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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端砚
——访砚台收藏者潘秀益

傅闻
9 月 9 日下午，温州市瓯礼文化研究中
心特聘第二批工艺美术大师，并在温州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签约仪式（温州日报 4 月
11 日艺术版曾做相关报道）。
温职院党委副书记夏晓军表示，学校
将切实用好瓯礼文化研究中心这个平台，
成立瓯越大师工作室，弘扬瓯越文化，服务
经济社会，推动文化交流，让学生能够真正
受益。温州市政协常委、瓯礼文化研究中
心理事长徐亮表示，此次特聘新一批工艺
美术大师与非遗大师，旨在加强温州市瓯
礼文化研究中心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市工
艺美术、非遗文化水平，将瓯礼中心的文化
元素转化为产业动能，发挥更好的经济效
益、文化效益及社会效益。
据悉，此次第二批工艺美术大师分别
为孟永国、陈学农、杨华春、方江鸿、胡逸
民、项之华以及陈灿渊。
孟永国，中国刺绣艺术大师，温州大学
温州市发绣研究所所长，高级工艺美术师，
浙江省非遗温州发绣传承人，中国非遗保
护协会刺绣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温州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副主席，作品入选中国好手艺展、中国当
代工艺美术双年展等，获得第九届中国民
间文艺山花奖·工艺美术作品奖、中国工艺
美术百花奖、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等
20 多项奖项，发绣作品《叶利钦》作为国家
礼品赠送给总统叶利钦本人。他创新求
变，把传统的单色发绣发展成为彩色发绣，
新创做底补色法，入选浙江省民间工艺“名
家孵化”计划。作品被各地美术馆、博物馆
收藏。
陈学农，中国手工艺大师，浙江省工艺
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浙江省首席技
师，浙江工匠，中国工艺美术行业理事会副
理 事 长 ，温 州 市 工 艺 美 术 行 业 协 会 副 会
长，，泰顺县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从事石
雕行业 30 余年，在创作上善于因材施艺，借

瓯礼中心再聘工艺美术大师

陈学农石雕《和谐》

让非遗成为瓯礼

孟永国发绣《谷超豪》

杨华春黄杨木雕《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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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灿渊《国色螺钿红妆盒》

方江鸿黄杨木雕《天下为和》

胡逸民黄杨木雕《逆行者》

项之华玻璃银光刻《吉祥》
色造型，构思简练，精妙处又不失细腻，追
求清新淡雅之风，在花鸟雕刻领域显现独
特的风格。

杨华春，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
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温州市工艺美术行业

协会副会长，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院黄杨
木雕研究所所长，
从事木雕工作 29 年，
擅长
木雕及泥塑造型，以历史名人、诗人、传统
人物为创作题材，在传统的木雕技艺上进
行创新，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
和多样化的技艺手法，曾代表中国参加非
洲国际木文化活动，代表温州参加土耳其
国际木雕技艺赛等，并获得了国际创新奖
和入围奖，近年来，多次荣获各类工艺美术
博览会特等奖、金奖等，作品被中国工艺美
术馆、中国木雕博物馆收藏。
方江鸿，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
艺美术师，浙江省民间艺术家，温州市非遗
黄杨木雕传承人，作品前期主要以乡土风
情人物为主，如《幸福时光》系列等，近期有
枯叶枯荷文房系列和手把件系列等，如作
品《天下为和》
《爱在深秋》，多次获国家、省
级奖项。
胡逸民，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乐清市
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在日本留学工
作 7 年，2009 年回国至今担任温州龙山工
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艺术总监，擅长黄杨
木雕。
《长乐图》
《力争上游》
《乐则寿》
《仙
翁》
《田园风光》
《春满人间》
《九天揽月》
《飞
天梦》
《老子出关》
《步步高》
《吉祥如意》等
60 多件作品在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上荣获
金银奖，设计的《千手观音》等佛像雕塑作
品畅销国内外。
项之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
江省非遗玻璃银光刻传承人，
温州市工艺美
术大师，所擅长的玻璃银光刻 2019 年被评
为首批浙江省优秀非遗旅游商品，
2012 认定
为温州市传统工艺美术重点品种和技艺。
陈灿渊，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
洞头东海贝雕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首
批温州市优秀民间文艺人才，2018 年温州
市首席技师，温州市“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
计划”传统工艺领军人才，擅长贝雕与螺钿
镶嵌。

姜嘉镳
1956 年，姜嘉锵考进中央歌舞团，编
入民歌合唱队。当时混声合唱队正在排一
组民歌合唱，准备参加 1957 年 7 月在苏联
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选
拔赛。参赛的合唱曲目有 《瞧情郎》《三
十里铺》、古典琴歌 《苏武》 和云南花灯
组歌 《茶山谣》。他非常喜欢，几乎把参
赛曲目声部的旋律都背下来了。领导认为
他唱的段子音色甜美，充满青春活力，就
把 《茶山谣》 领唱这个角色交给了他。
1957 年过了春节，民歌合唱队参加选
拔赛，清脆嘹亮的嗓音，浓郁的风格韵
味，把兄弟艺术团的合唱队比了下去，取
得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资格，而
这时，姜嘉锵进中央歌舞团才半年，多么
幸运！他从大连化工厂改行到北京，这是
人生的第一大跨度；此刻又跨出国门到莫
斯科去，这是人生的第二大跨度。
七月中旬，他穿上崭新的西服，提
着挎包，登上开往满洲里的专列。艺术
家们一路欢歌笑语，白天在火车上排练
节目，晚上在餐车里开舞会。当时苏联
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每当列车在苏联
沿途车站停下，站台上都簇拥着苏联青
年学生在欢迎中国艺术团。艺术团的有
些同志事先学会几句俄语，一下面对那
么多热情的苏联青年，语言障碍马上发
生，握手时心里想好的是“您好”，可是
脱 口 而 出 却 是 “ 达 斯 维 达 尼 亚 （再
见） ”，弄得大家哈哈大笑。一位热情的
老太太拥抱着姜嘉锵热泪夺眶而出，说
自己的孩子如果活着也正是这个年龄。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法西斯夺去了多少
苏联人民的宝贵生命。这位老太太把中
国青年当做自己的孩子，这种国际友情
令人动容！
七月，北京已是盛夏，可是窗外的苏
联鄂木斯克却下着大雪。因为进站是深
夜，有的中国年青团员还在熟睡，列车员
打开车门，站台上欢迎的苏联姑娘们见没
人下来，就带头冲上了卧铺车厢，他们抱

唱响中国的民歌
姜嘉锵和世界青年联欢节

1957
年世界联
欢 节 期
间 ，姜 嘉
锵在莫斯
科红场。
着熟睡中的中国小伙子的头，使劲地亲，
小伙子们还没明白过来，第二个吻又来
了。中国青年发现苏联姑娘很开朗，一点
也不掩饰对中国小伙子的喜欢。黑眼睛黑
头发，在她们看来个个都是美男子。这种
性格与 50 年代中国姑娘的“内向”“含
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姜嘉锵回忆道，
当时为了在国际场合显示出中国青年的开
朗大方，组织上要求男女上街手挽手。就
这一点，还得做很多思想工作。而一些在
列车上随艺术团当翻译的苏联中文系女大
学生，却会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向有些
小伙子表白“你真漂亮”“我喜欢你”“我

要嫁给你”
。
莫斯科到处都是热烈的握手，热情的
拥抱，中国艺术团沉浸在中苏友谊的海洋
里。街道上，随时有苏联人问你是哪国
人，当你回答是中国人时，周围的群众就
会围上来欢迎，有些艺术团成员还会被苏
联人半路迎到家中做客，团领导急得四处
找人。艺术团住在离莫斯科农业展览馆不
远的奥斯塔金诺旅馆，晚餐后谁也不愿在
房间里呆着，都到门口街心花园里散步。
大家兴致高，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可是看
看天色总像傍晚，然而手表上的指针却是
午夜 11 点多了。后来才知道莫斯科接近北

极，白天特别长。
联欢节的开幕式是在莫斯科最大的体
育场举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
参加，肤色各异，有棕、黑、白、黄，而
且衣着绮丽古怪。当中国代表团出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出现会场，全体起
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艺术节开幕后，《茶山谣》 合唱演出
了。姜嘉锵担任领唱，站在舞台的右
侧，他似乎并未觉得紧张，他说，此刻
好像有全国人民在我的背后，我满怀激
情引吭高歌，极力要把中华民族的风情
淋漓尽致地表现，把江南水乡的优美意
境细致地描绘。他们表演的节目获得金
质奖章。
得奖的那天晚上，姜嘉锵怎么也不能
入睡，他穿上风衣，漫步在红场附近的高
尔基大街上，这是莫斯科最繁华的大街。
大街中段右侧普希金的铜像矗立在花岗岩
的底座上。他仰视月色下的普希金塑像，
想起了儿时读过的普希金 《金鱼和渔夫的
故事》。那故事多么生动，那意境多么奇
妙，那寓意又是多么深刻！他觉得，普希
金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俄罗斯乃至全世界人
民的精神财富，就是因为讴歌了自己的民
族，反映了本民族的生活，表现了本民族
的风格，他想起了刚刚得金奖的 《茶山
谣》，之所以得到各国朋友的欢迎，也就
因为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有风
姿。他为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唱歌
首先得唱中华民族自己的歌。
而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姜嘉锵深扎
在中华民族声乐的沃土里，锲而不舍地耕
耘，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砚与笔、
墨、
纸合称为
“文房四宝”
，
是中国书法的
必备用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砚台从单纯的文房
用具，发展为集书法、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
品，
被历代文人视为珍玩藏品。北宋诗人唐庚在《古
砚铭》中写道
“笔之寿以日计，墨之寿以月计，
砚之寿
以世计”
。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也将砚放在四宝之
首，
说
“笔墨兼纸，
皆可随时收索，
可与终身俱者，
惟砚
而已”
，
古时文人们对砚台的钟情程度可见一斑。
在温州，有不少砚台爱好者与收藏者，2013 年
11 月 20 日温州日报文化周刊收藏版曾刊登《百砚千
姿，文房之宝——乐清藏家省博物馆举行古砚展》，
介绍乐清籍古砚台收藏家方肖鸣，而鹿城书协副主
席潘秀益也是其中之一。2014 年，潘秀益去徽州旅
游，无意撞见一方老砚台。或许是自身热爱书法的
缘故，他对充满神秘感和历史韵味的砚台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于是他买了一堆有关的书进行研究。不
久后，他去广东出差时，寻访当地砚台名家，收入了
第一方端砚。
“在中国所产的四大名砚中，尤以广东省端砚
最为称著。”潘秀益介绍道，端砚以石质坚实、润
滑、细腻、娇嫩而驰名于世，用端砚研墨不滞，发
墨快，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
色经久不变，端砚若佳，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用
手按其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故古
人有“呵气研墨”之说。
收藏入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吃亏”
“受骗”似
乎是每一位新手的必经之路。2015 年，潘秀益在成
都买了一方端砚的“老坑”，赏玩几次之后发现其实
不是
“老坑”
，而是
“冚罗焦”
“
。看多了，
学多了才懂门
道。
”那段经历在潘秀益看来，
是宝贵的学习过程，
也
是他进一步打开端砚世界大门的过程。
潘秀益钟爱端砚是因为就端砚文化而言,一是
砚本身积淀的器物文化，如石料、工艺、行制等变迁
与发展。二是砚外的文化，端砚之美引发出的诗词
歌赋铭文等艺术气息。
“一方好的端砚，好的寓意少
不了。”潘秀益说，每一方砚台都需要经过砚工对砚
璞的因材施艺，因石构图，根据砚璞的石质，去粗存
精，考虑题材、立意、构图、形制以及雕刻技法。寿
桃、仙鹤、松树、福禄寿、神龟等题材雕刻创作，表示
人们对富贵安康、健康长寿的祝愿。荔枝、桂圆、核
桃、鲤鱼、竹节等为题材的设计，象征人们对个人成
就和仕途前程的向往与祝愿……
端砚的文化内涵丰厚，近年来加上政府限制砚
矿的开采，
变得特别稀缺，
市场价越来越高。
“端砚门
路挺深，
如何识别是一门学问。”
对于古砚的收藏，
潘
秀益有六字诀窍：
看、摸、敲、洗、掂、刻。
潘秀益说，看，就是看砚的品质、工艺、品相、铭
文、装饰以及新旧程度和修理与否等。古砚如果经
过修补，
其补过胶的地方会比四周显得亮些。摸，
拿
到一方砚台后，
用手摸一摸，
感觉是否滑润。上佳古
砚给人的手感犹如抚摸婴儿的皮肤一般，给人光滑
细嫩的感觉。老坑端砚呈紫蓝带青色，
色彩丰富，
浑
厚凝重，石质温润如玉，幼嫩、滋润。洗，选好砚
台后，要将其墨痕洗掉，还其本来面目。经过清洗
的砚台，收藏者可以更容易看清砚台是否有伤痕或
经过修理过的痕迹。掂，用手掂量砚台的分量。同
样大小的砚台，重
者为上品，轻者稍
差。刻，一方砚台
的优劣，首先应考
虑的是石质的好
坏 ，其 次 才 是 琢
刻。精湛的雕刻工
艺无疑可以提高砚
台的身家，因材施
刀来雕刻它的内
容，保持着内容与
形式的统一。
圆形端砚
潘秀益甚至自
己雕刻了一方砚
台。由于其父亲为
刻青石的艺人，主
要是刻坟石刻碑记
之类，由此他从小
也学会刻石，2018
年他去广东买了端
溪坑仔岩石料，买
了刻砚的全套工
具，先用切割机切
掉边角，再在广东
师傅的示范下，自
己画图，自己动
手，手工刻成。
6 年来，潘秀
益收藏了 150 多个
砚台。这些砚台代
潘秀益自己雕刻的
表不同的历史，有
端溪石砚台
着不同的神态和语
言。谈及收藏感
受，潘秀益笑言：
“收藏主要是为了
自 用 。” 潘 秀 益
说，收着收着就想
探索更多，从而结
识了国内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平日
论墨谈砚，无疑是
一件美事。
风字歙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