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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名专栏

盘根故土“永嘉红”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月初换届

——画家大翁的家乡情结

小潘

庄千慧
一番番乡土情结的抟聚，一步步推进着他艺术的探索和境界的升华，
这
是被画家大翁创作实践所证实了的“定律”。从青睐乡亲的红柿子，到爱好
山乡的八哥鸟；从不忘瓷艺的本色，到钟情楠溪山水、着意温州公园路古街
增植文化元素……家乡的风物情愫，韵味隽永，
牢牢盘结于大翁乡土之根的
理念中，塑造了大翁文化写意的灵魂。

一

二

欣赏大翁的画，就像在拾掇一位艺术
家一束束乡土生活的灵光。乡土生活是
艺术创作的沃壤，我们看到，大翁将得之
于其中的艺术灵性，在创作生涯中释放得
淋漓尽致。大翁少年时曾在永嘉罗东跟
工匠学习制瓷技术。拥有了扎实的书画
功底后，不囿于一艺之长的大翁决心翻翻
自己艺术生活的底色而作艺术开拓。大
翁来到瓷都江西景德镇，开始探索瓷画融
合艺术创新路子。
画瓷板画有诸多约束，画家面对瓷板
要悬腕作画，难度高，而且瓷器烧制成功
率低等等，这是大翁艺术创新的感受。但
是经过他不断的尝试，不停的借鉴，潇洒
的笔墨还是完美地传达了他的写意精
神。他说，著名的元代瓷器“鬼谷子下山”
就有写意成分。他笔下的楠溪红杮林、八
哥鸟等成功跃上瓷面，体现了一位画家的
主观情感和艺术个性，写意作品中传统水
墨的无穷魅力，就像他心中乡土情怀的记
忆，非但一点也没有流失，而且还对瓷画
艺术的发展增色不少——此前，原来中国
美协没有陶瓷工艺这一专项，因为大翁在
瓷画方面的成功探求尝试，增益了美术的
共性成分，陶瓷的美术方面价值得到业界
的认同而在中国美协拥有了一席之地。

三
去年 7 月，大翁偶尔经过温州市区公

园路，看到公园路正在进行文化街区改
造，触目处，那沿街一幢幢错落有致、尺度
空间恰适的传统居宅突显于街区，一下子
诱发了大翁审美思维的回归——似曾相
识旧家庐，浙南乡土风格的民居，其艺术
含义是多么的丰富呵！于是，大翁自己筹
措资金，在临街一条廊道深处，租用一间
二层砖木结构老宅，建起了“大翁艺术”创
作展示场馆。
须知，大翁这次回归入驻公园路，体
现的正是艺术之树对于根的留恋。据了
解，目前，以大翁的艺术造诣和名气，全国
多个城市向他频传美意，以丰饶的物质代
价，邀请他前往落户。像山东临沂市领导
了解了大翁的艺术成就后，提出给他盖艺
术馆，给他住房，让他全家落户，盛情邀请
他前往该市。诸如此类，大翁无心顾及。
而对于家乡温州，大翁宁可自己掏腰包而
不请自来。
大翁这种乡土情怀自然引起温州市
领导的关注和高度重视，在公园路“大翁
艺术”展示馆开馆挂牌之际，市领导欣然
前来为其揭牌。
在这“大翁艺术”创作展示馆区，大翁
将向市民和参观者展示自己的书画、瓷画
艺术的魅力，同时他还将立足这个空间，
从事他正在进行中的“陶瓷与美术结合的
价值”等学术课题研究，并开展美术、书法
创作活动，让自己的艺术水平，达到更高
境界。

大翁 作

乡土情怀对于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
形成和培养，有如渗透到一个人的基因深
处，它杂糅于生活的细节里，含藏于相关
生活领域中。大翁生活阅历丰富，视野开
阔。他从小生活于乡村，山乡风云舒卷，
山色晨昏，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在他大脑
的记忆里烙印深刻；他学过家乡土陶粗瓷
制作，体验过楠溪深处古街民居风情……
一旦这些捎带着乡土风情的感受伴随创
作灵感而宣泄而出，那便会形成一种洒脱
无羁酣畅淋漓的艺术和人生写意。
检点大翁的创作履历，有一处乡土生
活中提炼出来的创作主题，让人领略了他
凝炼和传神的创作功力，那就是大翁笔下
的八哥鸟。
永嘉山乡百鸟呈祥，生活气韵生动。
或许生长于山区的大翁见惯了房前屋后
的八哥鸟，这种鸟儿便成了他撬动艺术创
作提升的支点。大翁开始学习前人的成
功做法，他把自己的艺术追求目标，定位
于与上代大师比肩——郑板桥画竹，徐悲
鸿画马，齐白石画虾，黄胄画馿，我大翁就
画八哥。于是他时刻留意家门口八哥的
出没行踪，用眼睛仔细去捕捉这山野的精
灵。后来他干脆购买了七、八只八哥进行
饲养，和鸟儿一起生活，天天和八哥打照
面，仔细观察八哥的生活习性和动作，用
笔墨描摹八哥的各种姿态，在生活的“禅
定”中寻找艺术的“写意”。十年，大翁专
注八哥，任笔墨在胸臆滋溢；十年，他终于
画好了一只八哥。大翁笔下的八哥浓墨
重彩，形神兼备，
“ 八哥图”画面疏朗而无
冗杂，直追古人雄健简朴之风而特具质感
和立体感。大翁也由此在美术界获得“当
代八哥第一人”的雅号。

大翁在创作中。

《八哥图》

金大翁生长于永嘉楠溪江与瓯江交
汇处的东山脚下，少年时乡村生活的耳濡
目染，在他记忆的积淀中，累积成为艺术
创作“发酵”的原料。大翁画山画水，画花
鸟画人物，虽说他目前的笔墨丹青意象高
迈，但他自身艺术创作的滥觞，无不来自
从小积累的点点滴滴乡土情怀。关注大
翁创作动态的人会注意到，近年来，大翁
的笔墨着力渲染的，就有家乡永嘉山区的
红柿子。柿子树扎根家乡沃土，汲清泉而
结硕果，大翁的认识中，根的意蕴是多么
的深沉。大翁壮年之时天南地北遨游于
艺海一圈，回到家乡秋林中重新审视家乡
的柿子树时，他发现家乡熟悉的柿子树对
于山乡的现实意义和被自己忽略的美。
成熟季节，橙红的柿子挂满枝头，似照亮
村民美好生活前景的灯笼，寄托着父老乡
亲几多的生活希望。
于是，大翁手中的画笔开始专注家乡
的柿子。柿子成熟的深秋季节，他每每从
江西景德镇等处特地赶回来，驱车来到永
嘉东皋等柿子
产 区 ，进 行 写
生。多少次，
他在寒风中凝
神端坐杮树林
下 ，从 艺 术 观
察 的 视 角 ，静
静 地 审 视、观
照、摹写，柿子
果树的美获得
他的重新认
知 ，柿 树 落 叶
缤 纷 ，展 露 铁
骨 虬 枝 ，老 气
横 秋 ，成 熟 的
柿 林 结 构 ，如
一道经过成功
设置的艺术创
作 课 题 ，以 其
削繁就简的实
物标准为参
照 ，任 由 大 翁
在欣赏中去刻
画。日复一
日 ，家 乡 的 柿
子 ，终 于 在 他
的笔下呈现简
朴 多 姿 ，意 趣
横生之态。就
《永嘉红》 大翁 作

从这几届的温州文博会来说，大翁在会场
建展馆，借展览刻意突出的是红杮子。展
馆里张挂的是大幅大幅丰硕的红杮子作
品，展馆的壁墙上、通栏透顶都垂挂着橙
红橙红的大杮子——大翁绘好杮子作品，
拍照，再把作品制作到展馆的塑料壁墙
上。放大了的杮子橙红亮艳色泽欲滴，诱
人嘴馋，大翁把这写意作品取名叫“永嘉
红”。他用深沉的笔墨，呼唤家乡父老乡
亲生活红红火火。
目前，虽然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大翁
画柿子能给当下的永嘉父老乡亲带来多
少经济效益，但他毕竟将这“永嘉红”洒向
全国，将乡土产物，搬上了高雅的艺术殿
堂。

本月 9 日，温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顺利换届。
蔡贻象当选为新一届市评协主席，孙良好、金丹
霞、张宏良当选为副主席。
市评协成立于 2016 年 8 月，是我市文艺评论爱
好者自愿成立的专业性社会团体。四年来，市评协
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领导下，在上级评协的关
心指导下，凝聚全市文艺评论界的正能量，为温州
文艺评论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市评协属于综合性的新型协会，四年来，协会
通过积极拓展服务会员手段，不断充实壮大文艺评
论队伍，现有会员一百多人，创作内容涉及文学艺
术的方方面面。协会带领会员主动参与市委宣传
部、市文联举办的众多重大文艺活动，开展了一系
列丰富多样的文艺评论品牌活动，结出了丰硕的成
果：成功举办了两届温州市文艺评论大赛，一批文
艺评论优秀作者和佳作脱颖而出；先后正式出版发
行两辑温州文艺评论集 《温州的声音》，汇集了近
年来有代表性的温州文艺评论力作一百多篇；协会
组织会员参加第四届浙江文艺评论奖，傅守祥的评
论 《武侠电影的审美偏差与侠义精神的失落——从
张艺谋的 《影》 说开去》，荣获第四届浙江文艺评
论奖文章类二等奖，并获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
个一批”人才。其《欢乐诗学——泛审美时代的快
感体验与文化嬗变》荣获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
艺评论优秀作品。
蔡贻象代表新一届协会班子表示：今后五年，
协会将继续围绕中心工作，立足温州本土，拓宽平
台，不断为文艺的温州现象鼓与呼，力求在新载
体、新人才、新作品的打造上开创新局面。

城市书房点亮
瓯北“阅读之灯”
丁硕
日前，永嘉瓯北城市书房礁下分馆试营业，成
为周边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日常好去处，自此，瓯
北城市书房共计建成开放 4 家。据悉，今年，瓯北
街道还规划建设 1 家城市书房，并于近期动工，旨
在为市民生活更添文化气息。
近年来，瓯北街道整合文化资源，在推进文化
服务均等上下足功夫，以打造城市书房为支点，将
文化资源延伸到基层，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目前瓯北已建成的 4 家城市书房，各具特色、各有
亮点。如 2018 年 10 月建成的瓯北分馆面积达 230
平方米，藏书 1.5 万余册；2019 年 7 月启动的滨江
公园分馆有别具匠心的“阳光房”，采用了玻璃门
及落地窗的设计，颇为洋气；2020 年 10 月开放的
双塔分馆则图书门类丰富，馆藏少儿绘本数量多，
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前来阅读；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试营业的礁下分馆位于瓯北最西部，临近工业区，
书房的建成为周边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了丰富的
精神食粮。
据介绍，瓯北城市书房均采用无人管理的自助
服务模式，读者可凭身份证、市民卡在自助借阅机
上方便快捷地完成办证、借书、还书、续借等手
续，以自助借阅为例，一般来说，30 秒即可完
成。各家城市书房还实现了图书的“通借通还”，
在温州市内任何一家城市书房、农家书屋、图书分
馆借阅的图书均可进行异地归还。

“温州文学记忆”有奖征文

一个小县城的黄金时代
——文成县文学创作现象回眸

严东一

者队伍，通过宣传、发动、联络，广交朋友，
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创作队伍。
“ 提质”是
据《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称:“文成
提高作品质量。举办各类作品加工班、笔
县，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核准以瑞安、泰
会，邀请上级文化部门老师来文授课、指
顺、青田三县边区析置。”这个被人称为“三
导。于是，在 1982 年 7 月的一天，我们在县
等小县”的“新生儿”，因建县时间迟而“先
总工会四楼召开有 264 人参加的全县业余
天不足”，又因国家投入少而“后天失调”。
创 作 会 议 ，年 龄 最 大 的 60 多 ，最 小 的 12
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温饱尚成问题，何谈
岁。有人形容这次创作会议，是“忽如一夜
文学创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尔后，我们定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繁荣文成文学
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笔会，市文
的工作终于拉开序幕。
联、
《文学青年》编辑部都派人来指导、授
1981 年冬，我有幸被借调到文成县文
课。陈又新、马骅、渠川、沈沉、吕人俊、庄
化馆，负责全县文学创作及油印刊物《山
南坡、吴天林等老师都来过。我至今还保
花》的编辑工作，见证了文成县文学发展的
存着时任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又新老师回复
重要阶段。
我约稿的信件。陈老师在信中风趣地说:
县文化馆主办的文艺刊物创刊于 1972 “今一效张打油之风格，熬三小时又另之灯
年，原名《文成文艺》，1977 年改为《文成文
电，始成歪诗一首，附信奉上，敬请指正。”
艺演唱资料》，为单一演唱资料的不定期刊 “吴军部长也已答应赋诗一首，不日寄上。”
物。1980 年更名为《文艺资料》，为 16 开油 “潜修同志请代问好！”市文联对我们的重
印本，兼刊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1982 年
视、支持，
由此可见一斑。
正式定名为《山花》杂志，
为 16 开油印本，以
在县、文化主管部门及学校有关单位
文学作品为主。1984 年转为铅印小报，自
的重视支持下，我县业余创作队伍从 1979
定名为《山花》。那时，动笔的人不多，写的
年的 50 来人发展到 1984 年的 300 多人，杂
也大多是一般的演唱资料，能登上大雅之
志来稿数也从 1979 年的 130 余件增加到
堂的小说、诗歌、散文，寥若晨星，似乎还是
2348 件。其间，先后成立了以严东一为社
未开发的处女地。
长的泗溪文学社，王珏玮为社长的清风诗
社，奔流文学社、月季花文学社、文昌阁文
学社也相继成立。为提高自己的业务水
一
平，我报名参加了“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
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来稿不多、质量一
讲座”
、
《长城文艺》刊授和市文联组织的文
般的实际情况，县文化馆适时提出“扩量”
学青年函授创作中心学习。那本由茅盾先
“提质”的工作方针。
“ 扩量”是壮大业余作
生题写刊名的《文学青年》，曾经令我激动

不已。1983 年 10 月，我还参加了浙江省群
众文艺创作辅导干部讲习会，同去的有市
群艺馆李涛、瓯海叶葳、乐清刘瑞坤、瑞安
李道林、永嘉谷尚宝等。

二
为繁荣我县文学创作，有关部门相继
出台了奖励政策。首先是文成县教育委员
会，在 1985 年上半年率先推出文学作品奖
励办法。规定凡在上级报刊发表反映该县
教育系统师生的各类文学作品，奖励同等
稿费；
获奖的，
奖励同等奖金。当年 11 月的
一天晚上，时任文成县县长王吼狮亲自参
加全县重点业余作者座谈会，并表态：从
1986 年 1 月起，凡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各
类文艺作品者，县里奖励同等稿费。这项
经费由县长文学基金会开支。据悉，这是
全市第一个建立的县长文学基金会。
1992 年，旅荷侨胞胡志敏先生出资 2
万元，
设立胡志敏文学奖。
此前的 1989 年底，
经浙江省委批准，
金
邦清同志调任中共文成县委书记。
“文成文
成、无文不成”，新书记对文学情有独钟，高
度重视文化工作，要求尽快筹建文成县文
联。此后不到一年时间，文学、音乐、美术、
摄影等 8 大协会相继成立。1991 年 1 月 5
日，文成县第一届文代会召开，金邦清代表
县委、县政府致辞，市文联领导吴军、刘文
起、吕人俊到会祝贺。刚当选的县文联副
主席项有仁老师敬献贺联：继承传统发扬
传统群策群力文成文艺谋开拓，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一丘一壑洞宫山水写风流。
县文联成立以后，每年举办征文活动
一次，笔会一次；邀请外地名家来文采风两
次。并成功举办了六届“铜铃山杯”全国诗
歌大赛、四届刘伯温诗歌奖、2018 年国际慢
城暨第二届全国诗人改稿会。2014 年起，
县财政每年拨款 50 万元，用于奖励精品作
品，2017 年起提高到 100 万元。对于这个
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来说，简直是天文数
字，重视文学创作可见一斑。2018 年，县政
府还拨款 200 万元，在下石庄建设了 1000
多平方米的全省首个县级文学创作园。

温州民俗图说

舴艋船儿

三
有人说，上世纪 80 年代被公认是文学
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在文成，也同样得
到印证。正是从那时开始，文成的文学创
作走上了快车道。
近年来，文成的文学事业有了新发展：
精心打造全国文学奖项——中国“刘伯温
诗歌奖”，创建《人民文学》文成创作基地、
“中国诗歌之乡”，举行“铜铃山杯”全国诗
歌大赛，举办中国知名诗人作家走进文成
采风创作和诗歌作品研讨会等；出台《文成
县文化精品创作生产扶持奖励实施办法》，
开展了 10 届文化精品创作奖评奖；在文化
精品创作奖的激励和扶持下，800 多人次获
得文学艺术奖个人奖项，50 多部文艺书籍
和 30 多次文艺活动得到资金扶持……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文成籍学者
富晓春。2017 年 8 月，富晓春的《报人赵超
构》出版，
时隔两年半后的今年 3 月，
富晓春
的新作《赵超构书信往事》由文汇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广泛影响。一个和
赵老并不同年代的山里娃，孜孜不倦，潜心
研究前人没有涉及的领域，为研究文学泰
斗赵超构，也为文成的文学创作史增添了
亮丽的一笔。
文以载道，浑然天成。文成，一方有着
深厚历史记忆的热土，一座天生丽质的山
水城，一批文学爱好者正在这里，勤奋书写
着更美的华章。

舴艋船儿，
又称梭船儿，
两头尖尖，
船底椭圆形，
船有好几个舱，
上面覆盖箬篷。除了放置货物外，
还
备有搭客的舱。船舱的下层为贮藏室，
放有棉被、
草
席、柴米油盐等物。这种船吃水浅，只用了几下竹
篙，
船就能上滩上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温州东门
外浦口一带，是舴艋船儿停泊最多的地方，远远望
去，
撑篙林立，
船篷黑压压的一片，
真有
“门泊东吴万
里船”
的感觉。撑船的老大，
多为楠溪山底人或青田
人，
由于长年累月在水上漂，
皮肤皆成了古铜色。他
们将山底的土特产运送到了温州，又将这里的生活
日用品运回山底，一趟来回要有好几天，甚是辛劳。
一只舴艋船儿，
就是他们的一个家，
船头往往都有一
个小缸灶，
这是他们的三餐所在。靠船头的船舱，
是
他们的卧室，所睡的铺板，被擦得溜光滑亮，让人佩
服不已。现今交通便捷，
这种船不见踪影了。
王绍基/图 潘阳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