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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画又被称为“绿色环保艺术
画”，采用天然芦苇，通过手工剪、烫、
贴、润等十几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

在乌梁素海湖畔，手工艺人们
用这里的芦苇作出了大文章，他们
精益求精，将民间传统工艺与现代
装饰艺术相结合，创作出了自然生
动的乌梁素海芦苇画代表作。这些
画内容丰富、色彩绚丽，具有浓郁的
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 ——编者

□文/图 本报记者 徐跃

卓资县境内山川秀美，风景迤逦，这里
的熏鸡美食同样闻名遐迩。卓资熏鸡历史
久远，在内蒙古美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想
要了解它的故事，找寻最地道的熏鸡文化，
就一定要到卓资熏鸡博物馆去看一看。

卓资熏鸡博物馆位于卓资县城内，分 3
层 8 个展厅。一层大厅的中央，红润鲜亮的

“熏鸡 ”雕塑坐落在一座平顶的“桌子山 ”
上。背景图《百鸡荟萃》中有 100 个鸡的形
象，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大厅顶部是由 18
个方格圆底造型组成，映衬出 18 只鸡的不
同姿态，个个形象逼真、神采飞扬。

走进鸡文化展区，一面墙壁颇为抢眼，
上面镌刻了“鸡”字的不同字体，阴刻阳刻共
61 个，有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隶书、草

书、行书、楷书，也有创意字体。
从古至今，鸡一直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动

物，“家鸡是人类的亲密伙伴。”“母鸡是称职
的妈妈。”“公鸡是黎明的使者。”，因此在陈
列的瓷器、刺绣、邮票展品上随处可见鸡的
身影。橱窗内陈列着鸡的羽毛制品，多种多
样、色彩艳丽，有羽扇、野鸡翎、鸡毛掸子、鸡
毛毽子、羽毛条⋯⋯

在复原场景展厅，模拟建造了几个当地
农户常见的鸡窝鸡舍，有陶制的，也有砖制
的，还有竹篓编制的，造型简单、经济实用。
农村街景的透视图里，村落街道边、矮墙上、
树荫下，都有家鸡的身影，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馆内还模拟了卓资县养鸡园区内兴建
的现代化养鸡场。视频中介绍着现代化养
鸡技术，从鸡的喂食到鸡蛋的收集，再到鸡
粪的清理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其中，早年熏鸡作坊的复原场景最令人

印象深刻。一组微型雕塑展示了卓资山熏
鸡传统的制作场景，从鸡的散养到售卖品尝
都活灵活现地展示在大家眼前。卓资熏鸡
色泽红润、味道鲜美、十里飘香，吸引了周边
各地的顾客争相前来购买。

在卓资熏鸡博物馆，有一个展区是专门
介绍熏鸡工艺的。在一个巨型调料盒里，有
熏鸡加工所需要的 20 余种调料。一个个人
形雕塑场景再现了熏鸡加工的主要工序：宰
杀、褪毛、人工脱毛、清膛、清洗、定型⋯⋯

1934 年，李珍师傅继承本地传统的卤制
工艺，结合熏制技术，经过长期探索研究，创
造出了卓资山熏鸡独特的制作工艺，第一只
熏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

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卓资熏鸡的故事，据
当地人讲述，熏鸡曾经立过战功。曾经有一
个人把 4 根雷管藏在吃了一半的熏鸡腹中，
警察搜查他的时候，他把一只整鸡贿赂给警

察，成功地把情报传递了出去。还有在解放
战争时期，贺龙曾率领部队解放卓资山，卓
资山老百姓以当地名食熏鸡犒劳士兵。

卓资熏鸡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解放初
期，卓资山熏鸡加工户只有六七家。公私合
营后，当时规模较大的李珍店加入国营食品
公司，人们凭票排队购买熏鸡。

1951 年 9 月，卓资县大榆树乡的“拥军
模范”孟玉荷赴北京出席会议，受乡亲们嘱
托，带两只熏鸡送给毛主席。这份厚礼虽然
被工作人员婉言谢绝，却表达了卓资人民对
祖国的一片赤诚。

一座山、一只鸡、一个品牌，1956 年在中
国食品公司举办的全国熟制品博览会上，卓
资山熏鸡与“德州扒鸡”“道口烧鸡”一并荣
获全国“名鸡”的美称。1958 年，卓资山熏鸡
又获得国家商业部优秀产品奖。

卓资山熏鸡有口皆碑。据传1958年夏天，

一位河北客人从卓资山买了7只熏鸡，旅途走
了 10 天，到家后熏鸡居然美味如常，引起轰
动。卓资山熏鸡保鲜保质的过硬品质，一传十、
十传百，让这一来自内蒙古的美食声名远扬。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住在车站对面向
阳巷的人们，看到大量熏鸡从卓资山火车站
售出，便开始加工出售熏鸡，逐渐形成了有
名的“熏鸡一条街”。

2013 年 4 月，卓资山熏鸡制作技艺被列
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 年 1 月，
有关专家重新设计并注册了文化内涵丰富
的“卓资熏鸡”商标。2017 年 8 月 26 日，卓
资县成功举办了首届“熏鸡美食旅游文化
节”，万人品尝千只卓资熏鸡。

历史百年，闻名遐迩。卓资山熏鸡让越
来越多的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到了熏
鸡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内蒙古饮食文化注入
了一抹回味无穷的熏香。

春秋草原

卓资山有座熏鸡博物馆

卓资熏鸡受到各族同胞的喜爱。 卓资熏鸡博物馆雕塑。 制作熏鸡需要 20 多种调料。 熏鸡作坊的复原场景。

□文/图 本报记者 徐跃

苇丛青荇百鸟归，乌梁素海的美，美在水，
也美在苇。而芦苇的美不只在水中，也可以重
组为一幅幅灵动的图画，永远地定格住大自然
的多姿多彩。

乌梁素海的芦苇画

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乌梁素海，
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量的芦
苇。从前，人们只知道芦苇能造纸，但是会产
生污染，又不环保。给芦苇找出路，就是给这
里的人找出路。于是，当地人在一根根芦苇中
发现了一种别样的用途。

这个发现就是芦苇画。没见过的人也能
猜到，芦苇画就是用芦苇制作的画。当然，这
可 不 是 简 单 的 拼 凑 ，而 是 一 门 学 问 ，一 种 工
艺。从事这项工作不容易，要与芦苇真正有感
情的人才能胜任，从小生长在乌梁素海边的连
军强就是这个合适的人选。

连军强从小就喜欢用芦苇学着编制各种
有趣的东西，铲芦苇、拉芦苇是他最熟悉不过
的事情。他曾见过乌梁素海当地人用火钩在
芦苇编织品上烫画，虽然工艺比较简单，但是
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他总想用
芦苇做点什么。

网络的普及，让他浏览到关于河北白洋淀
地区的芦苇画远销国内外的消息，他的梦想再
次被唤起。

“乌梁素海遍地芦苇，有着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我们也可以制作芦苇画！”

凭着这样的信念，连军强开始查阅大量的
资料，详细了解芦苇画的制作流程，经过一段
时间的研究，连军强更加热爱芦苇画了。

后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河北白
洋淀拜师学艺。几经打听，他找到了河北省工
艺美术大师、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
永乐，并成为了他的学生。

学徒的生活是艰苦的，要坐得住，为了梦
想他都一一坚持了下来。经过两年多的潜心
学习，他终于学成归来，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
的芦苇画制作者。

2015 年连军强的芦苇画《草原骄子》获得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与旅游产品大赛二等奖，同
年 该 作 品 被 蒙 古 国 国 家 艺 术 团 永 久 收 藏 。
2017 年，芦苇画被列入巴彦淖尔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这一年他的大幅作品《清明上河图》
又荣获巴彦淖尔市民族工艺设计创意大赛一
等奖。此后，他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作品《连年有余》《荷花情》被内蒙古展览馆收
藏，《胡杨林系列》荣获自治区工艺美术大赛

“飞马奖”银奖。

天然绿色纯手工

乌梁素海芦苇画，作品题材广泛，地域特
点强，整个画面 80%为芦苇画自然色，20%是
通过熨烫碳化制作而成。它以芦苇的叶、杆、
花穗为原料，因为植物自身的特点，可以长期
保存。

芦苇手工艺术画的题材内容可以分为风
景、人物、动物、花草植物、模仿名人字画等几
大类。具体制作步骤并不多，但每一步都体现
着制作者的技艺能力。

第一步是选料，就是根据要制作的内容选
择芦苇。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它直接影响到
制作进度和表现出来的最终效果；第二步是截
段，就是根据已选好的芦苇原料，用快刀将认
准的部分一节一节削取下来；第三步是划口，
是用刀子随意将截好的苇秆一侧割开；第四步
是浸泡，用水将截取好的芦苇段完全漫过，浸
泡大约 10 分钟左右；第五步是整平，这个过程
简单来说就是要把芦苇秆转变为美术基础里
的点、线、面三要素；第六步是拼贴、剪刻，装裱
后即可制作完成。

“分解是最难的，需要对整幅画进行整体
的把握。而烫是最细致的，一幅画质量的好
坏，全在于熨烫。”连军强说。

细加工则需要进一步将整平的芦苇原料，
进行刮皮去薄、或刻成丝、或剪成毛、或与纸拼
对粘合。最后根据已设计好的芦苇画稿，再进
行造型、组合叠压等工艺流程，现在连军强制
作的芦苇画大多是细加工的。

芦苇画的上色最为讲究，颜色是运用土布
制作方法上色而成，都是纯天然的。

“我们制作最难的一幅作品是《清明上河
图》，3 个人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连军强介绍
说，制作芦苇画格外耗费人工，鸟兽的皮毛需
要一点一点地剪，颜色需要仔细地上，分层次
粘贴也考验着耐心。如今，随着生产工艺、技
术的改进提高，芦苇画的市场也在慢慢扩大，
芦苇画开始走向海外市场，且身价逐步攀升，
从原来的几十元一幅到现在的数万元，芦苇画
市场逐渐成熟，高水平、高难度的大幅高档芦
苇画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

用芦苇绘就美好生活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为了让更多的人
了解芦苇画，把芦苇画技艺传承下去，连军强
带领当地人一起将这项事业做到了极致。

2015 年，他在乌拉山镇的一个废旧学校里
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团队。一边手把手地培养
徒弟，教他们尽快掌握每一个步骤；一边设计
制作生产设备，让作品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

刚开始，他们费尽心血制作的芦苇画不被
认可，人们觉得芦苇不值钱，画作也没有升值空
间。但他从没想过放弃，普及芦苇画的价值就
像是他的责任，他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凭着对芦苇画的热爱和执着，以及政府和身边
朋友的支持，连军强的芦苇画逐渐有了市场。

连军强说：“我们不仅进行线下宣传，参加
区内外展览活动，还通过网络进行销售，扩大
销售渠道，逐渐改善了销售难的问题。”

如今，他的团队已经成为集设计研发、加
工制作、销售推广、技术培训为一体的专业队
伍。他们的芦苇画销往全国各地，一幅大型作
品可以卖到上万元。

2019 年以来，他们还在乌拉特前旗成立了
“芦苇画传习基地”和“芦苇画文旅产品创研基
地”，融合开发芦苇衍生产品，制作出四连幅画
芦苇画和芦苇画屏风等创新产品。“在乌拉特
前旗特殊教育学校，我们还举办了‘非遗进校、
携手同行’芦苇画培训班，长期对学员进行免
费培训。”连军强说。

下一步，他计划把芦苇画做成具有巴彦淖
尔特色的旅游产品投放市场，成为人们收藏、
馈赠的首选。用老乡的话说，就是“让芦苇走
上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连军强见识过水质清澈的乌梁素海，也见
过 2008 年水质浑浊的时候，几年来的污染治
理，水质改善，他都看在眼里。连军强说，他最
大的梦想就是让周围的农民人人会做芦苇画，
带动他们致富。同时，他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
继承者，把芦苇画的技艺传承下去，创作出留得
住的文化产品，让芦苇画成为巴彦淖尔的特色
产业，甚至成为内蒙古伸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想法，就是通过
芦苇画，让人们更加注重环保，把这种廉价的、
丰富的芦苇资源利用起来。同时，通过这种环
保产品，让我们乌梁素海的水变得更加清澈，
环境变得更加美好。”连军强说。

一根神奇的芦苇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之芦苇画

芦苇画屏风。

芦苇画摆件。

四连幅画。
芦苇画《温情》。

芦苇画《天赋河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