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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老行当·老艺人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画匠

“这里是农村也是画院，我们是农民也是画家。”王公
庄文化广场上这句醒目的话，出自著名作家二月河。

时间拉回20多年前，1989年农历腊月的一天，王公庄
青年王建民，和从小一起玩大的王培双、肖彦卿、王培震四
个年龄相仿的汉子凑在了一起。“要过年了，咱得弄点事儿
过个好年。”

20多岁的激情如火盆里的炭，大家一拍即合。若干天
后，四条汉子怀中鼓囊囊地出现在了开封街头。“我们有
画，要不要？”他们有些忐忑。展开了看，画，不过是鱼、鹤，
不过是乡里过年常见的吉祥贴画，但却是他们多天来起五
更打黄昏的辛劳与心血。“不图别的，就是想让这些在乡村
集市只能卖三五毛的画，在城市多卖些钱。”王建民朴实而
坦然。

时光再前溯，王公庄的泥瓦匠王培炅已经为乡邻画了
几十年画。他斗大字不识一升，却不安于抹灰、砌墙那样
的“小工”。他拿起画笔，端起颜料涂抹在墙上，一条鱼，有
头有尾，“不赖，不赖！”众人的赞赏中，他树立了自己的志
向。若干年后，他可以在农家新房的墙上画鱼画鹤，绘松
绘柏时，他五六岁的儿子王建民也喜欢上了画笔，颤颤巍
巍爬上高高的脚手架，挥舞画笔涂抹一片色彩。

十来岁时，王建民也成了匠。邻村人家的墙上，至今
仍有他画上去的吉祥图。正是这样的根底，让他有了和童
年玩伴去开封街头卖画的勇气。

王建民在开封一家家看画店，看着看着，看出了门道：
山水画、人物画到处都是，却不见威风八面的老虎画。

半月后，他揣着第一幅虎画再次去了开封，100元“润
笔”沉甸甸“砸”蒙了王建民。一连数日，他欲睡难眠，“画
老虎可以挣大钱！”

一连数日，王公庄街谈巷议：十块钱的成本不到，王建
民挣了一百块！

“虎王”

“画老虎能挣钱！”王培双、肖彦卿、王培震紧跟其后，
从开封到郑州，从郑州到西安、北京，“老虎”越卖越远，生
意越做越大。画商们的电话、订单一个接一个，他们成了

“四大虎王”，衡量价值的“润格”也伴着“虎王”的名气由几
十元到上百元，由几百元到上千元。

由盖房子的工匠嬗变到拿画笔的画家，“虎王”们的新
房盖了，家具添了，而他们的“豪宅”旁边，却仍是一间间残
破的土坯房。

“一幅画十亩粮，骑着老虎奔小康。”这样的标语赫然出
现在王公庄的村头。还有“虎王”招收弟子门徒的广告贴遍
了小胡同、土坯墙：不收学费，画出了名堂换来了钱归自己。

其实，即使没有这些标语和广告，瞅着“虎王”们动动
笔就能揣大把大把的票子，住气气派派的砖瓦房，看大彩
电、开小轿车，谁不眼热？谁不心动？

像栗子入旺火，一村人红光满面噼噼啪啪地响亮着
“画画去”的声音。十来岁的孩子，五六十岁的老者，拜师
学艺者蜂拥而来，绘画工作室如雨后春笋遍村崭露，还不
断有外村甚至外省人来到这里……

王建峰、王春丽、赵庆业、王建辉“四小虎王”应运而
生，百多个骨干画家的“小虎队”紧随其后。农闲时，他们
师从“四大虎王”，由临摹起步，渐入佳境，有工作室，有销
售渠道，并可以像他们的老师一样以平方尺与画商谈论价
钱……

一时间，1000多人的村子里有七八百人从事绘画和
相关产业；夫妻画家、父子画家、姐妹画家层出不穷；辐射
带动周边数千农民从事绘画创作，形成了以王公庄村为龙
头的农民画家群，每年至少有五六百名全国各地的绘画爱
好者慕名前来拜师学艺……

每年几万幅画作，几千万的产值；画作远销多个国家
和地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小虎王”王建峰还和赵庆
业一起，历时14个月画了2008只神态各异的老虎。一画
商见了，当场拍板出价几十万元。可他们还是把这幅长达
400余米的《百年奥运，虎跃京华》捐献给了北京奥组委，
并被首都博物馆收藏。此卷，还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
定为“绘虎最多的长卷”收载入册。

“当时不是没动过心。可我一直觉得，我们农民是需
要钱，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王建峰一脸骄傲。

画家

画老虎，让王公庄的画家们有了可观经济收入，但问
题也随之而来：大同小异的布局，几乎一样的造型，有人甚
至怀疑起这里的老虎画是不是有模板。“只有潜心研究绘
画技巧，想方设法提高画技，把情景融入画作中，才能逐步
走出模式化。”早已是中国美协会员的王建民最先意识到
了这个问题。曾经一年画上百幅老虎的他，目前一年只画
十几幅，“质量和创意是第一位的。”

何止质量和创意。今年初，青岛一位客商被王建峰创
作的一幅虎头画所吸引，开出了5万元的价格收购。王建
峰却并没有急于出售，而是给客商指出了画作的瑕疵。现
在，他们两人还成了好朋友，“他每年都会来我这里购画，
还帮我联系了不少客户。将心比心，诚信待人，自然会受
到别人的帮助。”

出生于1983年，13岁就开始跟着王建民学画虎的王
建峰，其妻王春兰不仅也是画虎佼佼者，还是贤内助。“虽
然画虎是我带她入的门，但其实没有她的大力支持，也不
会有我今天的成就。”正在积极申请中国美协会员的王建
峰说。尤其是他们有了孩子后，妻子为了支持他的事业，
承担了几乎所有家务，“是她让我有了提高自己的时间和
机会。”现在，他每天至少要用10个小时来研究、揣摩提高
绘画技艺，同时，还常年带着十几个弟子，“不收他们任何
学费，还管他们吃住，为的就是让他们尽快学成，走上致富
之路。”

“我们是农民画家，永远是农民，咱做人不能忘本！”王
建峰说，是虎画创作带给了他幸福的生活。但他始终不忘
自己是一个农民。农忙时，他会和妻子一起下地劳动、收
获，“劳动会带给我更多的创作素材与灵感。家里喂的鸡，
村里奔跑的狗，都是绘画作品里鲜活的素材。”

“卖画赚钱已不再是最主要的，趁现在还年轻，我更想
到美院去进修学习，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王建峰笑着
说，“目前王公庄省市级的画家众多，但中国美协会员才两
个，自己不努力提高，怎么能进步呢？”1

□张旭长 陈红滨

平顶山市湛河区河滨动物园一棵
大松树下，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铁皮
屋。三面的玻璃橱窗内插满了色彩斑
斓、形状各异的面人。人称“面人贾”
的贾军政坐在屋内的马扎上，手握一
柄八九厘米长的塑料拨子，一边不时
抬头打量游客，一边小心翼翼在面人
脸部削来抹去地捏制肖像。半个月
了，这是他接到的唯一一单肖像面人
生意。

捏制肖像面人，是面人贾近几年
才摸索成熟的手艺。捏制一个 40厘
米高的肖像面人，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再经两天时间三到五遍的涂色和晾
晒，才能最终成型。“买面人的越来越
少了，不搞点创新不行呀！”勾勒好肖
像面人的鼻梁，面人贾放下拨子伸了
个懒腰，感慨地说。

46岁的面人贾，是土生土长的农
村人。捏面人，是他的祖传手艺。在
他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经常背一只
大木箱，手里举着根包着稻草的大木
棒，上面扎满了面人……那时候，父亲
的手艺就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面人贾喜欢看父亲捏面人，但父
亲却怕耽误他学业，不让他动手。他
喜欢，只能偷偷地学。上世纪 90 年
代，面人贾从兽医院校毕业后，被分配
到了动物园上班。当时，他每月工资

只有 200余元，远不够开销。父亲背
着老箱子专门从老家赶来，对他说：

“这门手艺学好了，补贴家用不是问
题！”

“捏是技巧活，面的配方与和法才
是关键！”面人贾说，仅面的配方就有
10余种原料，从加颜料和面到制成成
品，中间至少得 20道工序，任何一道
工序不到位，就捏不出效果来。另外，
面的配比掌握不好，面人被鼠咬、变
质、掉色、走形、出现裂纹等情况都会
发生。

“要掌握这门手艺，至少得一年半
载。”但由于面人贾幼年有过“偷学”经
历，三个月就学会了父亲的全部手
艺。初次试手，他捏了 30多个“姜太
公钓鱼”和“孙悟空”——传统面人手
艺必不可少的两种面人，以每个五角
或一元的价钱让妻子兜售，没想，当天
就卖完了。当晚，面人贾还让妻子做
了几个小菜，和父亲高高兴兴地喝了
一盅老酒。

打那时起，面人贾一下班回到家
里就捏面人。“当时孩子们的玩具太少
了，他们都感到好奇，一些家长还专门
带着孩子到动物园买面人呢！”面人贾
说，他也没想到面人竟为动物园招徕
了不少游客，园管理处专门批准他在
动物园内建了个铁皮房，用来展销面
人，“每月都能赚几百块！”

“叔叔，你这儿有‘大力水手’吗？”
有一年暑假，一个来动物园游玩的小
学生问面人贾。在他的记忆里，父亲
常捏的面人也就七八种，这也是父

亲传授给他的全部面人工
艺。小学生的一句话激

起了他的创新欲望，
“有，下周你来就有

了！”
打那以后，只要哪个受欢迎的形

象在电视里一出现，面人贾就开始下
功夫琢磨着如何捏造。

每天慕名来动物园买面人的人络
绎不绝，“面人贾”的名字就是从这个
时候叫开了。生意最好时，他总是晚
上“加班”捏到半夜。而且，公园周围
还相继出现了五六个捏面人的。

然而，这样的好光景持续时间并
不长。各种电子玩具产品的出现，使
每天围着摊子观看捏面人的不少，买
的却不多了。“大概从2003年起，一天
能卖 10个面人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其他捏面人的师傅纷纷转行，现在整
个平顶山估计也只剩我一个了。”

面人贾明显感觉到这个行业不再
赚钱，但当他真正想停下来时却发现，
自己已深深喜欢上了这行当。

“这是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
赚不赚钱我都要做下去。我得要周围
的人喜欢上面人工艺！”面人贾说出了
他当时的想法。

前些年，一个朋友结婚，面人贾突
发灵感，照着婚纱照捏了一对恩爱牵
手、形象逼真的面人作为新婚礼物，在
婚礼现场上送给了朋友，引起众人一
片欢呼。婚庆公司当场就同面人贾达
成协议，要面人贾为他们定做婚庆面
人。偶尔也有糕点师慕名找他定做面
人，用来装饰餐桌。面人贾的生意虽
然没有大起色，却得到了维持。

他请人拍摄下了制作面人的整个
工艺流程，并将视频资料捐给了几家
师范院校。从去年开始，面人贾参加
了当地文化部门举办的“非遗文化校
园行”活动，随巡讲团到大中专院校讲
授面人工艺。

“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民间工艺，
说什么也不能让它失传了！”面人贾
说。

面人贾坐在铁皮屋里，对着面人
“精雕细刻”，一如他父亲当年吸着纸
烟，坐在木箱上捏制面人的样子。8

□陈维

有人说，唢呐是乡村与泥土最为
接近的乐器，也是乡村最为嘹亮、最
为通透的嗓音。在豫东通许县，已传
承六代的武氏唢呐，就是把声声旋律
化作了对厚重土地的句句情话。

“唢呐还有外棚、楼上客、响器、
古乐班和高棚这样几个名字，每个名
字都有生动的故事传说。”说起家乡
的唢呐，武氏唢呐的第五代传人武华
铭一脸自豪。而说起这些别名的由
来，武华铭更是头头是道：古时有位
皇帝爱听唢呐，唢呐班在皇宫吹了三
天三夜，他还是听得不过瘾，令人在
宫门外搭建了乐棚继续演奏，就有了

“外棚”之说；冬天寒冷时，唢呐艺人
在外冻得手脚冰凉，影响吹奏效果，
便会被请到钟楼上去，即称“楼上
客”；唢呐的声音高亢嘹亮、响彻四
方，故又称“响器”；因为旧时的唢呐
艺人都是吹奏老戏曲的唱段，才被人
称“古乐班”的；有的富有主家办红白
喜事时为讲究排场，往往会搭建一个
高高的舞台让唢呐艺人演奏，就有了

“高棚”……
“唢呐起源于三世纪，于金元时

期传入中原，明正德时期广泛流传于
民间，传入通许县至少有 300 年历
史。”武华铭说，他 8岁时学习唢呐，
12 岁时就能掌班吹奏。早些年，他
自学音乐理论、熟悉简谱和收集民间

音乐小调，目前仅他拿手的曲子就有
50多首，“这些多源于民歌、民间小
调和戏剧曲牌”，在不同的场合会有
不同的曲目，如：迎娶上轿吹奏《抬花
轿》；迎亲吹奏《小开门》；请客人入席
的曲目是《挑水》……

最具有武氏特色的代表性器具
是“小呐子”“花脸竹筒”和闷笛。武
华铭说，他能用这些器具模仿各种戏
曲人物的唱腔，还可以模仿多种飞禽
的鸣叫声。常香玉、马金凤、牛得草、
申凤梅、海连池等大师的唱段他都能
用这些乐器模仿得活灵活现、声情并
茂。尤其是豫剧《朝阳沟》中亲家对
唱的那个场段，他用 3种不同的乐器
模仿出 3个不同人物的对唱，语言清
晰，性格鲜明，“好多观众听后都说太
神了！”

从艺40年，武华铭的演出足迹踏
遍了河南大地，安徽、山东、河北等都
有他的粉丝，他还参加了不少全国性
巡演。2013年 8月，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唢呐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唢

呐学术研讨暨全国唢呐邀请赛”在合
肥举行时，国内几大音乐学院的有关
专家都来到了现场。在高手云集的
比赛中，武华铭不仅夺得了合奏组一
等奖，他率领的武家班还获得了这次
大赛唯一的集体最高奖“名班名社
奖”。

“我们武氏唢呐的五代传人，都
是唢呐夫妻档。乡里人也有浪漫的
情话，因唢呐而结缘。”武华铭笑着
说，2013 年武氏唢呐被列入开封市
非遗名录后，他的一双儿女在他的传
授下也学会了吹奏，成了他们家的第
六代传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武华铭也明显
感觉到能够像他一样有长年浸润的
机会，能够用“匠心”时时琢磨提高
技艺的民间唢呐艺人越来越少了。
但武华铭不气馁，先后培养了 20多
名唢呐弟子。他说：“黄河腹地有着
厚重的民间文化，让华夏优秀的民
族文化遗产得以薪火相传，还待后
来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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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中的农民画家

面人贾

唢呐情话

民权县王公庄以“中国画虎第一村”遐迩闻名。不到1400人的村子里，
“一手荷锄种地，一手拈笔作画”的人过半，形成了农民绘画的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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