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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艺的守望者：游埠老街的资深剃头匠
通讯员 芳八子

我是兰溪游埠人， 有时间都
会去游埠老街转一转。 前不久，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来到老街转悠。
无意间在一僻静处看到了一位剃
头老师傅。
老师傅姓程， 个子不高， 但

让人感觉非常和蔼可亲。 老师傅
的老家是安徽绩溪人， 说和胡锦
涛是同乡。 顾客开玩笑说， 你和
他会不会是亲戚？
程师傅的父亲建国前来到游
埠学做发糕， 然后就在游埠定居

下来。 程师傅今年 84 岁， 20 岁开
始学剃头。 他的师傅说他学的有
点晚了， 这个年纪学手艺， 手脚
不是太灵活。 他为了能够学好剃
头这门手艺， 能使手灵活用力，
他专门练习活动手关节。 经过刻
苦训练， 他练就了一样绝活。 现
在他虽然 84 岁 ， 手 掌 还 是 很 柔
软， 手关节灵活， 手掌可以弯曲
紧贴手臂。 手关节灵活， 剃头发、
刮胡子时， 手用力灵活自如， 这
样顾客就不会感到痛了。
虽然外面没有挂招牌， 别人
不容易发现， 但是由于程师傅剃
头认真仔细， 价格实惠， 多年来
他只收八元。 所以大多上了年纪
的回头客很多， 每天顾客络绎不
绝， 从早上就忙开。
有顾客介绍， 程师傅剃一个
头需要一个多小时， 只收八元。
外面理一次发， 差不多半个小时
就完成， 价格是二十元。 程师傅
剃一个头， 别人可以理两个头，
赚四十元， 是程师傅的五倍了。
程师傅笑笑说： “我剃头不
是为了赚钱， 每天有个带饼 （带
饼是游埠的特色小吃） 钱就足够。
我只是为了每天有点事做做， 一
是权当锻炼身体， 二是可以和别
人接触， 聊聊天。 这样生活充实
不寂寞。”
看程师傅将顾客的头和脸刮
完后， 我以为这样头就算剃好了。
不料， 他将顾客头和脸扑上一层
白粉。 我问， 是不是和小孩洗完
澡， 扑痱子粉一样？ 他说， 扑上
一层白粉后， 再刮一遍， 这样不
会漏刮， 刮的干净。 而且白粉有

消炎作用， 顾客不会因小伤口而
发炎。 想不到， 剃头还有这么多
学问， 感叹老师傅想的真是周
到。
前两天我再一次过去， 非常
幸运， 刚好遇到古镇短暂的停电。
程师傅拿出六十多年前的洋剪在
给顾客剪头发。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 洋剪保
护得很好， 还可以灵活运用， 可
见程师傅是一位多么细心的人。
程师傅边剪边介绍， 为什么叫
洋剪？ 说明是国外进口。 解放前，
我国落后， 这种剪刀不能制造，
只能依靠进口， 所以叫洋剪。 当
时洋剪的价格很贵， 一担米一
把。
我插嘴， 现在这种剪刀还有
吗？ 他说， 有的， 十元一把。 别
小看这把小小的剪刀， 里面也有
十几个零件呢！
看着程师傅娴熟地在为顾客
剪发、 洗头、 剃头、 刮脸、 刮胡
子、 修鼻毛， 我深深地为他几十
年如一日的坚守而感动。 我不停
地按快门， 尽量多拍一点， 让后
人能看到即将消失的老手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总会
淘汰一些曾经风靡的行业。 “剃
头匠” 这个古老的职业正在现代
化社会的浪潮中消失殆尽。 然而，
在我看来， 古老的职业被历史淘
汰原本无可厚非， 但是这些职业
背后的行业道德、 历史人文， 却
需要我们当代人好好学习， 好好
继承！

职场政策解答
能否要求经济补偿
兰溪市民余先生来电咨询： 他
今年 65 岁， 退休后在一家私人企业
工作至今。 最近公司领导找他谈话，
说要辞退他。 他听说辞退员工， 员
工可以得到一笔经济补偿。 但当他
提出这一要求时， 遭到公司的拒绝。
他想了解， 自己是否可以得到这笔
补偿金， 如果公司不给， 应该怎么
办？
专家解答： 我国法定的企业男
职 工 退 休 年 龄 是 60 周 岁 ， 女 职 工 是
50 周 岁 。 余 先 生 的 年 龄 已 经 超 出 了
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已不是法律意
义 上 的 劳 动 者 ， 不 在 《劳 动 合 同 法 》
适用范围内， 他与企业只能属于劳
务关系， 因此要求经济补偿金没有
法律依据。 只能由当事人与企业进
行协商来解决， 若协商不成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工伤该由谁来负责
兰溪市民陈先生来电咨询：

他在一家企业食堂打工。 上个月，
他骑电动自行车去买菜， 结果在
路上与一辆轿车相撞。 他受了伤，
经认定为工伤。 他要求企业支付
他工伤赔偿， 但企业回复说， 食
堂是承包性质的， 应该由食堂承
包人赔偿。 请问， 到底该由谁来
赔偿？
专家解答： 根据我国法律规

林马松：一名农村兽医的“文学梦”
记者 成超

定， 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 使
用劳动者的个人承包人如果不具
有用人单位资格， 那么由具有用
人单位资格的发包单位承担工伤
保险。

近日， 家住永昌街道上石桥
村的林马松欣喜地看到， 自己撰
写的 《兰溪民间风俗》 作为婺文
化丛书已经出版， 这是一名农村
兽医出版的第三本书了。
出于对红二师的感情， 他创
作了第一本书

今年 67 岁的林马松， 中专毕
业， 具有兽医师职称， 先后担任
过孟湖生产队会计、 孟湖公社寺
口大队赤脚医生、 孟湖卫生院中
药工、 孟湖公社家禽家畜辅导员、
孟湖乡畜牧兽医站站长以及永昌
街道畜牧专干等职务。 2002 年 8
月， 他兼学水产动物病防治， 被
当地老百姓誉为信得过的 “全科
医生”。
林马松的爷爷林来均是中国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的骨干，
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林马松出生地， 就是当年红二
师在浙西的发源地， 从他懂事起，
就听家里和村里长辈谈论当年红
二师的人和事， 从那时起， 他就

对红二师有了感情， 期盼有朝一
日， 他能深刻解读一下红二师在
浙西的风风雨雨。
因此， 在工作之余， 他就开
始收集红二师的事迹， 并先后向
多家媒体、 党史办等进行投稿。
2012 年 8 月， 林马松正式退休后，
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红二师在浙
西的研究。 与此同时， 他与 22 名
党员一起恢复了红二师纪念馆，
建起了红军亭和纪念碑。 在纪念
馆内， 林马松设计了 57 幅图文并
茂的史料， 供大家参观。 不少人
参观后， 都建议林马松撰写一本
红二师的书， 留给后人。
于是， 在大家的建议下， 林
马松再次寻访红二师的足迹， 经
过三个多月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
他 第 一 本 书 —《
—— 红 二 师 在 浙
西》。
收集民间资料， 撰写民风习
俗文化

之后， 林马松通过收集整理
村落姓氏、 宗祠、 寺庙、 李渔和

农耕文化等， 撰写了第二本书
《孟湖文化》， 全面叙述了老孟湖
的历史、 人文、 地理、 教育及其
变革。 从前年开始， 他又开始收
集民间风俗文化。 “现在结婚、
办丧事等， 都要讲究风俗礼节，
因为个别礼数的疏漏或不完美，
就会导致男方或女方家长不甚满
意， 甚至还产生误解。” 林马松介
绍， 曾经他就看到一对年轻人，
因为结婚时， 男方礼数没有做到
位， 导致女方父母不满意， 当场
就开始争吵起来， 好事反而变成
坏事。
出于这个原因， 林马松就着
手开始收集相关资料。 在永昌街
道上石桥村， 林马松开了一家孟
湖养殖业服务部， 平时来往的村
民比较多， 趁着空闲， 他就会向
村民打听各种民间风俗， 同时哪
里有人办喜事或者丧事， 他都会
跑去看看。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
力， 他终于完成了这本 《兰溪民
间风俗》。

记者翻看这本书看到， 书内
的民间风俗包含了嫁娶、 人生礼
仪、 岁时节日、 农工与商务、 宅
院秩序、 祭祀、 公共至尊、 往来
礼仪、 民间和解契约和文化根基
等十一项民间风俗， 其中大部分
风俗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涉及， 也
有不少已经开始消失。 “我是家
里的长子， 小时候多病， 奶奶和
妈妈就给我认了游埠镇下王村的
徐姓老人为 ‘亲娘’。 每逢过年过
节， 我都会去 ‘亲娘’ 家过节，
大年三十晚上， ‘亲娘’ 也会带
着年夜饭来我家， 一直到现在，
我们两家都还有联系。” 林马松
说，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
史， 伴随着悠悠历史共同发展的
是丰富深厚的民风习俗文化， 在
了解各地、 各民族的民风习俗以
及长期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 也应该珍视祖国的
历史和文化传统。

离职手续如何办理
兰溪市民徐先生来电咨询： 他
在市区一家公司工作， 最近准备辞
职， 他想知道离职手续应该如何办
理？
专家解答： 按规定， 解除劳动
合同双方需办理的手续主要有： 用
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证 明 ， 并 在 15 日 内 为 劳 动 者 办 理
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
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 办理工作
交接。 另外， 用人单位依照劳动法
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的， 应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 用
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
合同的文本， 至少保存两年。
记者 叶旭萍

人人都是普通消费者
放心消费建设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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