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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JINRI LINHJINRI LINHAIAI

生动有趣的花鸟，细腻传
神的人物，远看金碧辉煌，近看
纤毫毕现，这就是流传近千年
的“金漆画”。“金漆画”在台州
俗称“描金画”，主要附丽于

“红妆”朱漆器上。它始于唐
宋，盛于明清。但是随着物质
文明的丰富和社会的发展，这
项民间传统技艺日渐式微，从

“技艺”慢慢变成了“记忆”。
不过在杜桥镇的一个小

山村，80岁的手工艺人杨吕富
却坚持初心，继续传承着金漆
画绘制，顽强地扎根在小镇一
隅，为自己的手艺守卫着一席
安身之地。

传承：
一颗匠心坚守64年

在桃渚的城里村，穿过几
条古巷，沿着斑驳的矮墙，记
者找到了杨吕富在桃渚城里
村的一处画坊。

一张长桌、一把藤椅、数
十种金漆颜料和笔刷工具，构
成了杨吕富工作室的一景。
记者到时，杨吕富正在案前用
铁笔在一幅未完成的金漆画

果盘作品上小心勾勒绘制。
“金漆画中的金即黄金装

饰工艺；漆，指的是漆器和漆
艺；画，指工艺绘画，别于油画
和水彩，与国画中的人文画也
有所不同。”采访还未开始，
杨吕富就便开始向记者介绍
金漆画，眼神里饱含兴奋。

原来，金漆画早在唐宋时
期就已经存在，初时比较简
单，只是在黑漆上勾金。到了
明朝，漆画工艺已经成熟。清
朝时，金漆画与金漆木雕开始
广泛应用到寺庙、祠堂、私人
府邸等建筑及家具、拜神日用
品的装饰中。

谈及如何与金漆艺术结
缘，杨吕富回忆说：“我从小就
喜欢画画，课余时间都忙着自
学绘画，多是临摹连环画里的
人物。”因为对绘画的热爱，杨
吕富初一仅读完一学期就辍
学在家全身心投入学习绘画
和木刻。

16岁那年，当地有两位漆
匠，因工程量多，缺乏帮手，知
道杨吕富擅长绘画，就请他帮
忙用铁笔描线。这对于杨吕
富来说，确是一项新的挑战。
虽然花鸟人物造型跟自己学
的差不多，但工具不一样，所
勾勒出来的人物线条却断断
续续，甚不流畅。

天生对艺术十分执着的
杨吕富，就是不愿服输，在两
位师傅的指点下，他很快就掌
握了描线技艺。两个漆匠看
出这个孩子工艺根基足，为人
厚道，就继续留他在身边帮
忙。

想起学艺的过程，杨吕富
深有感触。他说，漆画使用的
是大漆，对人的皮肤损害较
大。大漆的过敏让他吃尽了
苦头，手上常常都是水泡。但
因为被金漆画的古朴典雅所
吸引，他还是拜两位漆匠为
师，跟着他们到农村、山区漆
画仿古婚嫁家具。

在一次次的实践学习中，
杨吕富熟练掌握了绘画、髹
漆、贴金等多种技艺，终于闯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
路。

26岁时，杨吕富到临海市
漆金木雕厂从事木雕工艺设
计工作，继续钻研金漆画的技
法。28岁时，他又前往省工艺
美术研究所进修四个月，这期
间，他勤学苦练，更加熟悉漆

画制作的各个环节，
进 一 步 提 高 漆 画 技
艺。

此后 30 多年来，
杨吕富承揽房屋古今
风格装饰设计、髹漆
仿古家具及寺庙墙体
彩绘，这时候他手笔
的漆画，古朴华丽，饱
满、匀称、疏密有序，

富有艺术感染力，显示了艺人
扎实的艺术功底。杭州抱朴
道院、嵊山天后宫、德清觉海
寺、河南少林寺及杜桥庆国寺
凉亭、稻桶寺等多处寺庙都留
下了他彩绘手笔的艺迹。

时光不尽，匠心不灭。在
一描一绘间，杨吕富觉得自己
以前的经历为现在的手艺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表示，技

艺的提升需要宽广的知识结
构和人生阅历，一个“悟”字道
尽了匠人的精髓。

金漆画：
沉淀在时光里的传统艺术

“金漆画创作对气候与环
境条件要求极高，全凭手工技
艺。”在工作室里，杨吕富向记
者介绍了金漆画的创作过程，

“金漆画的创作工序复杂且耗
时，上漆、水磨、再上漆、反复
磨光和退光、描绘、贴金箔等
等，光是打磨、上漆就要花去
大量的时间，更别提之前的设
计和之后的绘画了。”在他看
来，工序虽然重复乏味，却正
因为此才能让漆画的底子透
出更好的光泽，让作品达到最
佳效果。“创作中的打磨很重
要，有些漆画泛的光很虚，很
浮躁。打磨得好，光就会很
实，才会好看、有深度。”深谈
起自己的“看家本领”，杨吕富
便止不住话头。

一辈子和油漆打交道，但
让杨吕富真正潜心创作金漆
画，却是在退休以后。

“这是2011年时创作的一
个金漆画插屏，别看这插屏不
大，但花了足足四个月时间完
成的。”交谈间，杨吕富拿出一
件他多次获奖的作品端放到
记者面前。只见这件作品中，
竹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昏黄
的灯光照着房间，母亲坐竹椅
上纺纱，头戴虎头帽、项戴银
圈的孩子捧着书本走向竹桌。

“这幅《同灯纺读》是我退
休后的创作的第一幅金漆画
作品。”杨吕富用“汗流浃背”

“废寝忘食”概括形容创作这
幅作品的过程。“从构思、绘制
草图、搬上漆板，再一笔一划
地勾勒、晕染，创作过程中的
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他说。

踏踏实实做手艺，让作品

拥有生命和灵魂的印记。在
杨吕富看来，古朴典雅的金漆
画不只是单纯一涂一画就可
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
作为支撑，让作品在赋予的时
代 背 景 之 下 多 一 点 内 在 韵
味。正如另外一幅名为《牧童
睡去风翻书》的“金漆画台
屏”，画作里，牧童别于在牛背
上看书的传统形式，而是树荫
下，小牧童捧书睡去，一阵风
吹来，风代替孩子翻阅书籍的
有趣场景，连那只从大树后面
探出半个身子的老牛都带着
生动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

记者发现，杨吕富的金漆
画主题多重在出新，涵盖内容
广泛，除了描写古时农家生活
方面，还有山水风景、龙虎狮
象、花鸟虫鱼等神瑞兽类，不
一而足。杨吕富介绍，从形式
上说，金漆画与木雕、传统建
筑艺术、家具装饰都有密切结
合。由于雕饰实用上的结合，
使它具有更广泛的功能和多

样的形制。但是从内容上说，
金漆画的题材内容很丰富，有
人物、花卉、动物等多种多样
的图案。尤其是人物题材，几
乎所有民间工艺适用的人物
题材，金漆画都能用上。

守艺：
在寂寞中追求完美

“手艺是一辈子的事情，
没有完美，只有不断突破，我
愿为之尽心尽力。”杨吕富几
十年如一日的潜心钻研漆艺，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来，他
的多幅金漆画斩获文国内、省
内大奖。精湛的技艺还让他
成为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的一员，并被认定为台州市第
五届非物质遗产“临海金漆
画”传承人，还被评为台州市
优秀工艺美术家。

从民间漆匠，成长为如今
省市行业内公认的工艺美术
大师。回顾往昔匠人生涯，杨
吕富经常把“热爱”一词挂在
的嘴边。他说：“我热爱这门
老手艺，它跟了我大半辈子，
早就成了生活中不可割舍的
一部分。只是民间传统工艺
的生命力还在于传承。”

杨吕富坦言，多年前他就
发现，随着现代文明的变迁、
现代化工业的冲击和观念的
变化，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正
在慢慢消失，民间传统工艺逐
渐被忽略。

从“手艺”到“守艺”。为
了弘扬金漆艺术，杨吕富创立
了自己的工作室，并通过展览
等渠道宣传传统艺术，寻觅传
统艺术“接棒者”。他一直认
为，民间传统工艺是民族文化
中的瑰宝，作为老一代工匠，
传承重担责无旁贷。他希望，
越来越多人能够加入到传承
金漆画的行列中，让金漆画这
一文化瑰宝发扬光大。

金漆为笔金漆为笔 匠心绘初心匠心绘初心
□本报记者 李萍娟文并摄

台州人家住海边，爱吃海鲜。
过去一到春季，满街都在叫卖鲳鱼、
鳓鱼，非常热闹。因此，也有了同渔
业相关的老话。

鲳鱼好退不退，鳓鱼好钻不钻。
这句讲的是同一张网，既能捕

到圆乎乎如大饼的鲳鱼，也能捕到
扁薄如尖刀的鳓鱼。渔民在大海上
根据潮汐规律下网，网纲上方用毛
竹筒作浮力，下方纲上用柱子系住，
纲和纲之间缚牢，网下海后，纲举目
张，形成长达上千米的海中“围
墙”。鲳鱼弟，鳓鱼兄，弹胡、赤鳞表
兄弟，呼儿唤女，浩浩荡荡，随着潮
汐，不知不觉进入渔网包围圈。当
它们意识到被拦截时，鲳鱼想我浑
身肉团一块，有的是力气，不会被小
小网丝困住，于是拼命往前钻，试图
突围。结果，鲳鱼因为头小身大，越
往前钻鱼身被更多网丝缠绕，渔网
缩得越紧，最后动弹不得。

鳓鱼一看鲳鱼被捕，心想还好
我刚进网眼一二寸，来得及脱身。
说时迟，那时快，它像箭一样往后一
退缩，企图溜之大吉，谁料到一退竟
成千古恨。原来，就在鳓鱼后退的
时候，鱼鳃两边的两片胸鳍倒钩在
网丝上了，它惊慌了，乱了阵脚，但
是，越是乱窜，越容易被更多的网丝
钩住，最后也动弹不得了。

这句老话讲的是鲳鱼和鳓鱼的
生活习性：鲳鱼遇网必钻，鳓鱼遇网
必退。

其实，鲳鱼头小身大，碰到渔网
时，如果能后退一步，就可以避免被
捕的命运。鳓鱼鱼身扁平，背上的

“背鳍”(俗称倚鳞)如锋利的小刀，素
有“鳓鱼刀”之称，它碰到渔网时，如
果能勇敢一点，往前冲一下，完全可
以破网逃生。可惜，该退的不退，该
钻的不钻，两样选择，一样下场。

这句老话通常用来教育那些做
事盲目、不讲规律的人。

侧转望船边，仰转望青天。船
到浪岗山，老婆儿囡相见难上难。
运好银子两手抓，运差船翻见阎王。

旧时海上捕鱼，渔民用的渔船
是只有两吨吨位的红头船。因为船
小，渔民都在中舱舱板盖上睡觉；渔
民夜里睡觉时，侧睡望到的是船边，
仰睡望到的是青天。

船到浪岗山，老婆儿囡相见难
上难。浪岗山列岛位于舟山朱家尖
岛东北方向42海里处，因这片海域
水深浪大，有“无风三尺浪，有风浪
过岗”之称，故名浪岗山。限于从前
渔民捕鱼船只客观条件，到浪岗山
海域捕鱼是极限。此海域是渔民捕
鱼禁区，一般船老大不敢涉足。不
过，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鱼也多。
因此，也有一些胆大的船老大冒风

险，在此下网捕鱼。运气好的，
捕到满船的鱼，鱼卖后所得的
钱（银子）很多，两手都抓不过
来。运气不好的，碰到风暴，船
翻人亡见阎王。故有上述老
话。

打手网，脚跑直。放丝绫
（一种网眼较细的小网），等路缺。
拗鱼进，四面出入。夹围槽网，天诛
地灭。

“撒手网，脚跑直”，指渔民徒手
撒网捕鱼，一网撒下去，鱼时有时
无。渔民要撒很多次网，这边网不
到鱼，再跑到那边去撒网，才有所收
获。因此，这样撒网捕鱼是件累
活。“放丝绫，等路缺”，指把一张丝
绫网设在河面上，鱼随着流水游动
时，触到丝绫网，就有可能被捕获。
这种捕鱼法犹如强盗躲在偏僻的道
路旁，打劫过路的行人——台州方
言称之为“等路缺”。由此可见，放
丝绫也不是一网打尽的捕鱼法。“拗
鱼进，四面出入”，指在特定的河流
闸边设网，此渔网网口四向张开，捕
到鱼也是有限的。惟有夹围槽的
网，网眼小而细密，是过去捕淡水鱼
的“断子绝孙网”。如在水塘中下
网，几乎对塘中之鱼不分大小一网
打尽，塘中的鱼要好几年才能恢
复。故俗语说夹围槽网是天诛地灭
的行为。

此句老话告诫人们要懂得捕捞
有度，有些自作聪明的一劳永逸之
举，反而是自绝生路。

小锅落岩皮头你也不讲。
过去科学落后，迷信盛行。渔

民出海捕鱼，日常所讲言语忌讳很
多。例如，台州方言把做生意亏本，
叫做“截”，而“截”在台州方言里同

“十”“石”谐音，出海渔民都希望有
个好收成，因此在渔船上特别忌讳
听到“截”音。我们常说的“磨石”，
渔民不念“磨石”，念“磨兴”；数字

“八九十”，渔民念“八九赚”。
新渔民，俗称新伙计。下海前，

老渔民在家里把船上各种忌讳，向
新伙计一一讲清楚，要求新伙计少
讲话，尽量做到不讲话。新伙计记
住了。

有一次出海捕鱼，渔船停泊在
荒岛上。渔民上岛，在岩皮头（岩石
上）生火做饭，饭后起锚开船驶向渔
场。当船开了四五个小时后，再次
烧火做饭时，大家发现小锅落(方言

“落”是“丢了”的意思)在小岛岩皮
头上。没有锅怎么做饭？没办法，
他们只好把船驶回小锅落的小岛，
取回锅。

船上那个一直不说话的新伙计
看到这么一折腾，终于忍不住了。
他说，当时小锅落在岩皮头上，我是
看到的。船老大说，你看到了，当时
为什么不说？新伙计说，不是你们
要求我少讲话、不讲话吗？

后来这事传开，“小锅落岩皮头
你也不讲”成了一个典故，一句老
话。它告诫我们，有些话当讲还是
要讲的，不讲就误事了。

杨吕富杨吕富：：

杨吕富向记者介绍他收集购买回来准备研究再加工杨吕富向记者介绍他收集购买回来准备研究再加工
的旧时木箱雕花板的旧时木箱雕花板。。

渔民老话
蛮实在

□张礼标

杨吕富正在对未完成的金漆画完善细节杨吕富正在对未完成的金漆画完善细节。。

金漆画作品金漆画作品：《：《红船颂红船颂》》

金漆画插屏金漆画插屏：《：《同灯纺读同灯纺读》》

金漆画果盘金漆画果盘：《：《红妆新传红妆新传》》

非遗非遗走进走进走进走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