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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师大教授领衔中国传统艺术工作室获省级殊荣

刘钻：

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7月19日下午，“五谷山居”画室。大热天里，刘钻教授正伏案挥刀，

忙着创作一幅桦树皮剪纸。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他的山水画作品，脚边一
只名叫“星星”的虎纹加菲猫，躺在地板上玩着一只布鞋，他低头笑道“鞋
快被咬废了，送给它了”。这间原木装修、中式风格的画室，是水泥丛林
里难得的自然之境，因气势恢宏的“山水”点缀其间，而显得愈加宽敞。

刘钻教授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省美协
副主席、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也是我省桦树皮剪纸非物质文化传承
人。前不久，由他领衔的哈师大中国传统艺术工作室，荣获黑龙江省教
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从我开始画画到今天，其实
很多灵感都来自童年的记忆和感
受。”研究了30多年民间美术的刘
钻，如此感慨。

刘钻的家乡在北安市通北林
业局，他在小兴安岭边上的一个乡
镇，度过了五彩斑斓的童年。母亲
和姥姥擅长剪纸、刺绣，算是他的
启蒙老师，每到传统节日，家里那
些花花绿绿的剪纸碎屑，在他眼中

“就像糖果一样，仿佛是甜味的”。
从四五岁起，刘钻就记着自己

做的很多梦。长大后，他已经分不
清那些奇妙的景象，究竟是源自
梦境还是自己丰沛的想象力，只
记得“天上的星星从眼睛里升起，
在左眼跳舞，又舞到右眼”。六七
岁时，父亲送给他一盒彩色粉笔，
很快家里的泥草房变成了“花
房”。外墙被他画满了五颜六色
的花朵，刘钻还踩着凳子画了许
多蝴蝶，想尽可能让它们“飞得高
一点儿”。少年时期，他的艺术家
潜质逐渐显露，敏感多思，感受力
超乎常人：他蹲在南瓜秧宽大的
叶子下，仔细聆听雨落在叶上的
细语声；看到翠绿的植物，有时会
被感动到落泪；瞥见雨后金色的
夕阳照亮老屋，糊满报纸的墙壁
上，仿佛每个字都在发光，心里会
生出一种美好的感觉……

“他们都说，我以后能当画
家。”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这或许
只是亲友间一句注定淹没在时光
里的好听言语，但对刘钻而言，他
的人生之路其实从童年起就找准
了方向。学生时代，他自愿替同学
做美术作业，这是那个叛逆小子，
为数不多爱写作业的时刻。

童年把泥草房画成“花房”
曾被翠绿植物感动落泪

一切似乎顺理成章。1991年，刘钻
考上了哈师大艺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在
学习装饰艺术时，接触到了民间美术。剪
纸、年画、刺绣、泥塑……他从小对这些民
间技艺耳濡目染，经过系统学习后才华尽
显，成绩突出，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8年，刘钻迎来了第一个堪称人
生转折的重要机会——前往中央美术学
院进修。他在民间美术研究室系统地学
习了民间美术理论，还和吕品昌先生学
习陶艺，跟吕胜中先生学习剪纸和民间
美术造型思维，并创作了大量作品。闲
暇时，他偶尔会画些水彩画，吕胜中先生
提出了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建议：“你搞
的是中国传统艺术，应该画彩墨，最好能
学国画。”

一年学习期满，返回哈尔滨后，刘钻
逐渐开始向水墨画靠拢。2003年，他考
取了当时还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
艺术学院院长卢禹舜的研究生，在其影
响下，系统学习了中国画传统，同时，卢
禹舜也给刘钻指明了艺术发展方向。

刘钻在思索何为真正的中国画，并
找寻到写意是中国画的核心时，他从民
间美术里找到了一条探索中国画创新的

“出路”：中国画和民间美术的共同点都
是言志寄情的写意艺术，而民间美术是
写意思维的“巨大宝库”。中国画不应丢
了自己的审美品格和灵魂，真正的创新，
应该是从民间美术中汲取养分。

从民间美术里
找寻中国画创新的“出路”

虽然35岁才开始跟随卢禹舜先
生学习中国画，但“跨界”而来的刘钻
恰逢其时。多元的学术背景，让他更
懂得如何把民间美术和现代艺术联
系在一起。直觉告诉他，自己将去往
一条新的道路，而且前路会越走越
宽。

刘钻代表作之一的“五谷山”系
列，描摹的是他心中的“桃花源”，他
揣着一支画笔在理想的精神家园里
漫游，将本真的浪漫、童年的记忆和
文人的意趣汇集在画卷之中。

“他似乎不关心自然本来的面
目，更关心灵魂深处的映像。”在导师
卢禹舜看来，这造就了刘钻艺术世界
的神秘性。他的艺术常常给人超现
实的感觉，但是他不是超现实主义
者，他认为自己的艺术比他看到的世
界更接近现实，“刘钻就是这样一个
艺术家，在现实世界中寻梦，在梦的
世界中寻找现实”。

刘钻喜欢有古意的地方，他寻访
江西、安徽等地古老的村落，穿越时
空“与古人对话”。值得玩味的是，他
的绘画里，既有文人画中的山川林
木，草房溪水，也有田地耕牛，但是其
形象和造型与民间的形象和符号却
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师大美术学院
院长赵云龙评价道：“充满灵气的山
野与质朴粗犷的乡村气息竟然可以
糅杂在一起，表现出了一股浩瀚神秘
的灵动之气。”这是因为刘钻很早便
意识到了：一个真正的文化人，除了
有精英意识，经过精英式的训练，还
应拿着“显微镜”朝民间张望。他文
人画里的烟火气，便是这庙堂与江湖
的最佳平衡。

近些年来，刘钻的中国画作品多
次获奖并入选国内大型展览。中国
画作品《静山有云来》，入选2009年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江山无处不怀
古》，在2011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获
得优秀作品。2014年9月，中国画作
品《江源流远》，入选“全国第十二届
美术作品展”中国画部分。《大云水·
留别》《大云水·凭树》《大云水·它
山》，入选“新中国画家系列”黑龙江
省国画作品展，并在中国国家画院展
出。

画作既神秘又质朴
给文人画添一缕烟火气

刘钻不仅是国画名家，也是我省桦树皮
剪纸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当年，他从中央美
院进修归来，其实还带着剪纸名家吕胜中先生
布置的一项“作业”：“你们黑龙江有一种非常
好的剪纸材料——桦树皮，现在没有人做，希
望你回去后，能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和实
践。”

此前，这项少数民族世代相承的传统手
工技艺，多被制作成建筑、生活用具和装饰品，
尚未被当成独立的审美作品。刘钻走访少数
民族聚居区，学习观摩，不断精进桦树皮剪纸
技艺，寻找其独特的表现力。

2011年，由刘钻领衔的中国传统艺术工
作室成立，“跨界”经验丰富的他，引导学员近
距离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室突出学
习、科研、设计、艺术创新、实训、生产的现代职
教，强化中国传统文化视域的中国画、剪纸、陶
艺等艺术成果落地转化，推动艺术创作创新性
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学历、高水平的专业
学员。如王志善、吕朔、苗雨晴、孙超龙、苗思
源等绘画工作者，荣获12项国家级奖项、52
项省部级奖项、17项地市级奖项。

“产品转化是工作室的一项重要任务。
未来，我们要把桦树皮艺术制作成数字产品，
在虚拟空间里转换成三维艺术，生成另外一种
视觉效果，可以制作成神话故事、表情包和电
子壁画等，把传统进行创新，将其与旅游、文化
结合在一起。同时，也要生产出地域特点和文
化性强的旅游产品。”刘钻说。

本版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成立中国传统艺术工作室
“要把桦树皮艺术
转化成数字产品”

《《大云水大云水 凭树凭树》》 20162016年纸本水墨年纸本水墨

《大云水留别》2016年纸本水墨

五谷山居记事五谷山居记事··那时的五谷山那时的五谷山((20132013))

《《渔者渔者》》桦树皮剪纸桦树皮剪纸

乡愁乡愁润笔润笔 童心童心入画入画

《《太平有象太平有象》》桦树皮剪纸桦树皮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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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讲透唐诗》

慢书吧

作者：马未都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2020 年正月初五，65 岁的马
未都在他一手创办的观复博物馆
开始闭关写作，他用讲故事的独特
方式，融合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
真实透彻的人生感悟，直播式呈现
大唐时代特色和诗人命运。李白、
杜甫、王维、白居易、孟浩然、李商
隐等 68 位诗人跃然纸上，一个个
变得真实鲜活、有血有肉、亲切可
感，让读者一读就上瘾，不知不觉
吃透唐诗原意……

刘文田
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

章。看似寻常却奇崛的捞鱼虫，启发
了我的神志，让我从中顿悟出了哲
理。

我所说的鱼虫，学名叫水蚤，俗称
“蹦蹦虫”，是小型观赏鱼的最佳“开
口食品”。入夏以来，为了让鱼缸里
的鱼苗长得更结实些，我隔三差五就
去早市买“蹦蹦虫”。没想到，原本再
普遍不过的“蹦蹦虫”，竟然“一虫难
求”。

每天早上五点钟多一点，鱼友会
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围着一
个临街的门市摆起长长的“龙门阵”，
直到六点左右，捞鱼虫的老板才骑着
摩托车，风尘仆仆地赶来。翘首企盼
的人们按照顺序买鱼虫，一元打底，上
不封顶。有好几次眼看就要排到我
时，却被老板告知鱼虫已售罄。

这使我想起儿时随兄弟姐妹们去
江畔捞鱼虫的情景。每年从六月份开

始，一直能捞到十月中旬。捞鱼虫一
般会选个晴好的清晨，大家自备捞虫
工具，骑着自行车一路向北来到江边，
再顺着江水向东往江坝外方向骑出十
几分钟，就可以捞到个头匀称、色泽红
润的极品“蹦蹦虫”。每次去也不贪
多，捞上几网，够小鱼吃上三两天的，
便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简单冲几遍，
倒入一个大口容器中，然后置于阴凉
处，养上三五天没问题。

偶尔也会在天气晴朗的节假日和
别人凑热闹，到马家沟或者更远的松
花江北岸去捞鱼虫。运气好时，一上
午能捞到大半桶“蹦蹦虫”，倒在铺着
报纸的沙地上，在烈日和江风的作用
下，很快会被晾成品相极佳的干鱼
食。当然也会有不尽人意的时候，比
如顷刻间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将晾在
地上的鱼虫冲得到处都是，令人十分
不爽。

我们偶尔也会把捞到的鱼虫拿到
公园旁、胡同边去售卖。买鱼虫的大

都是老者和孩童，当年普通人家里都
是些便宜的燕鱼、红箭、黑玛丽、凤尾
……花上一两分钱就能买到挺多的鱼
虫，倘若遇到脸熟的街坊四邻或是亲
朋好友来买，还要免费送人家一些。
即便如此，一个暑假下来，也能攒够一
笔小惊喜，开学后添补些新铅笔、新橡
皮和笔记本，还是绰绰有余。其实那
时捞鱼虫不仅亲近自然、开阔视野、感
受童趣，还能经历风雨、体验生活的艰
辛，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历练了
身心和体魄。

时光荏苒，转眼数十载如白驹过
隙。以前在马家沟畔轻而易举就可以
捞到的“蹦蹦虫”，早已不见踪迹。记
得那时在岸边见到清澈的河水里汇聚
着成群的“蹦蹦虫”，还真是一道别致
的风景，如今却已成为往昔的记忆。

在唏嘘感叹之余，我想得更多的
还是应加强江河治理，保护环境。相
信家乡的未来定然会天更蓝，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更加温馨宜人！

捞鱼虫

安宁
雨水好的夏天，每天傍晚都会听

到蛙鸣。
有时候是孤独的一只青蛙，有一

声没一声地叫，不知是太闲了，还是
在梦境之中，忽然受了惊吓。有时候
是一声紧跟着一声，像雨天屋檐下的
雨滴，因为密集，便连成了线。还有
时候，是一群青蛙的聚会，在潮湿的
草丛里，商量好了似的，亮开了嗓门，
开始无休无止的大合唱。那歌声有
很强的穿透力，连夜空里的星星，都
好像给震动了，隔着湿漉漉的榆树叶
子看上去，星星犹如大地这片舞台上
的灯光，在夜幕下泛着朦胧遥远的
光。

草丛里的青蛙们歌唱的时候，池
塘边的也跟着附和起来，还有院墙根
下某只落了单的家养的青蛙，或者在
田地里走丢了的某一只，听闻这一场
盛大的演唱会，全都兴奋起来。于是
歌声便从黄昏，一直持续到深夜。

很少有人会将青蛙的叫声当成悦
耳的歌声。尽管青蛙们自己是在借这
样聒噪的歌声求偶。而且雨天来临之
前，它们是多么快乐啊，情不自禁地手
舞足蹈起来，一定要用呱呱的叫声来

动员身边的同伴们，美好的雨天就要
来了，为什么不一起唱歌跳舞庆祝？
雨天里人只会待在家里，看着大雨着
急。但青蛙们却在水塘里兴奋地跳跃
起来，有时候它们也会跳到大大的荷
叶上去，丝毫没有避雨的意思。它们
蹲踞其上，想要告诉每一个人，它们如
何感谢这一片苍茫的雨雾，不仅带来
了它们所赖以生存的潮湿的天气，而
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因为此时，
草丛里的虫子们开始大量繁殖，还有
什么比日日饱餐更让它们觉得幸福的
呢？

我喜欢在放学后，去河边坐上一
会儿，看那些尚未变成青蛙的小蝌蚪
们，欢快地游来游去。有时候它们会
跑到我裸露的脚边来，用柔软的脑袋

“亲吻”一下我的脚趾，而后倏忽而逝，
或者混入无数的蝌蚪之中，让人寻不
到它究竟是哪一只。

有时候我会想，女大十八变，为什
么这么可爱的小蝌蚪，长大以后，不变
得漂亮一些呢？比如像翩翩起舞的蝴
蝶，有着优雅外衣的七星瓢虫，或者一
尾穿了鲜亮的红色裙子的金鱼。总之
不要有那么突兀的眼睛，怀胎十月般
的大肚子，枯树枝似的脚趾，和毛球一

样绿色皮肤上的小疙瘩。我当然想不
明白造物主的决定，于是只能为此叹
息，就像为童话里被罚变成了丑陋青
蛙的王子惋惜一样。

我养的小蝌蚪，要么我没有耐心
等它们长出腿脚或者尾巴消失，就因
忘记了换水喂食而不幸死掉；要么就
是我太恐惧它们忽然间在一夜醒来
后，变成了绿色青蛙的模样，而将它们
重新还给了池塘。我不知道它们的妈
妈在哪儿，或者蝌蚪们自己也找不到
妈妈了，只能独自在水中觅食，一天天
长大。

大人们说，青蛙从来不知道珍惜
自己的孩子，它们甚至会一转身，就将
蝌蚪当成晚餐，给吞进了肚中。这听
起来有些骇人，于是我一遍遍问母亲，
为什么青蛙会吃自己的孩子？母亲说
不出来，被我问得烦了，便拿起笤帚疙
瘩，要打我屁股，我吓得转身就跑出了
家门，一边跑一边想，母亲如果再狠一
点，会跟一只青蛙一样，不会也将我给
吃掉的吧？

只是，母亲究竟有没有在我梦里
变成一个吃人的母夜叉，而今住在城
市完全远离了蛙鸣的我，已经完全不
记得。

消逝的蛙鸣
苍茫苍茫
祝立根

父亲是一座休眠的火山
他头发灰白
一生栽种茶花
大叶乔木又细又长的黑枝条里
运送着焚烧天空的烈焰
母亲也是一座休眠的火山，一生
都在埋头劳作，囤积岩浆
她种植的块茎
是她对抗不安的、一个个小小的粮仓
在同一块自留地里
他们开展了持久的拉锯战
父亲，希望热爱和理想的空间多一点
母亲，想要多收集几缕现实主义的阳光
他们为此争吵、爆发……火山灰
曾覆盖灶台、暖水瓶
他们目力所及的旷野和群山
直到晚年，他们终于达成了谅解
像一个人，容忍了灵魂和身体
彼此撕裂的上升和下沉
像他们的孩子，在地里生长
继承了土豆的卑微与质朴
对头顶那永恒不变的、蔚蓝的大海
也一次次想要贡献
节日的焰火，华艳的锦缎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电话

84681180
15004697804

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招全国代

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负氧离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公
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
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
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

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鑫鑫龙汽配维修中心
鑫鑫龙汽配

维修中心开业了！专
业维修：长城，金杯，
丰田，本田，尼桑，大
众，发动机大修，保
养、换油、钣金喷漆、
内燃 底盘及配件。

电话
0451-82716843
15124586000
地址：马端街162号

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