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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庙村的新游园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7月15日，沿着曲折的山路，记
者驱车前往汝州市米庙镇关顶山脚
下的枣树庙村。临近村口处，一片
近 200亩的种植基地惹人注目：棵
棵桃树硕果累累，果子不仅个大，而
且透红，压弯了枝头。

虽骄阳似火，但六旬老汉何须
振在地里忙得不亦乐乎，一边打药，
一边哼着小曲。当记者问他为何这
么惬意时，何须振更是笑得合不拢
嘴：“自从刘书记前年来了俺村，村
子天天都在变，俺的日子一天也比
一天过得好。”

何须振所说的刘书记，是2015
年 12月市农办与枣树庙村结成扶
贫帮扶对子后，派驻入村的扶贫工
作队长暨第一书记刘建军。他能让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山沟——省定
贫困村，到底变出什么“金凤凰”，带
着好奇，记者向村里走去。

在村室大院，两层小楼内党员
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健康卫生室、
谈心说事室一应俱全，党群综合服
务大厅可满足村民“一站式”办事需
求。村室门口“农村人居环境二星
级示范村”“二星级文明村”“一星级
村（社区）党支部”标牌格外醒目。

记者见到刘建军时，他正在党
员活动室内整理贫困户档卡资料。
刘建军告诉记者：“枣树庙村地处山
区，交通不便，有5个自然村，但居住
分散，基础设施落后，贫困户有80户
277人，占全村人口的一多半。我们
扶贫工作队刚来的时候，别说村室，
就连一条水泥路都没有。”

话音未落，刘建军的手机便响
起，游园里观景台的施工现场需要
他去处理一些问题，我们便一同前
往。越往村里走，越感受到这里天
人合一的魅力。灰瓦白墙掩映在青
山绿林中,秀丽中透着古韵；文化活
动广场上，各种健身器材应有尽有，
古杏树下三五个老人围坐在一起，
下棋说笑；3个游园散落在村间小路
的步道上，两旁的红叶桃、紫叶李等
景观树点缀其间；不远处的树林中，
成群的鸡在“撒泼打欢”，有的甚至
跳到树枝上“站岗”。

来到观景台，刘建军指着远处
告诉记者：“枣树庙村可是一座宝

藏，这里大有文章可做。你看，西北
与汝州著名景点石榴嘴寨相邻，东
眺关顶山，林地面积 2000亩，山地
面积1000亩。但这么好的资源，以
前村民都给荒废了。”

扶贫，先扶智，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是关键。“去年，我带着十几个
村代表到外地去学习取经，回来后
他们脑袋一下开窍了。”刘建军告
诉记者，2016年 6月 29日，枣树庙
正式挂牌成立“汝州市农富兴养殖
专业合作社”“汝州市农帮源种植专
业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办法，吸纳贫困户46户入社，
带动脱贫。

家住观景台附近的贫困户潘美
真看到刘建军，急忙出来招呼我们
进家坐坐。潘美真就是何须振的老
伴，她告诉记者：“刘书记可是俺们
村的大福星，人人都信他、服他。俺
们两口身体都不好，重活也干不
动。去年，俺把自己的六亩地流转
给了合作社，合作社马上就给了一
年的租金3000元。随后，公司又给
老头子在地里安排了个轻松的活，
每月也有千把块钱收入。老板说等
挂果有收益了还有分红呢。”

看到随行的村支部书记何令杰，
潘美真又是连连感激。半个月前，在

“靓村”工程中，潘美真家的猪圈被列
入拆迁范围之内。作为结对帮扶干
部，何令杰主动把自家牛圈腾了出
来，让潘美真家的猪来“安居”。

枣树庙村虽然村“两委”领导班
子健全，但党员仅有13人。何令杰
告诉记者：“刘书记来了之后，要求
所有党员必须冲锋在前，每人结对
帮扶一户特困贫困户，别看我们人
少，但我们力量不弱。”

“是啊，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
部，支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枣树
庙村虽然底子薄，但是发掘潜力
大。”刘建军说，“下一步，我想带领
大家发展林下经济，做强做大合作
社，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考察好了。
同时，引导当地村民发展休闲农家
乐、林果采摘、户外徒步等旅游产
业，你看，我们现在打造的观景台、
农耕文化园等景观都是为发展旅游
打基础的。”透过观景台设置的相
框，望着远处的关顶山，刘建军目光
坚毅，信心满满。15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
怡 通讯员 郭风丽 王晓磊）7月 15
日，记者走进矿建街道赵案庄村硕
士葡萄园，翠绿色的“葡萄长廊”一
眼望不到头。葡萄园主人张化阁指
着葡萄棚外四周的防虫网说：“有了
这个网，就不用害怕虫子进入了，也
不用担心鸟害和风吹雨淋了。葡萄
成熟后，挂两个月果，都不会坏。”看
着这片流转来的 100多亩土地上，
葡萄藤纵横交错，即将成熟的葡萄
串挤挤扛扛，张化阁心里甜滋滋的：
去年亩产葡萄2500公斤，今年生长
情况比去年还要好。

张化阁的葡萄园是舞钢市通过
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舞钢市按照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规划，将推进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与发展粮食生产、调
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紧
密结合起来，合理调整扶持政策，创
新土地流转模式，促进农村土地流
转项目规模扩张、效益提升，形成了
规模化分区域种植、养殖的新格局，
不仅推动休闲观光等特色农业快速
发展，而且带动了农民增收。

按照“抓优势产业基地建设、抓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引导农
业产业示范基地和龙头企业向现代
农业园区集中”的工作思路，舞钢市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重点培育

特色农业种植、畜禽养殖等示范园
区。在示范园区，按照“龙头+基
地+农户”的组织形式，实现农业产
业化和农业标准化的有效结合。

杨庄乡臧坪村的金凤凰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养殖场内，散养的固始鸡
挥动着翅膀四处飞舞。谈起以前，公
司负责人臧向阳感慨不已。四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荒土包，而如今，900亩
的山地上，放养着3万多只固始鸡。
2013年7月，臧向阳把这块土地承包
后，大力发展家禽养殖业。采购回场
的鸡苗在养一个月之后，全部撒到山
上，自然生长。起初出栏的活鸡以省
内周边市场为主，后来逐渐与北京等
大城市的本地家禽企业展开合作，打
开了省外的高端市场。

臧向阳告诉记者，目前金凤凰
从附近村子聘用的员工有20多人，
一个员工月薪2000多块钱，一年能
为当地农民带来 60 万元的收入。

“将来，公司的规模扩大了，还能带
动更多的人增收致富。”臧向阳对未
来充满信心。

特色农业让舞钢市不少农民尝
到了甜头。据统计，目前全市农民
专业合作社总数达 260家，其中今
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20家，新增
省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1家。在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化农
业的道路上，舞钢市的步伐不断加
快。15

舞钢市

特色农业鼓起农民钱袋子

在制作车间，几位年轻人正在井然有序地忙碌
着：有的正在手工拉坯，有的正在修整陶坯，有的正
在上釉……唐钧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整个生产过
程有几十道工序，任继伟介绍起来如数家珍：选料、
洗料、粉碎、除铁、脱水、压滤、制模、成型、施釉、装
窑、烧制、出窑、检验、分级……每一道工序，任继伟
都不止做过千百遍，全部了然于胸。

板凳一坐十年冷，匠人也能成大师。任继伟只
要不外出，就一头扎进工作室，忘记吃饭是常有的
事。他不但有精益求精、格物致知的技艺，也不乏
追求极致、心无旁骛的定力，更具备淡泊名利、物我
两忘的境界。工匠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在钧瓷的世界里，任继
伟是纯粹的。每一件精美的钧瓷作品，都是任继伟
与艺术对话的结晶。在唐钧展厅，任继伟拿起一把
白斑纹与黑褐底釉有机结合的茶壶——无量壶，陷
入了沉思。

陈列馆摆放的唐代花釉瓷残片，是上世纪60年
代任继伟跟随父亲去郏县黄道窑发掘时捡回的艺
术珍品。任继伟正是从这些残片中受到启发，不知
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又经过了多少次单调乏味
的试验，才运用唐代的窑变技术，粹炼出这把承载
着父亲教诲，也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的无量壶。唐
钧神韵终于在任继伟的手上成功再现。

为了验证无量壶的制作严谨与致密，任继伟将
壶装满水，手指摁住壶盖上的气孔，任意翻转，竟滴
水不漏，不禁让人惊叹做工之精巧、技艺之高绝。

只管好好做人，上天自有安排。这把获得2013
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的无量壶，完美地诠
释了唐钧之神韵：正是经历了打磨和雕琢，承受了
高温与煅烧，包容进各式色泽和纹路，才能够浴火
重生，进入艺术的最高殿堂。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郑书方

7月 13日，位于郏县神前陶瓷工业园区的
任氏瓷业院内，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刚参加
完巴黎国际艺术品博览会的任继伟带回一个
令人兴奋的消息：他创作的两件唐钧作品，从
众多文化交流作品中脱颖而出，被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永久收藏了！

这是继2015年9月美国凤凰城“现当代中
国陶瓷艺术大展”之后，任继伟的唐钧作品再
次走出国门。是啊，自己曾为之奋斗经年的唐
钧，如今终于征服了这个享誉世界的艺术之
都，他怎能不激动呢？

任继伟是谁？
翻开现代钧瓷史，任继伟的父亲——已故

著名钧瓷大师、新中国钧瓷事业奠基人任坚先
生，是一座耀眼的丰碑。27年前，任继伟从父
亲手中接过钧瓷传承接力棒的同时，也肩负起
了任氏瓷业第七代传承人的重任。

何谓唐钧？
李唐盛世，百业兴旺，黑唐钧艺术应运而

生。陶瓷艺人在黑色底釉上点涂白、绿、褐等
诸色斑块，高温下釉料流动、渗化、融合，产生
烟云变化之曼妙神奇效果，清新自然，俏丽雅
致，气韵万千，开启了窑变艺术之先河，奠定了
钧瓷技艺基础。

18世纪中期，清代陶瓷专家陈浏在《陶雅》
一书中明白地称唐花瓷就是唐钧。

而《钧瓷志》更明确指出：“唐代花瓷与宋
代钧窑有渊源关系，是钧窑的前身。钧瓷始于
唐，已得到陶瓷史学界的公认，并载入史册。”

7月14日，在任继伟的工作室，一个握手，
一句问候，陌生感顿消。黝黑的皮肤、憨厚的
微笑、朴实的话语，顷刻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手工拉坯，最为传统，操作艺人，技艺必
精。心在手先，眼到手行，心手并用，方见其
能。轮盘飞舞，泥团上承，双手用力，型成心
中。器从手出，奥妙无穷，高低胖瘦，大小玲
珑。不偏不倚，妙趣横生，欲达化境，当下苦
功……”

当一大段制钧歌诀从年届花甲的任继伟
口中行云流水般诵出，令记者惊叹不已。这是
任继伟的“童子功”。“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任
坚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下放车间劳动改
造。十来岁的任继伟经常给父亲送饭，父亲便
趁机把钧瓷制作的工艺流程、材料性能以及制
钧歌诀依次写在任继伟的胳膊上，让任继伟每
天背诵一段。

任继伟回忆，那时的自己少不更事，父亲
每天让他死记硬背这些制钧歌诀，他还不大情
愿，如今却成为父亲留给他最大的一笔财富，
受益无穷。

“家产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父亲的言
传身教下，任继伟很快成长为钧瓷制作的后起
之秀。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里就种下一个愿
望：做一个父亲那样的钧瓷大师！

上世纪90年代初，已过而立之年的任继伟
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暂时放弃钟爱的钧瓷事
业，只身闯荡上海。商海遨游，摸爬滚打，任继
伟把建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2010年，任继伟放弃在上海打拼下来的一
切，返回家乡，倾其所有创办了“任氏瓷业天泰
号有限责任公司”。亲朋好友一时都不明白他
的心思，纷纷劝他不要冒险。可任继伟认定的
事儿，没人能劝得动。

在外打拼多年，任继伟始终放不下童年的
钧瓷梦。而促使他下定决心的，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原因。

有一次，在上海国际古陶瓷研讨会上，任
继伟见到了会议执行主席、父亲的生前好友李
国桢先生。谈话间，先生叹曰：“钧瓷始于唐，
唐钧是钧瓷的基础。唐钧的艺术价值和工艺
成就值得深入研究，继承弘扬。如果上天能再
给我一点时间，我愿意回去帮你们……”任继
伟听了非常激动，当即盛情邀请先生返乡指导
唐钧艺术研究。不料，数月之后，却传来先生
病重不治的噩耗。

10年间，任继伟始终念念不忘先生的遗
愿，在经商之余，默默地从事着唐钧艺术的收
集、整理和恢复工作。他在蛰伏中蓄积着力
量，寻找着机会。

开弓没有回头箭。任继伟义无反顾地开
始了唐钧艺术研究创作的艰难之路。

盛夏清晨，微风徐来，空气中蕴含着晨露的甜
香。5点钟，天刚蒙蒙亮，任继伟便起床了，这是他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来到后院的制作车间，目光
及处，满架的陶、瓷半成品，都仿佛向他点头致意。
在一字排开的几座窑口前，他伫立片刻，转身走出屋
外，东方的天空，一如出窑的唐钧，霞光万彩。

任继伟吃住在公司，只要不出门，这是他每天的
必修课。

有熟悉的朋友半开玩笑说任继伟有“强迫症”，干
起活来不分昼夜，废寝忘食。任继伟对此一笑了之：

“干一件事就要把它干好。于公于私我都不能失败！”
这几年，任继伟确实为唐钧艺术的恢复和发展

干了不少大事儿：
2013年，他斥巨资建成“任坚钧瓷艺术博物馆”

和“钧瓷窑炉博物馆”对外开放；2014年，在他的不
懈努力下，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郏县“中国唐钧基
地”荣誉称号；2015年，任氏瓷业被河南工艺美术协
会评定为“中国唐钧名窑”；2016年，他和女儿任皓
宇的凝血之作——《中国唐钧》一书出版发行，填补
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空白……

对于唐钧，任继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一步一
个脚印地找资料、寻残片、采样本，努力再现唐代经
典；同时又加入埃及、美洲、中东的陶瓷元素，博采众
长大胆创新。他要创造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唐钧。

循着自己的“传承+创新”的艺术理念，他将唐
钧从传统日用器型向融入现代审美理念和时代气息
的观赏摆设、收藏馈赠方面发展，先后开发出数十个
唐钧新品种，目前已获得56项外观设计专利、两项
新型唐钧釉发明专利、一项新号型环保节能窑炉专
利，形成了绚丽夺目的唐钧文化景观。如今，任氏瓷
业已成为全国唐钧文化的领导企业和中国唯一的唐
钧名窑。

近年来，在国家倡导文化产业振兴的大背景下，
留学归来的女儿不但学到了西方艺术的精髓，更带
回了崭新的商业模式。他们适时推出了“包窑经营”

“私人定制”和与著名艺术家合作的新模式，并寻求
唐钧产业与文化创新的完美结合。

如今，唐钧逐渐从当初的“藏在深闺人未识”，到
如今被誉为“古钧新花”，备受业界专家及社会各界肯
定与推崇。精心创作的唐钧作品已步入世界艺术殿
堂，相信接下来的路，任继伟会更加健步如飞。15

恢复唐钧路漫漫

传承壹

对话唐钧路多艰

痴念贰

任继伟在创作

半生执念终不悔

筑梦叁

凤首壶

唐凰涅槃

唐钧洗

世代传承的古老技艺，淬炼百年的一炉窑火，成就他淋漓尽致的艺术才华；湖光山色云霞

雾霭，日月神兽花鸟虫鱼，世间万物在他手中任意挥洒；借自然神奇之窑变，凭“入窑一色，出

窑万彩”，他登上唐钧艺术的华丽殿堂。

认真、极致、精益求精；专业、专著、一丝不苟。他在雕琢作品的同时，也在不断雕琢自己，

享受着艺术和思想同步升华的美好过程。他不单是一位追求完美的钧瓷匠人，更是一位发

掘、传承和创新的唐钧艺术大师。

半生执念为唐钧
——记任氏瓷业第七代传承人任继伟

无量壶

孩子们在枣树庙村游园观景台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