不断摸索、反复实践，终于
捶打出了她想要的图案。

“这门技艺在我手上复活了，我特别高兴。为了传承让这
门古老的技艺，我还带了好几个徒弟呢！”朱秀云说，她的孙女
就是在她的影响下，大学毕业后和她一起在乡村经营起了捶
草布艺。

捶一捶，让草印在布上

“以前豫西塬上的人都是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线织布，自
己缝制衣服。姑娘家嫁人，谁不想用漂亮的布料作嫁衣啊，可
那时又有多少人能买起花布呢？”朱秀云说，正是因为爱美的
天性，人们就想到了自己在土布上“印花”。

太阳花，因果实形状似啄木鸟的头，当地人就叫它鹐棒棒
草。它的茎叶浆液丰富，具有染色功能，且柔韧性好，捶打后
仍能枝叶分明，清晰地把叶脉纹路印在棉布上。

说话间，朱秀云把几枝从大棚里采摘来的新鲜鹐棒棒草，
摆成一个花色图案，夹在白棉布里，铺展在木案上，轮换着操
起大小不一的棒槌……

手起手落间，浅声吟唱中，鹐棒棒草的汁液捶打出来了……
当草的叶脉纹路逐渐渗印到白布上时，白底绿花的漂亮图案
出现了！

一块纯手工、纯天然的花布就这样印染好了？
“哪有这么简单啊！这可是明清时的印花技艺。”朱秀云

介绍，要想让它朴拙美观不褪色，需要用石榴皮汁或明矾水，
将捶打出的草叶图案进行描画固色，再放到调好颜色的染料
锅里煮上十几分钟……

一片有着小虫眼儿的叶片被放在了两块白土布间，“你也
捶一把找找感觉！”

记者拿起了棒槌。砰砰啪啪声里，草在土布上摇曳，心情
也在荡漾着。那小虫眼也清晰可见——土布开出了花，有了
灵性……

捶一捶，留下家乡味道

捶草印花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后，为了
使这项民间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朱秀云整修了她家的地
坑院，那里既是展览馆，也是她的工作室。

慕名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朱秀云也带着她的捶草印
花布到全国各地参加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每次外出，朱秀云都会把带去的布撕成小块儿，送给喜欢
的人。“最早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单纯喜欢，但就像走路一样，走
得越远，遇上的风景就越多。慢慢地眼界开阔了，也有了一种
责任感，觉得这门古老技艺如果在自己手上失传了，太可惜！”

“不管再累再苦，我都要坚持传承下去。”朱秀云说，因为
捶草印花费工费事又收入不高，她也曾想过放弃，但又有一种
责任感支撑着她朝前走。近年来，她又发现了好几种可以捶
印的草，甚至找到了把胡萝卜缨捶打印在布上的方法……

“我不仅想留住这门古老而美丽的技艺，还想让它走进千
家万户。”在朱秀云眼里，捶草印花是老祖先发明的，这种原生
态的美，应该发扬光大。

“捶一捶，让妈妈的味道留下；捶一捶，让故乡的风情延
续……”酽酽的乡音里，朱秀云捶着，唱着，期盼着……1

□韩峰

又到春耕时节，“千顷绿畴平似掌，
蒙蒙春雨动春犁”，古人的诗句唤醒了我
有关犁地的记忆。

犁地，在我的家乡豫北多是靠牛的
拉动。我爷爷常说牛和犁都是他最好的
伙伴，以致他的背也弯成了弓形犁的模
样。在家乡那片靠天收的土地上，每到
春季，爷爷就会将闲置了几个月有些锈
迹的犁铧，用砖头瓦片反复打磨，直至它
在太阳下泛出亮光。

犁地前，爷爷会在地里撒上农家
肥。他常说，地和人一样，人要吸气出
气，地也要吸气出气，地一犁，这气就
顺畅了，地就松软了，如果再下一场
雨，雨水就很容易渗透到地里，墒情就
更好了。

犁地，还能把藏在地下过冬的害虫
杀死，或成为闻讯赶来的鸟们的美食，这
就可以减少春播时害虫对种子的破坏，
使种子很好地发芽、生长。

在春咕咕和喜鹊们的合唱中，爷爷
开犁了。只见他右手扶犁，左手扬鞭，嘴
里不时“嘚嘚、喔喔”地吆喝着，好让牛拉
着犁直线前进。犁铧所过之处，如墒情
好，翻起的泥土散发出一股特有的香
气；如是干旱季节，翻起的干土便腾起
一道黄尘……每逢这时，爷爷下晌回来，
总是先拍打身上的黄尘，然后坐到小板
凳上，解去系在脚踝处遮盖脚面的早已
被黄土染成土色的白布，摔打去上面厚
厚的黄尘。

我曾一次次望着刚犁过的一道道波
浪般的大片土地，觉得就像一幅大海波
涛的油画。

犁地是有技巧的。爷爷曾对我说，
犁地前要先看整块地的平整情况，如果
整块地中间高，就要顺着地边逆时针一
圈儿一圈儿转圈犁，把土由里向外翻，这
样中间高的地方就会变低。如果是中间
低四周高，就要先在地中间犁一道沟，然
后顺时针绕着这道犁沟转圈犁，把土由
外向里土翻，这样中间低就会变高。还

有一边高一边低、高低不平的地块，都要
看地下犁，尽量使地块平整，以免日后高
处留不住水，保不住墒，低处遭水淹，影
响庄稼生长。

当知青时，我走近了犁。那时的大
块地虽已有了机耕，但小块地拖拉机进
不去，还要靠牛拉的老式步犁。也正是
在这个时期，我学会了赶牛犁地。我曾
使过一头叫作皮蛋儿的老黄牛，它皮实，
有耐力，不慌不忙，稳步前行，我只需操
心扶好犁就行了。

犁并不是很容易扶的，需要一定的

力量摁住把手，让犁铧深深吃进土中，否
则，就犁得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有次
换了皮蛋儿的儿子拉犁，这家伙年轻气
盛，行走快捷，我扶犁的力量一时轻了
些，犁铧便从土中冒出。皮儿子突然感
到轻松许多，竟拽着我和犁小跑起来，直
到将犁铧重新摁入土中……

如今，机械化的耕作已基本取代了
传统的农耕。在故乡的老宅里，南屋西
边的牛圈，早已空了，喂草料的石槽静静
地待在那里，牛套被厚厚的灰尘包裹着，
挂在剥落的墙壁上……8

□张国婧

曹靖华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散文家、
教育家，1897年8月出生于卢氏县五里川
镇路沟口村。他是将白话文和中国现代
文学带入苏联的第一人，为苏联培养了一
大批汉学家和外交官，还为推动中苏文化
交流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列宁格勒
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授予他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一

作为现当代卢氏县最为知名的人物，
卢氏县将刚刚贯通的长达 8公里的县城
东西主干道命名为靖华大道，曹靖华故居
也修葺一新，还新建了曹靖华纪念馆。

漫步曹靖华故居门前广场，夕阳西
下、炊烟袅袅，鹳河从村旁淙淙流过，四围
山势灵秀，村落屋舍俨然。曹靖华故居门
口的辘轳井清泉喷涌，百年不竭。当年留
下的石磨，风化斑驳，记录着百年厚重岁
月。仍在故居居住的曹靖华侄子曹章龄
说：“这是村里最大的石磨，全村人家家都
用过，用了有上百年吧，伯父说的‘磨道学
堂’指的就是这盘磨。”

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20岁就中了秀
才，却无心仕途，选择“躬居山区，设校授
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作为家中长
子，曹靖华六七岁就开始和父亲一起推
磨、识字，每推一圈磨，父亲就教曹靖华
认一个字。曹靖华后来回忆起这段往
事，戏称自己启蒙于“磨道学堂”。

辛亥革命爆发，曹靖华毅然剪去辫
子，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16年，他考入
设在开封的河南省第二中学。1921年 3
月，曹靖华远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共
产主义大学留学，自此开启了曹靖华一
生的革命、教育、文学事业。

在卢氏县五里川、朱阳关一带，现在
还流传着曹靖华退婚、曹植甫嫁儿媳的
佳话。

曹靖华上小学时，按乡风民俗，经父
母包办，与同镇马耳岩村姑娘刘宝惠结
婚，她大曹靖华4岁。曹靖华一直反对这
门婚事，赴开封读中学直至到苏联留学
期间，多次写信给父亲，提出要宝惠另适
人家。信中说：“儿子将为一个伟大的理
想，献出自己的一切，如今万里奔波，云
天渐远，不能侍奉双亲。家中事务唯一
抱憾者确为宝惠，希望她不要株守曹家，
误了青春，望她早日另找人家，儿也可以
安心殉理想也。”后曹植甫做通儿媳宝惠
工作，并在朱阳关镇杜店村为她找到夫
婿，择吉日，亲自送她到新的婆家。除了
让宝惠带走娘家陪送的所有妆奁，另外
还置办了当时乡间能买到的嫁妆。宝惠
骑一匹骡子前往杜店村，一路上很多人
说，曹老先生嫁了 4个女儿都没有送行，
这次亲自送儿媳到婆家，实在让人钦佩。

二

曹靖华走出卢氏大山后，曾六次返
乡探亲，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 1952
年秋、1954 年秋、1981 年夏回到卢氏。
在曹靖华心中，他始终是伏牛山的儿子、
故乡亲友口中的“彩娃”。1952年回乡返
京后，曹靖华每每读到好的书籍，就买来
数份寄回卢氏，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译
作。这些图书分别寄给了在马耳岩任教
的父亲曹植甫、在范里镇任教的同学刘
濂波和李显斋、在县城任教的同学史新
民……这样的邮寄持续了30多年。

曹靖华父子与汤池露天裸浴有着一
段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汤河乡熊耳山下，有一碗口粗温泉
喷涌，终年不绝，俗称汤池。曹植甫到汤

河教书时，不满汤池被男子独
占，立下了“三、六、九日为女
界”的规矩，并亲自带领小学
生在温泉旁边站岗，守护前来
洗浴的妇女。经过 6年坚持，
村民开始自发地遵守每逢三、
六、九日妇女洗温泉的规定，
不去打扰。1958年，曹植甫老
人又将“农历逢十”这天增加
为女洗的日子，这样十天中妇
女使用汤池的时间争取到四
天。曹靖华对父亲为妇女争
取洗浴时间感到自豪，也开始
关注起汤河温泉。1981年，曹
靖华老人返乡探亲，特意到了
汤河考察。回京后，他满怀憧
憬地向卢氏县委写信，阐述他
对汤池开发价值和开发方案
的想法，并为汤河开发争取到
了20万元的资金……

2012年，经汤河乡人代会
表决，汤池洗浴有了“男单日，
女双日”的规定。

三

曹靖华与鲁迅有着深厚的情谊。据
《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从开始通信到鲁
迅病故的 11年中，他们二人的书信多达
292封，其中 84封鲁迅的来信被收录在
《鲁迅全集》中。1934年，鲁迅先生了解
到曹靖华父亲曹植甫的事迹，抱病写就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且在文末
署名“会稽后学鲁迅谨撰”。鲁迅先生一
生只写过四篇碑文，这篇教泽碑文是唯
一为在世人所作，更是唯一被收录进鲁
迅作品集中的碑文。当年，曹植甫先生
已65岁，在山区任教整整45年。收到鲁
迅亲笔撰写的碑文，曹植甫的学生们一

呼百应，纷纷捐款，购买了碑石。可是
“品节卓异”的曹植甫老先生却坚决不同
意，当场指挥运输队把碑石运到水井旁
边，作为乡民汲水用的垫脚石。直至树
碑建亭之事才大功告成。目前坐落于卢
氏县五里川中学的教泽碑亭已是三门峡
市文物保护单位。

曹靖华一生勤俭、品德高洁，晚年
还把省吃俭用积攒的 9 万元捐献给国
家。他没有愧对自己走出伏牛山时所
立下的志向：“愿作一只报晓的雄鸡，把
人们从睡梦中唤醒；愿做一根小小火
柴，将藏有豺狼的原野烧他个烈火熊
熊；或像一头辛勤的黄牛，默默地吃草，
不停地耕种。”8

□王剑

北宋时有个官员，他宽袍阔袖，美髯
长须，非常注重外表。他有一个习惯，每
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铜镜整理衣
冠，严格做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

他就是韩琦，相州安阳（今安阳）

人。他“端重寡言，学问过人”。宋仁宗
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一举考中进士，
历任开封府推官、右司谏。

韩琦性情刚正，在担任谏官期间，敢
于犯颜直谏。当时，国家灾难频发，百姓
流离失所，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
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
恨其庸碌，连疏四人无能，痛陈其毁坏宋
朝几十年的太平基业。结果，四人同一
天被罢去官职，“片纸落去四宰执”，一时
间轰动京城。

名相王曾对他人少有称许，见韩琦
如此给力，连夸他“切而不迂”。韩琦更
是“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上奏70
余疏，悉被朝廷采纳。于是，同僚中有人
不高兴了，频频说韩琦的坏话，宋仁宗却
不为所动，反而赞韩琦“性直”。

宋夏战争爆发后，陕西形势吃紧。
韩琦自请戍边，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并
推荐获罪被贬的范仲淹同行。到陕西
后，他免除边疆百姓的苛捐杂税，修筑关
隘，增加防御，人心归服，名震边陲。他
与范仲淹同心协力，被朝廷倚重，人称

“韩范”。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军
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
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1043
年），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成为
执政大臣。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
势，韩琦痛陈“救弊八事”，提出以整顿吏
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声

援范仲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
新政”。

新政失败后，韩琦自请外任，出知扬
州。其间，王安石进士及第，在韩琦手下
任幕僚。王安石喜欢熬夜，每晚读书至
天亮，清晨来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韩
琦怀疑王安石“夜饮放逸”，便直言不讳
地批评了他。这年春天，官署后花园中
有一种名为“金缠腰”的芍药花开放。韩
琦童心萌发，便邀请王珪、王安石、陈升
之一同观赏。饮酒赏花之际，韩琦剪下
四朵芍药花，在每人头上各插了一朵。
巧的是，头上插花的这四个人竟都先后
做了宰相。这就是著名的“四相簪花”的
故事。多年以后，王安石秉政，与韩琦在
政见上多有不合，有人趁机挑拨，王安石
正色道：“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
皆莫及也。”

韩琦转知定州时，遇到了难题。定
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
韩琦到任后，恩威并行，大力整顿。他借
鉴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
阵法，令将士们日月操练。没多久，定州
军“精劲冠河朔”。韩琦又上书朝廷，建
议河北、陕西等地“籍民为兵”，以为“义
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
战时防御，既增加了军事力量，又减少了
冗兵冗费，得到了采纳。韩琦离开定州
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
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

拥送，“道路士卒，哭于原野”。
嘉祐三年（1058 年），韩琦升任宰

相。他气度英伟，善于识人用人。许多
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苏轼等，都曾
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时人评论他稳
重可比汉朝的周勃，才能可比唐朝的姚
崇。

英宗时，朝廷多有变故，韩琦又处在
危险猜疑之中。有人规劝他明哲保身，
韩琦感叹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
之。至于成败，则是天意。岂能担心事
情不成，就中途放弃呢？”听到的人，心里
既惭愧，又佩服。

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在相州病
逝，享年68岁。宋神宗罢朝三日，在禁苑
举哀。随后为其亲撰墓碑：“两朝顾命，
定策元勋”，赐谥号“忠献”。

相州州署的后院，建有一座雄伟秀
丽、古朴幽雅的庭院，名曰“昼锦堂”，是
韩琦晚年修身养性之地。“池馆隳摧古榭
荒，此延嘉客会重阳。虽惭老圃秋容淡，
且看黄花晚节香。”昼锦堂竣工后，韩琦
差人请好友欧阳修写记。欧阳修酝酿片
刻，一挥而就。起句直入主题：“仕宦而
至将相，锦衣而归故乡”，称赞韩琦“临大
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
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昼锦堂记碑由大书法家蔡襄书丹，
邵必篆额，时称“三绝碑”。碑文拓片，曾
赴国外展出，备受青睐。８

韩琦与昼锦堂

清·黄慎《韩琦簪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