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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筑中国梦】

□徐利颖

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
历史的途径，通过访问曾经
亲历历史现场的见证人，收
集原始史料，再与其他历史
文献比对，让历史得到全面
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真实的
历史事件。近年来，口述历
史在收集原始资料、创新呈
现方式、改进教育手段等方
面的作用愈加明显。

赤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在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改革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中，积极探索，不
断创新，充分发掘赤峰地区

“草原额吉”抚养 3000 孤儿
的鲜活事例，通过口述历史
的有效形式，把民族团结的
故事讲鲜活，讲生动，把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牢牢根植在
学生的心中，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
丽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
有段跨越民族、跨越地域、跨
越血缘的传奇故事——“三
千孤儿入内蒙”。当时因为
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在
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出现了
大批无家可归的儿童，内蒙
古大草原向他们敞开了怀
抱，在当地，这些孩子被称为

“国家的孩子”，是“草原额
吉”在蒙古包里用无私的爱
将他们养育长大。这段难忘
的历史记载着草原母亲的博
大胸怀和无私奉献，诠释着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
情同手足、守望相助的浓浓
情怀，是民族团结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
材。

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委统
战部、巴林右旗民族事务委
员会的积极组织协调下，赤
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
先后对当年从上海接送第三
批“国家的孩子”的亲历者进
行了口述历史采访，他们找
到86岁高龄的接籽额吉和生
活在巴林右旗的乌云额吉，
以及“国家的孩子”呼群、斯
琴高娃、李国良、赵海琴等，
并到当地档案文史馆查阅了
相关档案，形成了较为丰富
的素材来源，将“草原母亲”
的口述历史资料形象生动地
通过多元的传播方式加以利
用，融入课堂教学和社会实
践，重温这段民族团结历史
佳话，再颂人间大爱。

此外，赤峰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邀请“国家的孩子”
呼群的女儿讲述家庭故事
《将民族团结接力棒代代相
传》，与巴林右旗委统战部、
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开展
《“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
走”——感恩“草原母亲”》主
题活动，将生动的实践教学
案例运用在思政课中，不断
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
味性。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
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
讲。赤峰学院还组织“青年
马克思主义研习班”的学生
组成团队，围绕“三千孤儿入
内蒙”这一主题开展完整的
口述历史，并开展“青春献礼
二十大 强国有我新征程”大
学生讲思政公开课活动。鼓
励大学生走出校园、融进社
会、感知历史原貌，深度挖掘
与开发利用好包括“三千孤
儿入内蒙”在内的这些历史
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让故事
中蕴含的精神力量代代相
传。

一名参加过走访“草原
母亲”和“国家孩子”的学生
说：“‘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
事并没有随着一代额吉的老
去而停止，恰恰相反，因为民
族大爱，它会一代一代传下
去。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
将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赤峰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口述历史，讲好
民族团结故事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3月20日）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以剪代笔，凭着一双巧手，用各种布料拼贴出万千传神图案，这样的画儿，是布

贴画。
呼和浩特市的崔锁莲、孙羽母子俩就是制作布贴画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他们创作的布贴画充满了浓郁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特色，在全国众多流派的布贴

画中独树一帜，成为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内蒙古的亮丽名片。

一默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备受关注和重视，因为它承载着中
国独特的地域文化，展现了一个地
区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它更是文化
根基，是人们在新时代进行再创作
和再发展的素材。站在新时代，我
们更应该让传统文化的精彩被更多
人领略。

近年来，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举措有很多，例如非遗进校
园、进社区等，但是，在诸多的相关
举措中，我们应该抓住核心，更有效
地推动非遗文化向更深更远处传
播，吸引更多人来传承非遗之美。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多的
关注和传承，首先要让大家了解非
物质文化遗产。像崔锁莲为了让更
多人学习布贴画，在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她不仅走进校园，更走进监狱
和戒毒所这样的“禁区”，宣传、教授
布贴画，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值得推
崇的。一个小小的布贴画就是一个
地区传统文化的浓缩和凝聚，要了
解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当地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是一个参照。

当然，要想把非遗文化更好地
推广开来，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社
会各界应该共同努力，给非遗搭建
一个能够展现自身魅力的广阔舞
台。

教育部门要开设非遗课程，不
定期地邀请非遗大师走进校园，让
孩子们走近非遗、接触非遗，从小培
养热爱非遗、保护非遗、传承弘扬非
遗文化的意识；文化部门要创立更
多元的非遗场馆，让市民和外地游
客有亲近非遗的场所；宣传部门要
开展常态化非遗宣传，让更
多人通过多种途径了解、领
略非遗之美，让非遗文化走
入寻常百姓家。

让更多人
领略非遗之美

【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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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崔锁莲制作了大量原创作品，这其
中，儿子孙羽功不可没。

今年 45岁的孙羽颇具绘画天赋，从小得
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布贴画情有独钟。

很多时候，崔锁莲口述着脑海中多姿多彩
的画面，孙羽乐此不疲地用画笔记录下来，之
后，母子俩再依样制作出来。多年来，母子俩一
起合作制作了《昭君出塞》《老寿星》《草原吉祥

娃》等多幅佳作。
2019年，孙羽被评为布贴画市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像母亲一样，年轻的孙羽在成为

传承人后，也时刻想着把布贴画发扬

光大。多年来，他远赴北京、浙江等地，自费学
习了摄影摄像，回来后，又利用业余时间，自学
了泥塑、蛋雕等技艺。多项技艺傍身，使孙羽制
作布贴画如虎添翼。

2020年3月，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孙羽为了向逆行出征的钟南山、李兰娟两位
院士致敬，创新性地用牛仔布制作了两幅人物
肖像布贴画。

不同于其他布贴画的平面效果，孙羽的牛
仔布布贴画结合了摄影中的光线技术，利用牛
仔布的纹理制造出了高光、反光的效果，使画面
更具立体感。

当年，《李兰娟院士》布贴画在内蒙古展览

馆举办的“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内蒙古传统
美术作品展”中展出。

为了让内蒙古布贴画走出去，并产生经
济效益，多年来，崔锁莲和多家旅游公司合
作，让外地游客前来体验制作布贴画的乐趣；
她还把布贴画制作成 5 寸大小，方便游客携
带。

崔锁莲说，最近，她和儿子孙羽又构思制作
了布贴画《民族团结一家亲》。画中，汉族、蒙古
族、维吾尔族、傣族、黎族、布依族、侗族等7位
不同民族的女子紧紧依偎在怒放的月季、百合
花丛中，乐享和谐美好生活、赞美伟大祖国、歌
颂新时代……

创新技艺 贴近时代

布贴画，原名宫廷补绣，又称布堆画、布贴花
或补花。它以布为原料，通过手工剪贴而成，是
基于剪纸、刺绣、民间绘画等艺术形式的一种拓
展艺术，是中国民间常见的手工艺术之一。

布贴画历史久远，出现在商周，发展在隋唐，繁
盛于明清，广泛流传于民间。相传，乾隆的母亲曾
亲自带领宫女用这种工艺做出了很多花鸟人物作
品。古代的战旗、挂幡旗，或是现在农村妇女背孩
子的裹背上面所绣的图案，都属于布贴画。

今年69岁的崔锁莲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
人，出生在黄合少镇。“我的布贴画技艺源于家族
传承，是太姥姥、姥姥、母亲一代代传下来的。”崔
锁莲说，过去，祖辈们都会剪纸。但是，百年之
前，纸的颜色只有红色，就这也很稀缺，过年时想
剪个门神、窗花，能找见一张红纸太不容易了，剪
个套色的窗花都没有多余的颜色。

崔锁莲说，老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渐摸索出

智慧，把布染上所需要的颜色，以剪纸为模型，用
布做画，逐渐形成了布贴画。

布贴画充分利用布的颜色、纹理和质感，通
过剪、裁、粘的方法，在似与不似之间最能彰显出
布艺画的凹凸效果。

制作布贴画基本分为5个步骤，首先是描
图，用笔画出画儿的雏形，并分解图样，再用复写
纸翻印到白板纸上；其次沿画的轮廓线把白板纸
剪成形状各异的纸板片；之后，把布料粘在纸板
片上，沿着纸板片的形状剪下来，最后是包边和
组合，这样，一副布贴画就制作成功了。

崔锁莲说：“配色是布贴画的灵魂，画面越简
单越好，以简概繁展现线条美，这样才有美感和
冲击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发展到现在，布贴画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
式、纯手工的艺术特性，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
和喜爱。

历史悠久 源于民间

得益于从小和姥姥、妈妈学到的剪纸功力，
崔锁莲制作起布贴画来无师自通，经常一个人
在家里自娱自乐。

2002年退休后，她在家人的支持下，专心
制作布贴画。2005年，在第六届中国·呼和浩
特昭君文化节召开之际，崔锁莲用心用情制作
了大型布贴画《昭君出塞》，并专程送到组委
会。这幅画高2.5米、宽1.3米，崔锁莲用三四种
布料来表现昭君的秀美容颜和飒爽风姿，画面
色彩抢眼舒适、人物表情生动传神，造型灵动优
美，受到了广泛好评，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
和重视。

此后，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她开始走进社
区、学校以及监狱、戒毒所等各种场所，免费教
授布贴画技艺。

在监狱和戒毒所，崔锁莲特意为学员们制
作了一幅布贴画《放飞梦想》。画面中，一位穿
着时髦、身姿妙曼的女郎抬头凝视前方。看似
立意简单的场景，实则韵味无穷。崔锁莲说：

“我想通过这幅画，传递给学员们一种生活的希
望。希望他们从高墙内走出来后，摒弃心中的
黑白灰，融入多彩生活，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自
我。”这幅画一经亮相，就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和好评。一位戒毒所学员看完画后，带着无限
憧憬问她：“崔老师，我出去后，到哪儿能找到您
呢？从您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想和您多
学习。”

2016年，崔锁莲被评为布贴画市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2019年，又被评为布贴画自治区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致力公益 点亮希望

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后，崔锁莲感觉自
己身上有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她尽心尽力为
布贴画的发展和传承做贡献。

“过去就是做着玩儿，现在越来越感觉到，
布贴画代表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
崔锁莲说。

为了让布贴画更能传情达意，表现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和内蒙古的深广魅力，多年来，崔
锁莲先后去北京、浙江、陕西等地外出学习取
经，扩大视野、融通互鉴。

学习的次数多了，她总结出了各地布贴画
的特点，“北京的布贴画里添加了填充物，立体
感特别强，就像雕刻出来的一样；陕西的布贴画
全部用粗布制作，毛边，古色古香；南方的布贴
画原料大多采用薄薄的凤尾纱料，做出来像油
画一样……”崔锁莲娓娓道来。

在取长补短的学习实践中，崔锁莲根据地
方传统特色和多年的制作经验，逐渐摸索形成了
内蒙古布贴画的风格特点：制作人物时，面部添
加一点海绵；包边；面料基本以制作蒙古袍的布

料为主料，适当加一些凤尾纱，使之视觉上具有
浅浮雕的感觉，从而形成木版画般的朦胧意境。

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但是崔锁莲和年轻人
一样，手机玩得十分熟练。她的手机里有很多
公众号，中国文联、文艺家协会的公众号是她
经常关注和学习的。她说，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让布贴画与时俱进，焕发新时代光彩。《八骏
图》《老寿星》《十二生肖》《冰墩墩》《雪容融》
《二人台》等布贴画，完美体现了传统和现代融
合的风采。

取长补短 与时俱进

布贴画《骏马奔腾》。

牛仔布布贴画《李兰娟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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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图片由崔锁莲提供）

布贴画《老寿星》。

牛仔布布贴画
《钟南山院士》。

布贴画《民族团结一家亲》。

布贴画《二人台》系列之一。

布贴画《二人台》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