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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让更多的人
欣赏宝贝

刘成兴家有很多古董，平时也总
会迎来各路喜爱古家具的参观者。“你
打不打算卖呢？”记者问。“不想卖，因
为卖出去了后别人就私人收藏了，其
他人想看就不一定看得到了。”在刘成
兴眼里，每一件古家具都有它独特的
魅力，它们本身就像是浩瀚的历史标
本，凝结了前人留下的精湛工艺。虽
说有破损，但工艺的魂还在。

刘成兴说，“如今，市场上有许多
仿古的明清家具，做得也很逼真，但无
论如何，也达不到真品的艺术高度。”
刘成兴希望通过自己的手艺，将破损
的古家具复原出本来的模样，“不仅恢
复了使用功能，而且后人也能看到这
些工艺。”

刘成兴有个心愿，他希望能有一
个让家里300多件古家具立体展出、完
美呈现的场所，他希望能有这样的一
个古家具博物馆，方便越来越多的人
参观、了解传统工艺的魅力，也希望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将这门老手艺
传承下去。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
平 摄影报道

从小就想当司机
薛清萍的老家，在条件不太好的山沟

沟里。“那个时候条件很差，上学每天都要
步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每次看到从我身
旁开过的长途客车时，就特别羡慕。”久而
久之，薛清萍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
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这条蜿蜒的山路上，那
种风驰电掣的畅快，远比走路要来得舒服
多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薛清萍的愿
望就是当一名客车司机。但家里的条件并
不好，父母也极力反对她学车，因为父母根
本拿不出来这么多的钱。

1994年，薛清萍靠着自己工作省吃俭
用和到处东拼西凑，花了4000元报名学
车。“4000元在当时可是巨资啊，父母经济
上不能支持，自己的积蓄也不多，我就只能
找亲戚朋友借。”

第一次摸到车，想到学车的不容易，薛
清萍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并顺利拿
到了货车驾驶证。“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
小货车司机，运送的都是货物，但我一直想
开大客车。直到2007年，我通过了增驾考
试，才如愿以偿当上了一名公交车司机。”

薛清萍回忆说：“那个时候父亲逢人就
夸‘我女儿是开公交的’，我也成了我们村
里唯一一个开公交车的人”。

方向盘没变内心在改变
从前拉货，只要把货物捆绑好了，开得

稳不稳问题都不大，毕竟货物没有切身感
受。但开公交车载客，情况就大不相同
了。薛清萍用“胆战心惊”四个字来形容她
的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路，踩了个急刹车，突然听
到后背传来一声尖叫，一个女乘客说，啷个
踩老刹车呢？”薛师傅回过神来，自己再也
不是货车司机了，要顾及乘客的感受。

从那以后，薛师傅开车就刻意降低速
度，慢到别人以为她开车开丢了。到底有
多慢呢？同事林师傅告诉记者，最开始薛
师傅为了把车开稳，慢得不得了，她跑完
一趟下来，已经落后其他同事六七圈了，
等她回到调度室的时候，发现所有人都下
班了。

慢的过程中，这位有着多年丰富经验
的货车老手，开始在公交车驾驶这个领域
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公交车司机。

但旧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
了。有时候碰到高峰期，或遇到交通管制，
公交车无法按时到站，有些乘客会情绪十
分激动地一通责怪，“我也很委屈，但只能
忍着，耐心地跟乘客解释。”

“不过时间长了，慢慢大家就理解了，
碰到有乘客埋怨的时候，还会有很多人站
出来替我说话呢。”薛师傅说，慢的好处是，
让乘客的心绪慢慢平复，让车厢变得更加
温馨。

乘客为她送来爱心药方
一位80多岁的吴爷爷，在多次乘坐薛

师傅的公交车后，只要是遇上680路公交
车，就非她的车不坐了。同事们也尊称吴
爷爷为薛清萍的专属乘客，而这位专属乘
客和薛师傅认识也有10来年的时间了。

那是薛师傅才当公交车司机不久的一
天，吴爷爷每天都有在双龙湖站乘坐680
路公交车去晚晴园喝茶的习惯。这天，老
人为了坐薛师傅的车，在车站足足等了一
个多小时。随后，又在车上坐了一个多小
时到终点站，为的就是要向她亲自说一声

谢谢：“妹儿，有件事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说，
不然我会遗憾一辈子，谢谢你对我们这些
老年人的关心和照顾。”

老人告诉记者，他每次上车，薛师傅都
会很暖心地提醒他“车停稳再上”“慢慢走，
找到位置赶紧坐下”；人多的时候，她还会
请年轻人为自己让座。自那以后，吴爷爷
只坐薛师傅的车，出门前甚至还要给路队
打电话问薛师傅走到哪里了。

由于每天都要重复无数次的“您好，
请往车厢里面走”“注意安全”“对不起，交
通拥堵到站耽误了”，薛师傅的声音也变
得沙哑。

上月底，车辆行驶到轨道回兴站的时
候，一名乘客向她递了一个纸条，并叮嘱她
回家之后再打开。“当时我还吓了一跳，结
果回家打开一看，真把我感动极了。”原来，
这是治疗慢性咽炎的偏方，纸条下方还写
着：我注意到您今天有点咳嗽，这个偏方希
望对您有所帮助。

薛师傅说，公交车司机的工作很平常，
但却也收获颇丰，今年45岁的她，由于特
殊工种的原因，也即将离开这个心爱的岗
位。临走之前，同事都在问薛师傅和乘客
相处的秘笈，她的回答是：“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和乘客之间需要理解和沟通，只要我
们保持这样的心态，乘客自然也会尊重和
理解你。”

好司机
80岁老人专挑她的车乘坐
12年收获满满赞许和信心

坐在680路薛清萍驾驶的公交车上，窗外的风
景如同电视机上平衡的画面，没有抖动感，清晰到
看得清楚路边行人的笑容。这就是乘客喜欢薛清

萍的原因！
一份职业最让人得意之处，就是收获满满赞许和信心，

薛师傅用12年的时间，做到了这些。在刚刚由重庆市公交
集团评选出来的“重庆公交好司机”名单上，薛清萍脱颖而
出。认识她的乘客都说，薛师傅真是难得的好司机。

巧木匠
13岁小学毕业跟着父亲学手艺
40年匠心传承他让古家具复活

最亏欠的
是对女儿的陪伴

工作上，薛师傅是出色的公交车
司机；但对于家庭而言，她却不是一个

“称职”的母亲。
薛师傅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女

儿，她的丈夫则是一名运钞车驾驶
员。公交车司机没有完整的周末和节
假日，所以陪伴女儿的时间非常少。
尽管对女儿的陪伴很少，但女儿却非
常懂事，明白父母工作和付出的意义，
尽管陪伴孩子的时间比别人少了很
多，但女儿从来没有埋怨过自己。

“有没有后悔选择这个职业呢？”
“从不！如果我再选择一次，我会

选择更早一点学开公交车。”
“要退休了，您准备以后还开车

吗？”
“只要这份职业需要，就算退休

了，喊我回来给大家讲心得体会，我也
会很乐意的。”薛师傅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实习生 孙彦钦 汪浩燃 摄影报道

沙坪坝区土主镇老场，三楼一底的砖房，近700平方米的
家，刘成兴将90%的空间挪给了各式各样古朴、颇有年代感的
古家具。楼底搭出来的小棚是他干活的地方，墙壁四周挂

满了锯子、刻刀等工具，地上是厚厚的锯木灰。当木匠40年，刘成
兴迷上了这样的锯木味儿，呆在这里，沉醉其中。

日前，沙坪坝区文旅委公布第四批区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
人名单，56岁的刘成兴上榜。他凭着精湛的传统古家具修复技
艺，被命名为沙坪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薛师傅
叮嘱正在
上车的老
年 人“ 坐
稳”、“扶
好”。

▶干净整
洁的 680
路公交车

薛师傅正在做发车前准备工作

13岁跟着父亲学手艺
在沙坪坝区土主一带，刘成兴是出了名的木匠。不仅他出名，父辈也出

名，祖上三代都是木匠。“我父亲也是木匠，他是‘大木’，我是‘小木’。”木匠
也有很多种，“大木”适用于穿斗房等木房屋结构制作，而“小木”则偏重于普
通的家具制作。

刘成兴有四弟兄，都是木匠出身，不过他们后来都转行了，仅他一人坚
持了下来。“我这个手艺是家传，祖上三代都是木匠。13岁小学毕业就跟着
父亲学手艺了。”刘成兴说，他没什么文化，但喜欢绘画，后来也喜欢雕刻，所
以学起来就很带劲儿。两年后，父亲就渐渐放手，让他独立修复古家具。

修复古家具不同于一般的木匠活，技艺要求更全面，包括了锯、刨、凿、
雕、镶嵌、上漆等工艺。因为有绘画基础，刘成兴学起来驾轻就熟，逐渐扛起
修复大旗。“几十年了，修修补补这些家具就成了他最大的乐趣，有时候一坐
坐到凌晨。”妻子说。

老家具被他视若珍宝
刘成兴的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自建房，尽管是三楼一底，但也显得

很拥挤，在房间过道中穿梭，还得侧着身子。
他家的犄角旮旯，都堆满了古家具，这些都是他的宝贝。“我这里，大大

小小的古床就有几十个，现在外面已很少看得到了。”在二楼的一间房里，放
着一张刘成兴修补过的古床，刘成兴说以前老辈子都称这为“少爷床”，雕花
床板做工精细，床前雕刻的果实、书童至今还清晰可见。这些古家具，大多
是他骑着摩托出去转悠，淘回来的。

前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农村老屋拆迁，这些大件儿古
家具便成了农民的“负担”，有人甚至将它们砍了当柴烧。“这架‘少

爷床’是从田坝村那边收购的，最初看起有些破旧，但雕工精湛，
结构还相对完整，他们家娃儿想把这床当柴烧了，家里老人
舍不得，找到我问收不收。烧了？多可惜啊！”刘成兴从老

人手中把古床挽救了回来。
他回忆说，从十年前起，他一边干木匠活，一边

开始收旧家具。一有空余时间，他就骑着摩托车到农
村去转，那些被主人冷落在柴房、缺胳膊断腿的古家

具，他却视若珍宝地带回家，并为它们“疗伤”。
如今，有人想出三万元买“少爷床”，但刘成兴摆摆手

拒绝了，“卖了，就很难再看到了。”

慢工出细活
刘成兴带回家的，大多是缺胳膊断腿的老

家具，修复起来，短则几天，长则大半年。
采访时，刘成兴拿出刚修复完成的古戏台

横梁，横梁上雕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他让记者猜，
看哪一个是后来补上去的。隔着一米
远的距离，还真难以辨别出来几个人
物谁新谁旧。“客人拿来修时，中间的
这个人物头部没有了，需要重新雕刻
一个头像，然后做旧，色彩神态年代感
还要和其他几个统一。”在刘成兴看
来，修复老家具没有几十年的手艺真
是做不下来，他称这是一项很复杂的
手工活，必须严格遵照修旧如旧的原
则，在原有家具的基础上进行修复，不
能随意更改创新。

刘成兴回忆，五年前他曾接到一
个活儿，有古玩市场的老板找到他修
补一块戏台横梁，上面雕刻的人物有
1200个，近一半都破损了，他修补了
几个月才完工。

为了原汁原味修复，刘成兴在修
复时第一步就是先“把脉问诊”，根据
老家具的“伤情”和年份产地、风貌等
来制定修复方案。工序包括整修、拆
解、清洗、去漆、选料、配料、修补、打
磨、做漆等等。而仅仅是用作修复的

工具就有平刀、圆刀、刮刀、修光刀、三
角刀等几十余种。

在一堆木料旁，还放有《中国古代
建筑木雕》等书籍。他解释，有时候顾
客送来的古家具残缺不齐，所以得参考
古建筑书找灵感来进行修复。“修复工
作不能快，只能沉下心，慢慢来。慢工
才能出细活。”这是刘成兴的工作法则。

手艺后继无人
刘成兴家中堆放的古家具多达

300余件，挤满了各个角落。抛开家中
收藏的这些古家具，经他手修复的，有
大大小小上万件作品，当地和周边区
县的人都慕名前来找他帮忙修家具。

随着城市变迁，传统的古家具淡
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古家具修
复技艺的用武之地也日渐减少。挤满
屋的老家具，刘成兴当成宝，但妻子和
孩子们并不这么认为，夫妻俩也曾因
这些家具吵过多次，而儿子对木活儿
更是完全提不起兴趣。

刘成兴说，这门手艺需要耐心，至
少要学3年以上才能出师，现在的大多
数年轻人都沉不下心来，对这门传统手
艺不感冒，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琢磨。
也有年轻人曾主动找来想学，但起初兴
致很高，坚持不了多久就不再来了。

3年前，曾美慕名找到刘成兴修古家
具，后来萌生了拜师学艺的想法。曾美
说，找师傅学艺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还有
不少美院的大学生，但大多数人都坚持不
下来，学着学着就看不到踪影了。

延伸

刘成兴最大的乐趣就是做木活儿

▲古家具焕然一新

▶修复的古家具还有花轿

▲刘成兴淘来的古家具

以玉石为魂 为未来培养温润的人
——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小学校“润玉课程”育人侧记

“珞石恒坚，璜玉惟洁。品如珞石，德如璜玉……”
这段润泽如斯，于典雅隽永之中描募育人写照的文辞出
自《珞璜小学赋》。正如玉石文化源远流长、意蕴深远一
样，江津区珞璜小学因地制宜，深度挖掘，从“珞璜”二字
里凝练出坚而润的“玉石之魂”，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
中，为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份培育“文质彬彬，温润如玉”
人才的“独特样本”。

正如其名，珞璜小学地处江津区珞璜工业园，三山
相环，一江绵延，美丽的传说故事，丰富的“石”资源……
加之“珞”意为坚硬的石头，“璜”意为弧形的玉器，“珞
璜”意为坚而润的玉石，这使得珞璜小学拥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积淀优势。

课程影响着学生“品德、习惯、文化、特长、天赋、潜
能”等核心素养培养以及学生的终身发展。基于此，学校
党政领导班子经过深度思索，最终决定从“珞璜”二字内
涵入手，探究“玉石”文化元素，构建独具多元特色“润玉
课程”体系。通过润玉课程润泽“孝、雅、新”特色文化，让
玉灵石秀的“温润”品格融入每一位学生的终身发展！

想到做到！学校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
“孝、雅、新”特色文化，其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孝悌感
恩、腹有诗书、奋发图新”的温润少年。

在校长廖家贵看来，“润玉课程”就是通过凸显“孝、
雅、新”特色文化，来完善“玉石文化”体系。在课堂教学
中，构筑涵盖“校园中课堂、教室小课堂、社会大课堂、网

络云课堂”等“四维空间”课堂来淬炼润玉课程；每学年
举办“感恩节、艺术节、书香节、科技节、体育节”来充盈
学校润玉课程体系，其中蕴含着“尚孝、风雅、图新”三大
主题特色及“孝悌友善、精忠报国、博览古今、艺体双馨、
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课程文化。

为了不断深入推进“润玉课程”育人体系，学校还组织
教师编写以“晨读对韵、唐诗宋词、论语、四大名著”等为主
的校本教材《珞之诵》；倡导大手小手同捧一本书，鼓励教
师、家长和孩子一起读起来、诵起来；通过课前吟诵，课间齐
诵，晨诵暮咏，让书香浸润孩子们的心灵；打造校园书屋，每
天午休前安排25分钟为阅读时间；通过舞蹈、音诗画、快板
等表现形式，艺术地展现“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风度；开

展“一字一画一器乐，一个习惯一运动，一项课题一发明”亮
点项目；创新“琢玉坊”校本研修模式，开设“玉数临风——
数学坊、玉石温润——语文坊、玉石荟萃——综合坊”校本
研修工作坊……无不是在温润至善至美童年。

珞璜小学的校园环境文化与“玉石文化”相映成趣，
具有很强的育人功能，是“润玉课程”体系重要组成部
分：形似书卷，古朴典雅的舞台造型；镌刻着诗词歌赋错
落摆放于校园的文化景观石；镶嵌着琴棋书画、梅兰竹
菊的“玉石之门”；融石墨、印章、书简为一体的水墨砚
台；师生手绘60米“孝雅新”文化长廊；以百家姓、二十
四孝故事和孩子们行孝事迹为主题的尚孝苑；以礼、乐、
御、射、书、数六艺等为主题的风雅园；还有楼道里、墙壁
上、橱窗间悬挂着的师生书画、手工艺品……让孩子们
的核心素养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濡润!

珞璜小学构建层次丰富、多元特色且符合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的润玉课程体系，其本质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奠基。清风徐来，馨香满苑。在珞璜小学，每一位师生
都时刻体会到流动的课程，行走的文化！ 文/毕成义

妙农羊奶粉打破底价
18元体验仅限一天！ 妙农羊奶粉

品牌代言人
高明

妙农羊奶粉
现在订购只需18元/盒，每人限购3箱

羊奶中含有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美国、欧洲的
部分国家均把羊奶视为营养佳品，然而由于羊乳制
品行业因技术和成本壁垒，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让
好多想喝羊奶的朋友望而却步。

俗话说：中国羊奶看陕西，陕西羊奶看富
平。近日，产自于“羊奶之都”陕西省富平县的
妙农羊奶粉，创品牌，做推广，用“工厂价+厂家
直营”的模式，以工厂价 18 元/盒，直接从工厂
送到本报读者手中，让本报读者直接拿到“一手
货”，把层层代理和流通环节的巨大利润还给消
费者！

三大优势缔造纯鲜奶源！！
1.奶源优势：妙农羊奶粉的奶源，是采用农科

院专门培育的西农萨能奶山羊，这种羊不仅产羊乳
量高，其本身就具有很强大的免疫能力。萨能奶山

羊的体内分泌的免疫物质
更多，所含有的营养物质
也很丰富。

2.产地优势：妙农羊
奶粉的奶源优选“黄金”奶
源基地秦岭北麓，蓝田县
玉山上，占地上万亩，所辖奶区百公里内无工业污
染。有专门的养殖基地，都是由接受过公司统一管
理培训的人在山区自由放养。玉山有充足的阳光，
植被丰富，水质又属于国家优质山泉，加之地矿资
源丰富，萨能奶山羊奔走于悬崖陡坡上，对各种微
量元素和营养物质的进食使奶源品质很高。

3.工艺优势：在奶粉生产工艺上，妙农采用世
界上先进的全自动化设备“低温巴氏灭菌”及“72℃
低温湿法喷粉”技术，妙农公司已经通过了乳制品
HACCP认证，并获得了315满意单位、民族名牌全
球推广工程等荣誉！

抢购电话：400-008-2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