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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八旬老者“ 艺术”点亮乡村美
○郑婷
编者按：铁画又叫铁花，为中国传统
独具风格的工艺品之一，是用铁片经过剪
花、
锻造、
焊接、
退火和烘漆等几道工序制
做而成，以铁代墨，以锤为笔，以砧为纸，
锻铁为画，借鉴中国画和书法章法布局，
融民间剪纸、
木刻、
雕塑诸艺优点于一身，
风格古朴苍劲。
铁画制作起源于宋代，盛行于北宋。
清代康熙年间，安徽芜湖铁画才自成一
体，并逐渐享誉四海。芜湖铁画具有新安
画派落笔瘦劲简洁、
风格冷峭奇倔的基本
艺术特征，是纯手工锻技艺术，既具有国
画的神韵又具雕塑的立体美，还表现了钢
铁的柔韧性和延展性。
芜湖铁画曾参加法国巴黎世界博览
会、匈牙利布达佩斯造型艺术展，并赴日
本、
科威特、
意大利、
尼日利亚、
沙特、
香港
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老艺人储炎
庆和几位弟子制作的大型铁画《迎客松》、
《梅山水库》和铁书法《沁园春•雪》等作
品布置在人民大会堂。
芜湖铁画在传统形式的尺幅小景、
画
灯、
屏风基础上，又创有立体铁画、
盆景铁
画、
瓷板铁画和镀金铁画，形成了座屏、
壁
画、书法、装饰陈设和文化礼品等五大系
列二百多个品种，以其与众不同的艺术风
格和魅力，
在艺坛独树一帜。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2006 年 5 月 20 日，芜湖铁画锻制技艺
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07 年 6 月 5 日，经国家
文化部确定，安徽省芜湖市的杨光辉为该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26 名
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走进亭江长柄村，蓝天白云与一座座
别具特色的小亭子相映生辉，惬意的老人
们坐在牌坊长廊上一旁休闲地唠着家常
享天伦之乐，远眺长柄影剧院大门上方的
巨幅铁画细数着岁月变迁……这些赏心
悦目的景观渐次铺开，给人愉悦视觉感
受，这些在乡村记忆中的不可或缺的景
观，都是出自于长柄村八旬老人杨兆作义
务创作的作品。
“我在纸上画山水，也为家
乡造景观，能用自学的艺术手法将家乡装
扮得更美丽，
很开心。
”
杨兆作说。
铁，在人们心中一直是坚硬、粗放的，
可是有一种艺术，却能将坚硬的铁片化成
绕指柔，以另一种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它就是铁画工艺。
长柄影剧院是长柄村的标志性建筑，

由 华 侨 捐 资 建 设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建
成。除了建筑本身，大门正上方的铁画作
品《松竹梅》
（见配图）引人注目，上面的
松、鹤、孔雀、梅花、竹等制作得栩栩如生。
铁画工艺借鉴了中国水墨画的章法

布局，融民间剪纸、木刻雕塑、金银首饰锻
造等多种技术于一炉，花卉、人物、山水、
草虫等皆可入画。铁画的制作比较繁琐，
需要用到钳子、镊子、锤子、电烙铁、剪子
等十几种工具，要经过定稿、打版、裁剪、

煅打、焊接成型、烘漆等诸多工序，每一道
都十分重要，环环相扣，都关系到铁画的
艺术价值，
考验着制作者的技艺。
“铁画是非遗项目，源于宋朝，因其制
作复杂、
从业者越来越少，
现在巨幅铁画作

街巷里的
“非遗”

古蒸鱼燕：让“非遗”飞入寻常百姓家
○郑婷

肉燕在福州家喻户晓，
可是你知道鱼
燕吗？顾名思义，
鱼燕就是用鱼肉做成的
燕皮。2022 年，来自马尾区的福州古蒸
鱼燕制作技艺，
荣幸入选福建省第七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
传统技艺类别。
走进位于福州三坊七巷主街上的古
蒸鱼燕非遗传承体验店，
店员端上一碗晶

古法器具内。
首先，先加入适量的食盐，反复搅拌
成为细腻均匀的鱼浆。
其次是加入淀粉，
鱼浆淀粉的配比是
6:4，
其中，
淀粉也是经过精心挑选，
山园地
生产的番薯淀粉是制作鱼燕皮的首选。
随后，手工推揉，将鱼浆反复推揉至
劲道有弹性，再搓成长条型，按比例切成
段。
最后，
用擀面棍将小段的鱼浆擀成适
当大小的鱼燕皮，
内馅的精准选材将更好
地诱发出鱼燕的鲜味。
说起古蒸鱼燕的历史，
便绕不开吉祥
二字。其历史，可上溯到康熙二十年，因
鱼燕音似“御宴”，早年举子进京赶考前，
按传统风俗习惯都食古蒸鱼燕，
取一个好
彩头。
莹剔透，
形状圆头散尾，
如同飞燕的鱼燕，
久而久之，
食鱼燕就成了不可或缺的
一口尝下，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鲜适 乡俗，
被传承下来了。据史料记载，
“古蒸
口，宛若燕窝。听店员介绍，鱼燕的做法 鱼燕”第六代传承人林学 （林道球曾祖
也有许多，
可煮、可蒸、可炸……
父）在连江县城魁龙境内开店，因魁龙境
据了解，
古蒸鱼燕的主要食材取自生 内龙门文化氛围浓郁，吃古蒸鱼燕有“鱼
活在连家船民海钓的青鳗鱼，
只留中间背 跃龙门”
的彩头，
倍受食客喜爱。
脊部位鱼肉，顺势刮鱼肉，去掉刺、皮、鱼
“古蒸鱼燕技艺能保留至今，品质制
头和内脏，最后将剔好的鱼肉剁碎，放入 作不断创新至关重要。”古蒸鱼燕非遗技

青春故事汇江河
○黄俊
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五四运动，是
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
事件，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
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封建的伟
大爱国革命运动。它拉开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
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
富，更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
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历代党的领导人高度评价五四运动
的深刻影响和革命意义，对青年一代寄予
殷切期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继
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在每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一定

会同青年一起度过，或同青年代表座谈，
或参加学生活动，或以书信的形式和各行
各业、不同龄层青年亲切沟通交流，有时
候谈学习方法，有时候讲人生规划，有时
候说道路抉择，
衷心寄语新时代青年。
印象最深的是，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五四运
动以来的 100 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
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 100 年，是中国青
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
族的 100 年。
”
字里行间，尽显博大高远的格局，平
易可亲的嘱托，不断为广大青年的成长成
才“把舵定向”
“保驾护航”，引导和鼓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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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时代青年要乘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
里长空放飞青春理想，激励大家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赶考路上奋力前行，奋
斗不息！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代代
青年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无论是应对重大
阻力、挑战，还是抵御恶劣风险、矛盾，都
有一批批英勇无畏、挺身而出的担当青
年，他们不管是遭遇荆棘悬崖、刀山火海，
还是面对挫折坎坷、艰难险阻，只要祖国
需要、时代需要，必定以舍生取义、勇立潮
头和忠诚担当的姿态，为之义无反顾，呕
心沥血。
喜看，华夏青年儿女在各行各业努力
邮政编码：
3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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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很少见。”杨兆作说，那时候也是初生牛
犊不怕虎，
影剧院即将建成时，
他找到村干
部，
希望为影剧院制作巨幅铁画，
增加影剧
院的艺术感。3 幅作品从设计到制作完
成，前后花了将近一个月，除了部分焊接

同学的较量
○陈悦

近代中日两国都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
开始了近代化运动，两国的近代海军建设
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后人形容成
艺第九代传承人林道球说，
经过一代又一 是从同一道起跑线出发。此后，以侵略扩
代传承人的不断探索、总结、改进，
无论是 张为国策的日本，咄咄逼人，在 1894 年挑
工艺或者食材选用、混合，都形成了最后 起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中日两
国近代海军走上了血火搏杀的战场。现
的标准——品质与匠心。
邹先生在用餐接受后，
还在和林道球 代中国关于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发展的故
不断探讨：
“这是我第一次来吃鱼燕，
发现 事中，有一个十分戏剧化的描述，称中日
两国近代海军的主要军官都曾在英国留
鱼燕有一种很特殊的鱼味，
我很喜欢。一
学，后来甲午战争中的海战，实际上是两
边听传承人讲述的制作过程，
一边看着墙
国同学之间的比试较量。
上的绘画和电视里播放的宣传片，
觉得很
这种说法象征意味浓郁，受到文学和
有趣。我们福州有很多非遗美食，
来源于
影视作品的采择，流传十分广泛，但其实
民间民俗，成长于世道人心，只有告别小
和真正的历史并不相符。
众、走向大众，
才会绽放生命新枝、充满生
船政学堂向欧洲派出留学生时，在英
机地走向未来。
”
国留学的后学堂学生并没有遇到过日本
林道球表示，
作为新一代古蒸鱼燕非 留学生，同一时间并没有日本海军留学生
遗传承人，
他亲眼见证了那些在角落里的 在英国学习，根本不存在中、日海军留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焕发全新的光彩，
许 生在英国共同留学的情况。认真考证起
多非遗技艺正在成为旅游市场的“新爆 来，中、日留学生同学一事，其实是发生在
品”。对古蒸鱼燕的创新发展，
他认为，
在 英吉利海峡以南的法国。
专业队伍进行系统性开发的基础上结合
1877 年 3 月，船政派出的首批留学生
家族传承技艺，
融入时尚元素和本土文化 远赴欧洲。按照船政学堂原本的学制设
信息，
除了在体验馆内可以品尝到美味之 定，后学堂采用英文教学，师法英国，后学
外，还会通过冷冻配送等方式，使古蒸鱼 堂毕业的留学生即派往英国；前学堂和艺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人们生活的构 圃采取法文教学，留学生就派在法国。后
者之中，根据各人在国内的所学特长不
成元素。
同，留学的地点和留学的内容区别很多，
有直接派入法国海军工厂学习生产技术
的，有进入法国海军兵工厂学习冶金技术
的，所学内容最为复杂、高端的是派往法
国海军舰船工程的最高学府——海军造
船工程学应用学校深造。就是在这所学
校，学习舰船设计的中国留学生魏瀚、陈
兆翱、郑清濂、陈林璋遇到了同样来自东
付出，并见证着新时代青年的履职勇担：
亚的日本留学生。
当前线战事突起，有无数战士清澈的心、
在左宗棠开创船政的 1866 年，日本
只为中国，在边疆誓死保家卫国、捍卫山 德川幕府引进法国技术兴建的重要造船
岳河海；当山洪暴发肆虐，有无数青年赴 机构——横须贺制铁所（Yokosuka Arse⁃
汤蹈火、前赴后继，在护卫堤坝和抗击洪 nal）——正在紧张的建设中。在这一年，
涝灾害中，出生入死、奋不顾身。如今，当 横须贺制铁所为了培养造船所需的技术
新冠疫情毫无征兆袭来，有无数青年白衣 工人，下设了名为技术传习所的教学机
为甲、忘我逆行，在疫情防控工作站在最 构，采取法文教学，由法国老师进行教授，
前列、冲在最一线，
实现青春的梦想。
性质上与船政的艺圃十分相似。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
1870 年，技术传习所更名为
（编
华。只见广大青年们勇敢担负起历史重 者注：校舍。
），升格为类似船政前学堂的
任，用青春的身影和干劲去回应时代的召 制造学校，
开展舰船工程专业教育。
1876 年，根据横须贺造船所（横须贺
唤，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无愧于祖国、
无
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优异答卷，
让五四 制铁所在 1871 年更名为横须贺造船所）
顾问维尔尼的建议，
选拔了“学术优
精神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印刷：
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外，
其他工序都是杨兆作亲自完成的。
1941 出生的杨兆作从小就对文艺感
兴趣，年轻时曾在闽剧团当伴奏者，1962
年开始在亭江、长乐、福清、连江等地进
行艺术创作，村民们对他的才华赞誉有
加。杨兆作还组建长柄十番乐队，组织
村民编排了《智取威虎山》
《袭击白虎团》
等剧目。
长柄村是全国有名的侨乡，
1985 年杨
兆作远赴美国纽约，在唐人街开设了福州
美术广告招牌公司，后来在洛杉矶开办中
华锦绣园林古建设计工程公司。在美国
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时，杨兆作收到村党
支部书记杨修土的书信，希望他回来帮家
乡在影剧院前设计一座公园。
正好杨兆作有回国的打算，因此于
1988 年回到家乡全身心投入公园的设计
和建造中。
“公园设计建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杨兆作说，历经一年多辛苦绘图、设计和
雕塑彩画施工，一座承古开新的 45 米牌
坊长廊屹立在影剧院对面。整座牌坊长
廊造型独特，内饰古典彩画、白水泥古代
戏剧人物浮塑，以及四季花鸟浮雕、书法
作品等传统艺术形式，令人叹为观止。杨
兆作还邀请女儿杨白雪创作长廊人物浮
雕背景。
判断一个作品设计得成功与否，杨兆
作有自己的标准，就是“走进其中，是否会
让人有很舒服的感觉”。因此，在他看来，
设计不但讲究技巧，还得有情怀和独到的
眼光。2008 年，
杨兆作再次被长柄村村党
支部书记杨人渠邀请，设计建造塔下山公
园的假山、瀑布、双层六柱圆亭，亭子按照
皇家式古建风格，设有飞篆、悬钟、下仰斗
拱、挂落等，整个景观显得古朴典雅，仿佛
一幅中国古典山水画。
在创作了巨幅铁画作品之后，杨兆
作还涉猎了绘画、书法、雕塑以及各种乐
器，
“ 这些技艺都是我敬畏古人，酷爱中
华传统文化，自学而成。”其中有一组雕
塑《一代伟人苦难辉煌》被摆放在家里最
显著的位置上，该塑像塑造了长征路上
的三位伟人，
“ 伟人雕塑不能随性而为，
我经过多次的设计和修改才完成现在的
作品。”
谈及以文化、艺术助推乡村振兴，杨
兆作满怀期许。
“ 亭江的艺术氛围十分浓
厚，我将继续以我的艺术创作，为乡村美
学注入力量，也期待有更多文化能人加入
到乡村振兴中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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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行方正”的学生山口辰弥赴法国海
军造船工程学应用学校留学。随后的
1877 年，就在船政留学生到达欧洲，留学
时，还是在维尔尼的推动下，横须贺造船
所
考选了本科生若山铉吉、樱井省
三、辰巳一、广野静一郎前往法国海军造
船工程学应用学校留学，此后，又有日本
学生河崎角松、黑川勇熊来到该校留学。
魏瀚等 4 名中国留学生，和山口辰弥
等 7 名日本留学生，成为在法国留学舰船
设计的同班同学，所学的课程包括造船
学、材料力学、蒸汽机构造、热动力学、舰
炮学、制图学、设计学（船体、蒸汽机设计）
等。同样来自东方，同样肩负着各自国家
海军近代化使命的这些年轻人，在法国留
学期间有没有更多交集，是否有同学之
谊，当事人都没有留下线索，只留给后人
无限悬想的空间。
较有可能的是，1874 年日本入侵台湾
事件后，中国的近代海军建设就以防备日
本为主要目标。而明治政府统治下的日
本，奉行侵略性国策，更是视中国为假想
敌。两国的海军建设从那时起就已经开
始你追我赶的竞赛，在这样的背景下，两
国的留学生之间必定有一番暗暗比试。
多年之后的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
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 9 月 17 日进行了震
惊世界的黄海海战。当年同在法国海军
造船工程学应用学校留学的中、日两国学
生虽然没有直接置身战场，但实际上以一
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了较量。
黄海海战参战的日本海军舰队中，3
艘同型号主力舰“松岛”
“严岛”
“桥立”，是
1890 年代日本聘请的法国著名舰船设计
师伯廷主持设计，1877 年时曾在法国留学
的多名日本学生参加了这批军舰建造工
作，其中辰巳一还曾作为监造官，在法国
参与“松岛”
“ 严岛”舰的监造。而参战的
北洋海军舰队中有 1 艘船政建造的钢甲
舰“平远”号，主持设计、监造这艘军舰的
工程师，正是曾在法留学的魏瀚、陈兆翱、
郑清濂、陈林璋。
1894 年 9 月 17 日下午 2 时，船政后学
堂第一届外堂生李和指挥的“平远”舰在
战场上和“松岛”
“严岛”
“桥立”相遇，双方
展开激烈交火。
“ 平远”舰的表现异常神
勇，先后击伤了日本海军的“松岛”
“严岛”
2 舰，为中国国产军舰赢得了荣誉，也为曾
在法国海军造船工程学应用学校共同留
学的中、日两国同学的故事、较量，留下了
一条重要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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