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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渣焅青菜，越吃还越爱。”这

是我老家湖北黄梅的一句俗语。每

到秋冬打霜时节，老家人的餐桌上

就会摆上一道令人百吃不厌的地方

特色菜——豆渣焅青菜。用晾晒干

的豆渣，辅以时令菜蔬，加水炖制，

上桌时，将其置于炭火炉上保温，以

维持菜品温度，当地称之为“焅”。菜

叶青青，汤汁乳白，黄豆的鲜香与菜

蔬的清香交织，不仅经济实惠、烹饪

方便，并且口感上佳、营养健康。

记得小时候，每当家里打豆腐

的时候，豆渣是舍不得扔掉的，每次

奶奶和母亲总是把豆渣捏成一个个

“窝窝头”，放在簸箕里或直接摆在

屋瓦上晾晒，即便刮风下雨也不去

理会，经过一段时日，豆渣自然风

干、发酵，成了一个个硬疙瘩。奶奶

总能精准地掌握晾晒豆渣的时间，

到时，便要吩咐我们小孩子扛来竹

梯，小脚的奶奶则站在地上指挥我

们上屋顶收豆渣。收好的豆渣，奶奶

用尼龙袋装好，挂在堂屋的墙壁上。

困难的年月，那一袋豆渣是我

们小孩子的念想，总期待着母亲做

一顿豆渣焅青菜。若是重要的日

子，或家里来了贵客，母亲还会在

豆渣焅青菜里加鸡蛋、鱼肉或排

骨，这道原本质朴无华的素菜又成

了一道荤素兼具的大菜。

豆渣焅青菜，食材简单，只需

豆渣和青菜两种。青菜易得，豆渣

却不常有。在老家，一年只有在秋

冬农闲时，庄稼人才有空打豆腐，

犒劳辛苦劳作的一家。故而秋冬之

时，农家的屋顶上、庭院中，总能见

到正在晾晒的豆渣。

我读中学那会儿，生活条件逐

步好转，每逢周末回家，母亲总会

精心烹饪一碗豆渣焅青菜，那种醇

香的味道氤氲在这道饱含母爱的

佳肴里。

因家乡人对这道菜的酷爱，如

今这道菜也被端上了宴席，成了一

道既能出入酒店宴会，又常见于寻

常人家餐桌的家乡招牌菜。

离乡后，豆渣焅青菜就成了我

心中的一份念想。细心的母亲总是

提前备好豆渣，等待我的每一个归

期。家里没有打豆腐哪来的豆渣？

母亲告诉我，这几年家乡大力发展

特色美食产业，各大超市和商场都

售卖晾晒好的豆渣，真空包装，省

去了自己动手制作的辛苦。

不过，我还是喜欢小时候吃到

的豆渣焅青菜，那种幸福的味道，

既是美食的馈赠，更有亲手制作、

晾晒、采收的那份童趣，这份甜蜜

的回忆是我乡愁里挥之不去的一

抹印记。

指尖上的艺术人生
——记成都面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龙贵

本报记者 漆世平

“哇，这个哆啦A梦太可爱了！

老师，这用什么材料做的？”10月18

日，当记者在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武侯浓园大洋洲

主题分会场的“时间记忆”国际非遗

手工艺展现场见到张龙贵时，几名

身着武侯实验中学校服的学生正被

他面前形形色色的面塑吸引着，你

一言我一语地请教他关于面塑的问

题。对于学生们的提问，张龙贵总是

面带微笑地耐心讲解。他告诉记者：

“要抓住一切机会让更多人了解这

门民间传统艺术。”

潜心钻研指尖艺术

今年 44 岁的张龙贵是四川成

都人，从小便看着祖父和父亲捏面

塑，家庭环境的熏陶，培养了他最

初的兴趣。9岁那年，张龙贵开始跟

随父亲学习面塑制作技艺，35 年

来，他用一双巧手，塑造了一个又

一个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

张龙贵至今仍记得自己制作的

第一件面塑作品——一只兔子。

“一做好，我立刻将其拿到父亲面

前，得到了父亲的夸赞，把我高兴

坏了，从此对面塑制作更感兴趣

了。”张龙贵回忆道。

张龙贵每天都会在自己的面塑

架前摆放白色、肉色、粉色、红色、

蓝色、黄色等8个主要颜色的面泥，

以便在顾客有需要时现场制作。这

些面泥都是他自己制作的。

据张龙贵介绍，制作面泥时先

将面粉、糯米粉、防腐剂、蜂蜜和水

等按一定比例调和均匀，将生面反

复揉制成面团，然后将其放进锅里

蒸煮半个小时至熟，再取出熟面团

反复揉搓均匀，使面团达到一定的

柔韧度，之后将其放在口袋里晾

冷，本色面泥就做好了。

“在制作面塑时，按需取一块

本色面团，压成小饼子，按照比例

加入自己需要的食用色素反复揉

搓均匀，就可以制作任何一种面塑

作品了。”张龙贵说完便取出一小

块面泥，在手中几经捏、搓、揉、掀，

用小刀灵巧地点、切、刻、划，塑成

身、手、头面，再披上发饰和衣裳，

顷刻之间，栩栩如生的孙悟空面塑

形象便制作成功。

“面塑制作讲究的是心性，看起

来简单，但要做到形神兼备却并非

易事。”比起面塑的外形，张龙贵觉

得更重要的是所制作的面塑作品的

文化内涵，“捏面人的技术再娴熟，

外形做得再像，但不知道人物出处，

说不出面塑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那做出来的面塑就称不上艺术品，

只有充分了解面塑形象背后的文化

内涵，才能让面塑看起来更鲜活。”

为了让自己捏出的面塑作品更

生动形象，张龙贵除了常常观看时

下流行的、孩子们喜欢的电影、动

漫作品外，还经常通过书籍、生活

了解、观察人物或者动物的特征，

揣摩人物心理，力求作品达到形神

兼备的境界。比如在捏关羽的面塑

时，张龙贵不仅要想象关羽的样

貌，还要通过阅读《三国演义》了解

其性格、生活的年代以及发生在他

身边的故事。“只有这样，制作出来

的静态人物才可能鲜活。”张龙贵

一边捏着面塑一边对记者说道。

在坚守传统中与时俱进

记者发现，在张龙贵的面塑桌

上，除了摆放有栩栩如生的关羽、

孙悟空、铁拐李等传统面塑形象

外，哆啦 A 梦、蜡笔小新、小猪佩

奇、猪猪侠等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卡

通形象作品也令人拍案叫绝。35年

来，张龙贵一方面坚守着传统面塑

的根，一方面跟随时代的发展潮

流，勇于探索创新，制作出了许多

深受欢迎的面塑作品。

“只有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

面塑的制作技艺才能不断进步。”

多年来，张龙贵刻苦钻研面塑艺

术，走访了多位名师，兼收并蓄、博

采众长，在借鉴众多艺术门类的基

础上对面塑技艺加以优化和改良，

同时不断融入时代元素、地方特

色，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面塑《关公》是张龙贵将泥塑

的雕刻手法运用于面塑制作的一

件代表作。2002 年，张龙贵拜师蔡

氏泥塑第四代传人、著名泥塑艺术

家蔡大权，学习雕塑技艺，学成后

他将泥塑的雕刻手法与面塑制作

手法融会贯通，制作出来的面塑作

品更具表现力和生命力。“这座高

56 厘米的《关公》的盔甲是用泥塑

的雕刻手法制作的，看起来更真实

一点。”张龙贵用双手托起面塑《关

公》对记者介绍道。

面塑《成都茶馆》则是张龙贵

结合成都传统特色所创作的一件

作品。该作品通过 6位在成都茶馆

里喝茶、掏耳朵、抽长烟杆等形态

的清代人物形象表现出成都人由

来已久的闲适生活。据张龙贵介

绍，平时他一有空便喜欢四处转

转，看到有特别感兴趣的生活故

事，便会将其用在面塑创作中。

和面塑打交道30多年来，张龙

贵创作出了《成都茶馆》《关公》《孝

敬父母》《爷爷和孙子去卖酒》等一

件件极具艺术价值的面塑作品，这

些作品曾多次在成都图书馆、成都

西村创意产业园展出，无不凝聚着

张龙贵对面塑艺术的执著，让人深

刻地感受到了指尖匠心的魅力。

让面塑拥有更多传承人

张龙贵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小时

候自己跟随父亲骑着自行车走乡

串镇，在街头巷尾摆摊售卖面塑的

情景。“由父亲创作出来的面塑作

品，总是深受群众特别是小孩子的

喜爱，给他们带去了不少欢乐。”张

龙贵回忆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因工艺复

杂，经济效益相对较低，面塑这一

源自民间工艺人谋生的技艺正逐

渐萧条，潜心从事面塑的艺人越来

越少。如今在成都街头，除了一些

主要景点，我们已经很难看见面塑

艺人摆摊谋生的身影。

面对困境，张龙贵却从未放弃

过这门技艺，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

坚持着，传承着，发扬着。

“面塑这一传统民间技艺是不

能丢的，其传承还要从教育入手，从

学生时代抓起。”张龙贵为了能够将

面塑制作技艺传承下去，除了平时

制作作品外，几乎每周都会到成都

各中小学校、各社区参加“非遗进校

园”“非遗进社区”活动，对扩大成都

面塑的社会影响，唤起全社会保护

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和传承发展非

遗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10 月 18 日上午，张龙贵为成

都市红牌楼小学的孩子们上了一

节面塑课。课堂上，张龙贵为孩子

们详细介绍了面塑艺术的不同手

法，并现场示范教学如何捏兔子和

小鸟等各种艺术形象。在张龙贵的

指导下，一个个面团在孩子们的手

里经过拿捏、刻画等步骤，一件件

造型古灵精怪、颜色丰富多彩的面

塑作品跃然指尖。

当然，张龙贵也有自己的徒

弟，至今共有 6人拜入其门下学习

面塑技艺。张龙贵的爱人廖艳辉便

是他的徒弟之一，也是一名面塑传

承人。他们二人因面塑结缘，现在9

岁的孩子也跟着他们一起制作面

塑。“希望我的孩子能继续将面塑

技艺传承下去。”张龙贵说。

平时除了带徒授艺外，张龙贵

还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文化交流

活动，先后受邀出访马来西亚、新

加坡、迪拜等地，所到之处其面塑

作品均受到人们的喜爱。“希望通

过这样的方式将传统技艺带到世

界各地，让更多的人认识面塑、了

解面塑、传承面塑。”张龙贵表示。

新华社上海 11 月 4 日电（记

者 郭敬丹）“白天看排练，晚上赏

舞剧”——这是正在举行的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带给舞蹈

爱好者的特别设计。这一“艺术天

空”板块首次推出的“舞动 12 小

时”特别活动，邀请舞蹈家、舞蹈团

以大师工作坊、剧场演出等方式，

与参与者进行持续 12 小时的互

动，提供更加从容、丰富的艺术体

验形式。

活动3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进行。小剧场内，舞剧《新生》编导

工作坊向参与者讲述编导与舞者

之间是如何配合、创作的。今年 26

岁的吴杰学习现代舞一年半，这次

专门报名来参加工作坊。上台与编

导菲力裴·珀图高和舞者韩海燕共

舞后，吴杰十分兴奋。“我热爱舞

蹈，这样与大师面对面互动的机会

非常珍贵，也能带给我很大提高。”

而对于没有舞蹈基础的普通

观众来说，舞蹈作品的幕后创作也

是充满神秘感的。为此，“舞动十二

小时”特别开辟《天山魂》排练探班

活动。

《天山魂》由江苏无锡市歌舞

剧院和新疆伊犁州歌舞剧院合作，

是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舞剧。探班

中，舞团为观众展示了舞作的部分

片段，导演还特别为观众进行了动

作细节和整体创作思路的讲解。

“观众们深入到舞台表演的背

后，能够了解到艺术创作的另一

面，有更丰富的艺术体验，这也是

艺术节培育观众的很好方式。”无

锡市歌舞剧院副院长厉以俐说。

活动中，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

公共空间还迎来舞蹈摄影展和创

意集市，别出心裁的场地装置成为

“网红拍照点”。两场“快闪”舞蹈

秀，也给观众与舞者们带来“不期

而遇”的惊喜。

活动还通过舞蹈家王佳俊、黄

豆豆带来的“游园直播”覆盖更多线

上观众。从讲解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的历史到探访排练厅，舞者的“日

常”通过直播镜头一一展现给观众。

上海艺术节：
12小时不间断展示“舞作的诞生”

72种传世珍本
亮相“越地历史文脉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记者

周玮）由中共绍兴市委、绍兴市人民

政府和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

馆）主办的“文献名邦 书香绍兴——

越地历史文脉展”，4 日亮相国家图

书馆。

本次展览以历史时代为经，以学

术脉络为纲，共分为“越绝不绝尚有人

（先秦至两汉）”“身向山阴道上行（三

国两晋南北朝）”“一夜飞度镜湖月（隋

唐）”“绍祚中兴驻跸地（宋元）”“阳明

蕺山双峰峙（明）”“浙东自古贵专家

（清至民国）”六个单元，图文并茂地梳

理绍兴历史文脉，展示绵延2500多年

的绍兴文化史，反映了绍兴文化的历

史深度、人文厚度和学术高度。

展品荟萃了国家图书馆和绍兴

图书馆所藏，从先秦至民国各个时期

有关绍兴的代表性传世珍本 72 种，

其中宋元版 6种，明刻 26种，明清稿

钞本 25 种，不乏稀见、罕传之本，甚

至海内孤本。

为纪念鲁迅先生对国家图书馆

建设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家乡绍

兴特意制作了鲁迅先生铜制半身雕

像，并将其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宛委

琅嬛——越地文献精粹》一书也在展

览开幕当天首发，此书是在本次展览

展出的珍本古籍基础上编选增辑而

成，共收录先秦至民国各个时期最具

代表性的绍兴乡邦文献 157种。展览

展出至11月7日。

10个
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
获授牌

近日，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授牌

仪式暨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工作座

谈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会上为新近评选出的 10 个湖南

省特色文旅小镇授牌，包括浏阳市文

家市镇（红色文旅小镇）、永顺县芙蓉

镇（民族风情小镇）、洪江区古商城小

镇（古商城文旅小镇）、望城区铜官小

镇（铜官古窑文旅小镇）、通道县坪坦

乡（皇都侗歌文旅小镇）、岳阳县张谷

英镇（明清民居文旅小镇）、龙山县里

耶镇（秦简文旅小镇）、桃花源管理区

桃花源小镇（桃花源文旅小镇）、长沙

县果园镇（田汉艺术小镇）、新化县水

车镇（梯田文旅小镇）。

据了解，本次评选主要从文旅小

镇的文化内涵、品牌影响、文旅融合、

产业发展、服务建设、管理机制6个方

面，结合湖南实际和各地推荐，从正在

创建的 62家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

中优选而出。 （据《中国文化报》）

成都市锦江区
“两代人”美术作品
邀请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朱乔明）11月 5日，

由中共成都市锦江区委宣传部、成都

市锦江区文体旅局、成都市锦江区文

联主办，成都市锦江区文化馆、成都

市锦江区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成都

市锦江区图书馆协办的“祝福祖国”

锦江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两代人”美术作品邀

请展在锦江区文化馆开幕。

本次展览邀请了 4 位画家参展，

他们分别是“50 后”职业画家、四川

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胡真来，

“60 后”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成

都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吉祥，

“80 后”插画师黄樱樱、“90 后”水彩

插画师全家萱。两代人分别采用传统

国画、数码绘画和水彩画的画法进行

创作，最终集结了 40 幅优秀作品成

展，绘画方式的多样性，是本次展览

的一大看点。

据了解，从今年4月至今，锦江区

连续开展了“两代人”摄影、书法、美

术作品邀请展，已邀请了10位摄影、

书法、绘画领域的艺术家共同参与，

他们用不同时代的眼光洞察祖国的

发展变迁，用不同的艺术风格抒发创

作才情，让两代人的情感通过作品彼

此碰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

祖国送上深情祝福。

本次“两代人”美术作品邀请展将

在锦江区文化馆展出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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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张龙贵，成都面塑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出

生于面塑世家，9 岁随父

学习面塑制作技艺。经过

35 年的实践摸索，张龙贵

的 面 塑 制 作 技 艺 不 断 进

步 ，已 达 到 戏 剧 人 物 、飞

禽走兽及各种瓜果蝉虫随

手捏来的境界。

知识链接>>>>

面塑，俗 称 面 花 、礼

馍、花糕、捏面人，中国民

间传统艺术之一，是一种

制作简单但艺术性很高的

民间工艺品，以糯米和面

粉 为 主 料 ，调 成 不 同 色

彩 ，用 手 和 简 单 工 具 ，塑

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

张龙贵在制作面塑张龙贵在制作面塑 面塑面塑《《成都茶馆成都茶馆》》

张龙贵的面塑作品张龙贵的面塑作品

面塑面塑《《爷爷和孙子去卖酒爷爷和孙子去卖酒》》

面塑面塑《《孝敬父母孝敬父母》》 张张龙贵为孩子们讲解面塑龙贵为孩子们讲解面塑制作方法制作方法

面塑面塑《《关公关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