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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注重” 的重要指示精神， 扎实做
好建设全国雷锋文化“高峰” 工作， 市关工委、 市妇联目前正在共同编写 《抚顺文明
家风故事》 一书。 本报摘发了书中部分有关家庭、 家教、 家风故事， 敬请关注。

一块迎面骨

不懈的动力
史志魁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也是收获的
季节。 2017 年的春天， 对新抚区站
前街道东八路社区 79 岁的退休老人
张长友来说， 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他精心创作的 10 米长卷 《清明上河
图》 剪纸作品以创新的理念， 精湛的
技艺， 收获众多关注， 《辽宁日报》
辽宁电视台等十几家新闻媒体接踵而
来， 对他进行采访报道。 一时间， 他
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此时， 张
长友最怀念的是母亲王桂英， 他望着
墙上挂着的母亲遗像， 流下了感激的
热泪。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个
冬月， 上小学的张长友从农村姑姑家
串门回来， 高兴地对妈妈王桂英说：
“妈妈我会剪窗花了！” 说完从兜里掏
出一个纸剪的宝葫芦。 看着儿子的第
一个剪纸作品， 王桂英高兴地笑了，
然后说： “剪的不错， 要是再用点
心， 会比这个剪得更好。” 说完， 王
桂英拿出剪刀和纸， 教儿子又剪了一
个宝葫芦， 果然比第一个好看多了。
张长友眨着一对大眼睛看着母亲， 惊
讶地说： “妈妈您也会剪窗花？” 王
桂英告诉他， 妈妈老家也在农村， 很
多农村人会剪窗花装饰屋子， 不过要

剪好、 剪精可就难了。 张长友天真地 于责任心强， 工作出色， 很快就当了
问： “妈妈， 怎样才能剪好、 剪精？” 科长， 后来又提拔上了处长， 整天忙
王桂英拉着儿子的手认真地说： “两 得脚打后脑勺， 什么兴趣爱好全都顾
个字， ‘坚持’。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 不上了。 有一年冬天， 他晚上七点多
只有坚持才能胜利！” 张长友望着妈 钟才赶回家， 吃了点饭， 就要上床休
息。 这时， 母亲王桂英走了进来， 对
妈，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从这天开始， 一有空张长友就跟 他说： “眼看就要过年了， 咱家的窗
着妈妈学剪纸， 剪花、 剪鸟、 剪鱼、 花还没有剪， 往年都是你剪的， 今年
剪虫， 剪英俊的大马， 剪耕耘的老 你还应当剪。” 张长友忙了一整天，
牛， 剪蓝天白云， 剪草地小溪,剪着、 实在太累了， 累得几乎躺在床上就能
剪着， 剪纸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兴趣 睡着。 他本想告诉母亲明天再说， 可
和爱好。
他忽然想起了儿时母亲对他说的话：
时间如流水。 很快张长友小学毕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 只有坚持才能
业升入了初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张 胜利。” 顿时， 张长友提起了精神，
长友的兴趣和爱好也渐渐地多了起 拿起剪刀剪起了窗花。
来， 时不时地就忘掉了剪纸的兴趣和
常言道， 滴水穿石、 粒米成箩。
爱好。 有一天他放学回来做完作业，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三十多年
刚要下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 就 的剪纸生涯使张长友的剪纸水平已达
被妈妈给叫住了。 妈妈问他： “你的 到了挥洒自如的程度， 再难剪的窗
作业做完了吗？” 他说： “做完了， 花， 只要他看上一眼， 就能剪出来，
不信你看看。” 妈妈说： “老师留的 而且一模一样、 分毫不差。 这时， 母
作业你做完了， 还有一个家里留的作 亲王桂英对他说： “剪纸的精髓你已
业你没做。” 张长友是个聪明的孩子， 经熟练地掌握了， 但还要坚持， 要再
经妈妈这么一指点， 他什么都明白 朝前迈上一步。” 事隔不久， 厂里请
了， 立刻回到屋里精心地做起剪纸 东北大学的教授来讲创新理论， 听着
来。 从此， 剪纸成了他的一门作业， 听着， 张长友的眼前一亮， 母亲讲的
他每天都要剪一剪、 练一练， 就是后 再朝前迈一步， 不就是让他创新吗？
来参加了工作， 他也没有丢掉这门作 很快张长友创作出了 10 米长卷 《五
十六个民族》 剪纸作品， 获得市级奖
业。
张长友先后到很多单位工作， 最 项， 接着他又创作出 《虎风》 剪纸作
后调到了抚顺石化公司石化一厂， 由 品获得省级奖项。

张振生

1999 年， 张长友退休了。 这时，
母亲王桂英已是满头银发的 86 岁老
人了。 张长友一边照顾着母亲， 一边
发展剪纸技艺， 2011 年， 他荣获抚顺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证书。 2012
年， 他用 7 个月的时间创作出百米长
卷 《中国古典名著》 剪纸作品， 这个
作品包含 265 个人物， 个个栩栩如
生； 56 匹战马， 匹匹姿态英俊。 母亲
王桂英看后坚起了大拇指， 这是母亲
第一次对他的剪纸作品提出表扬， 也
是母亲对他在剪纸技艺上朝前迈一步
的充分肯定。 这幅作品获得世界纪录
协会颁发的 《世界纪录证书》。
2016 年 ， 母 亲 王 桂 英 病 故 了 ，
临走时， 还用手比划着， 让他在剪
纸的技艺上不要停步， 要继续朝前
走。 2017 年年初， 中国美术史上的
稀世珍品 《清明上河图》 给 79 岁的
老人张长友带来了创作灵感， 使他
萌生了用剪纸表现这幅作品的念头。
张长友反复研究揣摩后， 于 2017 年
3 月份开始着手绘图， 并在尊重原作
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他每天早晨
三点钟起来剪纸， 克服了重重困难，
用 3 个月的时间， 创作了 10 米长卷
《清 明 上 河 图》 剪 纸 版 。 当 有 人 问
他， 你的作品源源不断， 你的创作
激 情 从 哪 来 ？ 他 说 ： “坚 持 不 懈 ，
勇往直前的家风是我创作路上不竭
的动力。”

细节里的家风
雨擎
如果把人一生的积累分为十个刻
度的话， 那么从一到五的刻度里一定
是家风给予的。 家风的内容多得数不
清， 渗透于生活的每个细节里， 尤其
对孩子的影响是容进骨髓般地深刻。
然而家风于我们李家而言是什么， 好
像无法用一两个词来概括。 仔细回忆
往事， 似乎也找不到父母亲常常挂在
嘴边的家规家训， 但我却又真真切切
地感觉得到它无处不在， 既有耳濡目
染， 亦有潜移默化。
我在家里虽为长女， 但却没有享
受过父母之独宠， 因为在我还没出生
时， 我的姑姑已从农村来到我家生
活。 也许父亲与姑姑已经有了二十多
年相处的兄妹情， 而与我这个刚出生
的女儿还有些陌生吧。 母亲说， 那时
父亲对姑姑比对我好。 后来， 三叔、
老叔也来了。 再后来我懂了， 父亲是
在尽哥哥的责任。
那时我们家住在后戈杨树林边上
的一间平房里， 实际面积我没量过，
母亲形容它是巴掌大点的地方， 最多
时住过八口人。 记忆中， 那巴掌大点
的地方， 北面是一铺炕， 父母、 我、
二妹、 姑姑住炕上。 炕下有一个地炉
子， 烧炕用的， 有时也熬粥烧开水。
南面紧靠窗处搭一张床， 老叔住在
那。 外屋原本是厨房， 说是厨房， 实
则也就一小条地方， 印象中， 父亲双

臂伸开便能够到东西两面的墙壁。 然
而就是这么大点的地儿， 父亲将原来
盘着炉子的地方填平， 在上面盘了一
铺炕， 又在炕沿儿处从上至下挂了一
个幔布， 算是新婚的三叔三婶的新
房。 可想而知， 那时的父亲该有多
难。
而我却能在这种窄小、 拥挤的环
境中跑来跑去地嬉戏玩耍， 感觉空气
中都迷漫着浓浓的爱意。 在无数春风
沉醉的夜晚， 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
里， 美妙的亲情静静悄悄地敲打着我
幼小的心扉， 在纯静的心底， 深深地
埋下了“一奶同胞、 血浓于水” 的责
任与担当。
等我慢慢长大了， 分清楚母亲与
姑姑、 叔叔们的血缘关系， 便由衷地
佩服母亲的善良与包容。 也许住得拥
挤还能忍下来， 那么经济拮据是能让
人忍无可忍的。 姑姑和老叔都是在我
们家念的高中， 我那时太小了， 不知
家里的状况有多严峻。 但后来听母亲
说过， 多少回都到了揭不开锅的程
度。 尽管连饭都吃不上了， 母亲没有
怨天尤人， 也没有抱怨父亲。 二妹会
走路了， 没钱给她买鞋穿， 母亲便把
我穿得露了脚趾头的鞋拿来， 又讨弄
来几块碎布， 剪裁一番， 再熬两个晚
上， 硬是把碎布缝制成了两个栩栩如
生的猫头， 然后结结实实地缝在我穿
露了脚的鞋上， 于是二妹就有了一双
独一无二的新鞋。
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应对这种穷
日子的办法有很多。 上学了， 我多想
有一个漂亮的文具盒呀！ 但我知道家

里没有钱买， 只好忍着不说。 母亲也
不说， 她在默默地做， 在我开学的前
一天， 竟然给我做了一个文具盒。 她
用做鞋的袼褙缝了个文具盒骨架， 不
知从哪里要来的一块与绿军装一样颜
色的布， 用她的巧手在绿布上绣了鲜
花和蝴蝶， 然后精心地缝在文具盒的
里儿和面儿上。 说心里话， 当时我是
喜欢的， 但是又怕同学笑话， 上课时
不敢拿出来摆在课桌上。 没想到有一
天被老师发现了， 她说我的文具盒因
为独一无二是最漂亮的。 有一年学校
开运动会， 要求运动员入场时一定要
穿白鞋。 我没有， 又没钱买， 母亲仍
然有办法。 她把邻居大娘扔掉的粘了
黑臭油 （沥青） 的一双白鞋捡回来，
刷洗干净， 用白线在鞋面的黑渍上绣
一朵白牡丹， 另一只也绣了一朵对称
的。 这还没算完， 母亲又把鞋弄湿，
在上面涂了一层白粉笔， 等鞋干了之
后一看， 真的如新的一样。 夏天， 我
家的小院里开满了母亲种的笤竹梅花
（格桑花）， 秋天花落了， 我感伤地
说， 假如这花永远不凋谢多好。 母亲
说她有办法。 入冬了， 母亲把向日葵
杆里的瓤扒出来， 把它剪成花瓣， 一
瓣一瓣地粘好， 粘成一朵朵格桑花，
涂上粉色的水彩， 再把这些花用绿色
的手工纸缠在干树枝上， 然后配上叶
子。 好了， 一束束格桑花做成了， 母
亲说它可以开到明年院子里格桑花再
开的时候。
母亲的巧思妙想， 给我的童年送
来了一个又一个柳暗花明， 也使我耳
濡目染、 不学以能。 在童年之后的许
多日子里， 我学母亲的样， 化解了曾
经的囊中羞涩、 捉襟见肘和女人总是
少一件衣服的无奈。 孩子小的时候，
大家的工资都低， 不过我儿子的衣服
却显得很多。 因为我会经常买一块
布， 在傍晚的灯光下， 踩着缝纫机便

给他做成了一件缀满母爱的衣服。 直
到现在， 我家里仍然有两台缝纫机，
一台电动的、 一台脚踏的， 当我觉得
柜子里又少了一件衣服的时候， 便使
用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心灵手巧， 开
始给柜子里的衣服“动手术”， 改一
下领子、 镶一个花边、 缝几颗亮钻，
或者绣几朵小花。 去年儿子从国外回
来， 他看见我又在缝， 笑称我缝衣服
已是老常态。 还问我说： 妈， 你这是
不是跟我姥学的， 我姥也是， 每次看
到她好像都在做拖鞋。 是的， 好多年
了， 我家的旧衣服都被母亲改做拖鞋
了。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父母亲是说
过很多很多类似于家规家训的话。 其
中就有“一奶同胞、 血浓于水” 关于
亲情的。 更有一些看似没什么， 实则
却至关重要的规矩， 尤其对作为长女
的我经常说： 小丫头吃饭不能吧唧
嘴、 小丫头说话不要那么大嗓门、 小
丫头要节俭、 小丫头要勤奋善良、 小
丫头要心灵手巧……总之， 父母亲说
了许多小丫头要这样做和不要那样做
的话， 只是有许多已经全部蕴含在父
母亲的行动之中。
许多年以后，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
都各自成家。 忽然有一天， 二妹因家
庭变故暂时无处栖身， 我想都没想别
的，便将二妹接到家里一住三年。 前些
年小妹的女儿考上重点高中， 因我家
离学校近， 又让他们三口人搬来家中
住下。 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团结，感情特
别好，隔几天若是不见，心里会觉得空
落落的。 每年除了大小节日的聚会，更
有各种主题的家宴。 重视亲情、姊妹情
深，绝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内在命令和
意识自觉。 这一切都源于父母亲对我
们的言传身教， 他们不富有， 一辈子
平平淡淡， 然而却给了我们许多昂贵
的财富和无私而广袤的爱。

几年前的一天， 我的孙子张博从技工学校
毕业， 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宣布： “爷爷， 爷爷，
我被分配到煤矿当井下通风员了”。 这个喜讯，
使我非常高兴。 晚上， 我面对父亲的遗像说：
“爸爸， 你重孙子后天就要上班了， 当了张家第
四代矿工。” 夜里， 我躺在床上碾转反侧， 没有
睡意。 我想孙子就业了， 作为爷爷我应该向他
说点什么？ 思来想去， 我突然眼前一亮， 何不
把父亲生前遗留的那块迎面骨给他看看， 让他
知道太爷爷、 爷爷、 父亲三代矿工在矿山工作
的艰辛， 上班以后要注意安全生产， 当一名好
矿工。 想到这， 我连夜翻箱倒柜， 找到了那块
尘封三十年的遗骨。
第二天上午， 我就把张博叫来， 把一块巴
掌大小用纸包着的东西，递给了他。 看着张博的
神态,他一定以为是珠宝玉器，张博小心翼翼地一
层层打开包着的纸， 一看是一块不方不圆、 不
黑不黄、 火柴盒大小、 硬币厚的东西， 包装纸
上有两行小字清晰可见： 八六年三月二十五，
下井不幸出事故， 两条小腿被砸断， 留下这块
迎面骨， 张家子孙要记住， 工作千万别马虎，
安全生产大如天， 出了事故要吃苦。 张博问：
“这是啥呀？” 我告诉孙子： “这是你太爷爷生
前遗留的， 他小腿上的一块迎面骨， 也叫小腿
骨。” 我将这块骨头的来历讲了一遍。
你太爷爷叫张宝金， 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有
84 岁了， 他是咱家第一代矿工， 在矿山一干就
是 30 多年。 1986 年 3 月 25 日他带班采煤， 中
午运煤的溜子道堵了， 工作面大量的煤炭运不
出去， 你太爷爷急忙拿着一把铁锹去捅溜子道。
在捅的时候， 突然从上面滚下来一块比篮球还
大的矸石，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两名工友扛着木
头上来。 你太爷爷一看不好， 心想如果矸石滚
下去砸到两名工友，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你太
爷爷一面大声疾呼“快闪开！” 一面本能地用铁
锹去挡滚下来的矸石， 由于矸石块太大， 溜子
道太陡， 矸石把你太爷爷手中的铁锹碰断后又
滚到你太爷爷的小腿上， 就听你太爷爷“哎呀”
一声倒在溜子道上。 得救的两位工友对着这突
如其来的一幕吓得目瞪口呆。 他俩放下肩上的
木头， 急忙上来把压在你太爷爷小腿上的矸石
搬开， 只见两条小腿鲜血直流。 大家用木板子
钉了一个担架， 把你太爷爷抬到井上， 经救护
车送到医院做 X 光检查， 你太爷爷两条小腿粉
碎性骨折。
第二天做完手术， 一位医生来到病房， 对
你太爷爷说： “老同志， 你的手术做完了， 由
于伤势太重， 一块迎面骨也叫小腿骨没接上，
我们用一块人造骨给你接上了， 手术做得比较
成功， 以后慢慢养吧。” 你太爷爷接过用棉纱包
着的骨头， 为了让子孙铭记在心， 后来在包装
纸上写下了八句话。
我向张博说完骨头的来历， 又对他说：
“你太爷爷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 那年年末矿里
评先进时， 你太爷爷被评为临危不惧、 舍己救
人的模范。” 1994 年， 你太爷爷得了一场大病久
治不愈， 临终前对我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
今后你要把这个家撑起来， 咱家三代都在煤矿
工作， 重孙子长大以后也要在矿山找工作， 让
他成为我们家第四代矿工。” 你太爷爷说完让我
把这块骨头保存好， 并要求今后张家人不管干
什么， 上班前都给他们看看， 向他们讲讲这块
骨头的故事。 让他们做到： 违法的不干， 伤身
的不做， 是非的不说， 造谣的不传， 知道感恩，
回报社会。
听完这一番话， 张博对我说： “爷爷你放
心， 我决不辜负太爷爷的期望。” 2011 年， 张博
把他第一个 《先进生产者》 证书给我看后， 我
十分高兴。 在证书背面也写了八句话： 孙子评
上先进， 爷爷愉悦身心， 今后继续奋进， 为矿
奉献青春， 积极回报社会， 永远不忘感恩， 认
认真真工作， 实实在在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