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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
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

【见证】

□包乌兰

簋，我国古代国之重器，西周早
期的典范之作，相当于今天的碗，是
流行于商周时期的盛饭工具，用来盛
黍稷稻粱的器皿。

在通辽市博物馆，就藏有一件罕
见的青铜簋。这件青铜簋是通辽地
区发现的较有价值的青铜器，它的身
上，隐藏着我国自古以来的仁礼孝等
传统文化以及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
文明初次碰撞、交流的印记。

夏商周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中原
是青铜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分布地
区。北方草原虽然地处偏远，但屡有

青铜器出土，因而也是青铜文化
分布的重要地区。北方草原及
邻近地区所见的青铜器，以内蒙
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
址出土的青铜器年代最早。

朱开沟遗址发掘展现的青
铜器，清晰地表明了中原青铜器
与北方草原青铜器的渊源关系。

考古研究表明，朱开沟遗址
的青铜器承袭了中原青铜器的
文化因素，并融入北方草原的文
化风格，且又有所创造，使得北
方草原青铜器为中原商周文化
注入了新的因素，多元一体的中
华青铜文化更加辉煌。

进入新石器后期和青铜时
期以后，随着北方草原地区气候
和环境的变化，草原的生产生活
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方式

逐渐由原始农业、渔猎定居转向游
牧。北方草原地区的部族有的南下，
到相对温暖的地区继续从事农业生
产，有的随着季节变化在草原上开始
游牧生产生活，游牧民族正式踏上了
历史舞台。

1975年夏，哲里木盟（现通辽市）
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公社牧民在
霍林河畔游牧时发现了8件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是一个窖藏，由于水土流
失而暴露于地表。随后，8件青铜器
被交送至哲里木盟博物馆（现通辽市
博物馆），青铜簋为其中的一件。

青铜簋，通长 36.7 厘米，通宽
19.6厘米，通高13厘米，口径19.6厘
米，底径19.5厘米，重3.834千克；敛
口子母唇、鼓腹、圈足、双耳，耳作兽
首形，腹上部饰八组窃曲纹、下部饰
五道瓦纹，圈足饰回纹，其上浮雕3个
饕餮面；簋内底有铭文三行，为“邢姜
太宰它铸其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17字。

根据青铜簋铭文所记，可知是
“邢侯夫人姜氏太宰”之遗物，无疑应
为邢国器。西周邢国是周公第四子
姬苴（邢靖渊）的封国，为商代邢国旧
地，地在今河北邢台市。

根据《春秋左传》记载，从公元前
659年邢国南逃夷仪之后，邢国在夷
仪维持了24年，直至公元前635年春
被卫国所灭，这就是《左传·僖公二十
五年》所记的“卫侯燬灭邢”。卫灭邢
后，其势力曾一度北逐邢地，甚至到
达了位于河北中部的石家庄地区元
氏。从《元和姓纂》所记“卫大夫咺食
邑于元”，其后以元为姓，咺称元咺，
而元称元氏，为卫灭邢后卫国势力到
达过这一地区提供了旁证。

石家庄南部地区本是北狄南入
邢地之后的腹地，卫国势力深入于
此，引起了北狄的惊恐逃离。

北狄沿太行山东麓向北，经今曲
阳县北谷道，即今红姑沟逃入蔚县境
内。其中一部分北狄与原住在古代
水，即今壶流河流域的同种同姓代戎
融合；另一部分继续向北远逃，一直
到了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古鲜
卑山一带，其后又与越过燕山向北逃
到鲜卑山一带的同种同姓山戎人聚
居，这就是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服
虔所说的“山戎、北狄、盖即鲜卑”。

春秋时期，簋沿袭西周晚期形
制，没有根本变化。春秋中晚期，簋
这种食器不甚流行，但是，在传统的
礼器体制中尚有所发现，形制有较大
变化，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
簋盖铸成莲瓣形。战国以后，簋极少
见到。

两宋时期，制瓷工艺的发展呈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态势，以瓷取代铜
制簋成了皇家沿袭古代礼仪制度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至此，青铜簋彻
底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青铜簋青铜簋：：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印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印记

雕塑，作为极具社会气息的
大众艺术品，最能体现时代精神
和文化特点。精美的雕塑作品能
够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
情操，增强人们的艺术鉴赏力，激
发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艺术为时代而歌，艺术家们
通过一件件各具情态的雕塑作
品，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习
俗等生动、直观地呈现出来，让人
们从中体会出各民族的文化特点
以及祖国大家庭的团结和谐之
美。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
活。一件艺术珍品，既是艺术家
生活阅历的丰厚积累，又是他们
生活经验的再造升华。讴歌伟大
时代、歌颂人民群众，艺术只有植
根于生活的沃土，从人民中来，到
人民中去，才能创造出接地气、带
露珠、有温度的精品。

草原是艺术的沃土，是艺术
不竭的创作源泉。艺术家只有将
心灵融入火热的生活，用心体验、
努力践行才能捕捉创作灵感；只
有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创作、为
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怀，作品才能
有生命力，才能做到与时俱进。

伟大时代，火热的生活为艺
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伟大
变革，更需要艺术家们踔厉奋发、
用心创作。

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有劲；
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
舍。时代呼唤精品，精品源自创
造。让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投
身实践、勇于创新，创作更多歌唱
祖国、服务人民的艺术精品，让艺
术绽放更加灿
烂的芳华！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11日日，，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立 7373 周年周年，，中华儿中华儿
女用各种形式向祖国女用各种形式向祖国
母亲深情告白母亲深情告白，，表达表达
浓浓的爱国之情浓浓的爱国之情。。

内蒙古工艺美术内蒙古工艺美术
大师齐立文的白瓷佳大师齐立文的白瓷佳
作作《《歌唱祖国歌唱祖国》，》，近日近日
首次在呼和浩特市展首次在呼和浩特市展
出出。。他说他说，，借此作品借此作品，，
向祖国母亲献上自己向祖国母亲献上自己
的深深祝福的深深祝福。。

齐立文 67 平方米的家中最多
的，除了书就是各种各样的泥塑作
品。书籍堆叠在地上，泥塑作品整整
齐齐、一个挨一个地摆放在柜子上、
床头上、沙发扶手上，这是他几十年
来的心血之作，有些甚至是他小时候
的稚嫩之作，颇有纪念意义。

“我走上泥塑这条路，和家庭有
很大的关系。”齐立文说，他的父亲是
一名中学老师，画的一手好画，母亲
无师自通会捏泥人，捏的人物生动可
爱，捏的动物惟妙惟肖，很是有趣。

在家庭的熏陶下，齐立文从小爱
上了画画和捏泥人，常常是信手捏来
的一个泥人上色后，就让大家爱不释

手，啧啧赞叹。现在他的家中，还摆
放着一个小时候捏的泥人小男孩，眉
开眼笑，颇像少年闰土。

1988年，工作几年后的齐立文考
上了心心念念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美
术系工艺美术专业。1990 年，他以
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全身心投入到这
个行业中，经过30多年刻苦钻研、创
作，现在已是国内有名的美术大师。

齐立文的雕塑作品，写实中透着
变形和夸张，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
风格特征。

“30多年来，我把国内民间泥塑工
艺基因，融于草原泥人的创作之中，极
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泥人的雕塑语言和
审美空间，创作出别具一格的泥人作
品，得到了社会和专业人士的认可和好
评。”齐立文说。

书，对于性格有些内向的齐立文
来说，无比珍贵，是他和大自然交流的
一种方式，也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齐立文和家人在吃穿用度上极
其节俭，但是，对于购书，每年却花费
颇多。他说，我从书中看到了草原
的美、草原的魂，各种题材的泥人即
来源于书本给我带来的灵感和震
撼。

家庭熏陶 一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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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作品《吉祥三宝》。

白瓷作品《印象草原之和亲》。

广袤的草原上，一位穿着蒙古
族服装的妇女引吭高歌，她清亮、婉
转的嗓音吸引来了马儿和鸟儿。马
儿依偎在她的肩头，静静地聆听着
动人的歌声，鸟儿落在马儿的头顶，
似乎也深受感染，情不自禁地合着
旋律，大声歌唱起来。

这幅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画
面，是齐立文的白瓷作品《歌唱祖
国》所要表达的主题立意，它造型简
洁，写实中略带装饰与夸张，体现了
蒙古族人民的粗犷与豪放，以及他
们对生活、对草原、对祖国的热爱和
歌颂。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中国陶瓷
之乡。这是齐立文经常光顾的地方，
他在这里构思、创作、烧制作品，常常
一待就是几个月，《歌唱祖国》等作品
就是在德化县孕育创作成功的。

“2019年10月，我正在德化，满
大街都是庆祝国庆节的小彩旗，突
然觉得，应该创作一件内蒙古各族
儿女欢庆新中国生日的作品。”齐立
文说，于是，《歌唱祖国》的草图便在

脑海中快速形成，经过捏坯成型，
2020年7月，这件作品烧制成功。

2021年，《歌唱祖国》入选中国
西部陶艺双年展，并荣获三等奖。
今年，在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呼和
浩特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画’出
同心圆 喜迎二十大”首届呼和浩特
市美术作品展中，《歌唱祖国》从
600 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和其他
160件入围作品一同入展。

从艺30多年来，齐立文创作了
近 300件和草原有关的作品，很多
作品被邀请在全国各地参展。其
中，雕塑作品《草原雄鹰》在2018年
入选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雕
塑作品《草原情》在2019年入选“中
国姿态”中国第五届雕塑展，并被湖
北美术馆收藏；石雕作品《天堂草原
上的动与静》在 2019 年入选“中国
好手艺展”，今年又被评为中国当代
文艺精品，并入选当代精品工艺展，
获得二等奖。

现在，齐立文家里的参展证书
和获奖证书摞起来将近半米高。

心系草原 佳作频出

在内蒙古，齐立文的陶艺作品
获得极高评价。

但是，在齐立文自己看来，“每
次创作完一件作品，我都觉得有遗
憾，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会做得更
好，因为艺术之路永无止境，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

就是这种孜孜以求、永不止步
的自我要求，让齐立文从一名泥塑
爱好者，成长为今天闻名全国的内
蒙古工艺美术大师。

齐立文的好多作品中，都会出
现一只鸟。

“在我看来，鸟是人类和大自然
和谐相处的最好象征。只要有鸟的
地方，生态肯定好。”齐立文说，这是
他的作品最独特的表达方式，就是想
把最美的内蒙古大草原、最美的内蒙
古传达给人们，让人们认识内蒙古大
草原，了解内蒙古。

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艺
术品？

对于这个问题，齐立文说，对
于艺术的表现方式，每个人的理解

不一样，表现方式也会不一样。同
样一个主题，如果让3个人去做，肯
定做不出一模一样的作品。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一件作品，艺
术家只有首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
动他人。

“好的艺术品，不管是阳春白雪
还是下里巴人，大家都会认可。”齐
立文说，而且，只有被大众认可的艺
术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才是有味
道的作品，第一眼看着舒服，再看被
吸引，三看有意蕴。

在大家的印象中，艺术家都是
有钱人，一幅作品售价动辄上千万，
低则几百万。可是，对于齐立文来
说，这些和他毫不沾边。

“我最贵的一件作品售价 1 万
多元，便宜的几千元，甚至几百元。”
齐立文说，“艺术这个东西有时候无
法言说，只凭感觉。不过，我也不强
求这些，只希望做个平常人，做些自
己喜欢的东西，能否流芳千古无所
谓，只要我的作品能给别人带来美
感就行。”

孜孜以求 志存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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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时代而歌
苏永生

【一言】

青瓷作品《骆驼》。

泥塑作品《三阳开泰》。陶艺作品《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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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作品《龙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