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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1586838228@qq.com 铸铸牢牢中中华华民民族共族共同同体体意意识识··家园家园

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
枝繁叶茂。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
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8月27日至28日）

【同心共筑中国梦•征文】

□池星乐

驱车进入巴丹吉林沙漠，连片的
梭梭翠绿翠绿地跃入眼帘，让人惊
喜。梭梭生命力极其旺盛，能在沙漠
里牢牢扎根，生长繁殖，蔓延成片，发
挥着防风固沙，减少沙化的巨大作用。

在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苏木，有一
个名叫宝花的“梭梭女人”。21年间，
她像梭梭一样，凭着自己坚韧不拔的
毅力和迎难而上的闯劲，用勤劳和汗
水，创造了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人工
造林十几万亩的奇迹，成为远近闻名
的防沙治沙带头人，更是带领乡亲们
脱贫致富的引路人。她曾获得“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绿化劳动模范”“内蒙
古自治区三八红旗手”“阿拉善盟致富
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

让沙漠绿起来
位于阿拉善右旗的巴丹吉林沙

漠，总面积4.92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
三大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这里曾
经是“如烟黄沙遮蔽日，生机绿木断绝
地”。几十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在当地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历史巨变。这巨变离不开宝花
的付出，离不开“让沙漠绿起来”的梭
梭。

2000年初，宝花和丈夫积极响应
政府退牧还草，异地搬迁的政策，搬迁
到阿拉善右旗浩雅日呼都格嘎查。宝
花没有想到这里的天气如此恶劣，可
谓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当邻
居劝宝花一家人和他们一起离开时，
被宝花一家人拒绝了。宝花坚定地
说：“我要留下来治沙。”

2001年起，在宝花和丈夫的共同
坚守和辛勤培育下，耐旱、耐寒、抗热、
抗风沙的梭梭在漫天的风沙中顽强地
存活下来。经过21年的艰辛付出，梭
梭林从几亩到几万亩再到十几万亩，
昔日的“风沙滩”一点一点的向“绿洲
地”转变，给当地农牧民带来了新希
望。因此，宝花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

“梭梭女人”。
帮大家富起来
梭梭连片成林，挡住了风沙，但

“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的现状没
有改变。但宝花始终坚持“各民族都
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
信念，始终坚持“从黄沙中掘金、从生
态中致富”的初心。

一次，在当地农牧局组织的肉苁
蓉嫁接培训中，宝花眼中闪出“金光”，
她开始琢磨在梭梭根部人工嫁接肉苁
蓉。这样不仅能让种梭梭挡住风沙，
更能让种梭梭填饱肚子。

2003年，宝花嫁接的肉苁蓉破土
而出，试种成功。她便把种植规模扩
大到 300 亩，采挖后卖了 3 万多元。

“宝花靠种梭梭赚大钱了！”这句话在
全嘎查迅速传开。她成了嘎查农牧民
走上转移转产、增收致富之路的先行
者和带头人，带领当地各民族兄弟姐
妺们团结在一起，栽梭梭种苁蓉。浩
雅日呼都格嘎查刘明说：“她想的不只
是个人的发家致富，还想着我们整个
嘎查农牧民的增收致富。”

如今，在嘎查周围，农牧民个人造
林已达50多万亩，种苁蓉8万多亩，仅
此一项，嘎查每家每户年增收2至3万
元，让梭梭林成了人们取之不竭的“绿
色银行”。

（作者为阿拉善右旗党校老师）

扎根大漠的
“梭梭女人”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⑦看看 听听

从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抟土造
人，到红山文化牛梁河神庙女神像，神
用泥巴做了人，人用泥巴塑了神；从先
秦时期的奴隶泥俑、秦汉出土的各种陶
俑、隋唐以后的寺院塑像，到宋元明清
以来各式各样的民间泥塑，无不显露着
雕塑的神工与色彩的光辉……五千年
来，中国泥塑艺术积厚流光、异彩纷呈，
高手辈出、代代相传。

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武家泥塑，是我国泥塑艺术汪洋中的一
朵浪花，在悠悠岁月长河中散发出迷人
的熠熠光彩。

泥塑百态 指尖传承
◎文/图 本报记者 院秀琴

□苏永生

记得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颗粒归
公》，讲的是泥塑大师泥人张为一个爱护
粮食的小朋友捏泥人的故事。

泥塑作为一种发源于民间、取材于自然
的传统工艺，因为其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
表现形式，广受大家喜爱。但是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的
不断普及，泥塑这种曾经承载了过去几代人
美好记忆的传统手工技艺也不同程度受到
了冲击。与现在的动漫、短视频等高科技产
品相比，那些活灵活现、生动传神的泥塑小
玩意儿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吸引人们的眼
球，泥塑技艺甚至面临着传承乏人的困境。

可喜的是，呼和浩特市和林县的武家
泥塑，不但没有在信息社会的大潮冲击下
停滞，而且与时俱进、乘势而上，实现了新
的发展。特别是，武家泥塑得到了当地政
府部门进一步的重视，被确定为自治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为其今后的
传承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泥塑技
艺也不例外。创新是一切技艺得以传承
发展的生命力。古老的泥塑技艺，不仅要
保持传统的制作风格，还要在设计、选材、
配料、涂色、展示、推广等方面不断创新，
创作更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彰显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优秀作品，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在当今的信息世界，传统技艺的创新
与传承，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一方面，
泥塑制作者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提
供新思路、开发新工艺、创作新产品；另一
方面，也要通过互联网渠道，宣传传统技
艺、推介创新作品、开展技能培训。

有关部门也要从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的大局出发，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给予资金、技术、场地、培训、宣介等方
面的支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断创新
中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喜欢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非物质
文化遗产，让泥塑这种传统的土玩意儿，
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让土玩意儿
焕发新光彩

【一言】

匠心传承300余年

惟妙惟肖的泥娃娃、呼之欲出的飞禽走兽、
体现国粹精华的脸谱，这些用泥巴抟练而成的艺
术作品，精致工巧、神韵兼备，它们是时光的载
体，是情怀的传承。这些作品均出自武家泥塑自
治区级传承人武文胜之手。

今年54岁的武文胜，生长在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县舍必崖乡西厂圪洞村，是武家泥塑的第7
代传承人。说起武家泥塑的历史渊源，武文胜脸
上洋溢着自豪和满足的笑容，“我们已经传承了
300多年了！”说着，武文胜向记者展示起使用了
300多年的泥塑模具，模具也是用胶泥制作而成，
上面深浅不一的裂痕和反复粘贴修补的胶布诉
说着岁月的沧桑。

武家祖籍山西忻州，乾隆初年走西口来到和
林格尔县从事农业生产及画匠职业，农闲时，凭
借其画、油、泥塑、裱等手艺走村串户维持生计。
独具慧眼的武家祖辈发现泥娃娃颇受欢迎，于是
融合了晋蒙两地的民俗文化，专攻捏泥人，出售
供儿童玩耍，由此形成了风格鲜明的武家泥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武家泥塑的艺术造诣
达到了顶峰，在土默川至大后山一带名气很大，
创作的古装人物作品‘桃园三结义’‘白蛇传’‘八
洞神仙’等，有很高的观赏性。”武文胜告诉记者，
泥娃娃、小动物、“扳不倒”不倒翁等则是孩子们
爱不释手的玩具。

在武文胜的记忆里，他的爷爷、大伯都精通
泥塑，而他8岁起就与泥结缘。对于武文胜来说，
泥塑不仅是家传的手艺，更是他心灵的一个寄
托。武文胜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导致下肢瘫痪，
当时家里没钱为他治病，他只能用双手爬行。由

于行动不便，武文胜只能看着同龄的孩子背起书
包去上学，孤寂的岁月里，只有泥塑与他相伴。
在大伯的指导下，武文胜的手艺越来越好，做的
泥娃娃、小动物栩栩如生。

15岁那年，武文胜听到残疾人张海迪坚强面对
生活的事迹后，被深深打动，他决定自食其力，在村
里开起小超市养活自己。闲暇时间，武文胜就制作
泥塑作品。2005年前后，和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发现当地庙会上的泥娃娃制作工艺精湛，赏心悦
目，得知是本地村民武文胜的作品后，决定为武家
泥塑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武家泥塑入选
自治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贴近民俗和生活

小河沟里一团泥，匠人手里显神韵。
一捧泥巴，在武文胜的手中，经过拉、搓、揉、

捏、压、接等工序后，便被赋予了生命，成了啃着
蟠桃的孙猴子，长颈红冠的仙鹤，憨态可掬的十
二生肖，五颜六色的脸谱……这些泥塑作品无一
不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武文胜40多年来扎根于民间艺术土壤，一双巧
手精心塑造，一腔惠心精彩呈现，贴近民俗和生活，将
一团团普通的泥胚做成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见到武文胜时，他正趴在炕上做泥塑，他一
边为泥塑上色，一边介绍其制作工艺：“泥塑的制
作需要经过选料、制泥、拓模、雕刻、洗胚、彩绘等
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必须精心去做。不过最关键
的还是选料，要选择雨后河沟里沉淀下来的胶
泥，不能有一颗沙砾，还得有一定筋度才行。”武
文胜介绍，为了让胶泥更柔韧，过去制泥时还要
在泥里加入纯麻纸。现在麻纸不好找，就用蒲棒
毛或者棉花来代替，按照一定比例加入水搅拌均
匀，再放在一块平滑的石头上，用棍棒捶打，直到
胶泥、蒲棒毛和水分充分融合，用布包好备用。

拓模时，先用擀面杖把泥巴擀成薄薄的泥
坯，在模具里涂抹一层食用油，把泥坯放入模具
压制成型，用小刀将模边缘的余泥割掉。胚型阴
干后，还需洗胚，即涂上清水，用手在胚型上反复
涂抹，将胚型上的裂纹抹光。

最后一步是彩绘，需要传承人有精湛的画
功。传神不传神，表情占八分，武文胜边画边说：

“先画衣服、纹路、头发，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是
开眉眼，稍有偏差，人物的精气神就没有了，弄不
好前面的功夫就都白费了。”武文胜介绍，以前上
色用水彩颜料，褪色较快且不易保存，如今改用
丙烯颜料，色泽更加靓丽，保存时间也更久。泥
塑对环境湿度的要求较高，为避免干裂和褪色，
武文胜在徒弟党立英的启发下，增加了一道固色
的工序。党立英是一名美容美甲师，她发现美甲
用的封层甲油胶涂在泥塑制品上会让泥塑摸起
来十分光滑，且发出清明透亮的光泽，十分好看。

仔细观察武文胜的泥塑作品，色彩艳丽、造
型古朴，具有浓浓的乡土气息。“泥塑用的就是最
乡土的泥，做的也是最贴近民俗和生活的东西，
所以土一点才更有特色。”武文胜说。

传统与时代接轨

“武师傅是村里的能人儿，微信玩儿得比我
还溜。村里谁家接个电、连个网都爱找他。”武文
胜的徒弟党立英打趣师父。

出生于1980年的党立英3年前在一次公益
活动中认识了武文胜，两人因为对泥塑的热爱一
见如故，党立英十分敬重武文胜身残志坚、自强
不息的品格，拜入武文胜门下，她每有闲暇就会
从呼市市区专程开车去拜访武文胜，与师父切磋
新技艺、交流新想法。

3年来，两人将传统的泥塑技艺与新时代接
轨，创作了许多歌颂内蒙古、礼赞新时代的作
品。武文胜和党立英合作创作的草原题材作品
中，有跪乳的羊羔、有草原上奔跑的牧羊犬、有饮
马的蒙古族姑娘……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党立
英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精巧致密的泥塑细节
和五壮士坚定悲壮的神情仿佛把观者带回到那
个硝烟弥漫的时代。2020年，武文胜和党立英熬
了个通宵共同完成了抗疫题材作品《防疫站》，工
作人员正在给一位三轮车司机测量体温，一幅有
条不紊、井然有序的疫情防控画面跃然眼前。“这
个作品就是我和师父根据看到的现实，想象着捏
出来的，没有照片参考。你看师父设计的这个三
轮车，能走，能拐弯，它的车轮、车把都能转。”党
立英看着这件泥塑作品像看着自己的孩子。

武文胜接着道：“泥塑艺术传承我觉得要有
两条，一个要继承现有的工艺，另一个要与时代
同步，开发新产品。光想着传承，不创新是不行
的。现在人们对手工艺品要求高，要做出能吸引
流量的作品，才能让泥塑文化更持久、更远地传
播。”

武文胜和党立英还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账
号，展示自己的作品，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呼
和浩特海关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工作人员王红涛
看到武文胜和党立英的泥塑作品视频后，赞叹
道：“武家泥塑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样的作品通过网络传播也为文化的融合发展
做出了贡献。”

采访结束时，武文胜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一
批小学生周末要来参观武家泥塑，想看看能不能
当作一门兴趣课来学习。武文胜高兴地说：“只
要愿意来就是好事，需要我怎么准备尽管说。”

“我准备买一批陈列架，在村里建一个泥塑
展览馆，让大家重新拾起祖辈遗存的农耕文明记
忆，让更多的子孙后代记住和了解祖辈的生活。”
武文胜目光坚定、满怀豪情，宛如一个踌躇满志
的少年。

党立英创作的《狼牙山五壮士》。

武 文 胜
创作的泥塑
作品。

武文胜创作的脸谱系列泥塑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武文胜和徒弟党立英。

武文胜和党立英创作的草原题材作品。

有300多年历史的泥塑模具。

武文胜和党立英共同创作的泥塑作品武文胜和党立英共同创作的泥塑作品《《防疫站防疫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