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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風凜冽，在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街
頭，一位75歲的老人張菊芳蜷坐在街頭
賣菜。「賣菜是為病逝的兒子還債。」
張菊芳告訴記者，她的大兒子去世後醫
藥費總共花了兩萬多元（人民幣，下
同），到現在還欠七千多元未還，為了
還債，老人只能在街頭賣菜。

兒子患有精神疾病
張菊芳的家在白銀區強灣鄉強灣村，

她每月領260元的「低保」，但因為身
體不好還要買藥，經濟非常拮据。
談及親人，張菊芳說，兩個兒子和一

個女兒都是農民，還要供孩子唸書都挺
困難。20年前，大兒子患了精神疾病，

無法與家人一起生活，老人只好單獨和
大兒子出來住。一邊賣菜養家，一邊照
顧病中的兒子。「有時候兒子跑了，我
就坐公交車一站一站地找，找不見咋辦
呀，他都意識不清楚。」回憶往事艱
辛，老人幾度落淚。

網友募捐逾六千元
張菊芳說：「老大的媳婦20年前帶着

兩個孫女走了，這麼多年杳無音信，我
希望有生之年能見他們一面。」80多歲
的老伴腰腿不方便和小兒子一起生活。
馬上要過春節了，老人說：「我要賣到
大年三十，一個人回強灣的小房子裡過
年，不給兒女們添麻煩。」

記者了解到，張菊芳老人賣菜的時
候，有好心市民會多給老人菜錢，還有
愛心人士通過微信等方式陸續給老人募
捐了六千多元。 ■中新網1月6日中午，微博上一則帖子稱：孕婦街頭

突然臨盆，眾人搭起「臨時產房」。事發貴州
畢節赫章縣，當時是凌晨5時許，氣溫0℃，起
早擺攤和晨練市民，及夜巡民警找來棉被和布
簾子搭起「人牆」，建起臨時「產房」，在醫
護人員、巡邏民警及市民的協助下，孕婦街頭
產下一子，母子平安。

婦躺地上呼救
據赫章縣公安局政工科民警劉旺介紹，2017
年12月24日凌晨5點52分，該縣公安局城關派
出所巡邏隊員巡邏至城區人民廣場某藥房門口
時，發現有一個人躺在地上，立即上前查看。
「救救我，救救肚子裡的孩子。」劉旺說，
一名孕婦躺在地上，嘴裡不停呻吟呼救。面對
突如其來的求救，巡邏隊員立即將情況向指揮
中心匯報，並撥打120急救車請求援助。當時
氣溫0℃左右，氣溫很低，巡邏民警等人一邊
守着孕婦，一邊安慰她，並迅速找來棉被、布
簾等物品為她取暖。

「臨時產房」接生
120急救醫護人員趕到后，經檢查，該孕婦

的情況已來不及送去醫院生產，醫生決定就地
接生。隨後，警民自發拉着布簾，在布簾不足
的情況下，大家自發圍了起來，警民搭起的
「人牆」建起了街頭臨時「產房」。早晨6時
03分，該孕婦順利產下一名男嬰。隨後，民警
與醫護人員將產婦及男嬰送到縣人民醫院。
該產婦名叫朱某，與丈夫在赫章縣城關鎮租

房居住。事發當天，丈夫回老家，就她一人獨
自在家。凌晨5時許，朱某發現自己要生了，
打電話給丈夫後，獨自下樓準備先去醫院生
產。然而她剛走到街頭，羊水破裂，倒地無法
動彈。後經醫生檢查，朱某母子平安。

■《貴州都市報》

從1981年起，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
蒲汪鎮張家車疃村的張秀英，開始縫製
鞋墊送給解放軍、武警戰士、消防官
兵，連續36年不間斷，她被戰士們稱為
「兵媽媽」。
張秀英說，她的奶奶過去是「婦女

會」的會長，是個老紅嫂。她的爺爺、
父親、舅舅和兒子都去參軍了。小時候
父親一直在部隊，都是聽奶奶、母親說
父親如何如何。1947年，父親在孟良崮
戰役中受了重傷，養好傷後轉到了黃河
下游。「十歲那年，母親帶我去看我父

親，當時我就看到軍人要自己除草、開
墾荒地、堵黃河口子，日子很苦。」張
秀英說，雖然當時她才十歲，但是這些
畫面都深深地留在了腦海裡，回家之後
她就覺得要對他們好，要為他們做點事
情，所以後來就決定了為他們縫鞋墊。
現在，她已經72歲，手沒以前靈活了，
但她要「繼續做（鞋墊），直到做不動
了為止」。 ■澎湃新聞

孕婦凌晨街頭生產
警民搭人牆當「產房」

甘肅七旬老婦賣菜 替病逝兒還醫藥費

大
雪
壓
城

大
雪
壓
城

山東七旬老人 連續36年為軍人繡鞋墊

交警托舉電纜疏導交通交警托舉電纜疏導交通
原原來來，，11月月44日清晨日清晨66時許時許，，合肥市合肥市

廬陽大隊六中隊的年輕民警熊陳廬陽大隊六中隊的年輕民警熊陳
和同事一起在轄區開展道路巡邏排和同事一起在轄區開展道路巡邏排
查查。。行至蒙城路與沿河路交口的蒙城行至蒙城路與沿河路交口的蒙城
路橋時路橋時，，發現大雪將空中電纜壓落發現大雪將空中電纜壓落，，
掛在了一輛公交車上掛在了一輛公交車上。。

爬上公交車頂爬上公交車頂
「「我們發現後我們發現後，，立即開始想辦法立即開始想辦法，，

其他同事去借梯子其他同事去借梯子，，我就趕緊爬上我就趕緊爬上

車車，，把電纜托起來讓其他車輛先通把電纜托起來讓其他車輛先通
行行。」。」熊陳說熊陳說，，因為路面積雪厚因為路面積雪厚，，加加
上還在下雪上還在下雪，，熊陳爬公交車的過程並熊陳爬公交車的過程並
不順利不順利，，用了大約用了大約1010分鐘分鐘，，才爬到公才爬到公
交車頂部交車頂部。。然後熊陳就用手往上托然後熊陳就用手往上托
舉舉，，大概持續大概持續2020分鐘分鐘。。隨後隨後，，同事借同事借
來一部很長的梯子來一部很長的梯子，，用梯子將電纜掛用梯子將電纜掛
住住。。
熊陳是合肥市廬陽交警大隊一名協熊陳是合肥市廬陽交警大隊一名協

警警，，今年今年2525歲歲，，幹協警已有幹協警已有22年時年時

間間。。熊陳說熊陳說，「，「托舉這件事很平常托舉這件事很平常，，
因為每年雨雪天都會遇到類似情況因為每年雨雪天都會遇到類似情況。。
不過沒有今年這麼嚴重不過沒有今年這麼嚴重。」。」

途人道謝點讚途人道謝點讚
許多過路司機搖下車窗輕聲道謝許多過路司機搖下車窗輕聲道謝，，

還有隨手拍照發朋友圈還有隨手拍照發朋友圈，，點讚這位點讚這位
「「廬陽區最帥的交警廬陽區最帥的交警」。」。在得知網友在得知網友
為他這個托舉行為紛紛點讚時為他這個托舉行為紛紛點讚時，，熊陳熊陳
說他很開心說他很開心。。

11月月44日清晨日清晨66時許時許，，大雪襲擊安徽合肥大雪襲擊安徽合肥。。清晨醒來清晨醒來，，朋友圈內一朋友圈內一張名為張名為「「托舉哥托舉哥」」的照片引起的照片引起

了網民熱烈響應了網民熱烈響應，，這名這名「「電線杆托舉哥電線杆托舉哥」」迅速走紅迅速走紅，，成為成為20182018年新年年新年伊始名副其實的合肥網絡伊始名副其實的合肥網絡

紅人紅人。。這名這名「「托舉哥托舉哥」」就是合肥市廬陽交警大隊六中隊的年輕民警熊陳就是合肥市廬陽交警大隊六中隊的年輕民警熊陳。。 ■■中安在線中安在線

■畢節赫章縣，孕婦街頭突然臨盆，警民搭起
「臨時產房」，產下一子，母子平安。 網上圖片 ■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75歲的老人張

菊芳蜷坐在街頭賣菜，為病逝的兒子還
債。 網上圖片

■■安徽合肥安徽合肥，，大雪將電纜壓落大雪將電纜壓落，，協警爬到公交車協警爬到公交車
頂部頂部，，用手托舉電纜用手托舉電纜，，疏導交通疏導交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這是一項有着三千多年歷史的
工藝。」張國王說，「金鑲

玉」學名叫「金銀錯嵌寶石玉器」，
這個名稱與歷史上那塊著名的和氏璧
有關。據史料記載，和氏璧後來被雕
刻成傳國玉璽。王莽篡位後，脅迫皇
太后交出玉璽，皇太后一怒之下將玉
璽摔在地上，崩掉一角。後來，王莽
命能工巧匠進行整修，用黃金鑲上缺
角，被稱為「金鑲玉璽」，「金鑲
玉」便由此而來。
「這種工藝精細複雜，耗時費工，

清代初期王公貴族盛行，但道光之後
就極為罕見了。」張國王說。

夜讀祖傳圖譜 代代言傳身教
小時候，張國王經常看見父親張文

水在夜裡偷偷地一邊翻看圖冊，一邊
照着圖冊敲敲打打做金銀首飾模型。
好奇的張國王也模仿父親，拿起工
具敲敲打打。1985年，15歲的張國
王就跟隨堂叔走出家門，全國各地
走街串巷加工金銀首飾。三年後，張
國王回到家鄉莆田開設了珠寶首飾加
工零售店。「每天放學回來，我也學
着敲敲打打。」後來，張國王的長子

張新忠也是在耳濡目染之下，學會了
這項技能。

經逾20工序 鏨槽要功力
「錯金銀金鑲玉」就是把金銀絲

（片）直接嵌入玉石中去。首先要根
據玉石天然紋理繪出精美的圖案，並
依圖案開出溝槽，將純金或純銀拉成
細絲或壓成薄片敲打入溝槽，再把金
面挫平整，拋光磨亮，前後要歷經20
多道工序，既要嚴絲合縫，又要相得
益彰。張國王說，這項技藝非常講究
精細，特別是鏨槽極要功力。「金銀
線要嵌入凹槽內，然後進行敲打，打
壓的力度輕了，金銀絲、片就嵌不
牢，打壓的力度太大，玉材易破損。
而槽要下寬上窄，金銀絲線才不會脫
落。」張新忠覺得，最難的是敲，要
不斷練習才能掌握手感和力度。「深
淺不好掌握，容易爆邊。」已經學習
了八年的黃建生說，初學者至少要在
其他石頭上練習一年以上鏨槽技術，
才可以碰玉石。

昔揚名上海灘 今啟師徒傳授
1908年，張阿罕從香港學成「錯金

銀金鑲玉」技藝後，回到家鄉莆田開
辦首飾加工作坊，並把所學的技藝在
家族中傳授。1938年張阿罕的兒子張
阿岳及族人到上海拓展珠寶生意，經
營「天發珠號」銀樓，創立「華昌首
飾」名號，「金鑲玉」揚名上海灘。
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隨着時局的動
盪，上海銀樓被迫停業，張阿岳回鄉
開設華昌飾品雜貨店，同時將自己的
經驗及祖輩流傳下來的《華昌「金鑲
玉」圖譜》、《華昌琢玉仿古圖譜》
等珍貴圖案資料及金鑲玉嵌物件等傳
授給後代。
「哪怕是文革、破四舊期間，我們

家族都依然堅守學習這項技藝，店舖
也幾經易名，但祖業不斷。」作為
「錯金銀金鑲玉」技藝這項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第四代傳承人，張國
王毅然打破了祖傳技藝的藩籬，開啟
「華昌金鑲玉」師帶徒的工匠傳承模
式，不僅成立「大師工作室」、非遺
培訓基地、傳習所，親自授課，還與
中國地質大學珠寶學院及職業技術學
院等合作，通過「產學研結合」的傳
授方式，讓這一中華傳統文化得以綿
延傳承與振興。

昔王族專享工藝 今大師開班傳藝
央視國寶探秘節目《國家寶藏》演繹陝西歷史博物館的三件文物，其中一件為戰

國至秦朝時期調兵遣將的印信——杜虎符（古代朝廷用於傳達命令、調動軍隊的特

殊憑證），虎符上有錯金銘文9行共40個小篆字。這裡的錯金，指的是中國古代金屬細工裝飾技

法，此工藝與青銅器、玉器相結合，可錯金也可錯銀，稱錯金銀技藝，人們熟悉的「金鑲玉」便是

用這工藝製成。但鼎盛於明清為王公貴戚獨享的錯金銀技藝，在八國聯軍入侵紫禁城後流落民間，

曾一度銷聲匿跡。1902年，15歲少年張阿罕離開福建莆田到香港謀生，用六年的時間習得「金鑲玉

錯金銀」技藝。其後百年，張氏家族不僅世代薪火相傳，第四代傳人張國王更打破祖傳藩籬，開啟師

帶徒、非遺傳習所等傳承模式，讓該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走入千家萬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不僅要傳承，還要創新。」張國
王與張新忠這對「父子兵」去年開啟
了「國家非遺技藝再升級」項目。不
將就、不守舊，大膽啟用黃花梨、小
葉紫檀、沉香等名貴檀木為材質，替
換傳統玉石，推出了全新「金木鑲
嵌」系列，拓寬了錯金銀設計材質。
同時，還研發出3D硬金鑲嵌錯金
銀，及彩色寶石鑲嵌系列，撞色風取
代了「金鑲玉」固有的傳統標籤，成
為年輕時尚珠寶圈新寵。
張國王創建的華昌珠寶是中國

「金鑲玉」第一品牌，也是國家文
化產業示範基地，但無論企業多
大，張國王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名
「匠人」。憑藉精湛的技藝，張國
王被南京博物院邀請參加國家一級
文物「陳璋圓壺」的復原工藝研
究。這一國寶級文物是中國迄今為
止在錯金銀與青銅器鑄造史上的巔
峰之作，由於壺頸、壺身和獵獸等
處有極華麗繁縟的錯金銀紋飾，張
國王及其團隊的介入，縮短了該國
寶的復原工作進程，使得這一幾千
年的古老技藝，重新為中國古文物
的保護、研究、傳承作出貢獻。

制定行業標準 技藝走向國際
作為張氏「金鑲玉」家族「金鑲

玉錯金銀」技藝第五代傳人，也是
華昌珠寶「寶二代」的張新忠，把
精力更多地投放在為「金鑲玉」制
定行業標準和創新創意上。張新忠
大膽地創新了行業內沿用數十年的
劈花工藝，舉辦「中國金鑲玉創意
設計大賽」遴選人才，推動「金鑲
玉」傳統技藝走向國際，並設計了
《承．祥》作品，獲得中國工藝美
術最高獎——百花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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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王張國王（（左左））在在
傳授第五代傳承人傳授第五代傳承人
兒子張新忠兒子張新忠（（右右））
錯金銀技藝錯金銀技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張國王率領團隊耗時三年，以整塊天然和田玉為
載體，採用Au9999黃金，運用「錯金銀」純手工
技藝精心打造完成的《清明上河圖》核心精華部分
場景，終獲得扛旗世界紀錄金獎。 受訪者供圖

■華昌珠寶
「金鑲玉」精
品「白玉錯金
鑲彩寶雙獅耳
吉祥瓶」。

受訪者供圖

家族百年薪火相傳家族百年薪火相傳
「「金鑲玉金鑲玉」」花開民間花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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