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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才疏学浅，我一直不敢写作。不知道写

什么好，好像没什么好写的。到如今还是如此，觉

的无从下手。学写作，对于我来说，纯属是意外的

事情。那是父亲的离世带给我沉重的打击，陷入

了无限悲痛中，萌发了一个念头写文章来怀念

他。打电话给报社副刊编辑，我把文章传给她，并

忑忐不安的等待对方回复，没过多久对方传来一

句“可以了”,让我如释重负。由于第一次投稿竟

出乎意料顺利，激发了我写作的动力和兴趣。

写文章有一大乐趣，便是让自己多阅书。古

人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可以让人陶冶情操，让人

拥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在书籍中汲取丰

富的营养，让我获得创作灵感，然后利用从阅读中

掌握的交流方式触类旁通，把自己情感用文字顺

利地表达出来。

其实写文章的乐趣，是没办法共享的，对写文

章没有兴趣的人，是根本无法体会其中的奥妙，唯

有亲自动笔，才能深知其中的乐趣。有时候，要花

上好几天的时间去构思，慢慢的头脑中形成了一

篇文章的大致轮廓和框架，把它写出来就成了文

章的初稿，然后慢慢加入新的思路，不断补充文章

的内容，并且注意用词，虽做不到字字珠玑，但也

字斟句酌进行推敲，揣摩用哪个字或词会更合

适。当整个文章写完后，先不急着投稿。再从头

反复认真地阅读，会觉得有的地方措辞还是用的

不妥，有所欠缺，还得用上更加恰当的词语，以至

不断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有时候在路上走着，

有时睡醒后脑海中会忽然闪现出绝妙的句子，而

喜不自禁以至嘴角不由自主轻轻上扬。有时遇到

开心的事而高兴，有时遇到情绪低落想发泄，都想

提起笔来写几句畅所欲言，写了之后，自己的开心

得到了分享，自己的情感得以抒发，还可以引发别

人情感上共鸣，何乐而不为呢？

要写出一篇好文章，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有时觉得没素材可写，有时

会觉得写不出有深度的文章，这就得要我们去仔

细地留意身边所发生的点点滴滴，要做到善于观

察和认真思考，做到有感而发，随性而发。经常坐

在电脑前码文字到半夜却毫无睡意。累并快乐

着，个中滋味只有自知才能品得出。当付出换来

的是一篇精心的文章时，当手中捧着报纸看到自

己文字变成铅字，以及那迎面扑鼻而来淡淡的墨

香时，此时无形中产生愉悦的心情流遍全身，无以

言表。这就是一种享受，一种无穷的乐趣，使我的

生活变得充实而丰富多彩。

织带机，也叫“带儿机”。儿时

的我每晚都枕着“带儿机”作业声入

眠，那“嚓嚓”的声音像是豆大的雨

点儿砸打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如果

哪天突然安静了，我反倒不自在，睡

不踏实。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描述的

是古时候家家户户织布的场景，记

得小时候，我老家大典下也是这样

的景象，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都有

“带儿机”，少则几台多则十几台。

记得有位同学家里有多达百台的

“带儿机”，还雇了人帮忙，名副其实

的“织带大王”。入村后，那场面好

壮观，突入耳内的尽是机器作业的

“嚓嚓”声。这里不得不提一则关于

“带儿机”的趣闻。1986 年 4 月 6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

来瑞安塘下调研家庭工业。当车子

停下，他听到这种“嚓嚓”的声音，禁

不住问警卫：“下雨了么？”警卫手往

外一伸，没有啊。陪同的时任县委

书记张桂生作解释：“这是家家户户

传出的机器声。”

打我记忆起，家里就开始“纺带

儿”了。“纺带儿”即松紧带编织作

业。据说最早的“带儿机”是用手摇

的，我从没有见过。我看到的织带

机已经带马达了，通过电力发动带

儿机运转，而马达的履带与“带儿

机”的手摇轮相连。马达发动的时

候还得用力使劲手摇几下才行。有

时马达力气不够，“带儿机”罢工了，

或者马达烧毁了，得找人修理。

父亲去干农活、理发，母亲则专

心地织带，真正的“男耕女织”生

活。织带绝对是一门辛苦活，得起

早摸黑地干。天蒙蒙亮，母亲就早

起“纺带儿”，将一筐筐的纡子搬到

织带机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母亲将大筒子(盘头)上的纱线，

摇成一个个纡子，然后将纡子放在

织带机上编制。几十个纡子，飞速

旋转，将纱线扭成一股长长的带子，

也就是扁扁的松紧带（弹力线）。松

紧带往带儿机后面不断输送，越盘

越高，堆成一座小山，这时候，母亲

用剪刀轻轻一剪，“嗖”地一声松紧

带分成了两部分。一捆捆地扎好装

进袋子里，等待远方的客户来收购，

运往外地市场销售。生意忙的时

候，要纺个通宵，一个人实在吃不

消，父母两人实行轮流值班，每人一

个半夜。每晚，我都是枕着机杼声

入梦。有时深夜一觉醒来，母亲还

一丝不苟地在织带，她的眼睛布满

了血丝。

有时候一不留神，纡子缠线了，

好多的松紧带都成了废品。母亲会

心痛不已，捋起残破的带儿端详半

天，并与父亲一起研究是什么缘故，

下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母亲

说，再怎么也绝不会将坏掉的带子

以次充好、滥竽充数，即使蒙混过关

了，落下信誉不佳的坏名声也不

好。宁愿自己苦点累点，也要将最

好的产品提供给客户。所以，我们

家纺的带儿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

令人称道。

儿时的我最喜欢停电时刻，这

样就不用听到“嚓嚓”的吵闹声。一

断电，“嚓嚓”声戛然而止，屋前屋后，

陷入万赖俱寂、针落有声的宁静。

没了带儿机的“嚓嚓”声，被当“童工”

使用的孩子们都从自家跑出来，连

毗的院落成为我们欢乐的海洋，开

始“埋人参”“木头人”“警察抓小偷”

等游戏，在院子里的矮墙上上窜下

跳，不亦乐乎。大人们便搬出竹椅

在院子里乘凉、谈天。当然来电的

时候，又重归于忙忙碌碌的场面了。

最早时，家里有一两台织带机，

后来逐渐增多，到我小学毕业的时

候，家里已经有了多达 20 多台带儿

机。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和三姐姐

也要帮忙，递纡子、摇马达、剪带儿

⋯⋯带儿机最早一个锭，后来增加

到一台九个锭、十三锭、十七锭、二

十一锭⋯⋯用于制作织带的原料品

种也增加了许多，如锦纶、维纶、涤

纶织带、丙纶等等。不过念初中的

时候，我家搬家了，老房子也卖了，

父母另谋了生计，不再“纺带儿”，对

带儿机的印象也日渐模糊，直至淡

忘出我的视线。

如今，织带俨然成为家乡的第

一支柱产业，几乎 70%的家庭都置

有织带机、捣头机、打绳机、无梭机，

生产的织带产品也各种各样，扁带、

花带、蜡带、鞋带、服饰带等 200 多

百种，其中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企

业就多达 20 多家，如健力粘口带、

百和、鸿明等等。

前不久，我到老房子附近转了

转，又听到了十几年前熟悉的“嚓

嚓”声，只是邻里的带儿机全都“鸟

枪换炮”，比较洋气的自动机器了，

不再是当年马达老烧、带子老缠的

半人工机器。

凝望着“带儿机”上欢快飞转的

纡子，我仿佛又看到母亲勤纺勤织

的身影。

机杼声声入梦里
■余盛强

写文乐趣
■秦海影

五月的天气渐渐炎热，惟有夜

里稍显凉意。呆在家中看书画图，

便是一种享受。想起《瑞安日报》编

辑在电话中的约稿之言，心中颇有

些忐忑。

次日，我如约前往报社，与他面

晤，经过交谈才知道“百姓事”版面

拟将推出“家事小叙”专栏，讲述百

姓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生活变

化，对日益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受。

他希望我能够为专栏绘画同题漫

画，作为配图。

近年来，我时常于闲暇之时，画

一些漫画自娱自乐，题材大部分取

自市民生活，只是漫画完成后，大多

闲置于书架，少有示人，更何况为报

纸画配图乎。在我了解到专栏的选

题后，深深被新闻工作者职业视角

的深邃与关注百姓生活的用心折

服。粗略一看，选题皆是百姓生活

的鸡毛蒜皮之事，但细细深究一番，

涉及生活物件、生活方式的改变，无

不折射出百姓生活在物质与精神方

面的幸福感，无不反映出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百姓生活朝着富裕方向发

展，无不体现出改革开放成果所带

来的翻天覆地变化。作为漫画爱好

者，我尤其能够感觉到其中所散发

出来的趣味性，而这趣味性的因素，

恰恰是漫画创作的基本元素。于

是，我一下子来了兴趣，便欣然应诺

为文配图。

应诺了的事情，就要认真去做。

然而我却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文稿

还没有，根据文稿内容画配图，可使

文图相得益彰；其次是以往的漫画多

为单幅表达一个意思，而此次创作要

求是截取四十年前后的某个时间点

来说明变化的差异。难题总是要靠

自己解决的。苦思冥想后，对于内

容，还是可以凭借自己对生活的观察

和体会去表现；至于形式，则采用了

两幅就人物、物件、行为、场景进行对

比式描绘。我尝试着以自行车的变

化为内容画了一幅，后来这幅漫画作

为《从永久自行车到共享单车》一文

配图刊发，这使我有了继续画下去的

信心。

在创作系列漫画中，常常令我

在回忆中绘图，在绘图中回忆，从前

许多曾被淡忘的生活趣事又汹涌澎

湃起来⋯⋯每当完成一幅漫画，我

的内心自然而然升起感激的喜悦，

假如没有编辑的专栏创意、假如没

有记者的用心撰文、假如没有讲述

人的认真回忆，我是很难进行深入

创作的。

体会百姓生活的快乐，因为自

己就是百姓中的一分子。表现百姓

生活的幸福，因为百姓的幸福是国

之大事。作为喜爱漫画者，我没有

理由不去描绘这些快乐的人、幸福

的事。而于这过程中，自有乐，自有

趣。如当我读《40 年前特别羡慕别

人家有水井》时，看到讲述人署名张

建舟，认识的，就马上将电子版发给

她。她当时正在国外旅游，不久她

用微信回复我，言辞间充满快乐。

当然，在创作中也会出现令人窘困

的事，如画《从接生婆上门接生，到

住院无痛分娩！》的内容，我对妻子

说：“这个场面我真没见过，怎么画

呀？”好在妻子给我大概描述了产房

及妇人生产时的状况，我终于勉为

其难地画了一幅。又比如配图《要

么走路要么坐船，40 年前塘下人进

城拼的是体力和耐心》，原先我根据

公共交通的变化画的都是陆路出

行，既然要与文章相应，便须重画。

我采纳了编辑的意见，补上在塘河

轮船埠头的场景。凡事以快乐心去

做，也挺舒服的，对我来说，还多了

一次作画练习。

这组配图漫画的创作还在继续

中。有人问：“画多少幅？”对此我不

置可否，是任务自然要认真完成。

不过，私下里回答妻子的询问：“我

想多画些，只要能想出内容。”

“为什么？”

“快乐。”

百姓往事漫画中
■李浙平

余盛强/漫画

1978勇当探路者 致敬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岁月如歌
有人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其实是外星人。他

把这一秘密告诉亲友们，却没有一个人相信。无奈

之下，只好当场验证。他爬到悬崖上跳下去，快要落

地时，身上神奇地长出了翅膀，他飞起来了。这时，

所有人都哑口无言、口服心服了。

梦醒时分，他坚信自己就是外星人。见人就自

我介绍，可人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有的甚至把

他当成了疯子。

“我是外星人！”当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千遍之

后，自己首先深信不疑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他按照梦境的提示，不

顾亲友们的再三劝阻，壮壮胆爬上悬崖。他想：我的

梦一向灵验，即使有假也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重复

了一千次，难道还不会变成真理吗？因此，他义无反

顾地跳了下去。

地球的引力使他加速度往下坠落，接近地面时，

却没有像梦境中那样长出翅膀来。他凄厉地惨叫了

一声，“真理”摔成了肉酱。

摔成肉酱的“真理”
■张鹤鸣

[微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