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16 2018年12月10日 星期一

“制笔匠人”刘好勤：

“一生一件事，只做好毛笔”
当刘好勤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

的毛笔展现在笔者面前时，仿佛打开
了一扇中国传统文化血脉延续的大
门，曼妙奇特，别有洞天。

刘好勤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汝阳刘毛笔第 66 代传人，将汝
阳刘毛笔制作技艺发扬光大。“一管
小小的毛笔，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传统
文化。”对 58 岁的刘好勤来说，做好
一管毛笔是件神圣的事情。

刘好勤出生在河南项城市孙店镇
汝阳刘村，刘家世代制作毛笔。“刘家
毛笔为秦朝大将蒙恬所创，后经其手
下文书刘氏先祖刘寅传承发展至今，
被历代文人墨客视为文房精品。自明
代传入皇宫，成为明清两代宫廷贡
品。”每每说到毛笔，平时沉默寡言的
刘好勤总有说不完的话。刘好勤介
绍，传统制笔分挂毛、齐毛、垫毛、切

毛、梳毛、清毛、装杆、择笔等工艺流
程，汝阳刘毛笔由128道工序精制而
成，具有“尖、圆、齐、健”4大特点。

受祖辈影响，幼年时的刘好勤就
独爱毛笔。“父亲嘱咐我，制笔如做
人。勤学好问多干活，把手艺学精学
透，才能有用武之地。”

16 岁时，刘好勤进入毛笔厂当
学徒。每天他第一个进厂，打扫车间
卫生，把制笔工具、原料摆放好。汝
阳刘制笔128道工艺，一般人只负责
一道工序，刘好勤却挨个工序钻研。
谁做得精，他就向谁请教，直到把
128道工序完全学完学会。

好景不长，由于管理不力，经营
不善，毛笔厂生产停滞，濒临破产，刘
好勤只好回家钻研制笔技艺。为了
不受打扰，他躲在红薯窖里潜心研
究，吃饭睡觉全在窖洞里，一住就是

两年。每次谈到这段经历，刘好勤总
是说：“跟中华毛笔几千年文化相比，
我这又算什么？”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毛笔
居四宝之首。汝阳刘毛笔工序严谨，
历经分毛、脱脂、去绒、装毛、齐毛等
128道工序，其中，齐、垫、切、梳是关
键环节。一管好毛笔兼具尖、圆、齐、
健“四德”，外饰讲究，美观大方。在
制笔车间，刘好勤一手拿着经过处理
后的羊毛，一手用牛骨梳慢慢梳理，
仔细把杂毛一根根夹掉，直至把羊毛
理顺，露出有光泽的锋芒。

“做毛笔是精细活儿，贵在一毫
一厘的坚持。”刘好勤说，必须是精
选特定区域的羊毛、狼毫、石獾、
汉松尾等上等原料制作。狼毫要选
刚中有柔，羊毫要柔中有刚，兔毫
要富有弹性，然后按照长短粗细归
类，不可错置。

“制笔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毅
力，我的目标就是做出一管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好毛笔。”刘好勤说，自己与
毛笔打了 40 多年交道，最高的追求
就是做一个心无旁骛的“制笔匠人”。

在传统制笔工艺基础上，刘好勤
发明了一款“头刀贴锋”技术。笔头锋
颖清晰，顶口齐，无杂毛和废毛，笔身
光、白、圆、直，美观新颖，订购者络绎不
绝。不仅如此，他研制发明的狼毫“干
磕干压”创新技术，无论是在性能还是
实用上，都开创了狼毫制笔的新境界。

2005年，刘好勤筹资50万元，对

濒临倒闭的汝阳刘传统笔刷厂改制，
成立了项城市汝阳刘笔业有限公
司。面对单一重复的产品结构，开发
出礼品高中档套笔、书画专用笔、油
画笔、胎毛笔等，实现了市场多元化
发展。2011年，刘好勤又投资规划建
立汝阳刘毛笔文化创意产业园，包括
汝阳刘传统技艺展示馆、毛笔博物馆、
书画艺术市场、非遗展示馆等，并在
多所学校建立汝阳刘毛笔传承基地。

汝阳刘笔业有限公司成立以来，
采取“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引导毛
笔企业在资金、技术和销售上给予农户
扶持。通过“四统一”，即统一原材料供
应、统一技术培训、统一质量标准、统一
市场销售，实现企业和农户双赢。

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的汝阳刘
村，在以刘好勤兄弟们为代表的汝阳
刘人不懈努力下，已发展为集毛笔生
产、销售、研发、收藏、研究为一体的
综合性文化礼品企业，年产330万管
各类毛笔，规格品种达 120 多个，连
获省优、部优、国优产品称号，并漂洋
过海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项城市汝阳刘笔业有限公司被
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中国毛笔生产基地。汝阳刘毛笔
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河南省名牌
产品、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金奖产品
等荣誉，制笔传人刘好勤被文化部授
予“中国制笔大师”称号。

刘好勤说：“一生一件事，只做好
毛笔。” 文/韩永广

“我觉得非常幸福，除了亲生父母，还有非常
疼爱我的维吾尔族父母。他们慈爱的目光、温暖
的双手，伴随着我成长。风雨中，他们一起为我撑
起一把大伞。”这是张吉瑞作文中的一段话。

张吉瑞就读于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CEC 希
望小学，是一名六年级学生，她的家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十四师二二五团民航新村。她笔下的维
吾尔族父母名叫图尔迪·麦提托合提和阿提汗·艾
依提，他们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是远近闻名的热
心肠。

2016年10月份的一个清晨，图尔迪·麦提托
合提骑着电动三轮车赶往自家的蔬菜大棚。在路
过一个枣园时，他看见一名小女孩正在捡红枣，头
发凌乱，衣服破旧。“这孩子怎么不去幼儿园呢？”
身为一对6岁龙凤胎儿女的父亲，他心生疑惑，可
当他走近小女孩想问个究竟时，她却跑掉了。

此后，好心的图尔迪·麦提托合提四处打听小
女孩的情况，挂念她的生活。小女孩就是张吉瑞，她
爸爸张洪在养猪场打工，张吉瑞的母亲在她一岁时
因交通事故导致大脑受伤，生活不能自理，长期的治
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张吉瑞家所在的二二五团距离于田县30多公
里，张洪为了让女儿上学不奔波，在于田县租了一间
平房全家住，自己每天骑电动车往返上班。没承想
不幸再次降临，一场火灾烧毁了他们家。张洪只好
把妻女带到自己打工的养猪场，在简陋的宿舍住
下。养猪场距离学校太远，张洪总是不能按时接送
女儿上学。

得知小女孩一家的遭遇，图尔迪·麦提托合提心里不是滋味，他的
妻子阿提汗·艾依提流着眼泪说：“咱家现在4个蔬菜大棚一年能收入6
万多元，家里两个娃娃还小，生活压力不大，我们把这个丫头养上吧。”

第二天，这对善良的夫妻找到张洪，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正面临困
境的张洪非常感动。图尔迪·麦提托合提夫妇将张吉瑞接到自己家后，
为她收拾好家里光线最好的一间屋子学习居住，还新做了被褥。为了
让孩子尽快适应新家，图尔迪·麦提托合提给张吉瑞买了新衣服和好吃
的，每天接送她上下学。

其实，图尔迪·麦提托合提一家并不富裕，但对于张吉瑞的生活学
习费用从没心疼过钱。两年过去了，如今张吉瑞已经读小学六年级，学
习成绩名列前茅，性格也变得活泼、开朗。有了孩子这个纽带，图尔迪·
麦提托合提一家和张洪一家越走越近。

二二五团考虑到张洪一家的实际困难，为他在民航新村提供了一
套新房，两家人成为邻居。今年初，张洪辞掉了养猪场的工作，图尔迪·
麦提托合提则购置了一辆货车，他们合伙做起了蔬菜零售生意，由于坚
持诚信经营、热情待客，效益很好。

每到周日下午张吉瑞要回学校，图尔迪爸爸都给她塞上一些零花
钱，用于购买生活和学习用品，生怕她受一点委屈。阿提汗妈妈会为她
准备水果、馓子等零食，让她带回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吃。“阿提汗妈妈不
但照顾我，还经常给我妈妈买穿的、用的，我们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一
样。”提到她的两对父母，张吉瑞眼圈红了。

许多人问图尔迪·麦提托合提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总是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回答：前些年到内地做生意，结果遇到困难，连吃饭的钱都没
了。旅店老板得知后，不仅没收住宿费，还免费提供饮食，最后还给了
1000元路费，让他顺利回到了和田。“一个素不相识的汉族同胞，在我
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会一辈子铭记这份恩情，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我
也要帮一把。”图尔迪·麦提托合提感慨地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家。”

爱就像阳光雨露，滋润着张吉瑞，使她健康、快乐成长。“在图尔迪
爸爸的帮助下，我又有了温暖的家，觉得自己无比幸运。我现在最大的
心愿就是用功读书、学有所成，报答我的两对父母。”张吉瑞说。

汉
族
女
孩
和
她
的
维
吾
尔
族
父
母
：

﹃
有
爱
的
地
方
就
是
家
﹄

本
报
记
者

乔
文
汇

通
讯
员

马
春
燕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党总支专职副书记余明华：

洁净给幸福生活加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丹青 魏永刚

作为我国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
之一，独龙族世代居住在云南西北高
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之间独龙江畔，
这里山高沟深，以前去趟县城，要翻
越 高 高 的 高 黎 贡 山 ，徒 步 三 天 。
1999年贡山县独龙江乡终于修通公
路；2010年，这里的扶贫实行整族整
乡推进、整村帮扶，散居山岭间的独
龙族同胞易地搬迁，实现了居住条件
和环境的彻底改善。

然而，住惯了低矮昏暗的木垛
房、竹篾房，习惯了房前一群鸡、屋下
几头猪的生活，人们搬入宽敞的砖瓦
房却出现了很多不适应，依旧保留着
人畜混居时的旧习。作为驻村干部，
余明华从动员农民叠被子、整理房间
这样的小事入手，和村民们一起学
习，为人们在新环境下的生活幸福而
努力。

“独龙族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民
族。”余明华说，她愿意伴随这个民族
一起成长。

一碗水成为“心上事”

余明华是云南福贡县人。2013
年从云南民族大学毕业后，她来到贡
山县丙中洛乡当了4年大学生村官。
去年9月份，她被调到独龙江乡。

秋天的独龙江格外醉人。山外，
层层叠叠五色斑斓；山里，从头到脚
满眼翠绿。独龙江犹如碧绿的长龙，
蜿蜒谷底，雪白的浪花激起哗哗的声
响，回荡山谷。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
乡汽车要走三四个小时，余明华坐在
小货车上，一路走一路看。她说：“我
第一次来独龙江，感觉这里的山水特
别美，尤其喜欢山上那多姿多彩的
树。到这里工作，我感到幸运。”

安顿好之后，她就到孔当村走
访。孔当是乡政府所在地，2010 年
整村推进之后，家家户户都住上了砖
瓦房，黛青色的屋顶，灰白相间、富有
特色的外墙，使整个村子在绿色映衬
下透着一种宁静的美。走累了，她便
停在一户农家前。

“那一幕，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余明华说。推开房门想讨口水喝的
她，看到的是满地瓜子皮，东倒西歪
的啤酒瓶……夹杂着呕吐物的酒味
扑面而来。显然，前一天喝酒的场面
还没有收拾。“这情景与屋子外面秀
美的山水反差太大了。”余明华感到
有些无所适从。

好客的主人顺手拿起一个瓷缸
涮了涮，盛满水端过来。“我犹豫了一

下，还是接过水喝了下去，”她说，“那
时，我就把这件事放到了心上。”

“让我们一起动手”

听说余明华到这个偏远地方来
工作，好几个关心她的外地朋友打来
电话：独龙江风景很美，但听说人们
不讲卫生。“朋友们这番话，让我想起
刚刚看到的情景，心里很难过。”余明
华说。

带着这份“难过”，余明华被安排
到孔当村担任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孔当村由 10 个自然村组成，她分工
联系腊配自然村。在给村里人开的
第一个会上，她讲出了自己的“心上
事”，并提议从改变室内卫生开始，用
洁净的生活告诉人们，独龙族已经不
是过去的独龙族了！

“让我们一起动手，来改变这个
状况，好不好？”她提出，从那天起，家
家户户每天起床要叠被子，打扫厨
房，整理客厅。淳朴的乡亲们看着
她，虽然有人点头，但并没有她希望
的那种响应。“下星期我来检查，每家
每户都去看。”她说，讲这话的时候，
自己心里也没底。

第二个星期她“如约”进村，走进
几户检查，看到大家真的行动了。“这
个改变让我十分欣慰，也给了我信
心。”余明华说，更大的改变来自一条
微信。

那天，40多岁的兰正文把自家刚
刚打扫过的客厅，拍了张照片微信发
给余明华。接下来，好几户人家也都
给她发微信，展示各自室内卫生成
效。被村里人“展示美丽”的热情所感
动，余明华要在更大范围“展示”这种
美丽。于是，她每天在村里的微信群
里“晒”乡亲们各自打扫卫生的图片。

“晒”出乡村好风气

爱美之心是可以“传染”的。腊配
自然村“晒”室内卫生的事，很快传出
了孔当村，乡领导知道后，鼓励余明华
继续努力。今年春天，有人提议搞卫
生评比，余明华听后马上采纳并着手
筹备相关事宜。评比中把卫生搞得好
的农户称作“洁净户”，制作了一面小
红旗，哪家评上就给挂在门上。

“今年6月份开始第一次评比。”
余明华说。村民小组长、副组长和每
个村的妇女主任每人负责一片，给每
户打分，汇总到村里，然后按得分高低
评出当月“洁净户”。在乡政府支持
下，村里还给“洁净户”家庭发奖品，是
一些洗衣粉、衣架、扫把等用品。

几个月来，评比正在悄悄改变着

这个边远山村。一天清晨，记者走访
了孔当村第二村民小组。在一位叫
孔艳梅的小学生家里，她高兴地说：

“我们家还评上过洁净户。”到了孔志
新家，孔家二儿子孔玉强告诉记者，

“洁净户”评比是好事，我们现在起床
后都自然地叠被子、清扫卫生。

独龙乡党委和政府趁热打铁，从
今年9月份开始，在全乡开展自立自
强为主题的“百日攻坚”活动，旨在提

升农村文明素质。其中一项内容就
是实施家庭内务整理每日一晒：“组
织引导全乡群众起床叠被子、洗脸漱
口、打扫屋子和庭院……每天向微信
群发送家庭环境卫生情况。”

村庄美丽了，还要让群众生活更
加“洁净”。余明华说，独龙族群众都
有爱美的本质，只要坚持下去，人们
的生活一定会像山水那样更加美丽
动人。

余明华干的是一些琐事。小事

放到刚搬进新居的贫困群众那里，

就不算小。换个角度看，小事其实

蕴含着大道理。

这些年，贫困地区变化最明显

的，是群众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

改善。住进新房，群众也有一些不

适应。这些“不适应”，有的是因为

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带来的，但更

多的是因为生活习惯与环境变化

“脱节”引起的。比如，过去人畜混

居，对室内卫生的要求就低些，打扫

院子的“必要性”就少些。

人创造环境，环境改变人。我

们要让群众在新农村生活得更好，

就需要改变人。许多像余明华这样

的基层干部，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

些能动、自觉地改变人的工作。脱

贫攻坚改变了乡村面貌，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已经提上日程。小康路

上，不仅不让一个群众掉队，还要努

力让群众在新生活中提升自我，提

升幸福感受。因此，余明华他们所

干的那些琐碎小事，实在不小。

让环境能动地改变人
舒 生

阿提汗·艾依提妈妈接张吉瑞放学。 马春燕摄

从借钱买粮到年收入百万元，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大柳滩村村民
刘金月一家用了40年时间。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家里共14口人。当时，我在生产队里
赶马车，一年忙到头也满足不了一大家人吃饭问题，为了买粮每年还欠
生产队几百元钱。”刘金月说，1978年实施包产到户以后，他家分得30
亩土地，东拼西凑买了 3匹骡马和一辆马车，又另外租了 20 亩田。刘
金月带着弟弟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赶马车给别人运肥料。一年下来不
仅解决了一家14口人的温饱，还卖出5000公斤粮食，收入3000余元，
一次性还清了“欠账”。

分家之后，刘金月一边种地一边发展养殖业，在村里带头养殖了
80多头猪，平时还赶马车帮人拉砖运土，当年收入1万余元，成为村里
首个“万元户”。此后，刘金月花7800元买了村里第一辆小型拖拉机，
之后他的“铁牛”数量不断增多。如今，他创办的乐月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已有大型拖拉机、中型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种农机设备100多
台，常年雇用工人10余名，每年还带着农机服务队到河南、山东、河北
等地实施跨省作业。

2018 年，刘金月在杨柳青镇租地 4000 余亩，栽种玉米、高粱、大
豆；在武清区租地 2000 亩，栽种小麦、玉米；在河北霸州租地 1000 多
亩，栽种棉花、玉米。如今，勤劳的刘金月每年纯收入已达100余万元。

拥有百余台农机、种地 7000 多亩，刘金月成为了杨柳青镇“农机
大王”。“俺们一家真正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40
年，我们家生活越来越好，日子一天比一天幸福。”刘金月说。

“这些年，我一直享受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现在富了，就想着能为
乡亲们做些事儿。”多年来，刘金月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为村民们排忧
解难。1997年，刘金月出资40万元在村里建了一个浴池，村里老人可
免费使用。前几年，村里有一段路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刘金月出动拖拉
机、推土机，带人干了10多天把路修好了。

“现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相信咱农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一天比一天幸福！”刘金月说。

“农机大王”刘金月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上图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的

腊配自然村李忠华家，被评为10

月份的“洁净户”。 魏永刚摄

右图 余明华。 张丹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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