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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在风口织网的蜘蛛，不停地
吐丝织网，狂风把它的网吹破了，它
重新开始，织了一圈又一圈；又来一
阵风，网又破了，它仍然继续织下
去；一次、二次、三次……蜘蛛生命
不息，织网不止。这种敢于同大自然
搏斗的精神，被一位资深记者看在心
里，记在心间。这位慧眼独具的记
者，联想到自己采访过的一位种树老
人，他种的树被毁了，他再种；再次
被毁，毁了还种……后来，这位记者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原
因，当时没有把这位种树老人的事迹写出来。十几年之后，
政治环境变好了，他又想到了这位种树老人，于是，经过多
次采访，终于写出了一篇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一篇没有
写完的报道》。

这篇通讯发表在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离今天整整40年了。如今再读这篇文章，仍是那么亲切、那
么感人、那么接地气。近日，参加商丘市新闻战线增强“四
力”大型主题报道活动启动仪式，来到位于宁陵县万亩梨园
的“老坚决”潘从正故居，系统全面地学习了“老坚决”历
尽艰辛植树造林的事迹，认真领会“缀网劳蛛”精神的丰富
内涵和时代意义，心灵触动，收获满满。同时，从穆青与

“老坚决”之间的交往故事中也感受到，几十年前，穆青就是
新闻战线增强“脚力、脑力、眼力、笔力”的典范。

“缀网劳蛛”精神是一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风
沙挡不住“老坚决”种树的脚步，天寒改变不了“老坚决”
植树的决心。而在当时那种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老坚决”
栽种的树苗，屡次遭到一些人的破坏。在不被人理解甚至遭
到抵制的情况下，“老坚决”没有退缩，没有气馁，没有回
头。他说：“他毁，俺栽，他再毁，俺再栽。俺不是为自己，
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这就是“老坚决”的“缀网劳
蛛”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百折不挠精神在他老人
家身上的体现。两千多年前，荀子在《劝学》篇里说：“锲而
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恒心、有毅力才
能战胜艰难险阻，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缀网劳蛛”精神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延续。老愚公面对大
山，挖山不止，以信心和毅力感动了“上帝”。“老坚决”抛
家离舍，住地窨子，遭风沙袭击，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种树，
终于有了今天宁陵县万庄村周围浓绿覆盖的万亩田园。“缀网
劳蛛”精神与老愚公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挖山不止的精神
何其相似？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作党的七大闭幕报告时引
用了愚公移山的典故，并对愚公移山的精神进行了重新诠
释，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含义。从此，愚公移山精神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写照。今天，我们学习

“老坚决”的“缀网劳蛛”精神，就如同学习愚公移山精神一
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只要有坚定的信心
和毅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搬不走的大山。

“缀网劳蛛”精神与焦裕禄精神一脉相承。1965年的冬
天，穆青等人在豫东平原采访时，有两位先进人物的事迹使
他们感动：一位是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另一位是宁陵县植
树老人潘从正，人称“老坚决”。他们打算报道过焦裕禄的事
迹后，再报道“老坚决”植树造林的事迹，没想到形势突
变，计划被搁浅。十几年后，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穆青等人
重走采访路，发现这个已经77岁的老人“就像一颗尘封土埋
的明珠，虽已湮没无闻，但仍然闪耀着光芒”。于是才有了那
篇《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焦裕禄精神的实质是艰苦奋斗、
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科学求实、亲民爱民，而“老坚决”
的“缀网劳蛛”精神，集中体现在他的“心系百姓、艰苦创
业、敢为人先、百折不挠、无私奉献”方面。因此，焦裕禄
精神与“老坚决”的“缀网劳蛛”精神一脉相承。多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他曾动情地
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
迹教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
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作
为新时代的媒体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缀网劳蛛”精神
发扬光大、广为传播，让其深入到我们的各项事业中去。

穆青先生是新闻界的学习楷模。他丰富的新闻实践和
“勿忘人民”的情怀，不但载入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册，
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前行。是他，在深入采访的过程
中发现了“老坚决”这个“缀网劳蛛”的典型；是他，四次
来到宁陵县，与“老坚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他，在

“老坚决”逝世后，满怀深情地撰写碑文，为“缀网劳蛛”精
神赋予深刻的内涵。他不但是“缀网劳蛛”精神的发现者、
总结者、提升者，同时也是“缀网劳蛛”精神的践行者。如
今，穆青和“老坚决”共同栽下的友谊树已遮天蔽日，这棵
见证着“缀网劳蛛”精神成长过程的大树，必将伴随着我们
新闻事业的发展更加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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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80

自炎黄融合开启华夏文明，以黄河中下游
的中原一带为核心，中国疆域版图的拓展成长
伴随着民族融合一路走来，经历了 5000年漫
长的演进过程。2240年前从春秋战国硝烟中
异军突起的秦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
王朝——秦朝，以及接续昙花一现的秦朝再次
结束纷争而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王
朝——西汉，可以说奠定了当今中国疆域版图
最初的模样。《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
列传》《西南夷列传》，讲述的就是中国初始疆
域版图拓展的往事。

（一）两广一带的“南越”往事
往事如烟。现广东、广西一带，先秦时期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称为南越人。秦始皇建立大
秦帝国，将秦朝疆域版图扩充到这里，于公元
前214年相继以那时候的桂平、广州、崇左为
治所，建立了三个郡：桂林、南海、象郡。其
中当时的南海郡郡尉是任嚣，南海郡下辖的一
个龙川县县令叫赵佗。

故事就从上下级关系的任嚣、赵佗说起。
秦始皇建立的大秦帝国传到败家子秦二世胡亥

手里，很快天下大乱，先是草民布衣陈胜、吴
广揭竿而起，接着项羽、刘邦兴师伐秦，中原
大地乱作一锅粥。南海郡郡尉任嚣在重病弥留
之际作出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把郡尉之
职让贤给最信任的下级赵佗，并让赵佗趁中原
朝野纷乱之际，凭借广州（时称番禺）背靠山
岭险要地势和面向南海天然屏障，“此亦一州
之主也，可以立国”。来自河北正定的赵佗不
负重托，上任就断绝边境交通，并顺势起兵攻
占了桂林郡、象郡，自立“南越王”，地盘覆
盖现在的广东、广西，北至湖南、贵州两省南
部，南至越南的北部。

改朝换代到了西汉，汉高祖刘邦江山初
定，对赵佗自立称王一时鞭长莫及也无暇顾
及，就派使臣到南越进行协调，尊重既成事
实，分封赵佗为“南越王”，与汉朝长沙诸侯
国为邻，并剖符约定互通使者和货物，让其管
辖南越各地，只要不在南方给汉朝惹祸就行。

刘邦去世，吕后当政，事情起了变化。汉
朝有关部门突然下令，不准南越在边境市场上
购买铁器。南越王赵佗心里犯嘀咕，一不做二

不休，我也干脆独立称帝，与你大汉朝平起平
坐。于是，南越王赵佗摇身一变自封“南越武
帝”，发兵进攻长沙王。吕后闻听派隆虑（现
河南林县）侯周灶为将军前往平乱，结果中原
兵士到了潮湿的南方，水土不服，纷纷生病，
根本就没有战斗力。磨蹭了一年多，吕后去世
了，军事行动取消，周灶无功而返。但赵佗因此
更加狂妄，在边境耀武扬威，以皇帝身份发号施
令，出行乘坐黄屋左纛，与汉朝皇帝没啥两样。

日月如梭，西汉王朝经历了诸吕之乱迎来
“文景之治”。汉文帝上任初始，对南越王赵佗
以德报怨，下令修复并派专人看护赵佗在河北
正定老家父母的坟墓，把赵佗在老家的堂兄弟
们都封官厚赏，并派太中大夫陆贾再次出使南
越劝告感化。吃软不吃硬的赵佗也许是识时务
幡然醒悟，也许是被感动触动乡愁，面对汉朝
使臣一个劲自我批评，并叩头谢罪，自觉取消
黄屋左纛和帝制封号，俯首称臣。整个“文景
之治”期间，南越每年春秋两季派使者向西汉
朝贡，服从朝廷命令。首任南越王赵佗历经秦
汉更替和汉初五位帝王的变换，从自立为王，

到接受朝廷封王，再到自立为帝王，最后甘当
藩国属臣，最终死在汉武帝建元四年，享年超
过百岁。

汉武大帝的时代来了，南越与西汉王朝的
融合节奏开始加快，故事也生动起来。

接续的南越王是赵佗的孙子赵胡。赵胡继
承爷爷的遗志，继续对汉朝俯首称臣。有一
年，因为同是藩属国的闽越派兵欺负南越，赵
胡没有擅自还手，而是遵照程序向汉武帝报
告。汉武帝主持正义，立马派两位将军带兵南
下收拾闽越。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大义灭亲投机
钻营，亲手杀了哥哥向汉朝投降，汉朝军队不
战而胜。南越王赵胡对朝廷出手为他出气感激
涕零，为表忠诚，把太子赵婴齐派到朝廷当差
做人质。十多年后，赵胡病逝，赵婴齐回到南
方家乡继任第三任南越王。

这里有个插曲。赵婴齐在朝廷当差期间娶
下邯郸一樛（jiu）姓女子为妻，并生下儿子赵兴。
夫贵妻荣，赵婴齐当上南越王，樛氏女被朝廷封
为王后，赵兴被封为太子。也许赵婴齐到死都不
知道，他的樛王后在认识他之前在邯郸老家有

个私密相好者叫安国少季。赵婴齐死后，儿子赵
兴接任第四任南越王，樛王后成为樛太后。汉武
帝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年），朝廷派来劝说樛
太后母子带领南越像其他诸侯一样归顺朝廷的
使臣竟然是安国少季。家国情怀加上旧情复发，
樛太后对朝廷的安排言听计从，接受朝廷对南
越丞相吕嘉等臣下的官封，准备收拾行装入朝
面圣。南越三代元老、老丞相吕嘉家族旺、权势
大，知道樛太后的绯闻，对归顺朝廷心有不甘处
处掣肘。樛太后母子与吕嘉势力产生了矛盾，南
越王赵兴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

丞相掣肘南越王的消息传到中央朝廷，汉
武帝起初认为南越王和王太后有归附朝廷之
心，手下阻碍不算大事，不足以兴师动众，便
派自报奋勇的韩千秋带领两千人马前往南越解
决问题。消息灵通的老丞相吕嘉知道朝廷派兵
来者不善，提前下手谋反，派兵将樛太后、南越
王赵兴及汉朝使者杀害，拥立赵兴的同父异母
哥哥赵建德为第五任南越王。然后，吕嘉采取诱
敌深入之计，将韩千秋的两千兵马引到广州附
近，继而包围进击，使得韩千秋军队全军覆没。

“成败之转，譬若纠纆。”不幸的消息让朝
野震惊，汉武帝震怒，马上发布命令：赦免犯
罪之人及江淮以南水军十万兵马出动，四路齐
发会师广州，剑指南越吕嘉、赵建德一干叛
逆。楼船将军杨仆与伏波将军路博德分兵合
围，兵临广州城下，南越军士纷纷投降，吕
嘉、赵建德率部属几百人仓皇逃跑，最终皆被
活捉。就这样，南越作为西汉藩国历经 93年
五任国王走到尽头，汉朝将南越故地划分为南
海、苍梧等九郡，两广一带的南越从此正式纳
入西汉疆域和治理版图。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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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疆域版图拓展的那些事（上）

□ 郭文剑

古 典 □□ 欧阳华

母亲不识字，却爱看“小人书”
（即连环画）。记得我小的时候，每
次借到了“小人书”，就赶紧跑回
家，和母亲一起阅读。母亲坐在藤
椅上，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画页，我
就站在她的身后，一字一句地解读
书中的文字。

那样的场面真的很温馨很叫
人留恋。让不识字的母亲享受到
阅读的愉快，我也同样感到了快
乐。阅读中，我一天天地长大，母
亲的白发也一年年地增多。我们
一起读过的“小人书”有很多很多，
难于列举，只记得每读完一本，母
亲都会拍拍手，说：“蛮好、蛮好！”
然后就很满足地站起身来，迈着小
脚去忙家务活了。

有一天，我借回来一本名叫
《望娘滩》的小画书，和母亲一起
翻阅。书中讲的是一对贫民母
子，遇到了灾荒。儿子上山打草，
拾回来一颗龙珠，放在米坛里米
坛就满了、放在钱匣里钱就变多
了，从此日渐富足并惠及乡邻。
当地有个财主，得知消息带人前
来抢宝。无奈之下，儿子把龙珠
吞进了肚子。到了半夜，儿子的
心里突然像火烧一样难受，他喝
光了盆里的水、喝干了缸里的水，
又跑到江边喝下了半江水。母亲
赶到江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变
成了一条巨龙。巨龙翻卷波涛，把

追赶迫害他们的财主淹死了，转
身飞向海洋。母亲拽着儿子的脚，
悲愤地呼唤着：“儿啊、儿啊……”
每喊一声，巨龙就回一次头；每回
头一次,就留下一个巨型的脚印。
巨龙一共回头了 24 次，江边就形
成了 24 个巨滩，后来人们就把那
片江滩称之为“望娘滩”。故事读
完了，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站
起来，而是握住我的手，在那里坐
了很久、很久……

小画书看完就还掉了，但是，
其中的故事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很
深的印象。尤其是书中那位母亲一
声又一声地呼唤，而化作了巨龙的
儿子每一次都会掉过头来、张望落
泪，这组画面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
是太大了。后来我真的当兵离家
时，母亲送我到路边，我一直走出
了很远很远，走到了桥头才敢回头
遥望。母亲那时带着外孙女，在平潮
中学照顾三姐坐月子。校外的道路
正好紧靠着一条大河，水流湍急，直
向远方。我不知道那天母亲在河边
站了多久，但我相信，母子俩那会儿
的心中浮现的会是同一本书里的同
一个画面——望娘滩！

人之为人，重在有情。心灵沟
通、心灵互动都属正常的心理现象。
部队工作期间，有一回，领导派我到
南京出差，办完了公事已经是下午
四五点钟了，军区安排我住进了招

待所。放下行李，还没来得及倒杯
水喝，突然间内心就有了一种强烈
冲动：我不能住下来，今晚我必须赶
回家去——母亲在家等着我呢！
那时候，从南京回南通老家必须乘
船，一天只有一班航船，船票比较紧
张。我赶到下关码头时，售票窗前
已经排起了长队。见我满头大汗、
满脸焦急的样子，一位好心的旅客
把我让到前面，说：“解放军同志优
先！”就这样，我顺利地踏上了返乡
的旅途。第二天早上，当我风尘仆
仆地赶回家中时，三哥正在路口张
望——母亲果然是病了，三哥正张
罗着要把她拉去县城医院治病。

那年头还没有手机，更谈不上
微博、微信，通信联络要么写信，要
么发电报，哪有今天这样的快捷和
及时？心灵感应却可以突破时空、
飞越河山，不受任何技术条件的限
制！它凭借的是亲人间深到骨髓之
处的那份爱，是血脉中浓到难解难
分的那份情。母亲养育了众多的儿
女，又亲手将他们一个一个送出去

“远走高飞”。为了让儿女能安心工
作，她又担起了抚养第三代的重
任。故乡红房子里成长起来的后辈
们，谁没有承受过她老人家的爱
抚？谁又能忘怀她亲手烹煮的饭
菜？身上的衣，脚上的鞋，摇曳灯光
里的白发，依稀睡梦中的怀抱……
母亲的爱像春风春雨，播洒在后辈
们的心田，怎么能没有感应？怎么
能轻易忘怀？上起大哥、大姐，下至
孙男甥女,谁的心中没有一块属于
自己的“望娘滩”？为了那份牵
挂，儿女们哪怕千里迢迢、车马
劳顿，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昼夜
兼程奔回老家看望父母。

望娘滩

亲 情 □□ 罗颂华罗颂华

郁郁申甘林，莽莽黄河
湾；飒飒绿涛卷，漠漠大平
原。盛世阳春，风和景明，
中原百家媒体踏绿而来，浸
一身露珠，润一抹新绿。河
南塞罕坝，春潮涌动。汗锹
衔泥，沃土馨香；媒林蓊
蓊，停僮灵翠。森林河南笑
谱新篇，生态文明喜添胜景。

国土绿化，先声先行。
蓄冬破寒唤春归，故道旖旎
绘美景。媒体人循绿而至，
挥锨当笔倾豪情。合力共植
媒体林，同心共筑中国梦。
泥土芬芳，热流滚滚；红旗
招展，干劲沸腾。躬耕培土
置“新家”，嘉木亭亭枝含
情；清水凌凌树根暖，大地
飞歌绿意浓。杨柳醉烟，梅
斜疏影。一蓬蓓蕾汇媒林，
稚枝嫩叶闹春风；青树翠蔓
影猗猗，奕奕清芳生态情。
新时代记录人，美丽河南当
先锋！

沙荒布绿，林海葱葱。
忆往昔，漫漫黄沙草难觅，
狂风掀翻茅屋顶，沙湮田垄
禾苗枯，拉棍讨饭何踯躅？
抬步心酸横垂泪，风怪沙魔
梦魂惊！新中国，党旗飘飘
人潮织，战风斗沙铁骨铮。
帐篷沙坑常入梦，凉水干馍
酣战中。春日挥锹播绿，夏
季剪枝防虫，秋来躬耕林
下，大雪守望凛冬。葳蕤林
海花锦簇，虬髯黛林帘翠
幕。碧龙卧波烟涛渺，花盛
婵媛听鸟鸣。绿色长城镇风
沙，“河南塞罕坝”传美名。

故道春暖，媒林青青。

棵棵霞鲜锦裳，枝枝错落辉
映。绿萼娇羞溅诗，芽孢敦
厚绽梦。白蜡苗粗硕蓄势，飞
花点翠；五角枫翰墨流韵，丹
墀灵动；黄山栾流风回雪，榆
叶梅花欺翠屏。丝棉木嫩芽
吐芳，气紫烟香；银杏树刚直
不阿，直刺苍穹。槐花、石榴
争奇斗艳，浮香透天涯，翩若
惊鸿仙子；山楂、红梅姹紫嫣
红，幽幽绕芳甸，恰似瑶池仙
境。好个媒林多奇俊，如熠熠
明珠，镶嵌故道腹地，流丹泻
翠；好个媒林真飘逸，乃申甘
瑰宝，壮阔绿色长城，沐雨栉
风。

惠风和畅，媒林苍苍。媒
体人勇踏航船，“两个维护”引
领，新时代劈浪斩荆。增“四
力”风生水起，蹚泥土露珠晶
莹。不忘初心，春风浩荡走基
层；牢记使命，喜闻乐见转文
风；砥砺奋进，谦虚谨慎改作
风。深入生活田畦旺，脚踩乡
土问暖冷；扎根人民根脉壮，
眼盯群众念民生；树牢“四个
意识”，脑思妙章谱鸿篇；坚定

“四个自信”，笔透纸背为民
情！

故道盈盈春来早，媒林琮
琮正葱茏。原隰畇畇，泼墨美
丽神州；绿蕙滔滔，送来海晏
河清。忠诚聚笔端，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擂鼓，誓让山河装
锦绣；韶华萃鸾章，为中原崛
起出彩河南壮呼，定教国土绘
丹青！忠贞抒写爱民意，华彩
谱写中国梦。

媒林青青，铁骨铮铮；
媒林青青，誓言无声。

媒林赋

穿衣是人类必备的生存条件，所有人
都离不开穿衣，从原始人类把树的枝叶、
动物的皮毛用来遮羞保暖，到现在的时尚
着装，穿衣走过了久远漫长的沧桑岁月，
尤其是从我小时候到今天长达半个世纪的
穿衣变化，让我深有感触。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住农
村，正是人民公社生产队期间，家家户户
都很贫穷，国家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老
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用品大多数都是凭票供
应，布票就是最常见的票证之一，上面印
有“河南省布票”字样，面值最小的有壹
市寸，最大的有拾市尺，好多张连在一
起，组成一联，花花绿绿，甚是好看。

布票是按人头限量发放的，不论大人
小孩，每人每年一丈五尺七寸，过期作
废。一丈五尺七寸对于小孩来说倒是绰绰
有余，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多少有些紧张。
尽管这样，大多数人家到了年底，布票仍
然没有花完，因为实在是没有过多的剩余
钱去买布做新衣裳。有一年，我家的左右
邻居一个给儿子娶媳妇，一个聘闺女，需
要添置新衣棉服，做四铺四盖的被褥，自
家的布票当然是不够用了，母亲就把我们
家没有花完的布票送给了他们。

小时候，很少看见有人穿新衣服，哥
哥姐姐穿剩下的，弟弟妹妹接着穿，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冬天御寒保暖
的棉衣棉裤也都是旧的，一年替一年，一
冬接一冬，被服褥子也是一盖好几年。人
们更穿不上衬衣衬裤，能穿上裤衩就算不
错了，都是棉裤棉袄贴肉皮儿，小孩子早

起怕冷，赖在被窝里不出来，母亲就把棉
裤棉袄翻过来，放在火盆上烤热乎了，弟
弟妹妹们才穿衣起来。

母亲是最辛苦的，既要在生产队里干
活劳动挣工分，还要顾及全家五六口人的
穿衣问题，到了夏天还得拆洗棉衣被褥，
整理旧的棉花重新做上。

做鞋是最繁琐最累的活，将碎布头用
玉米糨子一层一层地糊在门板上，晒干后
用力起下来，就成了“袼褙”，还得用纺
车纺出好多麻绳，这两样是做鞋的主要材
料。鞋底需要多层袼褙，叫“千层底”，
用纸样子描出鞋帮鞋底大小，剪下来，用
锥子、大头针拉拽着麻线，就开始纳鞋底
做鞋了。

全家人穿上母亲做的老布鞋，经济实
惠，不花一分钱，节省了家里的费用支
出。供销社柜台里有黑色的棉胶鞋，有黄
绿色夏天穿的单胶鞋，这对于我们来说是
件奢侈品，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有一年冬
天，母亲给我买了一双棉胶鞋，我高兴得
睡不着觉，半夜醒来还摸摸鞋，闻闻鞋底
的橡胶味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到
了各家各户，人们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了

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状
况有所好转，布票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产
物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化工纤维的诞
生，老百姓的穿衣需求在悄悄地发生着变
化，的确良、涤纶、涤卡、腈纶不知不觉
地走进了大众生活。记得有一年春天，父
亲出差回来，给我们兄妹买了黑白格的的
确良衬衫、绿色的的确良裤子，穿上它迎
风一吹，仿佛有种要飘起来的感觉，特凉
快；还买了涤纶、腈纶的衬衣衬裤，晚上
关灯往下脱时，由于静电的作用，发出

“嚓嚓”的响声，还冒火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乡镇

成立了以残疾人、退伍军人为组成人员的
集体企业商店，我成为商店的一员，在屋
内的一个小角落里开起了自己的服装店。
这时街面上已经有人开始穿西装了。商店
为了给职工谋福利，每人发了一块浅灰色
的条纹面料，很适合做西装，商店三十多
名职工，有的在我服装店做，有的跑到外
面去做，没几天时间，大家都穿上了西
装，当我穿上自己做的西装，系上珍藏在
柜子里面的领带时，走在大街上极不自
然，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我看，脸上
一阵阵发烧，但潇洒漂亮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只是自己心里的一种错觉而已，并无
人笑话。那些年，西装从后背缝开衩、到
两边下摆开衩；从平驳头领单排扣到枪驳
头领双排扣；从女式西装兜盖的样式到前
后身开剪的变化，西装着实流行了好几
年。那时我的两个妹妹正在念初中，我买
了两块白底带绿叶图案的面料，给她俩做
了两件西装，两个妹妹特别喜欢，一直穿
到初中毕业。

今天，中国服装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繁荣景象，时装屋、专卖店、大型的服
装商场、早市、夜市、农村的服装赶大
集，无不展现着服装的身影。这些年，网
购服装成了新的潮流趋势，对服装实体店
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就连我这个会做服装
的人穿衣都是网购，这样服装制衣店也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演变成了服装改
衣店、杂活店。我通过给顾客扦裤脚、换
拉链、做窗帘、做被罩等接触到了各式各
样的服装、不同层次的消费者，亲眼目睹
了中国老百姓的穿衣变化。

母亲常说：“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赶上
了好时代，尤其是妇女最幸福了！再也不
用缝衣做鞋、拆洗被褥劳累了，穿的用
的，里里外外，从头到脚都能买到，衣
服、窗帘、被罩扯下来，放到洗衣机里，
一会儿就洗干净了。”

穿 衣变奏曲

岁 月 □□ 刘春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