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簪与簪与女人女人、、爱情爱情、、胭脂是分不开的胭脂是分不开的。。

最早的簪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最早的簪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那那

时的妇女磨骨成簪时的妇女磨骨成簪，，用来绾发用来绾发，，增添了女子的增添了女子的

妩媚和魅力妩媚和魅力，，牵动着男人的目光牵动着男人的目光。。

簪的流行始于汉簪的流行始于汉，，据载汉武帝宠妃李夫据载汉武帝宠妃李夫

人人，，二人见面时二人见面时，，汉武帝取李夫人的玉簪搔汉武帝取李夫人的玉簪搔

头头，，于是宫女佳人皆用玉簪于是宫女佳人皆用玉簪，，一时长安玉贵一时长安玉贵。。

辛弃疾辛弃疾““一枝簪一枝簪不住，推道帽檐长”的

词句，杜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

感叹，更见证了簪在历史画面中的留痕。

如果必须要把玉簪与哪个美女相配，我

认为 《红楼梦》 里的邢岫烟最为相宜，青丝

上的一枚玉簪，洁白幽柔，冰姿雪魂，十分

清美淡雅，让人心生喜爱。曹公是深谙中华

文化的大家，在红楼梦中，每一位女子的头

饰都是有生命的，都代表了主人的气质和性

情。王熙凤的五彩凤簪，像一只展翅欲飞的

金凤凰，随野心一起带入九霄云外，同时也

衬出她那霸气之美。一支簪是一颗女儿心，

有多少绮丽，就有多少凄伤。王熙凤的结局

是悲惨的，她死后，那彩凤簪子也失去了往

日的光彩，一点点黯淡下去，跟着主人的香

魂去了离恨天外。

簪是一种传统文化，一道迷人的风景，

它让世界成熟在浪漫中。

如今大商场里也有少数描花镶珠、垂丝

结环的簪子，却怎么也找不回佩戴人旧时那

种举止优雅和款款风仪。无论颜色还是形

状，旧时饰品离我们渐行渐远。小小饰品随

着历史的潮流变了模样，让人不禁对那些雍

容华贵、精巧绝伦的古簪的消失感到惋惜。

值得欣慰的是，一位叫周黎的女士读懂

了古簪美丽的价值，让古簪重新焕发了夺目

的光彩。她数十年如一日收藏古簪，将这些

散落在民间各地的古簪收藏起来，让古簪的

历史真实展现在人们面前。

还记得 2002 年春，适逢南阳府衙修复

开放，周黎“中国民间古簪艺术展”举办。

徜徉在古簪艺术展的大厅里，听周黎细数

“家珍”：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各个时期

的簪，水仙银花簪、蔓草鎏金铜簪、平升三

级玉簪、缠枝花簪、蝴蝶戏花簪……不同样

式的簪有不同寓意。从一根根古簪可看到唐

之富丽堂皇、明之华贵浓艳、清之华贵繁

缛。它们制作精美，清新典雅，五彩斑斓，

让每个来观看的人都啧啧称奇。欣赏着这些

艺术珍品，看着古簪静静泛着一层时间远逝

的光，让人感到一种摄人心魄之美。前来参

观的各界人士不由自主地被周黎的私人藏

品——古簪的独特魅力所倾倒，也为其深厚

的历史文化背景所感动。

驻足在蝶恋花鎏金簪前，我看到簪上有

蝴蝶双双展翅于花层之上，眼前总是幻化出

女子出嫁的场景，锣鼓喧天，唢呐声声，女

子在大花轿里被颠得心醉神迷的笑，头上的

簪上，彩蝶在花层里翻飞。多年后，出嫁那

天的喜悦，每每想起就让女子眉目舒展。

无疑周黎读懂了古簪的美。她说收藏是

件苦事，也是件美事。说苦，是因不仅要耗

力耗资，还要耗心。说美，是因每得一美

物，总会让你享受到由衷的喜悦、无限的快

慰和满足，这是一种源于自我的享受，圈外

的人是很难真正体会到的。是的，人生旅

途，就是一个寻找梦想的过程，世界有太多

喧嚣与繁华，太多纷争与杀戮，人们向往和

追寻一份清净，一份自然，一份远古的情

怀。正是这种自我享受的情怀，让周黎迷上

了收藏。

有大境界，方有大收藏。周黎在工作之

余，遍寻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找寻精巧的

古簪。在她眼里，这些古簪就像一个个风华

绝代的美人，不幸被尘世的风沙模糊了美丽

的容颜，她将它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擦拭洗

刷，为它们梳洗打扮，让它们恢复了昔日绝

美姿容，再将它们认真封存在锦盒里，以供

后人观瞻。或许是前世的缘分，让周黎对簪

子一见钟情，从此孜孜不倦找寻一个又一个

簪子。

人与物的缘分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正如她在展览的后记中所写:“人生总

是那样，有时一事一物竟改变或决定了你的

人生。曾几何时，偶得一美簪，从此不知不

觉中，便与古簪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偶然启

发还是女性潜意识在起作用，真是不得而

知。但我却相信我当初的冲动，我爱这些簪

钗头饰，它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品读这一段话，我们不难捕捉周黎对簪

子发自内心的迷恋。这种迷恋随着岁月的流

转，已积淀成了一份沉甸甸的爱。相信在周

黎的精心爱护下，簪子定能永存它的美。

今日的簪子诉说着旧时的流年，成为尘

封的历史中会说话的见证；岁月更迭，若干

年后，今天的种种是否又会成为他日的历

史？

也许一切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深受古

典文化熏陶的周黎，对古簪情有独钟的周

黎，2018 年 9 月到社旗县兴隆镇投资金构牧

业创业基地，竟然巧合地发现她所创业的那

个村庄就有一个美妙的名字：簪王村。簪王

村地处社旗县兴隆镇北，相传簪王村有一银

匠，擅长打造发髻之笄，在当时颇有名气，

称为“簪匠”。

说起此地的历史渊源，更让人动容。刘

秀曾在县内“赊旗访将，起师反莽”，社旗

具备浓厚的汉文化底蕴。昆阳之战后刘秀到

新野向阴丽华求婚，拐去簪匠所在地，为阴

丽华定制定情信物，簪匠被刘秀钟情所感

动，用心为他打造了精美的簪子，表现出了

高超的技艺，刘秀登基后很多王公贵族专程

前来打造簪子。光武帝刘秀既感谢簪匠对他

求婚的帮助，也为簪匠高超技艺折服，封簪匠

为簪王。随着朝代更替、自然

灾害等，簪王未有传人，后人

为纪念他，将其住所之地称为

簪王村，民间老人口口相传至

今。

社旗县兴隆镇簪王村位

于县内主动脉道路社太路两侧，与“幸福

渠”为邻。以古人象形思维来看，唐河自北

向南流动，幸福渠引唐河水弯弯曲曲进入百

姓良田，像极了簪中“步摇”，而簪王村也

是“步摇”上的一颗珍珠。因此，周黎决定

扎根于此，筹建簪文化博物馆。

古簪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加上周黎痴

爱，一定能赋予簪子新时代的历史意义，待

到未来再看古簪，必将流淌出更多的古今结

合 的 新 文 化 意 味 。 徜

徉 在 古 韵 悠 长 的 古 簪

世 界 里 ， 必 然 滋 养 出

更 多 风 华 与 传 统 同

在 、 美 丽 与 雅 韵 共 存

的文化内涵……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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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张 琼

2020年，是南阳大城市建设快速推进的

一年，我市各行各业奋战在大城市建设的第

一线，用辛勤与汗水添彩南阳。

文章合为时而著，作家更要为时代鼓与

歌。大城市建设，文化不能缺席，文学更不能

缺席。南阳作家要为大城市建设助力，倾听

时代足音，把握时代脉搏，真正用心感悟、体

验，用手中的笔，用一双慧眼，展示新时代、新

南阳、新担当、新精神，展示新时代南阳作家

群的新作为。基于此，由南阳市作家协会举

办、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协办的南阳作家群南

阳大城市建设采风活动应时而生、应势推出。

采风活动 5 月 21 日启动，历时一个多

月。采风团 20多人围绕大城市建设这个主

题，先后前往唐河县、宛城区、官庄工区、卧龙

区、高新区、鸭河工区、内乡县、西峡县、邓州

市等地，到城市建设现场、重大项目建设工

地，到高新技术产业园、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点，到建设中的文化产业园地、湿地公园等处

采风。目之所及，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建

设场面，城城是文明新风吹开的画卷。

自高质量建设大城市号角吹响以来，无

论是工业发展、科技创新，还是城市提质、社

区打造、乡村振兴，南阳，到处呈现出日新月

异的变化。作家们一路行、一路看、一路听、

一路评、一路议，体验大城市建设的时代风

采，感受时代发展的脉搏。他们为南阳续写

了新时代的《南都行》，为家乡谱写了新时代

的《南都赋》。目前，南阳日报已刊发了两个

整版的采风作品，展示南阳大城市建设风采，

为建设者喝彩加油。

助力大城市建设，南阳作家在文艺界带

了一个好头，起到了标杆性、示范性作用。他

们，为新时代新南阳鼓与歌，行与吟。

展示企业风采——
出彩南阳奏新章

“这次采风之行，既看到了一批‘平地起

谷堆’、科技含量高的项目，也看到了一批老

企业、传统产业经过创新改造获得新生，更加

生机勃勃，发展势头更猛。”南阳作家协会名

誉主席李天岑采风归来后，在他的作品《插上

“创新”的翅膀》里写下这样的话，来描述他所

见所闻的南阳企业在大城市建设中的铿锵步

伐与成效。

企业是城市发展的血液。南阳企业借大

城市建设的春风，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在乐凯华光集团、南阳利达光电有限公司、河

南汇博医疗股份公司、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

团、荣阳铝业、诺信腾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排公司、汉冶特钢有限公司、康硕智能制造

有限公司……作家们被震撼了、被感动了。

作家水兵抑制不住激情，写下“南阳大城市建

设如火如荼，怎能没有锦绣文章为她记录，怎

能没有美丽诗篇为她歌唱，怎能没有七月的

鲜花为她奉献”这样饱含深情的语句。

“诗人说：才几天没看牧原/就有了如此

宏伟壮丽的景象/这哪里是楼房养猪综合体/分
明是新时代最壮美的诗章……”牧原集团在内

乡县、西峡县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令作家们振

奋，廖华歌写下了这样激情的诗篇。西排公司

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汽车发动机进排气管专业

生产厂家，工艺技术装备达国内一流水平，作

家们感叹产品精致得就跟艺术品一样。在乐

凯华光集团、汇博医疗股份公司，作家们用手

机、相机拍摄记录，对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产

品制造水平赞叹不已。邓州市康硕智能制造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应用、服务于一

体的高科技企业，3D打印技术是智慧企业在南

阳的一个缩影……

“南阳工业已经插上了创新的翅膀，虽然

有的翅膀还不那么坚硬，但我相信，一定会一

冲九霄待有时，‘南阳突破’奏新章！”李天岑

在作品里写下的话，说出了采风团的心声。

“一冲九霄”又怎能不是南阳企业的未来！

行走美丽乡村——
笔墨点赞新时代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农村，美

丽乡村建设让南阳的乡村变得更富、更美、更

加靓丽多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宛城区溧河

乡沙岗村、汉冢乡国储林项目基地、西峡五里

桥镇黄狮猕猴桃生态示范区、美丽乡村习营、

邓州三产融合示范区、唐河石柱山、自然风光

旖旎的鸭河……作家们真切感受到了新农村

建设的新气象，见证了美丽乡村翻天覆地的

变化。

行走美丽乡村，作家们写下一行行诗

篇。张春峰在她的《大潮涌动南阳城》里写下

她对流过历史沧桑一路走向新时代的白河的

赞美：“当然还有我身边的白河，这一条美丽

的河，滋养着南阳的父老乡亲，也温润着南阳

人的心灵。”

行吟美丽乡村，点赞新农业、新时代，作

家们毫不吝啬手中的笔墨。

赞美文化家园——
用诗与历史对歌

文明涵养地域精神，文化培育城市灵

魂。历史的厚重、先贤的精神、时代的步伐、

知识的力量，是南阳大城市建设的精神宝库。

唐河博物馆、张星江故居、官庄工区石油

文化馆、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民俗博物馆、邓

州市花洲书院、邓州市城市规划馆……作家

们久久驻足，用手机、相机记录历史，用诗与

历史对歌。

官庄工区石油文化馆，见证石油企业的

发展历程和河南油田艰苦创业的精神；内乡

县余关镇子育村民俗博物馆让参观者接受了

一场民俗文化的洗礼；邓州市城市规划馆将

邓州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融入三维复原、数

字沙盘、飞行影院、VR自驾游等现代声光电

技术，成为一场智慧邓州的视听盛宴……

与历史对歌，与时代牵手。新文化，新

生活，行吟新时代，是大城市文化建设的重

要支撑。唐河的北辰公园项目，投资将近 5
亿元，听着工作人员的激情介绍，作家们仿

佛看到了“九山八湖碧如意，禾田花溪半月

滩，千塘万洲双子岛，芦苇迷宫白露湾”的

美景。西峡鹳河两岸华灯初上，岸边广场上

市民们跳舞、聊天、嬉戏，绘出了一幅太平

盛世图。

“高质量建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

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是一千多万南阳人强

烈的愿望和追求。南阳城市建设发展、生态

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农村

建设和农村产业化发展成果令人振奋。”李

天岑说，此次采风活动，作家们走进中心城

区和部分县市区，真正扑下身子，用心用

情，用各自手中的笔描写了南阳大城市建设

的热潮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奋斗精神，为南

阳大城市建设喝彩加油！

著名作家周同宾说：“南阳老中青三代作

家深入生活，走进大城市建设现场，看新时代

南阳的蓬勃发展，用手中的笔为新时代讴

歌。这是作家的责任和应有的时代担当。”

用手中的笔、心中的情，记录南阳高质量

建设大城市的生动实践，讴歌奋战在一线的

劳动者、建设者、创新者、指挥者，用有思想、

有温度的作品为这个伟大时代喝彩、为劳动

者加油、为大城市建设中的南阳加油，是南阳

作家的心声。②8

走城乡看发展 为大城市建设鼓与歌
—南阳作家群大城市建设采风活动综述

20支队伍
舞出时代新风采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吕 东 通

讯员张 琳）7月 30日晚，“群星耀

中原 美丽新乡村”河南省第四届广

场舞展演南阳市卧龙区总决赛、南

阳市卧龙区第三届广场舞大赛在新

田 360广场举行，卧龙区各乡镇、街

道、景区的 20支参赛队各显身手。

当晚，各参赛队精神饱满、神采

飞扬，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先后上台

翩翩起舞，为观众奉献了一道精彩

的文化大餐。参演队伍表演或婉约

曼妙，或青春飞扬，既富有传统韵

味，又彰显时代风采，引得现场掌声

不断。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七一街道的

《左手之约》、车站街道的《推车歌》、龙

王沟风景区的《舞舞生风》、谢庄镇的

《逆行者》和英庄镇的《乡村微信群》

等节目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接下

来她们将代表卧龙区参加市级、省级

广场舞大赛，展示南阳风采。②8

开展教育活动
传承爱国精神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吕 东 通

讯员李 阳）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德

育工作的主旋律，也是张仲景博物

馆的重心工作之一。近日，张仲景

博物馆积极开展南阳市中小学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活动中，中小学生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参观馆内陈设、听取医圣历

史、阅读中医著作、了解南阳中医药

文化。通过这种具体、生动、喜闻乐

见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学生们

了解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源远流

长，感受到了祖国发展的伟大成就，

切实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情感。②8

文化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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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 徉 在 古 簪 世 界 里

内乡湍河风光 全媒体记者 张 琼 摄

（图为周黎珍藏的部分古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