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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墨焓

隶书卷、行草卷分别长 25米，总
长 50 米的书法长卷，摆放在郑州市
祭城街道办事处阿卡迪亚社区服务
中心的长廊里。参观者络绎不绝。

书 法 长 卷 的 内 容 ：十 九 大 精
神。长卷的作者：孙伟。他在省会
一所高校从事了 20多年思想教育工
作，有着 30多年党龄。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宣传、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孙老师
写的这个长卷紧扣时代主题，高扬
主旋律，满满的都是正能量。”一位
正在观看展览的居民评价道。

自幼喜欢书法艺术的孙伟，几
年前搬到这个社区居住。在积极参
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义务
教社区老人和孩子学习书法的同
时，他还以一技之长，用书法高歌时
代，用书法传递正能量。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56 岁的
孙伟激动得连续数日夜不能寐，他
决定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精心挑选

出 100句话，写成书法长卷。
说着容易做着难。要想从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精选出内容涵盖全
面，又要经典好记，同时还要字数适
合书写的 100 句话，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孙伟用近两周时间仔细研
读报告，并把精挑细选的句子逐句
查出字数，标注出来。

“作为书法爱好者，不仅要刻苦
钻研书法艺术，更要通过书法记录时
代、讴歌时代，弘扬社会正气，传播正
能量。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宣传和
传递党的声音，是我义不容辞的责
任。”孙伟说，他的书法长卷从着手到
完成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每
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研墨书写，经
常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

“书法艺术要有美的形式才有
感染力。书写中，稍有不满意的地
方我就会重新再写。”在社区为孙伟
提供的用于义务教学的书法室里，
至今码放着两尺多高他不满意的草
稿。为了写好这个长卷，孙伟仅选
纸就跑遍了市内有名的文房四宝

店，最终选中了两种带图案的高档
宣纸。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么严
肃重大的主题，一定要用大家都看
得懂、雅俗共赏的字体。”为了追求长
卷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孙伟分别用隶
书、行草来书写。他写了“初心”印文
用于启首和腰章，还请河南博物院、
西泠印社的制印高手制作了十几方
专用章。长卷上有近 400枚印章，仅
盖章就花费了他几天时间。

“ 很 多热心人知道我要用书法
作品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情地
帮助了我。”孙伟说，有人帮他整理文
字，有人帮他搬运纸张……他所在的
单位还经常派人登门拍照，第一时
间在学校的网络平台上进行宣传。

“应该说，这个长卷是在社会各
界帮助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
的。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它，让它
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人心。”孙伟说。“几所高校也
主动和我联系，要用这个长卷在校
园开展宣教活动呢！”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郑志磊 李艳辉

不大的农家院住着 9 口人。堂屋墙壁上除张贴着连片的
奖状，还悬挂着“道德模范”“孝老爱亲之星”之类荣誉牌匾。9
口人中有单二服夫妻，有孙子孙女，还有她的小姑子。他们挤
在 3张床上，却在寒冷的冬季让人感受着暖暖的爱意……

亲情与爱心

1987年，单二服与丈夫郭新魁结婚。乍登郭家门，单二服一
眼就看到了家中那个比自己小 10岁的“特殊成员”——又聋又
哑，患有严重智障，基本生活无法自理的婆家妹子郭襄（化名）。

郭襄呆滞而警惕的盯视，让单二服不寒而栗。“咱家妹子生
来就这样，但她从不攻击人。”丈夫在一边苦笑。望着可怜的小
姑子，单二服低声说道：“没事儿，只要咱俩饿不死，就少不了她
一口饭。俺会把她当亲妹妹待的。”

第二天一大早，单二服起床后第一件事是来到了郭襄床
前。

回想当年情景，单二服不好意思地说，新婚之夜她和丈夫
说得最多的“情话”是关于郭襄的。当时只有 10岁的郭襄，几
乎每晚都把大小便拉在床上……

毫不犹豫坐在郭襄的床沿上，单二服笑吟吟把手伸进了郭
襄的被窝……从此以后，给郭襄洗换床单被褥，帮她擦身、洗
澡，成了单二服每天起床后的头件事。为了不让郭襄肌肉萎
缩，每天吃过早饭，单二服会扶着她到街上四处走走。

公公婆婆患病住院、相继去世的那几年，是单二服最艰难
的日子。丈夫回忆说，为了家庭生活，那些年他一直在外打工，
种地，照顾父母、妹子和养育孩子的担子全压在单二服肩上。

“别看她天天乐乐呵呵，俺都想象不出那些年她是咋过来的。”
常年吃药的公公，还需要经常到村卫生室输液。每天起来，

单二服给郭襄穿好衣服，喂罢饭，把她换下的被褥、衣服洗洗，把
她搀扶到院里的太阳地里和婆婆一起晒上太阳，再用架子车把
公公拉到卫生室安顿好，又得匆匆赶到地里劳作到晌午……

在单二服的脑海里，常常萦绕着婆婆临终前紧拉着她的双
手久久闭不上眼睛的情景。“俺知道她那是惦着郭襄，怕她遭
罪。”

光阴荏苒。料理完公公婆婆的后事，丈夫依然打工在外。
随着两个儿子相继成家，单二服肩上的压力似乎减轻了些：种
庄稼，伺候郭襄。而且，郭襄一天天长大，好心的乡邻也不断给
单二服出主意。有的说，又不是你亲妹子，你一个嫂子对她这
样也算仁至义尽了，干脆把她送到乡敬老院，省得再拖累你。
也有好心人撮合，使郭襄有过半年的婚姻生活，但最终的结局
还是单二服含着泪把她接了回来……

“俺们是一家人，只要俺在一天，就会照顾她一天。”

责任与接力

单二服的精心照料和不厌其烦的调理，让郭襄的意识能力
有了明显好转：虽然仍经常洒饭摔碗，但不再需要他人喂食。让
人难心的是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除了坐，几乎不能再外出活
动。“俺现在连远门都不敢出，她万一摔伤了咋办？”单二服说。

“俺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了，陌生人根本不敢靠近。就
连俺给她端饭，她都经常把饭碗打翻，还哇哇大叫。她只认俺
妈。”在单二服儿媳王海萍的记忆里，几年前她嫁过来时，郭襄
经常半夜说梦话、哭闹、扔东西。但无论多晚，都是单二服起来
安抚她，直到她安静为止——为了更好照顾郭襄，婆婆去世后
的近 20年，单二服就和丈夫一起和郭襄同屋而居。

“俺有了孩子以后，俺妈忙得像个陀螺。每天一大早，趁
俺姑还在睡觉，她就抓紧上街买菜、做早饭，然后帮俺姑穿衣，
洗漱完了，再一勺一勺喂她吃。日常给俺姑洗衣服、剪指甲、
铺床叠被这些活儿，都是俺妈亲力亲为，根本不让俺插手。”王
海萍说，她能够为姑姑做的事情，就是趁单二服忙时帮着洗洗
衣服……

记者对单二服采访时，郭襄一直呆坐在一边。听着王海萍
夸赞的话，单二服起身握住郭襄的手说：“她就像个孩子，需要
人照顾，时间长习惯了，这有啥啊。”

如今，除了照顾郭襄、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幼儿园，还有三亩
多农田需要单二服操劳。到地里干农活时，半晌时单二服还要
匆忙回家看看郭襄。去年年底，郭襄患了腹泻，两天时间吃不进
饭。焦急的单二服几天几夜与她同床而居，生怕她出什么意外。

“二服真不容易，30年了，很少见她回娘家。她快 80岁的
父亲想她了，常会跑几里地来俺村住几天。”邻居师桂英说的这
番话，让脸上一直挂笑意的单二服眼圈红了，哽咽着说：“我是
个不孝顺的闺女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染白了两姑嫂的双鬓，皱纹爬
上了她们的额头。单二服对郭襄的一片爱心，也深深感染着下
一代。她的儿子、孙子且不说，两个儿媳妇也从不嫌弃她们的

“襄姑”。随手指着屋里的物件，单二服说：“这些都是俺俩儿媳
妇给郭襄买的。今年，大儿媳买了凉席、电风扇，二儿媳买了凉
鞋、背心、蚊帐、纸尿裤……”

狭小的卧室里，干净、整洁，两张呈“丁”字摆放的床格外醒
目，床头柜上堆放着郭襄的一些生活用品。“全家人舍不得用的
东西，都是先尽郭襄用呢。”单二服说。

“俺妈就是俺的榜样，这样的爱会在俺家一直传递下去
的。”不再到南方打工，最近和丈夫一起创业的儿媳王海萍动情
地说。1

□王剑冰

一

中原人爱凑热闹，这个特点我从
小就感觉到了。也许是平原地带，
人相对比较集中的缘故。比如太昊
陵庙会，大伾山庙会，都是热闹到极
致，人像蚂蚁样的挤成了团。开封
人更爱凑热闹，开封人带有着中原
人 的 典 型 特 征 。 而 开 封 的 热 闹 还
多，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
无不整得热闹非凡，花样多，地点也
多，龙亭、大相国寺、潘杨二湖、包公
府、禹王台、万岁山，再加上清明上
河园，似乎让人又看到了多少年前
的景象。

多少年前是什么景象呢？北宋
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日趋繁
荣，人口不断向大都市聚集。那是
一个世界级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
世界级的游乐中心。要开心，就必
然奔东京开封。进到了开封城，就
等于进到了人的海洋，热闹的天堂，
不管你是坐在河边，还是站在桥头，
你看水、看船、看楼、看人，不管你看
什么，你一整天都看不烦。

而你要是进到勾栏瓦肆，你就更
是不知道怎么放眼了。

勾栏瓦肆是两个词，常绑在一起
说。瓦肆就是百姓说的瓦子，也叫
瓦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加盖
着层层叠叠繁华瓦片的场所。而实
际上跟瓦没有任何实质关系，有着
非实质关系的，是取了瓦的意思，是

“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
聚易散也”。瓦是一个民间很有意
思的物质，它似乎能形容很多东西，
比如说一个人瓦着身子跑进雨中，
不仅说这个人弯着腰，还有一点耍
狠 的 意 思 。 比 如 说 这 个 人 瓦 着 个
脸，不仅是形容这个人的脸型，还有
他当时的性情。为什么叫成“肆”或

“市”呢？是这些场所有卖药、卖卦、
博彩、饮食等买卖交易，与商业活动
同时进行。

一个瓦肆里会有多个小的场地，
这个场地就叫做勾栏，勾栏让人想
起用杆子、木棍、绳子或布幔什么拦
隔的一种形式。自然，每一个勾栏
里 的 内 容 是 不 一 样 的 ，设 施 也 迥
然 。 有 的 有 瓦 有 顶 ，有 的 是 露 天
的。有的里面放一条条的凳子，有
的则是大木轱辘，有的干脆什么都
没有，所有人就都站着挤着。有的
表演者在中间，周围有的有看台，有
的没有看台。有的表演者在前面，
有的还要搭建一个台子，看的人在
下面。这个可能根据演出的内容和
形式来定，也可能根据承包管理者
的意愿来定。反正是五花八门，百
花齐放，各色人等，竟相登场。

也有人认为瓦肆不是一种专门
的娱乐场所，应是城市中一种方形
市场，有酒楼、茶馆、妓院和各种商
铺，中间是定期集市，是坊市制打破
以后一种城市综合性市场，其中包
括文娱演出场所。这种理解也是可
以的。那么瓦肆，还仍然有“瓦”的
非实质意思在其中。

二

不管怎么理解，往往来瓦肆勾栏
的人最多，最热闹。《东京梦华录》记
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
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
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
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三处瓦子，
竟有五十多座大小勾栏，那是什么
概念，恐怕至今都难以见到那种热
闹。游人看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
平民百姓。真的是构成了一个上下
同乐的祥和世界。

清明上河园就像一个瓦肆，你只
管随便走，都能走到一个勾栏中去。
那里有演习武术的，有展示民间绝活
的，有用一块黑红布表演戏法的，有
甩鞭的，练剑的，飞刀的，劈斧的，说

书的，斗鸡的，逗虫的，跑马的，舞龙
的，一个地方耽误半个时辰，一天也
就过去了，还得要找个正店或脚店吃
上一顿，或嚼着武大郎的炊饼看着舞
台上的潘金莲欢上一欢。

这样想着，就知道东京开封是一
个怎样的热闹了。这些地方不知道
培养出了多少民间艺人。艺人有固
定的演出场所，也就有专门的演艺
团体。有口才又无大长进的读书人
组成了书会，民间文学在其中发扬
光大，纣王妲己，貂蝉吕布，姜太公
钓鱼，霸王别姬，诸葛亮借东风，无
不通过勾栏艺人传至大众。还有一
种说唱艺术，像现在的河南坠子，弦
子拉响，板子打响，一会儿说一会儿
唱。听者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一门
心思都在了说唱者的表情上。

这里在说嘴，完全是口上功夫，
滑稽幽默，包袱联翩，笑声不断。那
里在玩口技，古人传下来的百鸟和
鸣，场内寂静，只听得鸟儿翻飞跳
跃，打斗撕咬，忽而天上，忽而地下，
牵着人的眼神乱跑。

还有好看的魔术，魔术变幻无
穷，最紧要的是一个藏，这里藏那里
出，不是人，就是物。现在有大型变
幻魔术，人们以为多么神奇，实际上
中国的神奇早在千年就有。宋神宗
时，一人表演藏舟，数十人抬着，转瞬
之间那舟就不见了。观众莫不惊骇，
以为是神人，连连去看究竟，到底看
不出来。表演功夫的玩着一个险字，
棍棒劈头，银枪钻喉，空腹吞刀，出口
吐火，眼睛吃针，刀上顶人。胆小的
别看，看了别叫，别叫憋不住。

最热闹的去处，恐怕就是打擂和
相扑。真的假的来上一来，不怕你
不服，先说好，不能藏暗器，打死
人不偿命，那可是人山人海，吸
引眼球的是还有女相扑，开
场时来个花样，打个圆场。
这在勾栏里是一新奇事。

三

当然，也有高雅的，那就是唱技
与文学结合的“小唱”。“小唱”就不
是大唱，不是连篇故事，人物说情，
而是宋词，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歌
唱。宋词本身读起来就层叠起伏，
唱起来更有韵味。

当时大街小巷，酒楼瓦肆，小唱
风极一时。在样板戏风云一时的年
代，县乡一级地方，百姓最熟悉、传
扬最多、心里最挂记的，就是那些剧
团里唱戏的角儿。

《水浒传》第二十九回，“施恩重
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中有这
样一段描写，说武松抢过林子背后，
见一个金刚大汉，披着一领白布衫，
撒开一把交椅，拿着蝇拂子，坐在绿
槐树下乘凉。武松直抢过去。就又
看到了酒幌子、肉案、酒缸之类，之
后呢？“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
人，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
原 是 西 瓦 子 里 唱 说 诸 般 宫 调 的 顶
老。”西瓦子，指的正是瓦肆。

孟元老在《京瓦伎艺》中讲了许
多发生在勾栏瓦肆里的故事，涉及达
官贵人、平头百姓，很是有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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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家和离不开姑嫂亲。襄城县颍桥

镇南街村有这样两姑嫂：50岁的嫂嫂精心照顾

小姑子整整 30年。乡邻们都说她们虽是姑

嫂，却情比母女——

姑嫂同舟

汴梁的勾栏瓦肆

本版插图/王伟宾

5050米长卷传递党的声音米长卷传递党的声音
生活素描

历史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