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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屋后开了一方菜园子，用
细树枝扎成篱笆围成一圈，篱笆缝里
紫牵牛、粉牵牛探头探脑点缀其间，
园子里的蔬菜果品应时换着五彩的
新衣。到了秋季，但见火红的朝天椒
骄傲地吹起小喇叭，果实们被逗引起
虚荣心，纷纷争奇斗艳，橙橙黄黄，青
青紫紫，热闹得很。每当此时，站
在园子里的父亲甚是得意，仿佛眼
前是虎虎有生气的千军万马，只因
他指挥有方，果蔬们才各在其位，
井井有条。可是，那年园子里来了
不速之客——几只葫芦。种葫芦，父
亲并无经验，本是为了新鲜，觉着菜
园子里能垂吊几只曲线玲珑的观赏
葫芦，煞是应景。但没想到，这葫芦
竟成了父亲菜园子里的败笔。

这葫芦不是父亲常侍弄的已经
习惯西北气候的果蔬，它有些娇贵，
不耐寒，忌炎热，扯蔓之后，又要摘
心、打顶，又得适时追肥、授粉，葫芦
还招螨虫，爱生白粉病⋯⋯总之，一
丁点儿都不皮实。所以，在父亲粗
放式的管理下，这几只葫芦在菜园
子里成长为一批腰身不够玲珑、表
皮不够光滑、形体不够饱满的残次
品，又因为采收和晾晒时把握不到
位，该凸肚时却凹肚，遍身长满霉
点⋯⋯很不受过往乡亲待见。这些
丑八怪葫芦，让父亲相当不得劲儿。

我赶忙给父亲宽心：“没关系啊
老爸，您有巧手闺女一枚，任葫芦们
丑出天际，您闺女也有法子焕发它如
花美颜。”吹牛是随口的事儿，呼啦一
下就把一众歪七扭八的发霉葫芦

“吹”到了我家的书桌、餐桌、酒柜、博
古架上⋯⋯它们都腆着长满霉斑的
脸，站在我家各处不怀好意地瞅着
我，就好像，真正要出丑的，不是它
们，而是我。

我硬着头皮充内行，煞有介事在
厨房里将丑葫芦们蒸煮、去皮、晾干，
而后摆出专业人士的样子远观近瞄，
比比画画，做出造型与设计的样子。
老爸看见我的架势，很是放心，便放
出话去：“我闺女正在设计一批葫芦

手工艺品！”我顿感骑虎难下⋯⋯
好吧，为了让老爸放出去的话

尽快得到验证，先拣相对容易操作的
彩绘葫芦下手吧！我速速弄来36色
丙烯颜料，摆开各种型号的小排笔，
备两盘清水，放好调色盘，手捏葫芦，
闭眼凝神片刻，信手挥来⋯⋯我极喜
欢西藏布达拉宫的大门、外墙、喇
嘛僧衣上的绛红色，便试着用朱
红、浅褐，再加一丁点蓝紫色进行
调配，将几只发霉的葫芦都用绛红
间黑色打了底，晾干之后，不甘心
葫芦底色全被色彩遮盖得毫无匠
心，又买来刻章用的刻刀，在底色
上细细抠出鱼、鹿、龙、凤、云纹
等吉祥图案来，这样一来，葫芦的
霉斑被遮住，又未全失素朴本色。
抠完之后，远观近赏，很像那么一
回事儿。得意之下，又依葫芦的形
状绘出几只人形葫芦，顺手把书桌
上几块用来压书页的不起眼的石头
也绘出了别样滋味。（图1）

见了我绘的葫芦，父亲细细端
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巧手闺女给
葫芦变脸的戏法让他的菜园子重振
雄风，他又是愈战愈勇、每战每胜的
那个千军统帅了。

未承想，这给葫芦变脸的战事一
旦拉开，便一发而不可收，我对葫芦
工艺的兴趣就此被挑了起来。

烙画里的荷心安稳

烙画与葫芦最为相配。只因葫
芦本色素朴，土黄或白黄的色调让人
想到大地以及一切与大地有关的事
物，再加上烙画线条带来的古旧与沧
桑感，仿佛被烟火熏黑的老房子，房
子里的土炕上还坐着白发苍苍的祖
母，你只觉得亲切、温暖，以及让人深
深怀恋却不可挽回的忧伤。

荷心安稳是我尝试烙画的一件
较为成功的作品。我先将葫芦的上
半部锯下来，依形勾出花瓣形状，将
多余的部分刻掉。下半部是葫芦的
主体，我用电烙铁一笔一笔烙出荷花

伸展、含苞、半放的姿态，又烙出卷边
的莲叶、挺立的莲蓬。在烙铁与葫芦
相接的焦味儿与青烟中，线条焦黑中
晕染着褐黄的荷花图就完工了。而
后，我用点画的方式，一点、两点⋯⋯
千万点，用点的稀疏稠密去表现荷叶
与花瓣的明暗面⋯⋯最后，刻好的荷
花插在烙好的荷花图葫芦上，一束光
打下来，立体的荷影与岁月感的荷图
相映成趣，时光顿时静止下来。（图2）

一笔一笔，一点一点，下笔要准，
不能出错⋯⋯我也好像进入了瑜伽
状态，心无旁骛又心游天外。我被生
活与工作捆缚的身心竟然得到缓解
了，整个人都安稳下来。

剪纸技法与葫芦镂空

上小学时，班上有一个很不起眼
的女孩子，学习不好，个人卫生不好，
打沙包跳皮筋抓子都不好⋯⋯她几
乎灰暗到被大家忽略不计的地步。
有一天，她带来了几张剪纸，红红的
春联纸被剪成了活脱脱的马、兔、狗
的形状，有时，马背上还骑个小人儿，
或者，几个小人儿有的弯腰、有的伸
胳膊、有的抬头望天⋯⋯看起来真是
意趣盎然。我们呼啦一下将她围在
中心，你争我抢，你闹我嚷。她骄傲
极了，耐心地答应下每个同学要求的
小动物，从那以后，每天清晨到校，她
都成了我们围拢的中心。那时只觉
得神奇，一张平淡无奇的纸，几剪刀
就能变成生气勃勃的模样⋯⋯

当我将这些葫芦拿在手中审视
时，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儿时往事里红
彤彤的剪纸。我突然想到，相对简单
的剪纸图案，是有可能被挪移到葫芦
上去的。

我买来电动微雕笔尝试，但可
能与手艺不精、握笔不稳有关，总
是打滑，一不留神就会雕着这里却
误伤了那里。无法，只好继续使用
电烙铁，耐着性子将需要镂空的地
方一点点烙透⋯⋯慢慢地，一只凌
空飞舞的蝴蝶成型了，一只停栖枝

头的蝴蝶成型了，在蝶飞蝶舞之
间，我又烙出两朵小花儿，一朵喇
叭花、一朵石竹花。（图3）

有了被命名为“蝶乱”的镂空葫
芦打基础，胆子大了些，我又将“天香
（牡丹与透花窗）”“青鸟吉祥”剪纸搬
到了我的葫芦上。与剪纸的细腻相
比，葫芦雕刻显得粗放得多，然而，正
是因为这古色古香的粗拙，竟让人感
到一派天真的烂漫真味呢。

葫芦残片里的匠心

要做出一件葫芦手工器物，常常
要以两到三只葫芦为素材，取用这只
葫芦的上半部，挖取那只葫芦的细腰
部⋯⋯于是，葫芦残片越来越多了。
原想扔掉，但一想父亲在菜园子里的
志得意满，就不舍。索性将它们集合
在一处，一片一片斟酌，谁和谁能搭
配，谁和谁能拼合。

先是不留神拼出一个“孤舟蓑笠
翁”，让朋友们都拍案叫绝。又反复
盘算葫芦的实用性，想将工艺品与器
物的实用性结合起来，琢磨了几天，
一只葫芦倒流香炉就成功了。

买了10元钱一盒的熏蚊子的塔
香，置于我做好的香炉顶部铁片上，
奇怪，那袅袅青烟竟直直向上而去，
完全没有倒流的意思。折腾了又折
腾，查询了又查询，才知道人家网上
卖的倒流香都是下面打了眼儿的。
得了窍门，马上给所有的塔香打眼，
而后再点燃一枚，片刻之后，一股乳
状的烟流从铁片的孔里垂下，直直漏
进第二层葫芦瓣里，聚满一瓣白烟
后，又从中间的小洞里漏到底部的莲
花底座中⋯⋯（图4）

这情景，让我惊呆了。这，就叫
匠心吗？

浮雕里怒放的山丹花

我的童年是在陇东子午岭林区
度过的，是地道的在山里野大的孩
子，山里的孩子没有不钟爱山丹花
的。火红的山丹花似乎就是那山野
的魂魄，把所有树木花朵涧泉的灵
气都吸纳于一身，它们怒放枝头，
它们曼卷花瓣，玲珑精巧的身躯像
一簇簇逼人的火苗，在青翠的山坡
上跳荡。

即使成年之后，如果有人问我最
能动人心魄的花儿是什么，我一定告
诉他，是山丹花，只有山丹花才会怒
放、会燃烧，会将一面山坡点燃。所
以，尽管是那么憨拙木讷的葫芦捧在
我手上，我也常常想，怎么样让我童
年的山丹丹花奔放在葫芦上。

我选择了浮雕与烙画结合的技
法，先将山丹花勾勒出来，而后将其
余部分一层层打磨下去，最后用电烙
铁勾边、烙明暗面、烫点⋯⋯很多人
见了完工的作品后，惊叹说，天啊，呼
之欲出！我按捺住得意，将葫芦翻转
过来，他们才惊讶地发现，这只葫芦
的背面是瘪进去的，它原来是我家最
丑的那只葫芦，但此刻，它被美点燃
了！（图5）

看官，当你被这些手作葫芦器物
惊呆了的时刻，且听，她掩口胡卢
而笑⋯⋯

（作者系甘肃省庆阳市教育局
《庆阳教育》编辑）

且听她胡卢而笑
郑晓红

⦾绝活儿

关于雕塑，中外艺术家有过许多
精彩论述，如法国19世纪艺术史家泰
纳就曾说：“没有一种艺术比雕塑更需
要单纯的气质、情感和趣味的了。”

继2017年9月成功推出中国美术
馆雕塑工作坊第一期“为英模和劳模
塑像”后，4月的一个周末，结合由
中国美术馆、中华艺文基金会主办的

“铸时代篇章——青年雕塑家作品
展”，中国美术馆推出雕塑工作坊第二
期：“为新时代人物塑像”。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写生活动，也
不是一堂写生课，是中国美术馆作为
国家美术馆，进一步扎根生活，为人
民抒写，为时代放歌，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作出的不懈努
力。”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作为
国家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应该在这样
的使命之下，为我们新时代优秀的人
物塑像，把他们的形象留下来，把他
们的精神留下来。

当天应邀担任塑像模特的新时代
人物代表有：83岁的全国优秀文化志
愿者、中国美术馆荣誉志愿者、中国地
质大学退休教授叶振寰，全国劳动模
范、北京环卫集团工人孙志宝，担负中
国美术馆守卫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某
部班长贾志营。

参加塑像活动的雕塑家有东北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李烜峰、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助理教授马文甲、中
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委员柳青，他
们是文化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
班（雕塑专题班）遴选出来的优秀学员，
同时也是“铸时代篇章——青年雕塑家
作品展”的参展艺术家。

作为该雕塑专题班的导师、班主
任，吴为山表示，举办雕塑专题班的目
的一方面是创作作品，另一方面是锻造
学员。创作一批高质量的作品，不是开
班的唯一目的，最终目标是要塑造一批
高水平的艺术家。通过国家为学员们
搭建的这个平台，自我塑造，时代塑造，
最后走向世界，展示我们国家的文化自
信。

在中国美术馆艺术教育空间活动
现场，雕塑家们即兴创作，精心刻
画，塑魂写意。在心手相应中，将新
时代人物代表的形象与精神气质淋漓
尽致地凝固在塑像中。来自社区、高
校、部队、企事业单位的各界群众现
场观摩了雕塑家为新时代人物塑像的
整个过程，学习雕塑艺术知识和创作
技法，感受现场艺术创作的魅力和新
时代人物代表的精神。在雕塑过程中
和完成后，雕塑家与模特不时交流，
回应观众的提问和点评，并合影留念。

据悉，“为新时代人物塑像”将成
为中国美术馆雕塑工作坊系列公共教
育活动的主题品牌持续举办下去。

中国美术馆为
新时代人物塑像

缇妮

古琴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亦
称七弦琴，古代文人四技“琴、棋、
书、画”中的琴就是指古琴。古琴音
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深具
东方文化特色，被尊为“国乐之父”

“圣人之器”。
在“明礼修德，止于至善”办学

理念引领下，青岛明德小学本学期开
设了古琴课程，让“古琴”走进课
堂。每周三节古琴课，每次一小时，
学生身着汉服，跟随专业教师了解古
琴的历史、学习演奏的技法等，感受
古琴的安静悠远，缥缈多变。通过古
琴课程的学习，学生近距离感受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古琴”走进小学课堂

本报讯 （记者 王珺）“发明的精
神：美国哈格利博物馆与图书馆藏·
19 世纪美国专利模型展 （巡） ”近日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启动仪式。

纵观人类近现代历史，发明创造事
业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发明
的精神：美国哈格利博物馆与图书馆
藏·19 世纪专利模型展 （巡） ”由美
国哈格利博物馆与图书馆同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共同策划，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师生团队联合设计。展览通过60件

专利模型原件和 1 件由华盛顿总统亲
自签批的专利批准文件，带领我们回
顾科技与设计在美国历史上如何交织
在一起，给人们的生活乃至国家的命
运带来巨大改变。

巡展启动仪式后，举行了“清华大
学吴冠中艺术与科学创新奖学金2017
年度颁奖典礼”，以及“专利质量与专利
制度改革”研讨会。

据悉，此展在清华大学结束后，
还将在深圳、上海、武汉等地巡展。

19世纪美国专利模型展在清华展出

⦾资讯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文学最
直接，而且说真话，它是全人类心灵
沟通的重要工具。”在近日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韬奋基
金会联合主办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
国小说·2017暨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
奖”颁奖典礼上，北京大学教授、著
名翻译家赵明德说。

今年“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获奖作品共有四部，分别为德国作家博
多·基尔希霍夫的《遇见》、意大利作家
达契亚·玛拉依妮的《小女孩与幻梦
者》、法国作家玛丽·恩迪亚耶的《女大
厨》、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萨切里的

《电厂之夜》。这四部作品风格迥异，

《遇见》曾获得过 2016 年德国图书奖，
小说将个人的生存困境与欧洲难民问
题交织在一起，探讨了爱和善的意义问
题；《小女孩与幻梦者》则将当今意大利
的现状、一系列社会问题、复杂的人性
以及人生中的苦难等真实地呈现在读
者面前，作者把心理学与文学、故事与
现实融为一体，启发人们对时代和人生
展开思索；《女大厨》是一部烹调小说，
也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作品以男性视
角切入，引导人们思考女性的人生与价
值，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形式；《电厂之
夜》则贴近现实、通俗易懂、乐观向上，
作品中充满了足球、烤肉、马黛茶等浓
郁的阿根廷风情元素。

《遇见》等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

本报讯 （晓白）由中国农村教育发
展中心、中华少年英才工作委员会、北
京华和厅书画院主办的全国“小书经规
范字书写大赛”新闻发布会暨全国选拔
赛（北京赛区），近日在北京拉开帷幕。

本届大赛分为线上、线下两种参
赛方式，选拔赛、总决赛两个赛制阶
段，成年组、少年组两个参赛组别。
据介绍，参加本次北京选拔赛的30名

选手，全部为小学三至五年级在校学
生，来自辽宁、四川、内蒙古、安徽
等全国 9 个省份，是从一千余名报名
者中选拔出来的。本次赛事评判工
具，采用的是小书经智能练字评分系
统。小书经系列智能产品实现了移动
终端多功能集合应用，有助于解决字
帖评分不规范、不标准，书写技能与
知识扩展相互游离的难题。

全国“小书经规范字书写大赛”在京启幕

“真心感谢那些用生命在写字
的人，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光。
而我们要做的，是让这道光照亮在
更多人的头上。”在日前举办的《朗
读者》第二季开播新闻发布会上，该
节目制作人、总导演、主持人董卿深
情地说。

一人、一桌、一书，无惧天气与
环境，不限年龄与阅历，朗读作为一
种个体心灵感受，它属于每一个
人。2017年初，央视综艺频道首推
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节
目以个人成长、情感体验、背景故事
与传世佳作相结合的方式，选用精
美的文字，用最平实的情感读出文
字背后的价值。节目一经播出，便
成了从荧屏“燃”到线下的年度文化
现象，《朗读者》先后获得第23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季播电视节
目奖”唯一大奖、第25届“星光奖”
电视文艺栏目大奖等。

无声的文字，有声的倾诉。为

了延续和观众的这段美好“遇见”，
《朗读者》节目组依旧像打造一档全
新栏目一样，精心打磨。在谈到新
一季《朗读者》的升级和变化时，董
卿介绍，首先是嘉宾的开合度更大
了，除了和第一季一样会看到科学
家、企业家、文化艺术大家之外，还
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物，如姚明、
李彦宏、贾平凹、余华、潘建伟、赖声
川、胡歌等都将登上本季舞台。其
次，读本的开合度更大，除了畅销书
之外还会有相对严肃的文学作品。
观众会在节目中看到两位物理学家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言文，也有出
现在中小学课本里的《故乡》。第
三，话题的开合度更大了，本季延续
之前每期一个主题词的设置，在大
主题之下更加关注社会话题，例如
环境保护、器官捐献等。第四，呈现
方式更加多样，朗读者不仅站在舞
台中央朗读，也尝试和远在世界各
地的名家跨时空朗读。

“心中暗含千言万语，不如放声四
海”。朗读，应成为每一个普通人打破
孤独、体味人生的表达与分享。新一
季节目开播前，朗读亭已先期开启，并
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重庆、西安等12座城市启用。除了线
下朗读亭，《朗读者》还向喜爱朗读的
朋友推荐一款“线上朗读亭”——“朗
读者”APP，通过它，不仅可以观看节目
视频、花絮，参与朗读亭录制，还可以
录制与节目主题词相关的内容，并分
享给朋友。为了号召更多观众参与到
这场“朗读行动”中来，《朗读者》第二
季力邀濮存昕、范迪安、毕飞宇、雷海
为担纲“朗读大使”，并邀请台湾民谣
歌手胡德夫创作并现场演唱第二季主
题曲《一幅画》。能够写一首歌来祝贺
节目再度开播，胡德夫非常高兴：“因
为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它不但
能够接续我们古人的智慧，也能让新
一代的孩子们在这么快速的社会里
面，静下心去思考。”

朗读，一束光
——《朗读者》第二季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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