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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何丽的朋友兽桃给她发
微信说，快过年了，“又到了一年联系
一次的好时候，给我地址，给你寄一个
我做的小东西”。何丽跟兽桃相识于
2015年，在郑州一家书店举行的插画
设计师聚会上相识，以后也偶尔在类
似的场合见面。从那年开始，每到年
关兽桃都会给何丽寄一件小礼物，何
丽也会收到其他朋友寄的年货，但兽
桃的格外不同。

第一年是一个动画便签本，半本
书大小，飞快地翻动书页，里面的日
历小人就会动起来，摆出各种POSE；
第二年是个巴掌大的白色小盒，里面
装着一台用纸做的小打字机模型，转
动旋钮，打字机的出口会吐出纸张，
上面印着日期。到了今年，何丽在心
里已经对兽桃寄来的“小东西”形成
了某种期待，所以，当她看到快递员
抱来一米长的大快递包裹时特别惊
讶。

打开盒子，撕开包装袋，里面是
一个很像枕头的东西，衬套是杜邦
纸，正面印了各种宠物狗的手绘图，背
面中间有一条拉锁，打开可以摸到里
面软软的棉芯。纸做的枕头？何丽并
不确定，她知道答案一定不是枕头，至
少不完全是。终于，她在背面找到了
一行小字，“2018年历——舒适也是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从枕头的边缘，
也找到了每三个月一组的日历，包含
了公历、农历和星期。一件好特别的
年历，何丽感觉不能再赞，无以为报，
就把自己烤的饼干包上一盒，用网上
买的漂亮盒子给兽桃寄回去。

年历在很多人眼中是年货必备，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动手做创意
年历送朋友，兽桃无疑是其中之一。
带着好奇，记者采访了手工达人兽
桃。他是设计圈里有名的插画师，从
很多年前就开始自己动手做年货，并
且始终围绕年历这一主题。“我不是
一个社交活动特别多的人，但还是挺

珍惜这些朋友。很多人一年
可能只联系一两次，我想让
这种联系有一些特别，不是
尴尬的、浪费时间的饭局，也
不是花钱去买很贵的礼物，

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和别人的心理
负担，我就想做一件不一样的年历。”
兽桃说，年历是特别好的载体，即使
你不喜欢也只多用一年，也可以不
用。而且，如果它的实用性能再拓展
一些，就会更加给人惊喜。

这次的年历枕头，就是想如果朋
友们把它放在办公室，中午能趴上去
睡一会儿，兽桃就能隔空送去一种关
怀。有一些重要的日子，可以用笔在
日历上面勾圈，“睡醒了就能看到”。
兽桃选了能防螨虫、防水又耐磨的纸
做外套，它不用太结实，能用一年就
可以了，里面的长纤棉是从纺织大世
界买的，之后手绘了各种品种的宠物
狗作为纸面装饰，然后请裁缝做了两
三百个成品。因为工作原因，兽桃知
道一些把创意变成实物的渠道，所以
枕头的成本控制得很便宜。他把枕
头年历一一寄给了朋友，很快收到了
反馈，有人把它当靠枕、靠垫，还有人
拿它来给宠物们当垫子用，总之怎么
都可以，但无不称赞暖心。

这些东西兽桃只是送朋友的，他
想倡导的是一种手作精神，这种精神
一定会启发很多创意，也能告诉大家
这一年你在忙些什么事情。兽桃计
划若干年之后把制作的年历做一个
展览，以此激励自己每年都把创意年
货做下去。事实上，以文创、设计圈
为发源地，很多人都在尝试各种各样
的创意年货，有些已经有了很好的商
业化。兽桃周围很多朋友比如吾空
空制作了各种手绘贺卡、年历、公仔，
并且不限于过年，腊八节她还跟朋友
不二飞一起设计了腊八节古今人物
喝粥的系列手绘图，很受朋友欢迎；
学版画的琚瑜从传统木版年画里找
到灵感，制作了年轻人更喜欢的各种
时尚年画。还有一些朋友设计了创
意对联和符文，比如“回款顺利”“锁
定甲方”“加班红包”之类，很讨创业
族、白领喜欢。

这些创意年货也正带来更多欣
赏。几乎所有收到的人都会晒朋友
圈，下面跟着初见者的留言：那么，到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其实，买不到的
话，相信自己，不妨自己动手去做吧。

“以前过年都给亲戚家的孩子压
岁钱，这几年换种方式，改送‘压岁
书’。”公司职员张云说，“以前过年给
孩子压岁钱，你给我家，我再给你家，
没什么意思。妹妹家的孩子喜欢看
书，就送一些适合她这个年龄段爱看
的书，比给钱更有意义。”去年，张云
给5岁的外甥女送了《斗年兽》等绘
本，孩子很喜欢，收到后就打开翻阅
起来。张云正在咨询有孩子的朋友，
今年送什么“压岁书”合适。

过年自然要读“年味浓浓”的书，
“年”到底是什么？海燕出版社在去
年推出绘本《斗年兽》后，今年打造了
国内首创的沙画回本《过大年》《闹元
宵》。该书沙画作者武艺告诉大河报
记者，沙画创作主要讲究的是作画者
的手法和沙子与底部亮光形成的独特
影像，通过沙子的布撒和抹涂，在白色
玻璃背板上形成千变万化的动画短片
效果，但当沙画遭遇了绘本，留给创作
者的新课题就是要摒弃掉通常沙画表
演的习惯，从不同的角度去展现一幅
画的细节，“因为通过绘本展现的不是
一个动态的创作过程，创作者要在一
幅画上下更大的功夫去创作，实际上
提升了很大的难度”。

不过沙画和绘本也有契合之处，
武艺介绍，沙画通常用的是黑、褐、灰
和青涩，与充满历史感和沧桑感的民
间故事基调吻合，“以《过大年》为例，
我们选取的用沙画来呈现民间故事
传说，从人们惊慌逃离与老人的镇定
从容，‘年’出现时的恐怖与‘年’被吓
跑后的满眼喜庆的红色做对比，画风
虚实结合，视角变化不断，节奏张弛
有度，共同创作出非同一般的视觉效
果。”图书封底附有二维码，读者用手
机扫一扫就能看到创作者的现场创
作过程，这也是对图书静态的一种有
益补充。

除了孩子们的“压岁书”，很多成
年人也越来越多地送“书香”给自己
或亲友。李宁过年回老家与发小聚
会时，都会送上一本日历书。他说：

“手机取代日历，成了人们查询与记
录今夕何夕的最重要工具，我们需要
一种仪式感来提醒自己，生活除了眼

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与简单的
“看日子”的传统日历不同，日历书以
其独具匠心的内容、主题、设计等，额
外还承载着观赏、文化传播等功能。
曾经有网友说“哥买的不是日历，是
情怀”，这也是他想说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推出了第
一本日历书——《中国诗词日历·
2018》，古典文学作品的名家、名选、
名注，一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的
重要板块，这些丰厚的资源，被编者
精心采撷，浓缩在这本日历之中。与
市面上许多日历书选用古代绘画、书
法作品不同，《中国诗词日历·2018》
的插图使用了传承古典风格的瓶花
作品照片。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笺谱日历2018》将张之洞、林则徐、
潘祖荫等名人手迹做成365张画笺，
结合农历与二十四节气，做成了一本
可以当作日记本的日历，它还被评为
2017年度“中国最美的书”。“我想，
这本书之所以打动人，除了装帧设
计，也包括唤起了人们对书信、友情、
亲情的记忆。”该书设计者刘运来说。

作为2017年最火的文化综艺节
目，《朗读者》也当仁不让地推出了日
历和手账两种衍生品，其中手账采用
国际流行的周历式手账设计，满足
2018年全年的需求，同时增加了书
写页和阅历页，满足更多的记录、查
询等使用功能。

说起压岁钱，大多数人的理解是
给孩子发钱，从过去的一元两元到如
今的成百上千，甚至在微信中直接红
包转账。大人眼里的年味越来越淡，
孩子对年的概念也更为模糊。

但对于高毛的孩子以及高毛朋
友们的孩子来说，压岁钱则是一枚沉
甸甸的带着传统意味的铜（银）币，印
着“去殃除凶”的吉祥语，具象、直观、
真实，有触感，可收藏，伴随自己成长
的每一岁。

5年前快过年时，小儿子棋子突
然很认真地跑来问高毛：“爸爸，什么
是年啊？”高毛愣了一下，然后就从放
鞭炮驱赶年兽讲起，试图给小家伙讲
清楚什么是年，但他发现想一下子讲
明白并不容易。小家伙虽然听得似
懂非懂，却拿起画笔，在纸上画了两
只牛，角抵角，像是在决斗，很生动。
高毛说，是儿子的画让他灵机一动，
这是多么具象化的年啊，简单、直观，
让人印象深刻。这让他开始尝试做
定制的压岁钱。

高毛说，其实压岁钱以前的本意
就不是可以支付消费的金钱。关于
压岁钱，有多少人知道是源于哪个故
事？传说古代有一个叫祟的小妖，黑
身白手，大年三十夜里会出来，专门摸
小孩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
烧说梦话，退烧后也就变成祟。有一户
人家，老年得子，十分珍爱。年三十晚
上，孩子用红纸包着八枚铜钱玩，玩累
了就放在了枕边睡了。半夜里，小妖正
要摸孩子的头，突然枕边迸出一道金
光，祟尖叫着逃跑了。因“岁”“祟”谐
音，日久天长，就被称为压岁钱了，所
以，压岁钱去殃除凶的意味更深。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并不
在市面上流通，而是铸成钱币形式的
玩赏物。高毛介绍说，钱币正面一般
铸有万岁千秋、去殃除凶等吉祥话和
龙凤、龟蛇、双鱼等吉祥图案。这其
实就是花钱，而今天的纪念章、纪念
币就是当代的花钱。花钱不具备购
买功能，多用于亲友间的馈赠、祝福、
玩赏、戏作，有时也作为配饰，过去的
压岁钱就是自己铸的花钱，过年时赠
予晚辈，以示关爱。

制作传统压岁钱，除了受儿子触
动，还因为这些年，高毛一直在研究
年兽，曾组织过年兽展览，那些雕塑
家和画家的年兽作品很受欢迎。对
于古老的传统文化，人们其实有一种
天然的亲近感。人们已经习惯了过
年以生肖贺岁，但除了年度生肖，不
是还应该有年兽吗？

有这个想法后，高毛把这个创意
交给了舍满艺术小组落地执行，毕
竟，团队的力量才是强大的。构思、
设计、材质选择，一次次沟通，是一场
场思想的碰撞和文化的交会，但总是
不那么令人满意。一次偶然的博物
馆之旅，一只汉画石像中的小怪兽引
起了他们的注意，在冷色调的灯光
下，它虚张声势地张牙舞爪，像豹子，
又有点孩子气的憨傻喜气，极不老实
地想要从石壁中跳出来，像极了想象
中善良又剽悍丑萌的小年兽。于是，
这只小怪兽成为了首款压岁钱的代
言兽。

高毛一直没有把年兽压岁钱商
业化，只是在朋友圈里传播，它更像
件艺术作品。高毛说，年兽压岁钱的
精美程度是配得上商业推广的，分铜
和银两种材质，都有着非常精美的浮
雕，特意做成风化般的痕迹，显得古
朴厚重。从设计到成品，经过了23
道严格工序，赋予了铜与银新的生
命，有一种穿越千年的灵动鲜活。

年兽压岁钱第一次与朋友见面，
就引来颇多赞誉。这一年，除了压岁
钱，舍满艺术小组还做了挂坠款，成
了年轻人的时尚饰品。有时，传统的
反而更有现代感，因为它穿越古今。

每年元旦过后，新的设计稿出
炉，朋友们争相定制，成为一种独特
的年货，两百枚一抢而空。高毛也没
想到的是，那枚首款压岁钱（纯铜版）
目前在网上已经被炒到千元。

狗年的压岁钱设计稿出来了，但
高毛不太满意，他的态度是，做就要
做好，如果连自己都不满意，
就无法让更多的人喜欢。但
今年，他还会组织年兽展，把
年具象化，把传统与现代结合
的意识会一直贯彻下去。

□记者 张丛博

压岁钱里的年味与心意
□记者 端子

年货：特制压岁钱
推荐人：高毛
推荐语：为孩子把年的概念具象化。

年货单中增添一缕书香年货单中增添一缕书香
□记者 王峰

“年味”不够？到文艺年货里找

42岁的王红瑞（艺名不泥），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浚县泥咕咕传承人。最近，他创研出
的“旺香·望乡”主题泥咕咕香插手
作，受到都市白领的喜爱。“乡土气息
浓郁”是大河报记者对这个香插手作
的第一观感。一枚瓦片上，传统的狗
造型泥咕咕捧着一支香，袅袅香烟仿
佛将人们带入那朝思暮想的故乡。

王红瑞的爷爷王蓝田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命名的“民间艺术大师”，
其泥咕咕代表作《十二生肖》被中国
美术馆收藏，据说这些生肖的基本造
型可以追溯到唐朝。如何将爷爷的生
肖主题泥咕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王红瑞一直在动着脑筋。直
到去年，很多借用“吉祥”寓意的产品
出炉，这给了王红瑞一个启发：“鸡”与

“吉”谐音，“香”与“祥”谐音，能否把香
与鸡生肖泥咕咕结合起来？很快，他
创研出了鸡造型的泥咕咕香插手作，
但由于苦苦找不到可作为香托的物
品，最终未能如愿推向市场。

又临近年关，王红瑞开始思索为
狗年春节创作新作品。经常在老家
院里徘徊的他，一天突然被堆放在墙
角的一摞灰瓦片吸引，驻足良久。今
年他家盖了新房子，但这些从老房子
上拆下来的瓦片由于承载了家人的
太多记忆，一直没舍得扔掉。联想到
去年未完成的香插创意，王红瑞灵光
乍现：老家的瓦片刚好适合做香托
呀！进一步思考发现，今年是狗年，
狗造型的泥咕咕香插便是“旺香”，有
旺财之意，而“旺香”又与“望乡”谐
音，老瓦片不正是故乡老家的象征
吗？“当时一阵激动，一举两得，把香
托解决了，美好的寓意也出来了。”

王红瑞根据爷爷创作的生肖泥
咕咕，在保留传统造型、五彩的基础
上，对细节进行了微调，比如过去双
手捧着的寿桃变成了一支香，将玄色
口部变成金色为主，更适宜过年的气
氛。当然，泥咕咕的传统技艺全部延

续下来，选料、切割、打磨、清洗、
烘干、彩绘三十余道工序一个

不省。这件创意产品诞生
后，因其“新颖而不失传

统，现代而不造作”，频频获赞“寓意
生动又巧妙！”

身为非遗传承人，王红瑞在坚守
“敬畏祖艺，传承有序”的同时，也认
为“实用是最好的传承，买卖是最好
的发展”。在他小时候，泥咕咕曾是
那个物资匮乏时代的玩具、工艺品，
但如今随着时代发展，王红瑞致力
于将泥咕咕元素与实用物品联姻。
在他看来，“只有让非遗走进生活，
让世界感知到有温度的老手艺，才
能让泥咕咕这个民间工艺传承下
去”。

迎新春，家家户户张贴年画是中
国人的传统。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
代表性传承人张继中最近也开始忙
碌起来，他在电商平台注册的网店，
年画订单接踵而至，每天销售数百
幅。按照节令性年画惯例，十二生肖
每年他都会革新。在今年他创作的
多幅木版年画新作中，狗财神的年画
亲切可爱。

“这幅年画是按照传统朱仙镇年
画的构图，运用传统雕刻绘画技法及
头大身小的特征设计，创作理念上适
应了当今社会的审美需求。”张继中
介绍说，考虑到狗对现代人更多是作
为宠物陪伴，所以他在形象设计上更
侧重美观可爱，手上拿着“我爱我家”
的条幅，有保家平安的意思，同时年
画中的聚宝盆里的珊瑚、元宝则是传
统吉祥如意的象征。

不久前在苏州举行的中国民间
手工艺艺术节上，驻马店香包制作艺
人王彩虹手工制作的布艺“南瓜”，因
其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也备受追
捧。在民间，南瓜是金窝和福窝的象
征，再加上瓜藤连绵不绝，寓意着福
气满满、福运绵长，买件布艺南瓜能
图个好彩头。与此同时，王彩虹还将
布艺狗与南瓜结合，祝福人们在新的
一年福气旺旺。

事实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
代社会审美需求结合的探索，已经是
河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共
同致力于的工作，他们通过一件件兼
具时代感和传统韵味的非遗手作，传
达出古老年文化的丰富味道。

年货：非遗手作
推荐人：不泥
推荐语：让非遗走进生活，让世界感知到有温度的老手艺。

过春节怎少得了非遗手作过春节怎少得了非遗手作 自己动手做创意年货
□记者 游晓鹏

年货：手工年历
推荐人：何丽
推荐语：创意暖心，展示你才华，成本不高，彼此无压力。

年货：图书
推荐人：张云、李宁等
推荐语：书籍或者书籍衍生品，总能为你的心灵带来慰藉。

核心提示丨过去迎新春，家家户户都要在节前十天左右开始准备年货，制作各类吃食备用，因此民间会流行起童谣“忙年歌”。如今人们去一趟超
市年货就备齐了，过年节奏也快了，但坐等过年总让人觉得无趣了些。如何在当下过一个有文化、有“年味”的春节？其实，中国人对年的这份盛情并
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改变，变的可能是过年的一些习惯，我们找回“年味”不妨从更新年货清单开始。

亲手制作的一枚“压岁钱”，枕头造型的创意手工年历，生肖泥咕咕与老瓦片结合成的香插，讲述年文化故事的沙画绘本……近日，大河报记者采
访发现，除了传统商品外，文艺年货既融入深厚文化内涵，又时尚创意满满，让人领略到一种新时代的独特“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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