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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暑假最热的几天，照例去河
北兴隆县雾灵山脚下避暑。

每日读书敲字的功课结束，
便去寻山访村，见识新风物，结
识新朋友。

一天下午，先生的朋友来家
喝茶。其人30多岁，身躯壮硕。
着T恤，休闲短裤，裸露的双腿
着实吓我一跳：膝盖四周大面积
红肿，外兼干裂起皮，局部带
痂，时有透明水样渗出。惊问其
详，告知既不是摔伤，也非烫
伤，此状出自中医秘术，鲜苍耳
子捣糊敷膝以治疗类风湿也。朋
友介绍说，此方为以毒攻毒法，
对逼出体内湿毒有奇效。其下肢
多年来深受风湿骨痛之苦，今得
秘方一试，看似惨烈，实则内毒
外泻，通体舒坦，顽疾有望一愈。

想起爬山途中时有遇见的苍
耳，我对朋友的这番话半信半
疑。近日微信头条偶览一新闻：
生苍耳子泡水喝，年轻女子险丧
命。读罢委实又吃了一惊。

此物的厉害至此始知一二。
但记忆中的苍耳全然不是这般模
样。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重庆永川
度过的。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校
园也便成了家园。学校大都依山
而建，我们的北山就是校园天然
的靠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机关单位里政治学习成风。家长
们白天晚上经常开会，一大群没
人照管的孩子便以校为家，以山
为窝。

小时候，我常常与伙伴们跑
去北山玩耍。山上有四五十棵古
老粗壮的香樟树，隐天蔽日，散
发着特殊的香气。暑假里，香樟

树开始结果了，一嘟噜一嘟噜的
小圆球儿，绿珠儿一般。成熟后
变成紫黑色，小小玫瑰香葡萄串
儿似的。香樟籽儿是名贵的中
药，药铺专门高价收购。我们为
了得到几个零花钱，曾经无数次在
树下草丛中寻觅、捡拾散落的香樟
果。费力抠开厚厚的果皮，取出香
气浓郁的细细的籽儿。那留在指
尖上的黑紫浆，好多天都洗不净。

运气好的时候，能捡一大
捧。只是长时间低头找寻，脑壳
昏了，眼睛胀了，腰也酸了。这
时候，我们就筋疲力尽地摇晃到
一个阴凉处，四仰八叉横在山坡
上。透过香樟叶的细缝儿，看
天，看云，听风轻轻地唱。遇到
几只癫狂的喜鹊蹬踹树枝，香樟
果儿噼里啪啦毫无征兆地砸在我
们身上，又蹦散开去。小伙伴们
便“腾”地一下弹跳起来，尖叫
着追逐不同的目标，再次扎入深
草丛中⋯⋯待到围坐一起炫耀各
自战利品时，大家才发现手心儿
里的宝贝没几个，身上的粘草子
却到处都是。

重 庆 人 把 苍 耳 子 叫 做 粘
（zhān） 草子。山坡上，灌木
丛，田野里，到处都有它绿蓬蓬
的身影。平时跟众多野生低矮植
物一样，并不引人注目。盛夏结
果时节，它那绿枣核儿似的、直
愣愣毛扎扎的苍耳子却让人过目
难忘。人一旦从它身边经过，它
就死死粘住不放，怎么甩都甩不
掉。其实不只是粘人，记得小学
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苍耳妈妈
有办法》，说是“她给孩子穿上带
刺的铠甲，只要挂住动物的皮
毛，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洼”，

把苍耳果实的特殊形状和巧妙播
撒种子的特性讲得生动而有趣。
汪曾祺先生的故乡称苍耳为“万
把钩”，这名字更是看一眼就记住
了，因为实在太形象。

果实带刺带钩是其特点，可
是为什么叫“苍耳”，却一直不清
楚。查资料，才知道它又叫葈
耳、猪耳、鼠耳等等，总之是说
它的叶子像好多种动物的耳朵。
那一个“苍”字，是说它的茎脉
上覆着灰白色糙伏毛。这种解释
太过正经了，而我一瞎想到它是苍
山的耳朵，深绿色的耳朵，苍白的
耳朵，就觉得魔性无比，乐不可支。

资料上说它嫩苗可当野菜
吃，果实、特别是种子毒性大，
对人的神经及肌肉有毒害作用。
真可怕，敢情它是我们最早接触
到的“毒品”啊！

我们小时候更习惯把粘草子
叫做小地雷、狼牙棒。青绿色的
时候，你看它们一个个腆着小鼓
肚儿，浑身长满毛毛刺儿，分明
就是一枚枚钉刺地雷。立秋之
后，成熟的苍耳子变成了灰褐
色，周身的针刺干燥而带弯钩，
挺立在短短的叶柄上，活脱脱一
根狼牙棒。当与小伙伴们忘我地
奔跑在从林间，埋地雷，打游
击，勇猛地攻占一个又一个小山
头的时候，苍耳子便是我们最得
力的武器。太阳下山，月亮初
升，大家分拨儿分批，想装作若
无其事溜进各自家门的时候，牵
挂在发梢、裤腿儿、布鞋袢球鞋
带上的苍耳子，自然成了爸爸妈
妈收拾我们的最有力证据。

在那个没有多少娱乐工具的
年代里，苍耳子还频繁出现在我

们的书包带儿上，长条凳上，课
桌斗里，前排同学的后背上，女
孩子的花辫儿绺儿里，交给老师
的作业本中。逮啥粘啥，逮谁挂
谁，让你深刻体会啥叫纠缠不清
摆脱不掉。看来那时的我们，真
的是“中毒”不浅。

后来，我到京城上大学。第
一次读到《诗经》“采采卷耳，不盈
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实在
不敢相信幼时的玩伴粘草子，竟是
怀人的先祖，千古的忧伤。

如今，一别故乡三十余载，童年
多少次在梦中闪现。梦里永远有北
山，有香樟，有伙伴，有粘草子。

放下手机，独自出门，走向
不远处的冈峦。一路回想着童年
的歌谣，东哼一句，西唱一句，
引得路边的花草都在笑。

一阵风过，白茅草狗尾巴草
跟着我摇头晃脑。野蒿长得比人
还高，顶着紫色的小串花最惹
眼，蹭我一身中药香。野菊花不
甘匍匐在低处，使劲儿伸长脖子
绽放金黄，生怕别人看不见。打
碗花缠绕着玉米叶，吹着白色粉
色的大喇叭呜呜唱。酸枣儿棵子
真蛮横，从头到脚都是硬刺，谁
碰扎谁。只有苍耳，静悄悄地站
在草树间。个头儿不高不矮，腰
板儿笔挺，着一身正绿，服兵役
似的。小心扒拉开它那些肥厚宽
大、恣意乱窜的叶子，不出所
料，血管似的叶柄上，满是呲钩
挂爪的小棒槌儿。

摘下几个，放在掌心，它们
鼓着肚儿望着我，还是小时候的
模样。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语文特级教师）

苍山有耳
邓虹

7月中旬，第七届江苏书
展在苏州举行，译林出版社邀
请我参加他们的一场活动，与
少年读者及家长们聊聊有关
名著阅读的话题。他们告诉
我，另一位嘉宾是个翻译家。
我深感荣幸。但心里也隐隐
有那么点儿担忧。我向来对
国外作品的译本比较挑剔，可
我的英语那么烂，跟一位货真
价实的翻译家坐在一块儿，实
在是底气不足。

后来我了解到，主办方邀
请的翻译家叫朱建迅，是扬州
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刚退休，译
过《汤姆索亚历险记》《纠正》
《天赋》等作品。这下我更没信
心了，跟高校学者的话语方式
完全不是一个频道的啊，现场
怎么交流？可是，架不住主办
方的热情，也就半推半就了。

7月16日上午，我和编辑
小彭乘高铁赶到苏州。到达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报告厅，上
一场活动尚未结束，我在后排
找了个空位坐下，没有发现自
己想象中的翻译家模样的人。

工夫不大，出版社另一编
辑从门外领进一位男士，瘦高
个，戴副眼镜。凭直觉，我判断
是朱先生。我起身，来到他们
跟前，编辑为我们作了介绍，证
实了我的猜测。朱先生看着
我，微笑着，说：“你就是我想象
中的样子。听说另一位嘉宾是
你，我就很期待，今天见到你
格外亲切。”

听他这么说，我一下子有
点儿懵。大概看出了我的疑
惑，朱先生带着笑意说：“你不
知道吧，我就是琅琊路小学毕
业的，今天见到母校的老师，
真的很开心。琅小给我留下
了美好的童年记忆，你是母校
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

在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
聂梅女士的穿针引线下，活动
很成功，我和朱先生从各自的
学科背景出发，阐述自己的观
点，提出自己的建议。

活动结束后，我们来到附
近一家餐馆。我跟朱先生邻
座，很自然地，话题集中在了往
事的回忆上。他说，他是上个
世纪60年代在琅小上的学，那
段生活他至今记忆犹新。

朱先生当年比较胆小，
不管老师怎么鼓励，上课就
是不敢举手发言。一次，班
主任庄莉英老师发现他唱歌
音色不错，便推荐他进入了
学校的合唱团。在合唱团，
他刻苦练习，经常参加各种
演出，逐渐变得自信阳光。
庄老师呢，则一直关注着
他，经常为他的一点微小进

步而大加表扬。朱先生停顿
了一下，感慨地说，我切切
实实地感受到老师对我成长
的意义，我一辈子感谢庄老
师，每年教师节都会跟她通
电话。前一阵，我把出版的
新书寄给庄老师。老师已经
八十多岁了，眼睛早花了，
我在电话里说，老师，等着
我，我会到家里读给你听。

聊完老师，话锋一转，
朱先生又聊起了同学。

朱先生班上有个女同学
叫海蔚蓝，当时他并不知道
这是著名作家海笑先生的女
儿，只觉得她跟其他孩子不
一样，很善于跟人交流。

因为地理环境的特殊
性，琅小的校园十分局促，
学生的体育活动只能在校园
周围的马路上进行，至今仍
是如此。有一回，他们玩得
兴奋，不小心将球踢进了旁
边的小院里。小院里住的是
当时的省委领导一家。就在
大家面面相觑时，海蔚蓝果
断地上前敲门。一个警卫开
了门，表情严肃。海蔚蓝很
有礼貌地跟他问好，说明原
因，并表示歉意。警卫听
完，转身走进去，不一会
儿，抱了一堆球出来，说，
这些都是你们的，拿去吧！
那一刻，在同学们的眼里，
小蔚蓝成了大明星。

还有一次，朱先生病
了，连续几天没去上学。傍
晚，海蔚蓝来到他家看望。
这时，在机关工作的朱先生
的母亲下班回来了，海蔚蓝
主动打招呼，见朱先生母亲
从包里取出带回的文件，便
又问，阿姨，您也是从事文
字工作的吧？小姑娘的大方
与观察力让朱先生的母亲吃
了一惊，于是，像接待成年
客人一样，与她攀谈起来。

朱先生的声音平静和
煦，那些往事就在他的口
边。随着他的讲述，模糊的人
物与场景在我眼前不断拉近、
清晰。庄莉英老师的名字曾
经在一些校友的回忆文章中
出现，而那位叫海蔚蓝的同
学，我早已不陌生。我们的校
史馆里，就收藏有她父亲海笑
先生写给学校的信件，还有她
们姐妹和父亲的合集《三海
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
及一个亲历者的讲述来得亲
切，甚至深刻。这样的讲述
带着记忆者真实的情感，带
着记忆者特有的气息，它是
具体的，它是唯一的。

（周益民，语文特级教师，
著有《闪闪发光的故事》等）

唯一的记忆
周益民

⦾资讯

海峡两岸大学生
运河文化之旅体验营举办

本报讯 （缇妮） 来自海峡
两岸 41 所高校的 60 名大学生
日 前 在 故 宫 博 物 院 参 加 了

“运河文化之旅——第七期海
峡两岸大学生文化体验营 ”
开营式。北京师范大学人文
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
文化院院长许嘉璐，从活动
的内涵和运河文化的地位等
方面指出本次体验营的意义，
他希望营员们一路行走，一路
体悟，肩负起年轻一代在文化
保护与传承上的责任。

开营式后，体验营营员踏
上了“运河文化之旅”的旅
程，寻访古水道、水利枢纽、
漕运粮仓和桥闸等运河相关文
化遗址与现代工程，追溯运河
文化的前世今生。文化体验营
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
研究院、中国文化院、凤凰网
等联合举办。

“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
创意写作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焦以璇）
近日，第四届“北大培文杯”
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颁奖
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

本届大赛自 2016 年 11 月
启动以来，共有 2000 余所学
校、20 万名学生踊跃投稿，
经过网络初赛、现场赛、总决
赛的层层筛选，最终评出中文
奖 项 600 名 ， 英 文 奖 项 300
名，其中中文特等奖 10 名、
一等奖 50 名，英文一等奖 30
名。

“探寻汉字之美”
结营式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金鲁
克） 近日，中国文化院及北京
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主办的“2017 中华文化之旅
—探寻汉字之美”结营式在北
京举行。2016 年，中国文化
院策划主办了 2016“香港中
学生中华文化征文比赛”，得
奖者获得参加本次中华文化之
旅的机会。

据悉，此次来自香港的中
学生们在专家学者的带领下，
参访黄帝故里、殷墟遗址、中
国文字博物馆、少林寺、许慎
文化园，溯本追源，切身感受
历史悠久的汉字文化和灿烂的
中华文明。

⦾文苑

瘦长身材、蓬松头发、满脸麻
子⋯⋯鹤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张希和虽其貌不扬，却有一
种仙风道骨般的艺术家气质。

近年来，他的名字享誉海内
外，作品获奖无数，“泥猴”技艺
更被河南省鹤壁市认定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谈起学艺当初，张希
和大叹不容易。用他的话说，就
是从玩泥巴开启了艺术之门。

张希和的大哥是民间艺人，
在当地颇有些名气，他不仅会扎
纸人、纸马，还会捏神像、泥人
等。在大哥的熏陶下，张希和逐
渐喜欢上用泥巴捏小人、小动物。

善良宽厚的哥哥开启了张希
和的艺术之门，并教他学会了捏
各种各样的“泥咕咕”。而他专攻
泥猴儿，缘于小时候的一次经历。

浚县庙会当时在河南远近闻
名。张希和八九岁时，有次逛庙
会，看上了一位老艺人卖的泥猴
儿，想买，但没带钱。他就站在
老艺人身边观察了几个小时。老
艺人应该是被他感动了，就送了
张希和一个。

他比照着老艺人捏的泥猴
儿，自己一点点摸索。从此，张
希和开始捏起“泥猴儿”来，与

“泥猴儿”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12岁那年，他捏的泥猴儿形

态各异、非常逼真，在乡里大受
欢迎。每年的庙会上，他和哥哥
的摊位经常被乡亲们包围，有时
候忙起来都忘了吃饭。

张希和凭着自己的执着和悟
性，把“小泥巴”玩出了名堂，找到
了终生奋斗的目标。出于对猴的
喜爱，张希和改属相为猴，并坚定

了自己的“泥猴艺术”之路。
“其实，我手中的泥猴儿是人

的化身，寄托着人们对社会、人
生的观察与思索。”与泥猴儿长时
间打交道，张希和越发感觉到，
猴子是美好事物的象征，“猴有人
性，人也有猴性”。张希和彻彻底
地爱上了捏泥猴儿。

张希和观察猴子几乎到了痴
迷的地步。那时，村里常有一些
演杂技或耍猴人现场表演。只要
村里来了耍猴人，张希和就寸步
不离地跟着他们，观察猴子的肢
体动作和神情，甚至追着耍猴人
走几个村子。“我还用自己攒下的
钱坐车到市里的动物园看猴子，
有时候一待就是一天，都忘了回
家吃饭。”

猴子们急躁、欢快、撕咬时

的动作和神情都被他“印”到了
脑海里，过后，他再凭印象创作
出各式各样的泥猴儿。

为了让自己的泥猴技艺形成
特色，张希和开始向生活学习。
他当时的月薪是50元，从生活费
中省出钱来买了大量书籍、绘画
作品进行研究。为了更加直观地
了解猴子的习性，观察猴子的神
态动作，张希和甚至花35元买了
一只猴子。

一有时间，张希和就观察、
模仿、思考。“想要捏出以假乱真
的猴子，就要把猴子的生活习性
和表情动作搞通透。”

此后十多年间，张希和的捏泥
猴儿手艺越来越成熟，逐渐得到社
会的认可。为了让自己捏出的泥
猴儿更加逼真，张希和每隔一段时

间就要到太行山区一处驯养猕猴
的基地观察，他整天和猴子们混在
一起，观察它们嬉戏、打闹、奔跑、
跳跃的神态和动作，用相机把它们
拍下来，然后仔细揣摩、研究。

为了形成自己的风格，表现
猴子的特点，他捏的泥猴儿面部
表情丰富、逼真，极尽描摹之能
事，身体却采用写意手法，几笔
带过、仅有身体轮廓。他把这套
工艺总结为“猴儿精，头上功，不
求形似，求神情”。

由于猴子的习性、特点，以及
各种表情动作在张希和的印象里
非常深刻，所以他创作时得心应
手，似信手拈来。此后几年，张希
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得到了
国内外艺术界的认可，作品还被初
中美术课本选用，赢得了“鬼才泥

猴张”的美誉。
几十年的捏泥猴儿过程中，除

了一门心思的研究和观察泥猴儿，
张希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技艺
的传承和创新上。几十年来，张希
和广收徒弟，一大批弟子手持“泥
猴”技艺走南闯北，在各地传承和
发扬着“泥猴”文化。作为张希和
的亲传弟子，禹州人刘彩霞就是其
中的代表。

2000年，刘彩霞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张希和，并开始学习捏泥
猴儿。“一开始捏的泥猴儿根本看
不出来是猴子，更别提神韵了。”
刘彩霞说。也许是看到了刘彩霞
的刻苦与热爱，张希和只要去禹
州，就会去指导她，看看近期的
进展情况。

时间一长，刘彩霞捏泥猴儿的
技术越来越好，2014年10月，张希
和终于收刘彩霞为亲传弟子。如
今，刘彩霞已经成为“泥猴张”的主
要传人，并且在“泥猴”工艺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张希和明白，依靠师徒之间
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终将会被
时代所抛弃。“民间艺术要赶上时
代步伐，必须创新。”几十年来，
张希和逐渐在转变，从只捏一些
小动物，到开始制作大型雕像、
群雕，他的艺术风格在不断发展，
胆子也在壮大。

“猴柱、猴头燕，是汲取淮阳泥
泥狗的造型风格；而猴山、猴窟，则
是借鉴了佛教艺术的特色。”针对
泥塑脆弱、不易保存的劣势，他开
始和钧窑联合，努力在泥塑的朴拙
之气和钧瓷晶莹、丰满的贵族气象
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黄河泥土捏活了“泥猴儿”
李华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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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时间之城》，回首便
看到了童年。

马嘉恺，造梦者，小说家，
作品横跨成人与儿童文学领域，
风格纯真而神秘，诡谲又温暖，
融合悬疑、幻想、哲思等元素，
将幻想小说上升到人文高度。代
表作有 《螺丝屋》《猫的旅店》
《时间之城》等，合称“马嘉恺

幻想电影院”。
这些被读者评价为“最受期

待改编动画电影的故事”，配上
插画家独具风格的插画，俨然一
部部纸上动画。

近日，接力出版社推出由马
嘉恺创作、罗殷绘制全彩插图的
新版《时间之城》，两位年轻作
者用细腻的文字和优美的画笔为

读者讲述了女孩千幽子在时间之
城中的成长经历，以动画电影般
的唯美质感，带给读者满满的感
动。绘者将儿童插画风格和图像
小说风格相结合，加入水彩指纹
效果，力求还原并呈现作品动画
般的影像感。

右图为《时间之城》插图。
（问水）

《时间之城》 纸上动画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
办的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日前圆满落幕。在为期45天
的戏剧节期间，共有9个国家
和地区的27家儿童戏剧团体
奉献了 48 台剧目 206 场演
出，观众近16万人次，来自
世界各地的儿童戏剧工作者
会聚一堂，为孩子们打造了
一个异彩纷呈的艺术节日。

为了让更多平时没有机
会看戏的孩子走进剧场，戏
剧节专门邀请儿童福利院的
孩子们、困难群体家庭到中
国儿艺观看国内外精彩的儿
童剧。此外，戏剧节还实现
了专业演员与学校师生同台
演出，助力校园戏剧建设。

每年一届的中国儿童戏
剧节都会邀请各国不同风格
的演出团体进行展演，在演
出剧目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
创新。儿童剧、音乐剧、舞
剧、偶剧等艺术品种，通过

多样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表
达手段，让孩子们在不同的
演出中领略了丰富多彩的舞
台艺术魅力，感受到不同国
家的文化和民族特色。

戏剧不仅停留在剧场，
更应该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中。
为了满足小戏迷们的需求，本
届戏剧节根据不同剧目，设定
了演出导赏、演后谈、儿童戏
剧体验等戏剧活动，让观众们
更深切地感受戏剧的魅力。看
完剧后，有的家长回家和孩子
凭着记忆一人分饰两角把戏又
演了一遍；有的小观众在给妈
妈讲述幼儿园一天的生活时，
也运用了剧本写作中的“情节
再现”；有的小观众在背唐诗
时如同在情感充沛地进行台词
朗诵，画画时如同把生活和想
象做成分镜头剧本⋯⋯孩子
和家长都深深地体会到，艺
术创作和戏剧现场存在于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

儿童戏剧节：把戏剧融入生活
本报记者 王珺

⦾图说

⦾戏剧时间

⦾暑期纪事

张希和展示自己捏的泥猴儿张希和展示自己捏的泥猴儿。。 李华锡李华锡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