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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坚守

挽救濒危传统技艺

棉花画是首创于福建漳州的一种工
艺美术形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
代，当时漳州城聚集着一群弹棉被高手，
他们创造性地在棉被胎面上镶嵌了图案
和文字。20世纪 60年代，漳州棉花生产
合作社的两位弹棉被师傅，创造性地把
原本附着在棉被上的精美图案分离出
来，配上山水画淡雅的背景，镶嵌到玻璃
框里，起名叫“棉絮堆画”，棉花画就此诞
生。

棉花画，作为我国工艺百花园的一
朵新花，吸取了祖国民间传统工艺彩扎、
浮雕、国画的艺术特点，经手工抽丝粘、
贴，精心塑造、新颖构图而成，造型生动，
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20世纪 80年代初，是棉花画行业鼎
盛时期，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等40多家新闻媒体对漳州棉花画作了专
题报道，棉花画家喻户晓、供不应求，远
销40多个国家。人们每逢乔迁、新婚，都
喜欢在新房里挂上一幅棉花画。

郭美瑜便是在这棉花画生产创作风
光无限的时候，进厂做了一名学徒，师从
漳州棉花画创始人吴家声。“从洗玻璃开

始，洗玻璃、装镜框、装配玻璃，这些基本
功完成了再从松鹤开始学起，他给我们
一个人一个镜框，一个人做松鹤，做好以
后自己装配。”郭美瑜回忆自己的学徒生
涯。

然而，恶性的市场竞争很快搞垮了
这个行业，为抢夺订单，企业间不是比拼
质量、创新，而是大打价格战。到20世纪
90年代，棉花画厂纷纷倒闭，郭美瑜所在
的厂也不例外。盛极一时的棉花画几乎
到了人散艺绝的境地。为了生计，郭美
瑜只好回家打理祖上传下来的照相馆。

不过，经营照相馆那些年，郭美瑜始
终没有放弃棉花画这门技艺，像守护梦
想一样，守护着棉花画这项传统工艺。
在照相馆里，她用棉花画布置了一个又
一个精致的场景，让这份美丽伴在左
右。郭美瑜说：“我对棉花画有感情，因
为我喜欢这个行业，我想把它作为我的
终身职业，舍不得丢掉。”

2004年，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
记者来到法国一户普通人家拍摄节目
时，主人指着墙上的棉花画说：“欢迎来
自棉花画故乡的朋友。”而那时，棉花画
在它的故乡漳州已消失十几年。大家这
才猛然想起，那曾经钟爱的棉花画和作
者如今何在？中央电视台节目组“众里
寻她千百度”，终于幸运地找到了当年棉

花画的创作人郭美瑜。
央视《夕阳红》栏目工作人员告诉郭

美瑜，在国外，发现许多家庭对这种纯手
工的艺术很感兴趣，鼓励她重新创作棉
花画。凭着对民间艺术的钟情，为了挽
救即将失传的棉花画，郭美瑜毅然关闭
了父亲传给她的在漳州知名度极高的老
字号“璇宫照相馆”，把家改造成棉花画
工作室，担负起拯救这门濒危技艺的重
任。

守成创新

让棉花画重焕光彩

说起当时情况，郭美瑜说：“那十多
年，我其实挺苦闷的，当时劝我重新制作
棉花画，我就很乐意答应了。”由于原来
棉花画制作的艺人早已各奔前程，无心
重操旧业，技术和人手严重不足，加上以
前留下的彩色棉花不多，而漳州唯一的
漂染厂又倒闭，棉花染色这一工序已无
法进行。郭美瑜顶着种种困难，重整团
队、调整工艺，让棉花画重新走入人们的
视野。

郭美瑜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又进
行创新。她在棉花中掺入绒线，使棉花
画的亮度、色彩更胜一筹。她还将中国
画、雕塑、现代光电技术等巧妙地融入创
作之中，让棉花画从原来的平面堆塑改
为具有立体感的浮雕、圆雕造型，更加活
灵活现，一改棉花画较为黯淡的缺憾，作
品更夺人眼球。

功夫不负有心人，郭美瑜的棉花画
作品掀起了一番热潮，屡在工艺美术赛
事中获奖，被各家博物馆收藏。

郭美瑜的作品蝉联第五、六届福建
省工艺美术精品大赛银奖，她因此被福
建省政府授予第四届“工艺美术大师”荣
誉称号。她的《春色满乾坤》《百鸟朝凤》
《土楼》等作品在全国全省都获得奖项；
2011年，《丹艳银妆》获金凤凰创新产品
设计大赛中国工艺美术铜奖；同年，《全
立体孔雀》获第六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
品“争艳杯”大赛银奖、《山涧鸣鹤图》获
优秀奖；2012年，《玉羽献瑞》获中国工艺
美术百花奖铜奖。

致力传承

发扬光大棉花画工艺

棉花画是纯粹的手工艺术品，与机
器制造的艺术品相比，或许稚拙了些，但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完成一幅棉花
画，往往需要好几个月时间。由于创作
耗时长，加上会做的人太少，棉花画很难
走向产业化。郭美瑜“重操旧业”这些年
的作品，除了被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订购、收藏，或赠送朋友，真正进入市场
的寥寥几幅。她担心，随着自己年纪越
来越大，这门技艺后继无人。

2010年，棉花画被确认为漳州第四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郭美瑜成为棉
花画传承人。传统的工艺美术要不想断
代失传，就要有所继承。说到传承，郭美

瑜露出欣慰的笑容：“现在各级政府都很
重视技能人才培养，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授予我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室的
荣誉，我对培养棉花画传人就更有信心
了。”漳州市艺术馆定期邀请郭美瑜到一
些学校和基层社区开课，推介棉花画。
逢漳州“非遗”圩日，她也会受邀前往展
示技艺。

2011年 6月 7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
《农广天地》栏目，拍摄了《漳州棉花画传
统技艺》专题片，棉花画绿色、环保的制
作技艺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2013年，郭美瑜参加了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举办的“非遗”技艺展演，让棉花
画在中外专家面前惊艳了一回；2018年，
她又应漳州市文旅局邀请，赴台湾交流
学习。

郭美瑜说，学习棉花画不仅要喜欢更
要用心。“光基本功就要练上好几年。”她
表示，棉花画基本技法包括抽丝、按压、
捏、搓、扎、剪、叠贴、刷胶固化，每一样技
法又包含很多小技巧，“一定要很有耐性，
很有定力”。“我就怕这个手艺断掉。”郭美
瑜说，她希望多收一些喜欢棉花画又愿意
坐下来认认真真学艺的徒弟，能够一起把
这项具有漳州特色的传统工艺继续传承
下去，乃至发扬光大。

如今，在郭美瑜大师工作室，不少年
轻人正学习作画。郭美瑜高兴地说：“这
几年，我培养了高级技师 1人、技师 2人、
高级工5人，初、中级10多人，棉花画制作
后继有人了！” （通讯员 孙力础）

以刀为笔写春秋
——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莆田木雕传承人陈春阳

潜心艺术创作

成为国家级非遗莆田木雕传承人

谈起自己的艺术人生，陈春阳说，第
一个要感谢的，就是自己的父亲。“没有父
亲的鼓励引导，以及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断
决定，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对我来说，
他不仅充当了父亲的角色，更是艺术上的
启蒙者和引路人。”

陈春阳的父亲陈国华也是一位工艺
美术大师。1982 年，陈国华的寿山石雕
《关公和周仓》《关公读春秋》分获第一届
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质产品奖（金
奖）和全国二等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福建省工艺美术界获得工艺美术国家最
高奖的第一人。

陈春阳五六岁时，便对画画显示出非
同寻常的兴趣和天分，家里的连环画、年

画都成了他临摹的素材。为了鼓励小春
阳多画、勤画，陈国华从并不宽裕的生活
费中挤出一部分，专门购买纸张、画夹、颜
料，并在家里一面墙上开辟“陈春阳画
廊”，专门展示他的画作。“一两年下来，重
重叠叠贴了好几层。”家里来了客人，总免
不了在这面墙前驻足翻看，然后毫不吝啬
地对陈春阳伸出大拇指：“真棒！”就在这
一张张画中，陈春阳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之
路。

11岁时，陈春阳接到一份“工作”：为
附近村里新建的土地庙画土地公像。“一
连几天，我天天利用中午时间跑去画，画
完后，人家给了我2块钱报酬，母亲给我添
了 3块钱，我买到了最喜欢的‘解放包’。
这是我的第一笔劳动收入，也是第一次感
觉到画画是有意义的。”

15岁那年，陈春阳已经有一定绘画基
础，陈国华带他来到莆田工艺一厂，找到

当时莆田木雕修光技艺一流高手——李
农民，希望陈春阳能够拜李农民为师，学
习木雕“修光”技艺。不料，李农民以各种
理由婉拒了。

“学艺要有诚心和恒心，要学就学最
好的！”陈春阳牢牢记住父亲的教导，想
尽办法打动李农民。暑假里，他天天往
工艺一厂跑，给李农民打开水、沏茶、打
饭菜，跑上跑下、软磨硬泡，终于打动了
李农民，正式收下这个徒弟。两年后，当
陈春阳从李农民那里出师时，大家评价
说，修光这门手艺，除了李师傅，就属陈
春阳了。

正当陈春阳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时，父亲却给他泼了盆冷水：“你火候还不
够，先跟我学一年泥塑，再去读书。”当年，
木雕工钱动辄上万元，是一门很赚钱的生
意。曾有台商以人民币 20000元的价格，
向陈国华订一座“八仙过海”黄杨木雕，这
个价格，“当年够买两套房了”。以陈国华
的名气，加上陈春阳这个帮手，短时间内
发家致富不是问题。所以，陈春阳一开始
对父亲的决定很不理解。“父亲反复给我
讲道理，他说，家庭、事业要兴旺，眼光要
放长远，就像一支被敌人包围的军队，困
守只会全军覆没，冲出重围才有更多的机
会”。就这样，1991年，18岁的陈春阳听从
父亲意见，进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今福
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学
习。

多年以后，父亲的话，陈春阳依然牢
牢记在心里。尽管毕业时成绩优异，艺术
功力也在实践中日益深厚，但他仍想尽一
切机会学习提高。2004年，陈春阳又进入
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班进修，他的毕业
作品《长树的邮筒》至今仍收藏在中央美
院。

近年，陈春阳的学习触角还伸向教育
学、心理学领域，探索把现代教育学、心理
学理论运用于雕塑技艺传承和人才培
养。他说，父亲多年的教导，已经积淀成
为陈家“甘守寂寞，沉下心来搞创作”的家
风。他的弟弟陈春晖、妹妹陈阳妹以及妹
夫邓一雄，都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潜心
艺术创作，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莆田木雕传承人、莆田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陈氏工艺雕塑”传承人，成就了

“一门两代五大师”的传奇。

佳作频出

做艺术的创造者和时代的记录者

城雕，即城市雕塑，指立于城市公共

空间的雕塑作品。成功的城雕作品，如哥
本哈根的美人鱼、新加坡的鱼尾狮、深圳
的拓荒牛，往往能够代表一座城市独特的
文化气质和精神品位，从而成为特殊的

“城市名片”。而能够设计、完成一座城雕
作品，也被许多雕塑艺术家看成对自己设
计思想、创作水平的重要认可。

1993年，为纪念莆田建市 10周年，市
委、市政府确定 5项献礼项目，其中一个，
就是在莆田车站广场建一座城市雕塑，并
很快开始向社会征集设计稿件。年仅 20
岁、刚刚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毕业不久的
陈春阳，以“母子”为主题，精心创作一份
雕塑稿件参评。在他的设计中，一位母亲
左手托一盘莆田特产荔枝，右手牵着一个
活泼的男孩，寄喻“用莆田特产欢迎五湖
四海的朋友”，在喧闹的车站中营造一种
安宁的感觉。出乎陈春阳意料，他的设计
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最终竞标答辩环节。

当接到参加最终答辩通知时，陈春阳
“有点心虚”，“我对父亲说，这是最终环
节，非同小可，我当时又还是个毛头小伙，
希望由他出马。但父亲说，相信我有这个
能力和水平，鼓励我自己去参加答辩。”在
父亲的鼓励下，陈春阳凭着独到的设计思
路和初生牛犊的锐气，在答辩中表现出
色，获得莆田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致肯定，
一举“拿下”这座城雕。直到今天，这座雕
塑依然矗立在莆田车站前，热情地迎接着
八方来客。

这件作品的成功，坚定了陈春阳在艺
术创作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信心和勇气，之
后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龙眼木雕作品《正气》获中国工艺美
术百花奖金奖；

龙眼木雕作品《虎娃》入选第六届中
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被中国奥林匹克委
员会收藏，获福建省政府第五届百花文艺
奖；

雕塑作品《一二·九学生运动》被中国
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龙眼木雕作品《总设计师邓小平》被
莆田市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雕塑作品《胜利的歌儿满天飞》入选
建军 8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初选和第十
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初选；

木雕作品《鲁迅》入选全国第六届青
年美术作品展初选；

城雕作品《加油》入选第三届全国城
市雕塑优秀作品展；

……
雕塑是凝固的艺术，也是凝固的历

史。陈春阳认为，自己不应当仅仅做一个

工艺商人，而应该当一名艺术创作者和时
代记录者，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
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一个主业，忠诚
于艺术，忠实于时代。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
书记发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动员令。陈春阳闻令而动，以自己的方式
站到了战“疫”前线。他与陈春晖、陈茂山
合作，短时间内创作出雕塑作品《国有难
勇向前——钟南山院士》。作品以84岁的
钟南山院士为原型，兼具国画笔韵和雕塑
的泥土味，大气粗犷、虚实结合，充满力度
和张力，刻画了钟南山院士果敢刚毅、有
风骨有气节、讲真话不苟且的鲜明个性，
以及对他所代表的广大医务人员“最美逆
行者”形象的高度凝练。前不久，该作品
入选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成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莆田入选该美展的第一件雕
塑作品。

陈春阳说，疾风知劲草，自己能做
的，唯有用手中的雕刀为人民塑像、为民
族塑魂。

培养青年人才

推动雕塑技艺走向世界

多年雕塑从艺经历，陈春阳培养了
对雕塑等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随着社
会不断发展，愿意进入雕塑这个行业的
青年人越来越少，这门传统技艺面临着
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危险。陈春阳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些年，他把更多的
精力投向青年人才的培养和雕塑艺术的
传播，“让更多的人认识雕塑、走近雕塑、
进入雕塑”。

他打破“传内不传外”的传统观念，把
自己的工作室开辟成为实践基地，在暑假
期间接收大批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莆田学院以及莆田二中、
莆田四中的学子们实习实践，还以莆田学
院、马来西亚时代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的身
份，深入大学校园传播、传授传统技艺，并
为相关职业院校规划设计工艺雕塑专业
全套课程体系，不遗余力地推动雕塑技艺
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陈春阳还利用工作室获评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获得相应补贴的机会，把
工作室扩建成集创作、教学、陈列、体验于
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向社会各
界传统技艺爱好者开放，“让更多人，特别
是年轻人体验传统文化魅力，让传承民族
艺术瑰宝成为更多人的认识和理念”。

（通讯员 段晓川）

梅峰寺，又名光孝寺，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胜利路，是一座始

建于北宋神宗年间的佛教古刹，1983年入选全国首批重点寺庙。每天清

晨，梅峰寺前的空地上都会聚集许多晨练者，他们在这里打太极拳、做体

操，成为车来车往的胜利路上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

很多人记得，曾有一位青年，一连几年，每天清晨都准时出现在这里，

用泥塑的方式，义务为许多晨练者记录矫健身姿。一块普通的泥巴，在他

手上，揉揉捏捏，三下五除二，一个神形兼备、活灵活现的“晨练者”泥塑便

诞生了。

这位青年，如今已成为多次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

级、省级美展金、银奖，作品屡被中国国家奥委会、福建省博物院收藏的著

名雕塑家。他，就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国家级雕塑技能大师工

作室创办人陈春阳。

让棉花画重焕光彩
——记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漳州市“非遗”棉花画传承人郭美瑜

走进郭美瑜大师工作室，一大幅棉花画《百鸟朝凤》映入眼帘：昂

首于山岗的凤凰，五色的羽翼迎风飘动，黄鹂、寿带、喜鹊、燕子、白头

翁等上百只鸟儿在它周围嬉闹飞翔，山岗上绚丽多彩的鲜花争相怒

放。这气韵流动的画面，全靠手工抽取棉花，一根一根堆、塑、贴而

成。其中一根羽毛、一片叶子，都是几百、上千根棉花纤维塑就。

画作栩栩如生，技艺巧夺天工的背后，是郭美瑜对棉花画数十年

的坚守与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