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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改道》入选文旅部
重点扶持作品名单

日前，由安徽省文化馆、蚌埠市文化馆创排的小
品《改道》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 重点扶持作品名
单。 《改道》取材于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交
通话题， 讲述了规划局长在建设 BRT 快速公交专用
车道工作中，为民着想、为民谋利 、为民办事的感人
故事，刻画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真实形象，诠释了
“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 近年来，全省群文系统紧紧
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辛勤耕耘，用心创作了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精
品力作。 （文讯）

“窑火”映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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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范岗镇有着丰富的瓷土矿脉， 缸窑烧制技艺传
承至今，催生了一群心怀热爱的制缸工匠，缸窑文化在这里
落地生根———

■ 本报记者 张荷香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最早的陶器都是手工制
作的，并用篝火烧制。 在距离桐城市城西南十多公里的范岗镇，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名叫
月山村，村路边有一个“新东陶瓷厂”，门脸很小，不注意很难发现。只有飘向天空的烟尘，表明这里
有一座缸窑。在科技发达、各种材质的器皿不断涌现的今天，这座缸窑的陶制品仍保留古老的纯手
工制作工艺。

与冰雪相约
■ 晋文婧

中国传统的冰雪文化活动由来已久，留
下了各类古籍文献与文化遗迹。

《山海经》中描绘有“钉灵之国”，据专家
考证，“钉灵之国” 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书
中描述的 “钉灵之国 ”的人从膝盖以下裹着
皮毛 ，如马蹄般在雪地中飞快行走 ，由此推
断“钉灵”应为兽皮制造的早期滑雪板，印证
了我国滑雪运动的悠久历史。 隋唐时期雪上
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对“滑雪板”
的材质 、形制有详细的说明 ；宋代以后的滑
雪运动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 ， 出现了拖雪
车 、堆雪人雪狮等雪上休闲活动 ；清朝是冰
上运动的黄金时期，“冰嬉”“冰床”等活动在
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从古至今，冰雪是北方人记挂的“乡愁符
号”。 北方的一些地区，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
与居民的农业、 生产和生活相关联。 冰雪严
寒，看似是生活的羁绊，实际是生存的珍贵资
源。热爱冰雪，意味着尊重自然、热爱生活，拥
有精气神。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各类雪上民
俗体育活动延续至今， 大众自主参与的积极
性较高，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非遗项目，
诞生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冰雪文化品牌。

书里画外，冰雪世界是南方人憧憬的“诗
意画卷”。正如鲁迅的笔下，北方的雪“蓬勃地
奋飞”，而江南的雪则是“滋润美艳”。 在南方
人心中，冰雪世界少了一份严寒，多了一份唯
美。 与此同时冰雪运动的根基也并不如北方
地区那么深厚。但近年来，南方地区对冰雪文
化的热情和关注有了显著的上升。比如最近，
岳西大别山滑雪乐园第七届冰雪文化旅游节
开启，以“喜迎冬奥会全民上冰雪”为主题，将
举办一系列活动。冰雪这个 IP，正在被更多的
人所认知和热爱。

冰雪文化应当包括冰雪艺术 、 冰雪体
育 、冰雪饮食 、冰雪旅游等等内容 。 新年之
际 ，无论东西南北 ，各地纷纷以 “相约冬奥 ”
为主题开展相关活动， 为 2022 北京冬奥会
增添文化要素。 冰雪文化，展示的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呈现的是一种积极 、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冰湖腾鱼 ， 是一场年度大戏 ； 冰灯妖
娆 ，是雪乡的暖色调 ；冰上竞技 ，代表着蓬
勃的生命力……传承这一份文化遗产 ，需
要立足地域特点 ， 提高对冰雪文化的个性
化展示 ；传递这一种生活态度 ，还需要赋予
传统冰雪文化新的生命 ， 发掘冰雪文化的
当代价值。

最美的作品来自人民
———纪录片《云岭的孩子》观后

■ 马梅

2021 年，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倾
力打造了一部纪录片，名为《云岭的孩子》。这部
片子是对人民平凡生活故事的捕捉， 更是对红
色精神代代传承的颂扬， 因而具有了好作品的
底色。

片中体现拼死守护与感恩反哺的鱼水情
深。 《云岭的孩子》中的詹顺子和詹刘氏夫妇，对
于新四军孩子的拼死守护和后来竭尽所能的养
育过程，是纪录片表现的重心。这既是党领导的
新四军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反映， 也是中
国人民善良、守信精神的应有之义，是中华传统
美德、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具体表现———答应
养育人家的孩子，就要尽己所能、倾己所有地做
到，这是中国人的信义。

纪录片并没有停留在一个詹家， 而是巧妙
地做了点和面的处理， 它在以孟皖留和养父母
的故事为主线的同时， 让与她有着同样经历的
新四军将士的孩子也适时地发言， 他们也曾经
被留在百姓家里，被人民群众拼死守护，很多群

众因为保护他们而被杀害。从而，透过这一对夫
妇和所养育的新四军孩子的故事， 我们看到的
是新四军乃至整个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与广
大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

片中拥有平实讲述与传奇故事的工笔书
写。 《云岭的孩子》严格遵守了纪录片创作的真
实真诚原则，不虚构不夸张。詹家夫妇的拼死守
护和深情养育， 以及被养育者———“云岭的孩
子”的代表孟皖留老人的感恩反哺，这是纪录片
的核心事实， 纪录片主要采用了当事人、 知情
人、研究者平实讲述的多维交织、相互补充印证
来客观呈现。当然为了让表现元素更加多元，增
加视听表达效果， 在某些关键信息上也运用了
情景再现， 但这个情景再现没有让再现者正面
出镜， 没有具体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交流互动的
镜头，没有刻意增加戏剧效果。观众看到的是孟
皖留的身为新四军干部的父母抱着她在村里寻
找能够喂奶的村民，然后到了詹家，父母抱着孩
子行走在村里，用了从身后拍的背影镜头，孩子
吃奶的镜头， 只用一点暗色背景中被轻轻摇动
的包裹婴儿的小花被的特写……一切都是平实

的、自然的。
《云岭的孩子》中，詹家夫妇是普通的农村

群众，不识字，误将饱含新四军将士对皖南情谊
和一对父母对于孩子不得不留在皖南的难舍深
情的好名字“皖留”，记作了皖南乡间常见的大
牲畜“牛”，还是“万牛”，认为这个名字好，寓意
病弱的孩子能够长得壮壮的。 这看似啼笑皆非
的善意错误， 恰恰反映了一对没有多少文化水
平的乡间父母， 对收留的孩子胜似亲生的万般
深情。纪录片对这个关于名字的误记，以及其引
起的给孟皖留和母亲相认带来的曲折， 进行了
较细致的交代。 这个误记也恰恰反映了语言学
上安徽南部方言区的声母 n、l 不分的情况 ，更
显得误记的真实可信， 悄悄地点名了泾县的风
物风俗等地理空间和文化特点。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皖南地区的白色恐怖
下， 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及其家属是疯狂地
搜索、迫害。 纪录片通过知情人回忆讲述，详细
还原了詹家夫妇为了保住小皖留所遭遇的生
命危险。 白色恐怖年代是拼死守护，而在相对
平静的生活中，养父母在清苦的情况下总是偏

爱孟皖留 ，孟皖留生病 ，养母连续三四十天衣
不解带地看护 ；家里无法养育孩子们 ，养父母
把亲生大女儿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留下孟皖
留……正是这些平凡的私人历史的细致讲述，
为我们塑造了人民群众的伟大牺牲精神，也正
是这种精神才孵化出了女儿的感恩反哺，才有
了今天的红色血脉赓续和对于红色精神的追
寻与传承。

该片的诗意镜头具有东方气韵。 《云岭的
孩子 》 努力做到了美的价值和美的艺术的统
一。 纪录片运用了克制的虚化的情景再现，意
象般地还原了历史事件，同时又通过空镜头的
点染和反复呈现 ， 实现了东方优美诗意的表
达。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云岭的孩子》在用平
实朴素的访谈与少量的情景再现来还原事实
之外， 每隔几分钟点染一两个景物空镜头，用
壮美的山水和秀雅的江南草木来缓解观众的
接受疲劳 ，激发审美体悟 ，优化纪录片的传播
效果。 比如，用盛开的嫣红杜鹃花来表现泾县
云岭的秀美与红色革命精神；讲述詹刘氏夫妇
自己的孩子夭折，出现的是枯萎的荷梗上部折
断而耷拉一边的干瘪褐色莲蓬特写；生活清苦
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和解说词声画对位的是绿
叶枝头的娇艳的花朵。 还有表现皖南山间云雾
奔腾、稻禾连绵、田畴千里、白墙红瓦的高空下
的远村……有山河之美， 有人间烟火之美，充
分彰显了中国审美旨趣。

纪录片《云岭的孩子》，做到了思想性、艺术
性和观赏性的融合表现， 做到了对于人民伟大
精神的书写，做到了对历史的深沉致敬。

《石牌镇志》入选第六批
中国名镇志丛书

日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第六
批中国名镇志丛书入选名单，怀宁县的《石牌镇志 》
名列其中。 《石牌镇志》共有概述、基本镇情、商贸要
津、戏曲之乡、胜迹遗存、民间艺术、风土民情 、名人
与名镇 、艺文杂记 、大事纪略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和编纂始末等 13 个类目 ， 详实地记录了从北宋建
隆年间怀宁县石牌镇见诸史端到入选全国第二批
特色小镇的千年岁月，为社会各界认识千年古镇石
牌 、了解徽剧和黄梅戏的起源与发展 、谋划戏曲文
化特色小镇建设，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依据。

（钱续坤 张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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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窑大镇仅存一窑
走进这座简陋的窑厂， 只见露天的场

地上一摞摞地摆满了出窑的陶制品， 有粗
笨的大缸、朴拙的油壶、大大小小的花盆和
农村盛米的瓦钵……场地上两三个窑工在
筛土，除了加柴添火的，其他人稍显清闲。
58 岁的窑工师傅邱云平告诉我，春节前这
是最后一窑了，前一天刚封窑。

这座窑叫“邱窑”，邱家一代代传承下
来，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桐城市仅存的一
家窑厂。“邱窑”的负责人叫邱社教，一位有
着 24 年党龄的老党员。 他说，范岗镇有着
丰富的瓷土矿脉， 曾经以古法烧窑制缸声
名远扬，缸窑烧制技艺自康熙元年至今，催
生出一群以缸窑技艺为生， 并心怀热爱的
制缸匠人，缸窑文化便在这里落地生根，世
代相袭。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是当地缸窑厂
最红火的时候。 全镇大大小小的缸窑厂数
十个，每个窑厂都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
繁荣景象。其中，处于镇中心的范岗镇新东
窑厂是当时的桐城县最大的缸窑厂， 厂里
的工人有数百人，窑厂里有两座窑，可以容
4000 件陶坯，每年铸造出数十万件的缸窑
用品， 从最初缸坛摆件到民用大缸和地缸
等，其日用品和工艺产品畅销国内各地。

老窑工窑前话制陶
“邱窑”目前仅有缸窑烧制工人 10 名

和一名和泥工，年龄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
也有 52 岁。 他们手艺大多祖传，现在成了
这里缸窑工艺传承的最后守望者。

今年 69 岁的工匠夏叶林， 从事缸窑烧
制已有 54 年。 他说，制陶工艺从原料的配
制到坯件的制作，以及窑品的烧制，一般要
经过十余道工序， 而且每一道工序都十分
讲究。如原料的配制，所用的黏土要有筋骨
和黏性，再经过破碎、按配方加入配料、搅
拌等多道工序，原料的水分要适中，不能掺
有杂质。一窑的陶制品，往往要经过一两个
月的坯件加工，几天几夜的烧制，两天的冷
却，才可以出窑。烧窑的时候，火候的掌握、
时间的长短全凭经验把握， 只有经验丰富
的窑工才能把握好。

窑工又分为盘窑工、烧窑工、出窑工、
装窑工等。 每个工种分工细致，责任明确，
各司其职。然而在现在的“邱窑”，由于工人
少，缸窑工匠要身兼数职，既要制作陶器，
又要出窑盘窑。 装窑、 出窑是既脏又累的
活，考验着窑工们的意志。特别是三伏天出
窑，炙热的陶器，再加上较高的外部气温，
龙窑如同一个密封的蒸笼， 五十多度的高
温蒸得窑工汗流浃背。

古人说：“窑工、打铁、磨豆腐”，天下第
一苦。最初，这些工匠选择缸窑烧制可能是
为了养家糊口，时间长了，他们便对缸窑倾
注了依恋和情感，难以割舍。

制作就是与陶器对话
70 岁的李付得 ， 是窑厂最年长的窑

工。 20 岁开始从事缸窑烧制， 做了 50 多
年。 老李认为每件陶器都有生命、有情感，
制作的过程，就是与它们对话。他说自己这
辈子只会玩泥巴，只要自己能干动，会一直
做下去。窑工闫远飞今年 66 岁，从 13 岁开
始从事缸窑烧制已经 53 年。 他说，自己热
爱这份职业，虽然又脏又苦，但看见一团团
泥巴最后变成一件件器皿和工艺品， 是一
件很欢乐的事。 65 岁的江新成，从事缸窑
烧制 50 年，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工资虽不高，但能养活自己。每做出一件陶
器，都很有成就感。他希望缸窑产业能得到
政府各方面的支持， 把缸窑烧制技艺一直
传承下去。

可能是传统工匠在制作每一件作品
时，需要平心静气，需要耐力和专注心。 记
者接触这些老窑工， 发现他们脸上呈现的
都是一种和善、从容、淡定的笑容。 虽然平
时他们干的是重活脏活和累活， 但从他们
身上看不到一丝丝戾气和暴躁。

穿梭在工匠简朴的工作间， 领略陶器
原始的魅力，深切感受到一种平静之美。他
们为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展示一种慢生活，
极富艺术感染力。

缸窑烧制工艺亟待保护
“邱窑”采用都是纯手工制作，所产出

的陶制品虽然有一定的实用性， 但外观都
很粗拙。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各种金属制
品、玻璃制品、塑料制品等逐渐代替了陶制
品，陶器市场逐渐萎缩，缸窑厂开始走向衰
落。 邱社教说，有时候釉都很难买到，制陶
工艺濒临着消失的命运。

环顾缸窑厂四周， 是几排土坯房和一
座“老态龙钟”的龙窑，出窑的陶制品大多
堆放在露天场院上。 说到缸窑烧制工艺的
未来，邱社教说，缸窑文化承载着一代代人
的记忆，不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 “‘邱窑’
如果没有这些老窑工的坚守， 早就关门大
吉了。能否建立起一支年轻的窑工队伍，传
承范岗缸窑文化？”这是老邱日思夜想的问
题，缸窑工人的辛劳以及微薄的收入，是年
轻人不能接受的。 然而，工匠之手，可以将
不起眼的泥土变成千家万户珍视的生活器
具，也可以让泥土成为独具韵味的艺术品，
传统工艺需要融入现代生活， 需要走进年
轻人的视野。邱社教说，希望烧制缸窑技艺
能够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搭乘时代
的快车，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马鞍山“江南之花”活动
成为全国文化品牌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公布
了 2021 年全国“百姓大舞台”网络群众文化品牌活动
入选名单， 马鞍山市文化馆选送的马鞍山市第 36 届
“江南之花”群众文化活动榜上有名，这也是我省唯一
入选的品牌活动。 “江南之花”创始于 1986 年，是由中
共马鞍山市委宣传部、马鞍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马
鞍山市文化馆承办的一项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已连续
举办了 36 届。2021 年的“江南之花”紧扣“歌盛世 颂党
恩”这一主题，当地近千个合唱队、数万名群众和干部
职工共同参与。 据悉，全国共有 125 个群众文化活动入
选，该活动专题已在国家公共文化云上线。 (文讯)

（本栏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