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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思明

说到戏剧，尤其是农村的戏剧演
出，我是个外行。但是一直以来，它又
和我扯不断、难割舍。

小时候，农村穷，但即使是在吃不
饱、穿不暖的时候，农村的戏剧却异常
火爆。那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每年
春节，我们村都有戏剧演出和杂耍
表演。当然，都是土生土长的左邻
右舍、身边长辈们登台。当大红纸
的海报贴出，每天下午演啥、晚上演
啥公布得清清楚楚，四里八乡的群
众便早早地一窝蜂般挤到舞台前，
静等大戏开演。

那时候经常停电，偶有的“汽灯”
在晚上停电时可派上用场，吱吱吱地
在舞台中央响着。舞台下面黑压压一
片观众，却很是安静，踮着脚尖很认真
地欣赏。那时我十几岁，对古装戏没
兴趣，总觉得咿咿呀呀半天唱不了一
句话，没劲，便只在人堆里钻来钻去。
但无形中，《十五贯》《铡美案》《秦香
莲》《包青天》《女驸马》等故事，不自觉
地留在了记忆里。

参加文化宣传工作后，我慢慢知
道了戏剧分类，知道了咱们的豫剧梆
子 戏 ，知 道 了 我 们 当 地 的 主 打 剧
种 ——曲剧，以及别有特色的花鼓
戏、怀府梆子，也慢慢知道了生旦净末

丑各种角儿。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些
村子，能演整本戏的业余剧团竟有几
十家之多。

2017年，我们市里的曲剧团排演
了根据首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范占先
事迹改编的曲剧《嫂娘》，在农村巡回
演出，大受欢迎，有的群众跟着剧团天
天看。一年来，它在农村演出了近
200场，场场叫好叫座。我也切切实
实地感受到了广大群众对戏剧艺术有
多么喜爱。

戏剧，给我们带来的也许不是物
质上的富足，却是精神上的武装。
愿戏剧艺术在乡村的土壤里蓬勃发
展，欣欣向荣。7

牡丹画·文化人

孟津县城东南 20 公里许，有座
平乐镇，辖有 20 个行政村。这里自
古以来就是书画之乡，近年更因“牡
丹画”而闻名。

走在平乐镇的街上，不时可见
用作画室的店面。在一家画室里，
记者见到了 60岁的平乐牡丹书画院
院长郭泰森。说起牡丹画的缘起，
郭泰森回忆，1983 年——时值改革
开放不久，自己和哥哥郭泰安去洛
阳市参加了第一届牡丹文化节，回
来后，郭泰安开始画牡丹并成功销
售出去。后来，两兄弟和十几个画
师成立了书画院。“到了上世纪 90年
代，我们的牡丹画渐渐有了些名气，
开始接到外面的订单，我就辞掉了
原来的工作，专心画牡丹。”郭泰森
说，2007 年，省、市的领导到平乐考
察，帮助成立了“洛阳平乐牡丹书画
院”，还办起了培训班，免费培训了
110 多人。随后，洛阳市还组织了

“千人千米画牡丹”，平乐一下子就去
了 100位农民画师。

“农民拿起画笔画国画，在当时
是个新鲜事儿。”主管文化产业的副
镇长孙跃芳介绍，名头儿叫响后，不
仅有大量村民，周边市县也有不少
人慕名前来学画。2011 年开始，一
家公司在这里打造出了“中国平乐
牡丹画创意园区”，渐渐形成了集创
作、文创、物流、旅游于一体的综合
性产业链，目前，这里的相关从业人
员有 1200 多人，年接待游客和绘画
爱好者达 60多万人次。这里还是当
地首个“淘宝村”——去年，画师们
创作出牡丹画 40 多万幅，综合销售
额 1.2 亿元，其中有 4800 余万元来
自网上交易。

当然，牡丹画带给这里的不仅
是人气和收入，更有潜移默化的艺
术熏染，村风村貌也为之一新。以
前 ，村 民 们 农 闲 时 节 喜 欢 打 打 扑
克 、搓 搓 麻 将 ，见 了 面 会 问“ 吃 了
没？”现在更多地则会问“今儿个画
画了没？”走进艺术创作园区二楼，
在牡丹画精品馆、黄河奇石馆、石
刻艺术馆等主题展馆中，散见几位
村民在这里浏览、观摩。而在展馆
旁边，比较宽敞的画室中，几个大
人带着孩子在这里作画，一笔一画
非常认真，攀谈起来也让人觉得落
落大方。

“ 他 们 可 都 是 见 过 大 场 面 的
人。”今年春节刚到南美一些国家参
加过文化交流的郭泰森笑称，这些
年，镇里除了邀请一些知名画家到
这里指导、开讲座，每年请全国各地
的同行过来参加农民画展，还会组
织村里人到省外、国外参加大型博
览会、展销会等活动。每次参会、办
展 ，他 们 的 作 品 几 乎 都 被 抢 购 一
空。画师们的眼界宽了，底气也足
了，待人接物时展露的气质也自然
好了不少。“现在，大家可都是地地
道道的文化人哩！”郭泰森说。

艺术家·生意人

和孟津“牡丹画第一村”、民权
“画虎村”、舞阳“农民画村”多少有
些类似的是，不少乡村也在积极探
索着传统艺术的产业化之路。在郑
州市西南郊的樱桃沟有个创客艺术
村，负责人黄建军介绍，雕塑、铁艺、
书法、根雕等领域的 60 多位艺术家
来到这里，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增
收，还为在这里创业做生意的人们
出了不少力。

“就拿根雕来说吧，艺术家们可
以从村民手中收购废弃的樱桃木，
村民也可以参与后期创作中的一些
细节处理，获取相应报酬。”黄建军
说，除了根雕，村民也可以采集一些
材质的石头并进行粗加工，提供给
雕塑创作者作为原材料。村里的女
性经过培训，在家里就可以做盆景、
做布艺、培植花房，并通过电商平台
将作品卖出去。据了解，参与这些
工 作 的 村 民 ，每 月 最 少 可 以 拿 到
2000元的计件收入。

而对于在这里开农家乐饭馆的
崔宝霞来说，与艺术家们的合作也
让她受益匪浅。崔宝霞是郑州二七
区人，在这里创业六年了。一开始，
这里的农家乐由于缺乏特色，生意
不算太好。几年前，当艺术家们走
进樱桃沟，就开始为一些创业者出
谋划策，打造民俗主题酒店，效果明
显。在崔宝霞开的农家乐院子里，
记者看到了比较齐全的电影放映设
备 ，房 间 里 则 摆 放 着 一 摞 摞 连 环
画。游客到了这里，就餐之余翻翻
连环画，看看老电影，找找小时候的
感觉，体验自然非同一般。

“如今，我家饭店的营收比以前
增加了不少，村民也得到了实惠。”
崔宝霞说。的确，艺术家可以拿文
化资产和设计思路入股，饭店吸引
到客流量了，村民也可以通过做服
务员、环卫工、安保等劳务输出增加
收入，实现多方共赢。

有趣的是，除了创客艺术村，这
里还有个艺术园区，园区中甚至还
有座美术馆。馆中，几位村民带着
孩子在这里参观，伴有轻轻的议论
声。墙上作品的画风相对来说比较
新锐，一问之下才知道，前不久这里举
办过青年绘画展。负责人张跃文告诉
记者，一年前园区建成后，吸引了一批
艺术家来此驻村，目前12间工作室已
经住满，还有十二三位画家租用了附
近村民的房屋作为画室。

从创作氛围上来说，这里可能更
接近于北京宋庄画家村以及之前郑州
的石佛艺术公社。值得一提的是，创
作之余，艺术家们还积极投身到这里
的公益课堂项目中来，他们和受邀前
来的大学教授、研究生一起，免费为当
地的孩子提供绘画、诗歌、音乐、雕
塑、语言等多方面的教育。

老家安阳、35岁的画家刘博，是
公益课堂教师组的组长。“除了一些
基本的创作技法，我们还很注重对孩

子们人品和生活习惯的培养。”刘博
说，除了画画，自己很喜欢在课堂上
多教给孩子们一些东西，“和大家的
想法一样，我也想一直留在这里！”

写生者·助脱贫

在信阳光山县最南端，有个与
新县接壤的村子——东岳寺村，依
山傍水，景色宜人。据村民讲，平时
吃的菜都是自家种的，鱼也是到河
里抓的，“原生态”保留得不错。不
过，这里是山区、库区，又是移民区，
环境相对闭塞。据驻村第一书记扶
志介绍，虽然在国家资金扶持下建
起 了 55 套 安 置 房 ，但 全 村 426 户
1788 人中，贫困户仍有 132 户 567
人。如何脱贫，曾让村里、县里很伤
脑筋。

“太行山区的石板岩村和郭亮
村，早期都是通过吸引学生前去写生
发展起来的，带动了当地的文化旅游
产业。光山的‘硬件’很好，完全可以
建个写生基地。”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刘杰介绍，在省美协与光山县共同筹
备下，去年 10 月底，省美协创作中
心、河南省大学生写生基地落户东岳
寺村，助力扶贫攻坚。它也是省美协
指定的唯一一个写生基地。

去年 11 月初，这里就迎来了首
批客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艺术
设计学院的 34名师生。今年春节过
后，这里已陆续接待了省内一些艺术
中专和高校的750名师生。“前来写生
的学生，生活标准为每人每天 55元。
今年春天大约有 17户 300个床位，到
了秋季床位会多一些，达到 400个。”
扶志介绍，目前，已有七八所高校的近
千名学生计划在今年秋天来村里写
生，“希望稳定的客源能够带动超市、
饭店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发展，也希望
会有更多村民回来创业。”

年轻的学生们也为这里带来了
新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乡村的淳
朴风气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
们，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凡
事都有磨合期，目前，写生基地还处
在摸索阶段，接纳的也主要是省内的
学生。未来三到五年，希望它能做到
一定规模，助力光山的文化旅游。”刘
杰说，希望更多的游客被吸引而来，
这里的人们也将发现“绿水青山”真
的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乡村振兴的话题已经上
升到国家战略。艺术如何激发出村
庄新的活力？艺术与乡村的互动，
怎样才能从草创期平稳迈入“有项
目规划书”的 2.0 时代？无论对艺术
家还是乡村而言，这些都是值得思
考的问题。

能够在山清水秀的乡间，遇到
一两个艺术家群体，一两座美术馆，
已经足够让我们愉悦无比。

艺术并非高高在上，高雅和淳
朴也会融为一体。闲暇时，我们不
妨走进乡村，走近艺术，说不定，你
真的会邂逅惊喜。2

□王剑

一头犍牛拉着犁在春耕，种子撒进泥土，长
出绿油油的庄稼。阳光下，麦子挺着金黄的

“戟”，向大地献上籽粒。农民挥汗如雨，收割着
幸福和希望。橘黄底色的画面凝重而温暖，闪
烁着汗珠的光泽，透洒着泥土的芳香——看了
这幅农民画之后，我动了去舞阳的念头。

舞阳农民画院位于县城新西路中段，主展
厅悬挂着 50 幅左右大大小小的农民画，内容丰
富，人物鲜活。看不尽的花好月圆，道不完的摘
果种地。徜徉其间，仿佛可以听到禽畜的场景
嘶鸣，闻到瓜果的馨香。我的内心涌动着两个
字：震撼。

展厅旁边的画室里，画师马丽君告诉我，创
作一幅农民画通常要半个月时间，光是起稿就
需要三五天。交谈中，我了解到，舞阳农民画的
说法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的农民一手拿锄
头，一手执画笔，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简单而
夸张的图案在墙壁上表现出来。后来，农民画
由墙壁转到纸张，由浪漫转入现实。描绘村民
生产劳动的场景，讴歌村庄的现代生活，成了它
的主流画风。因其造型稚拙，图式丰满，色彩浓
烈，妙趣横生，很快引起中外画坛的瞩目。

听说吴城镇的昭寺村和九街乡的胡岗村都
是农民画专业村，便想去看看。“艺术来源于生
活。这话一点不假。”看到我们到来，胡岗村的
农民画家胡庆春兴致勃勃地讲起一个故事：“村
里有个小伙儿到广州打工，返乡时带回了漂亮
媳妇儿，小两口儿在村头承包了池塘，种藕、放
鹅、养鱼，日子过得滋滋润润。我觉得这个题材
挺好，就画成了《中国日子呱呱叫》，想不到画作
上了《人民日报》。”

憨厚的面孔，粗糙的大手，朴实的装扮，你
很难将这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与艺术
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他们，凭着质朴和纯真，
用最民间的构图和颜色，把他们身边原生态的
生活搬入了画卷，抒写着当代农民的中国梦想。

我在想，舞阳农民画远近闻名，它到底好在
哪儿？现在，我好像明白了：舞阳农民画好在有
温度、接地气，好在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向往，
好在对当今幸福生活的珍惜和感恩。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一首题写在舞阳农民
画上的诗：“春江暖日稻花，开心唢呐鸡鸭，日子
红火呱呱，锦绣如画，和美幸福人家。”如今，“中
国日子呱呱叫”，名噪天下的舞阳农民画，也在
开创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7

当艺术“遭遇”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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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出来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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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大明

正如“高雅”和“淳朴”并不冲
突一样，“艺术”和“乡村”之间的
距离也并不遥远。“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古时，文人墨客表达
着对乡间、田园的喜爱和向往，留
下了无数华美的诗篇。同时，各
类传统民间艺术——如捏泥人
儿、剪纸、杂技、唱戏等，也曾在乡
野大地生根开花，丰富着百姓的
生活。

时光流转，今天的艺术形式
越来越丰富，古今交汇、中西交
融，蔚为大观。一些古老而传统
的艺术在创新中思考着“出路”，
一些时尚的现代艺术也在不断的
嬗变中走进乡村。曾经，北京宋
庄、成都三圣乡、合肥崔岗村等艺
术家村落颇受关注，而在中原大
地上，石佛村、梨面沟村、纪公庙
村等也曾因艺术家聚集而名噪一
时。7月中旬，记者走进省内一些
与艺术“结缘”的村落，感受着艺
术与乡村碰撞出的璀璨火花……

郑州樱桃沟艺术园区的公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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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东岳寺村的写生基地一隅

《中国日子呱呱叫》 作者：胡庆春

一名艺术家在乡间作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