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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天的来临，用来消暑的那
把扇子自然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而
另一把扇子却让我眼前一亮、心头
一“热”——当我看到杭州王星记扇
业与某国际一线奢侈品大牌合作设计
生产的时尚扇之后，那种时髦而高级
的范儿，饱含人体工学等科学意味的
精致呈现，仿佛一阵新风拂面。制扇
这一中国传统手工艺至今能够如此鲜
活生动、风生水起，着实让人感到惊
喜。让我们随着这阵新风，走进扇文
化的美妙韵味之中——
扇文化的脚步由远而近
中国扇文化源远流长，最早起源
于远古时代，祖先们在烈日炎炎的夏
季，随手猎取植物叶或禽羽，稍作简
单加工，用以遮阳引风，故早期的扇
子有“障日”之称，这就是扇子的初
源。手工制作扇子在中国已有三四千
年历史，经数千年沿革、演变、完
善、改进，扇子家族的成员已发展
到几百种之多，总的可以归纳为两大
类：一是平扇（即团扇、葵扇、麦草
扇、玉版扇等），不能折叠；二是折扇。
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半规
形“户扇”，用细竹篾编形制成，帝
王平民都有使用。西汉时期的合欢扇
（又称宫扇、纨扇、团扇），其形尚
圆，面素白色，以扇柄为中轴，左右
对称似圆月，纨扇以竹木为架，面成
圆形或椭圆形，用薄丝绢糊成。这种
对称式团扇历代沿用而不衰，并成为
我国传统风格的扇型。
折扇，古称“聚头扇”，以其收
拢时能够二头合并归一而得名。南宋
时，折扇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折扇
盛行于明代，明清是折扇发展鼎盛
期。用料贵重，将象牙、玳瑁、鸡翅
木等制成扇骨，制作精湛。还出现了
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在不足盈尺的扇
面上经丹青高手巧运匠心，精心布
局，或山水花鸟，或人物动态，无不
小中见大，表现出美的情致和神韵。
浙江杭州是中国制扇名城，自古

以来制扇业发达，是全国的制扇中心，故
有“杭州雅扇”的说法。杭扇历史悠
久，据记载，杭扇在北宋时已闻名，
发展于南宋。当时宋王朝迁都临安（
杭州）后，制扇业发达起来，成为点
缀南宋新都繁华的一项重要行业。名
士艺人、能工巧匠云集，城内有一公
里多长的扇子巷，是当年制扇作坊和
店铺集中之地。宋《梦梁录》记载：
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扇子品种应
有尽有。清康熙中叶后，杭扇出现了
历史上又一鼎盛时期，“杭州经营纸
扇者总计有50多家，工人之数达四五
千人”。从那时起，杭扇与丝绸、龙
井名茶齐名，被誉为“杭州三绝”。
“王星记”创始于清朝光绪元年
（公元1875年）。创始人王星斋，
出身于三代扇业工匠之家，夫妻俩坚
信“精工出细活、料好夺天工”，以
高超的技艺独树一帜，在杭州扇子巷
办起了家庭制扇作坊。这对夫妇制成
的高级黑纸扇，常作为杭州特产进贡
朝廷，深为宫廷贵族与文人墨客所青
睐，黑纸扇又有“贡扇”之称。王星
斋扇庄后改为王星记扇庄，创立了“
王星记”品牌。
王星记扇业人继承传统，推陈出
新，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汇集了历代
制扇艺人的精思佳构和传统技法，用
双手打造出“扇子王国”，目前王
星记产品已发展到25大类万余个花
式，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远销40多个
国家和地区。制扇技艺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和民间工艺的重要代表项目、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不仅无数宾客前来参观，还到美国、
法国、俄罗斯、印度、希腊、日本、
西班牙等国进行展示，为中外文化交
流作出贡献。王星记扇业已成为中国
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中品质领先、销售
领先、文化领先的龙头企业和具影响
力、具活力的“老字号”金牌企业。

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把小小的扇子，
不但已成为融实用价值与美学价值于
一体的精美工艺品，还拥有很多扇子
故事、传说和趣闻轶事，比如《苏东
坡画扇结案》、《扇子巷穷道士补扇》、
《玉孩儿扇坠奇遇记》、《题扇桥》、
《康熙题扇》、《扇子报喜》等，以
及泰戈尔赠扇题诗等，反映了扇文化
深厚内涵。数千年的扇文化积累了大
量扇诗、扇词、扇联、扇谜等。扇子
与舞台艺术有着密切关系，历来就有
风韵婀娜之扇舞，以扇为名或以扇为
媒的“扇戏”有《桃花扇》、《沉香
扇》、《芭蕉扇》等，扇子作为舞台
上的重要道具，用扇的一系列动作来
传神表现角色性格。
扇子还形成扇俗，在江浙一带，
端午节亲友间有相互馈赠扇子的习
俗。扇子还常常被作为定亲信物。
扇子是友谊的纽带。从唐朝开
始，扇子就作为赠送邻国礼品，相互
遣大使进行扇文化交流，直到今天
在外事活动中扇子还常被作为馈赠礼
品。去年王星记扇业设计制作团队为
G20杭州峰会匠心打造国礼，显示出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工艺制作的精湛
水平，通过扇子体现了中国文化和杭
州心意，外国友人爱不释手。（下图
为G20杭州峰会“夫人礼”《凤穿牡
丹》宫团扇）。

扇子已逐渐发展为艺术欣赏品，
眼下纯手工制作的扇子艺术价值大大
提升，成为收藏爱好者的“宠物”。

扇子蕴藏着丰实的文化内涵
古往今来，扇子与人们日常生活

扇文化活着并随时代生长
近年来，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主

管顺利！然后我告诉L医生可以开
切。从他做皮肤切口到取出婴儿
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但是
新生儿的情况不太好，插管后便
交由新生儿重症科收治不提。
到目前为止，病人B的血压一
直在60到70之间徘徊，并且出血
严重。我立刻打电话到血库启动
大输血程序（massive transfusion protocol), 同时请求楼下主手术室派人手上
来帮忙。L医生告诉我们病人腹腔里至
少有2000cc的出血，并且仍在继续。
于是我们不停的给升压药，给血，给
FFP，给盐水，给白蛋白，给一切我们
能够给的东西，以求稳定病人的生命
体征，并以最快的速度做了动脉导管
和大静脉导管。虽然这个病人350多磅
重，但是我感觉老天爷在保佑着这个
病人和我，让所有该做的救治程序都
出奇的顺利，每次都是一针见血。
L医生则是想尽办法力求修补病
人的子宫，阻断出血。然而他发现，
用他的话说，病人的子宫破裂处组织
就像cheese一样糟软，根本无法缀住
手术缝合线。同时，他发现病人的出
血开始有弥漫性的变化，于是L医生
紧急决定做子宫切除。当子宫终于被
切除后，病人的大出血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然而弥漫性的渗血却并没有改
善，反而越来越严重，她的血压和心
跳也依然不稳定。根据这些症状，我
们怀疑病人是出现了DIC (弥漫性血管
内凝血)。于是紧急抽血送检有关DIC
的各项指标。并且不等结果回来，就
开始了针对DIC的治疗。雪上加霜的
是，L医生发现该病人还有膀胱撕裂，
于是又把泌尿科的医生紧急叫来会诊
手术，真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当这个病人终于被推出手术室送
到ICU，已六个小时之后的事了。这
期间我和两个医助像陀螺一样的转，
没有1分钟闲暇时间。这个手术比一个
Level 1 Trauma的难度和强度不在以下。
当病人终于到达ICU之后，我仔
细询问了L医生关于这个病人的具体情
况。L 医生的讲述简直是令人咋舌。

病人B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单身黑
人女子，但她看起来像将近50岁的样
子。有过16次怀孕史，这是她第11个
孩子，第五次剖腹产，当然也是最后
一次了，她的第一次妊娠则是在她13
岁的时候。她以前一直是L医生兄弟二
人的病人，因为他们二人定期去贫穷
的黑人区做义诊，所以这个病人的很
多孩子都是他们给接生的。
在她进行了两次剖腹产之后，L
医生他们就建议病人B 做结扎手术, 不
要再生产了，因为多次妊娠和剖腹产
手术形成的瘢痕组织、粘连等问题，
使未来的妊娠具有很大的危险，比如
前置胎盘、子宫破裂，甚至会危及病
人的生命。但是这个病人根本不听劝
告，依旧执意又生了好几个孩子。因
为多生一个，她就可以从政府那里领
到更多的钱一一每月每个孩子可以有
$350 多块钱，十个孩子就是$3500啦！
孩子于她完全就是赚钱的工具！
L医生说病人B从来没有结过婚, 而
且孩子们的父亲也是不同的人。在她
不到两年前做完第四次剖腹产时，L
医生对她不听医嘱的行为很是不满。
他对病人B说，“既然你这样不听我的
话，不顾危险执意要生孩子，那你下
次再怀孕不要来找我了！”他只是想
吓唬吓唬她，没想竟一语成谶。这次她
怀孕真的没去找他，因为她进监狱了。
病人B是被自己的女儿告了！都
说有其母必有其女，这话说是给这娘
俩量身定做的也不为过。她的女儿才
16岁，也是没有结婚就怀了孕生了孩
子。后来她女儿要搬出去和男朋友同
居，但是病人B坚决不同意。因为如
果她女儿搬出去的话，那么属于她女
儿的那份州政府的救济钱就到不了她
手里了。于是她千方百计的阻挠，让
她女儿和女儿的小孩必须与她一起生
活，母女二人甚至为此对簿公堂。于
是乎，母女反目成仇。
这女儿可也不是一个善碴儿。在
一次病人B几天不归家，出去鬼混的
时候，她女儿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到
她家调查之后，发现的确如她女儿所

花样作死（二）
手术室里花样作死的病人各有套
路，今天讲一个产科病人B的故事吧。
那天我负责产科的麻醉，早上十
点多时，忽然我的电话响了，那边是
产科的护士长，用几近疯狂的声音在
电话里喊道，“我们这里有一个病人
正在往手术室推，要做紧急剖腹产，
你们赶紧来。” 除此之外她没有给我
讲该患者仍任何其他情况，可是从她
的声音我听得出来，这肯定是一个真
正的产科急症病人！二话不说，叫上
我的医助立刻往楼上产科病房跑。
到达产科手术室的时候，病人已
经在手术台上了。负责这次手术的产
科主治医生是L医生。他是个个子高高
的黑人医生，他的兄弟也是我们医院
的产科医生，我经常调侃他们这是家
族事业。
此时，L医生已经刷手完毕，正在
穿手术衣，手术护士正在给病人身上
铺无菌单。他简单地给我报了一下病
情：这个病人B35岁，是半个小时之
前从监狱送过来的，妊娠34周急性腹
痛，有四次剖腹产史。急症室的B超
显示，病人很有可能是子宫破裂，腹
腔内有大量出血。病人B从到达医院
开始，血压一直很低，60/40mmHg 左
右，心跳在130以上。已送血样，但尚
未完成合血，只有四个单位的紧急血
（Rh-)，其他化验结果也都没有出来。
我飞快地对手术台上的病人检查
了一下，她是一个黑人女子，极度肥
胖，护士估计她有350磅以上。病人根
本没有脖子，我当时想，插管很有可
能会比较困难，于是赶紧将插管困难
时可能会用到的器械拿出来准备好。
当所有人都准备就绪之后，我们
立刻推注了全麻药物，老天保佑，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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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号，扇业在产品开发、营销模式
和电子商务上一直致力于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王星记从扇子实用性、功
能性、文化底蕴及喜好人群等方面出
发，研发推出文化创意方案和新品，
如实用新型的养身扇、时尚趣味的
情侣扇、动漫题材的“酷萌十二生肖
扇”，以及在普通的竹骨绢扇上绘出
萌萌的猫咪图案等等，新颖别致的产
品迎合了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和文化价
值观。
当下，扇业正在文化营销、跨界
营销、娱乐营销等方面做出一些努
力。坚持“扇艺中国、礼善世界”的
理念，开展“非遗”进校园、扇文化
节庆等活动，以及传承人赴海内外技
艺展示等。今年8月，网红们被邀请到
王星记文创园区内进行扇艺体验游直
播，将传统老文化与新时尚相结合，
通过日益流行的直播形式，将传统文
化遗产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王星记
以品牌文化特色+互联网来加强电商建
设，扩大销售渠道，网销收入年增长
幅度在15%以上。
随着空调等现代技术的普及，扇
子早已不是生活必需品，扇子正在被
赋予新的生命，如果能从传统文化中
挖掘新元素，扇文化完全可以在时尚
风潮中延展开来。比如王星记针对人
们对平安、福气的向往，推出了12生
肖、12星座系列；自古有“扇扇子、
坐轿子、荣华富贵一辈子”的民俗，
就结合婚庆主题，推出了“婚庆扇”。
王星记手工制扇的材料选自浙江
特有的天然材料，因为这些自然生长
的素材是有生命力的；王星记拥抱时
代、拥抱青春的理念和举措，正是他
们与时俱进的密码，也是扇子产品能
够走进年轻化、时尚化、品位化市场
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紧随时代的生产
经营是有生命力的；王星记一代又一
代制扇人用心传承，光大弘扬，让古
老的扇业活到了今天，而且越活越健
壮，因为传统手工艺的精神、记忆和
基因是有生命力的……王星记扇业总
经理、董事长孙亚青说：“我们一定
会坚守手工制扇。扇子设计和功能都
会随着时代变化和进步，但唯一不变
的是，我始终不会同意用机器来替代
手工。手工工匠始终要靠品质说话，
只有这样，扇子才能艺术化、艺术才
能生活化，只有这样，制扇业才会是
活着的，才会让扇子有看头、扇业有
奔头。”
（本文大标题右边扇为精工细作的
檀香扇《松鹤》。）

说，病人B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家
里最小的孩子才几个月，最大的才十
七。于是病人B毫无疑问地被逮了起
来，她的孩子们也被分送到不同的寄
养家庭。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她当
时又怀孕了，这次她整个怀孕过程中
的检查、照护都是在监狱里进行的。
一直到最后突发腹痛的时候，才从监
狱转到了我们医院急症室。
差不多近两个星期之后，病人B
终于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她都不知
道自己有多么的幸运！当时她可真的
是命悬生死一线之间，土都埋到胸口
了。只不过被我们拼命地拽了回来，
她这才是真的叫自己挖坑埋自己呀！
尽管病人B再也不会因为生孩子出
现生命危险了，可是她的女儿们今后
会怎样呢？这样的“光荣传统”一代
代地往下传，他们自己可能觉得这完
全是正常的生活状态，甚至可能因为
不劳而获而沾沾自喜。然而他们所不
知道的是，这种传统不仅令他们深陷
贫穷犯罪的境地无法自拔，甚至更会
要了他们的命啊！
而今，每每看到某些＂民权领
袖＂或是其他的政客，在电视上甩开
腮帮子鼓噪着，为了政治正确而指责
社会、指责政府、指责“富人”的时
候，我不禁想问问这些人：如果他们
真的是为了他们自己族群的进步，自
己“兄弟姐妹”的利益，那么他们实
打实地为像病人B这样的人们做了些什
么？还是说，他们只是口头上唱唱高
调，狗掀门帘儿拿嘴对付？是不是他
们心里也明镜似的，依旧让病人B 这
样的人们愚昧着，才更有利于这些政
客们攫取他们自己的利益呢？其实，
每个人心里也都跟明镜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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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80
(106th/College Ave, in Carmel Area)

二十年杰出服务品质保证

数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户管理系统

纽约/休士顿/芝加哥/奥斯汀/洛杉矶/硅谷/西雅图七地办公 客户遍布全美

精办
国家利益豁免和特殊人才绿卡 PERM及职业移民

绿卡申请

免费

H、L及其他费移民签证

评估

请将简历发送到 info@hooyou.com 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 评估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地址：

Email: info@hooyou.com 电话：
1-800-920-0880 传真：
713-771-8368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Web Site: www.indyaat.org

Toyot,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 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常年提供拖车服务、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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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