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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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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高考志愿曾想填报剪纸专业

而这位大学老师!

也曾是她的"伯乐#$ "记
得当年刚进学院时!包
建新老师就非常严肃地
指导与指引我! 要在加
强学习文化课的同时!

还要拿起剪刀剪出自己
的艺术世界$ %

张晓宁说! 她的艺
术世界! 就来源于自己
的家乡$ "晓宁& 跟着妈
妈& %时值正午!田间太
阳正高悬 !

!

岁的张晓
宁跟在妈妈的身后$ 妈
妈一手拿着锄头! 一手
提着饭! 带着张晓宁去
给正在田间劳作的父亲
送饭! 身后还跟着一只
小狗$ 夫妻俩就在田间
地头坐下!'热吧& %"热&

但今天牛儿肯干活& %父
母在田间慢慢交谈!劳
累了一上午的父亲从饭
篮 里拿 出 一 个 馒 头 啃
着$ 旁边和主人一块儿
歇息的老黄牛! 一会儿
看看主人! 一会儿回头
与活泼的小狗玩耍$

这样的日常是张晓
宁的儿时记忆$ 长大之
后的她! 就用一种特别
的方式将这个场景活灵
活现的呈现出来$ "画家
用笔!作家用字!我用的
是剪刀$ %她笑着说道$

"剪纸本来就是民
间艺术!来源于生活$ %

张晓宁上大学的时候第
一个举办自己的个人剪
纸展览! 作品也大多是
她老家记忆里的一些题
材$ 当时受到高校和美
术界一致好评! 还有多
数剪纸作品被博物馆收
藏$

"我现在是北京市
中小学生校外大课堂非
遗教学指导老师! 让孩
子学会用一张纸和一把
剪 刀 ! 剪 出 自 己 的 作
品$ %张晓宁说!这门传
统手艺! 最重要的是激
发起每个人对这门艺术
的兴趣! 剪出自己的精
彩世界! 也更好地把这
门技艺传播出去$

大学时期举办个人剪纸展

"张老师!您刚才教
的剪纸方法!太有用了&%

"#$%

年
%

月! 张晓宁像
往常一样来到石景山区
的居民活动室! 为这里
的居民教授剪纸艺术$

不曾想到的是! 刚一下
课!她就被一位老人"抓%

住了!老人激动地说!自
己是一名剪纸爱好者!

学习剪纸已有不少年头
了!也拜了不少"师傅%!

唯独在张晓宁这找到了
自己的方向$

老人的话让张晓宁
感慨万千()面对广大居
民!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对剪纸艺术感兴趣$ %

张晓宁出生于甘肃
庆阳 一个 不 起 眼 的 村
落! 妈妈有一手远近闻
名的裁缝手艺! 耳濡目
染之下! 才三岁的她就
拿起了家里的大剪刀$

"我那时候对剪纸就特
别痴迷!也不出去玩!一
直就拿着剪刀坐在炕头

上不停地剪$ %张晓宁说!

因为拿剪刀的时间太早!

现在她的手上都有着厚
厚的茧$

但上学之后!张晓宁
的"剪纸热爱%遭到了老
师的反对$正如老师所说
的那样!剪纸没办法帮她
上大学$ "尽管报考研究
生的时候我曾经想要报
中央美术学院的剪纸专
业!但咨询的时候才被告
知!这个专业由于就业问
题已经被取消$ %但剪纸
梦! 张晓宁从未放弃!并
一直默默坚持着$ "近五
年!我明显感到国家对于
传统艺术的支持加大了!

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

张晓宁说! 进社区讲课!

进学校讲课!也发现越来
越多的人热爱着剪纸$

"我的大学老师曾对我说
过一句话! 不管前路如
何! 都不要放弃剪纸!不
要放弃在纸上剪出自己
的精彩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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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闻名 服务居民是初心

张 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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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入
的这行$ 早期!传统手艺
还处在用磨刀石* 砂轮
磨剪子* 菜刀的阶段$

"砂轮是金属!而且与刀
剪的摩擦力很大! 每次
几乎都火花四溅! 对刀
剪的伤害也很大$ %他
说!"而且那会儿大家都
走街串巷的嘛! 磨得不
好! 居民也没法找那磨
刀人$ %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
究! 张立发现王麻子剪
刀这一品牌在居民心中
的认可度很高! 那这么
专业的品牌有没有专门
磨刀的机器呢+ 张立来
到北京这边一家专门生
产王麻子剪刀的工厂!

果然! 厂里早已用上了
较为专业的机器! 将砂
轮改为砂纸! 极大的减
少了刀剪本身的损耗$

就这样! 有熟悉的居民
发现( 张师傅的小摊前
多了一块"王麻子刀剪%

的牌子$

但他没有因此停下

探索的脚步!他觉得现有
的机器还是太过于沉重
了!要是进社区服务的话
很不方便$ 就这样!张立
动起了改造机器的脑筋!

他发明的新机器果然轻
便的多!他还因此申请了
发明专利$

后来!张立在一家大
型市场的三楼租下了现
在的店铺!从此!走街串
巷也成为了过去$

走进他现在的店铺!

各式各样的刀具分类摆
放!他说!现在居民不仅
可以磨刀剪!也可以在他
这里购买王麻子的各种
刀具$ "卖出之后有啥问
题也可以随时来找我$ %

"磨剪子嘞戗菜刀%

的吆喝声逐渐远去 !而
不变的是!那块印有"王
麻子刀剪%的牌子!依旧
悬 挂 在 磨 刀 机 器 的 上
方$ 下方时不时还会传
来刀剪摩擦时的火花 !

而那火花! 映出的是张
立师傅这十五年来的匠
心人生$

"小伙子! 你看看
我 这 把 剪 子 还 能 修
吗+ %今年

'

月份!张立
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
剪刀铺里做生意!一位
七十多岁的老人突然
来到他的铺子前问道$

张立接过这把剪刀一
看( 难怪老人如此为
难!这是一把少见的左
手剪子&与常见的剪刀
相反!锯齿的朝向是向
左的$

"我拿这把剪刀找
了个修理师傅!谁知道
竟然越修越差$ %老人
说!几十年来一直用着
这把老伙计!"现在已
经很少有左手剪子买
了$ %老人叹气道$

听了老人的遗憾!

张立师傅决定试一试$

他先是研究了一番剪
刀出现的问题!发现锯
齿处已经明显磨损了$

"平常人看起来! 觉得
每把剪子都是一样的!

但其实各有不同之处!

就跟您去修车一样!老
师傅一听声音就知道
毛病在哪! 我这也是!

一看就八九不离十$ %

剪子与砂皮在机
器上摩擦!阵阵火花从
张师傅手旁略过!他不
时拿起来看一眼!半小
时后!他对老人说("修
好了$ %张立随手拿来
身边的一朵棉花!随着
剪刀"咔擦%一声!棉花
一分两半!应声而落$

"我每天要经手可
能几十把剪子*菜刀$ %

张立说!"每天往铺子
里坐着!总有附近的居
民过来问我今天营业
吗+ 有些顾客人搬到了
天津!还把刀寄过来让
我给磨磨!我觉得这就
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

改造磨刀器 申请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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