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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理发师司桂珍：

从“随大流”到张扬个性

望着陪伴了自己 40 多年的理发推子，司桂珍感慨万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本报记者 李科学
51 年前，20 岁不到的司桂珍进了中心路
理发店，成为一名小学徒。梳着两根麻花辫、
个头瘦小的她没想到，短短几十年之间，人们
在头发上的造型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
4 月 15 日上午，在市区曙光街与迎宾路
交叉口原市毛巾厂家属院内的家中，记者见
到了 65 岁的司桂珍，她一头花白短发，顶部
卷曲，利落而干练：
“我这个发型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挺时兴的‘爆炸头’，
老同事给剪的。
”

中心路理发店的
“小师傅”
司桂珍的老家在焦作。1958 年，为支援
平顶山建设，司桂珍的父亲来到平顶山矿务
局建井二处工作，两年后家人才迁来。当时
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他一个人工作养活几个
孩子，很窘迫。
适逢市饮食服务公司招理发员，街道工
作人员了解司桂珍家的情况，上门来让她去
试试。于是，1966 年 11 月，20 岁不到的司桂珍
成了中心路理发店的一名小理发员。
“当时我
叔叔还是旧社会观念，不愿意，觉得干理发行
业让人瞧不起。”司桂珍笑着说。
新招的这批小理发员都不到 20 岁，女孩
子居多。中心路理发店位于现中兴路与优越
路交叉口附近。店面规模不小，整整齐齐的
两排理发椅对着墙上的镜子，能同时服务 20
多名顾客。当时市里还有老大楼、平马路等
几个国营理发店，中心路理发店是最有名的，
理发的顾客总是排着长队。
“店里有自来水，但没有即时加热的热水
器。”司桂珍说，给顾客洗头要用锅炉烧水。
店内两口大锅一直在火上温着水，
“刮脸时端
到顾客旁边，用完再添水放在火上”
。
每个小学员都跟着一位老师傅，司桂珍
的老师是刘秀花。虽然说是“老”师傅，但当
时的刘秀花也只有 20 多岁，比司桂珍大八九
岁。

发型反映时代的变迁
司桂珍进理发店学习了几个月，就开始
独立为顾客理发了。最开始是剃光头。
“有剃
光头的，老师就叫我们去。”那时人们都实在，
剃头时刮两三个伤口，没有人抱怨。
顾客十之七八是男士，理平头或光头；偶
有剪短发的女顾客。当时女性普遍留着大辫
子。到 20 世纪 70 年代，绿军装盛行，剪整齐
短发的女性逐渐增多，发型有了更多变化，烫
发也开始出现。
“我以前也是长辫子。”司桂珍找出自己
工作的旧时照片：长辫子、雪白的制服，笑容
灿烂。司桂珍说，很多姑娘不舍得剪去自己
的长发，又不想放弃卷发变美的机会，就产生
了独有的“烫辫梢”。长辫及腰，留出一掌多
长，烫好之后辫尾就像缀了一朵小花。
中心路理发店使用的是电烫，上部是个
大圆筒，由电线牵引伸出许多夹子，卷好后固
定在头发上，通电加热，偶尔也会出现头发烧
焦的情况。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理发店开始
配制药水烫发，比电烫安全。
“卷好头发，把在
蒸汽锅里蒸好的大毛巾包在头上。”理发也便

宜，
剪发两三角，
烫发两三元，
顾客盈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影星山口百惠以
一头短发的清纯形象进入中国观众视野，很
多女性纷纷效仿。同时，披肩长发，耳畔别朵
小花也成为姑娘们的心头好。改革开放之
后，
“爆炸头”
“迪斯科”风靡一时，男士的发型
也随潮流而动：平头、烫发、分头……“流行什
么，
满街就都是什么发型。”

任何行业都需要变革
早期的理发师很少给顾客建议，只要流
行 ，顾 客 们 不 论 脸 型 、气 质 ，都 是“ 千 人 一
发”。而今天的理发师已经成为“造型设计
师”，会根据顾客的外貌、气质、职业、年龄、喜
好进行个性创作；发型、发色也可以根据心
情、所出席的场合进行改变，成为人们展现自
我的一个重要外在标志。在司桂珍看来，这
是理发业的巨大进步，也是国营理发店没落
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4 年，司桂珍和几位同事被派去上海
的国营理发店学习先进技术。那是她第一次
出远门，头回坐火车卧铺。虽然都是剪发和
烫发，但人家的技术确实好，做出来的头发就
是不一样。大家都很激动，一心想着要把技
术学好，带回平顶山。
“回来后，大家干劲儿更
大了。”一天工作 8 小时，月月都很少休假。
司桂珍说，
当然，奖金制度也激励了大家。
在司桂珍看来，这样的学习是很有必要
的。到 20 世纪 90 年代，私营理发店越来越
多 ，中 心 路 理 发 店 一 些 老 员 工 也 出 去 单 干
了。
“技术进步了，工具多了，发型变化也越来
越多。私人理发店都在不断创新，但国营理
发店仍然是老一套，从店面设计到理发方式
都没有变革，竞争力越来越弱。”司桂珍很惋
惜。渐渐地，国营理发店风光不再，来的都是
老顾客，年轻人非常少。司桂珍 2002 年退休
之后，国营理发店大都关门了。
由于对药水过敏，司桂珍退休后不再接
触理发业，她每天锻炼身体、买菜做饭、带带
孙女，享受天伦之乐。需要剪头发，就找老同
事整修，
“剪、烫都行”。
“现在的发型变化真快。就拿工具来说，
以前只有大卷、小卷，现在种类太多了。”司桂
珍说，国营理发店一成不变，直到最后染发还
是只有黑色，当然很难吸引追求新鲜、张扬个
性的年轻人。
“ 现在的人变化多快？眼光也
高，
按老思想肯定不行，
还是要往前走。
”

20 世纪 60 年代，司桂珍（左二）为顾客
服务的情景（李英平翻拍）。

老教师谈教育：

从
“民宅小学”到花园学校

史洪坦向记者展示自己写的回忆短文。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本报记者 王春霞
今年 80 岁的史洪坦是市二十四中
退休教师，市二十四中老校区如今已成
为卫东区实验小学的校园，老人的家就
在这所小学的门口西侧。每天看着孩子
进进出出整齐壮观的教学楼、环境优美
的校园，老人在感叹“现在的教学条件真
是太好”的同时，忍不住回想 1957 年他刚
来平顶山任教时的情景：
“那时候的平顶
山就是荒山野沟，连所像样的小学都没
有。”

小学大多散布在民宅里

力超好，这一点从他给记者讲述的一些
细节上可以看出。
史洪坦说，学校有一台老显微镜。
上生物课时，他把显微镜支在讲桌上，让
学生们轮流上来观察切片。据他所知，
当时学校的物理和化学实验仪器一样也
没有，老师上课全凭嘴讲。
后来，东风高中取消了，史洪坦到东
高皇乡一中担任地理和生物老师。东高
皇乡一中就是市二十四中的前身。史洪
坦说，1984 年，当时的郊区文教局开始重
视学校的器材配备，利用 3 年时间配齐
了各种教学器材，学校有了物理仪器室、
化学仪器室、生物实验室，并且配上了专
门的仪器管理员。观察或实验时，学生
每 4 人一组就可轮流操作了。

60 年前，从许昌师范毕业的 20 岁小
伙子史洪坦被分配到了平顶山。今年 4
月 19 日，
老人向记者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他为女儿选择了教师职业
1957 年 7 月，史洪坦乘车来到平顶
山报到。当时市区有一条“半截路”，从
1997 年 ，年 满 60 岁 的 史 洪 坦 退 休
程平路口坐车到上张村后，他转乘一辆
了。当时他的退休工资是每月 1300 元，
人力三轮车来到西杨村河西岸的一片红
经过多年来连续上调，如今他的退休金
房子前。给蹬三轮车的小伙子付了两毛
已涨到 4000 多元。每天在家读书看报，
七分钱车费后，他来到位于市委党校的
写写回忆录，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市文教局报到。
史洪坦说，他们家可以说是教师世
史洪坦被分到了大营小学（卫东区
家，他的父亲是教师，叔伯兄弟中多数也
实验小学的前身），
“ 当时大营是平顶山
是教师，他从小就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女
比较热闹的地方，有寨墙，有一条大营
儿也是一名教师。
街，
还有平顶山唯一的发电厂”
。
史洪坦的女儿史丽在卫东区五条路
当时的大营小学设在大营街上赵家
小学任教，市级名师。老人高兴地说：
大户一进四的宅院里，课桌是长木板搭 “她的职业是我为她选的，她自己也喜
成 的 ，凳 子 则 是 学 生 自 己 从 家 里 搬 来
欢。以前教师工资低，加班加点也没有
的。教室里光线昏暗，门窗破旧，有的门
补助，现在还有绩效工资，待遇可比我们
上烂了不少洞。
那时候好多了。”
史洪坦老人说，刚来时，他和一起分
来的同学逛遍了整个平顶山，发现几乎
全市如今有专任教师近5万人
所有的小学都在民宅里，很多教室的课
桌是垒的泥台子。那时诸葛庙小学条件
谈到我市 60 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
最好，有一个校园。诸葛庙北边半山坡
史洪坦老人这样总结自己的感受：
“60 年
有一片红砖平房，
是市一中。
前平顶山是荒山野沟，连所像样的学校
史洪坦教授四、五年级的数学课，每
都没有，现在中小学校遍布全市，各类高
月工资是 30.5 元。
“ 工资够花吗？”
“ 咋不
校林立；教学设施齐全了，教学质量也
够花？每月伙食费 7 块，2 块钱买烟，剩
有了很大提高，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等
下就没啥可买的了，我都攒起来给老娘
名校的学生为数不少；随着社会竞争的
拿回去了。
”老人呵呵笑了起来。
加剧，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
史洪坦生于驻马店西平县，父亲去
未有的，幼儿教育也有了大发展，看看
世得早，是母亲将他和姐姐养大，姐姐供
学校门口这么多的午托班、辅导班，就
他上的学。
知道了。
”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162 所，
一台老显微镜全班学生轮着看
在校生 91.85 万人，专任教师 4.98 万人。
1979 年 11 月，史洪坦进入东高皇乡
高等院校 6 所，其中普通本科院校 2 所，
的东风高中任教。那时候学校缺老师， 高职高专院校 3 所，成人高校 1 所，在校
一个老师常常担任几门课，他先是教初
生 8.23 万人，专任教师 3880 人；中等职业
三的历史、地理、语文和生物，后来教高
学校 19 所，在校生 2.95 万人，专任教师
中的地理和生物。那时候，好多老师都
1636 人；普通高中 25 所，在校生 6.96 万
不敢接生物课，而史洪坦上学时所学的
人，专任教师 4088 人；初中 163 所，在校
也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一些简单的知
生 14.65 万 人 ，专 任 教 师 1.13 万 人 ；小 学
识，对 DNA 和染色体一概不知。史洪坦
956 所（另有 536 个小学教学点），在校生
不怕，他从书店角落里扒出一本《常用生
42.53 万人，专任教师 1.98 万人；幼儿园
物知识手册》，晚上查资料自学，白天再
985 所，在园幼儿 16.48 万人，专任教师
教给学生。至今他还保存着当时购买的
8862 人；特殊教育学校 8 所，在校生 453
专业工具书《生物科技词典》。他的记忆
人，
专任教师 2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