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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缕缕棉絮描绘艺术生活
本报记者 于虹

“棉絮画发展

遇到了好时候。”刘

小侠说，“经过太白

县文化馆、县非遗保

护协会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搭建文化传

播平台、积极对接推

广展示活动、开发体

验课程，让棉絮画得

以重新焕发生机。”

目前，刘小侠受

邀到咀头小学教学，

到铜川“圆梦工程”教

授，将棉絮画展览办

进校园……刘小侠就

想把自己一肚子的故

事和学到的手艺教给

身边更多的人，她还

想把棉絮画创作再翻

新，做出更多新花样。

“万变不离其宗。就像

国画每一代的传承都

会开创新的绘画技法

一样，虽然技法多了、

表达形式花哨了，但

是‘主航道’没变，棉

絮画也是如此。”

虽然棉絮画越

来越受重视，创作风

格越来越多，样式款

式也在不断推陈出

新，但 50 岁的刘小

侠仍时常眉头紧锁。

她担心，随着自己年

纪越来越大，这门技

艺后继无人。

“完成一幅作

品，往往需要几天时

间。”刘小侠说，由

于创作耗时长，自己

精力有限，加上会做

的人太少，棉絮画很

难走向产业化。她

“重操旧业”这些年

来的作品，除了被政

府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订购、收藏，或赠

送朋友，真正进入市

场的只有寥寥数幅。

她表示，制作棉

絮画有很多小技巧，

一定要很有耐性，有

定力。

她希望有喜欢

棉絮画又愿意坐下

来认认真真学艺的徒

弟，能够一起把这项

传统工艺继续传下

去，乃至发扬光大。

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和桃川山茱萸一样吗 ?
本报记者  张晓燕

茱萸簪鬓清香逸，风拂素

妆丽影留。在三月的春寒中攒

足了力气，猛然间就绽放出满

山、满川的金黄，太白县桃川镇

的山茱萸开花了！记者 3 月 26

日来到桃川镇，虽然没有赶上 3

月 10 日开幕的“2021 太白·桃

川山茱萸赏花节”隆重仪式，但

山茱萸香味浓郁、金黄的伞状

小花，如同孔雀冠上美丽的金

翎，依然撩动着记者和众多游

客的心。

山茱萸的花期很长，大概有

五十多天，花谢之后就会长出

一串串的绿色果实，经过夏天

艳阳的炙烤、秋天金风的抚摸，

又会变成红艳艳的细小枣儿一

样的果子，因为药用价值大，当

地人都把山茱萸叫“药枣”。而

这种“药枣”市场需求很大，助

力桃川农户过上了幸福的好日

子。这里生机勃勃的山茱萸黄

花烂漫，满山都是层峦起伏的

金色花海，年年花繁果盛，见证

了桃川人从贫困走向富裕的生

活变迁。

太白山茱萸历史悠久，全

县有野生、种植山茱萸树五万余

亩。桃川镇素有“山茱萸之乡”的

美誉，是太白山茱萸种植面积最

大、分布最广的地方。全镇共种

植山茱萸一万多亩，镇上的枣园

村，就是因山茱萸而得名( 茱萸

肉俗称“枣皮”)，村中至今生长

着数百棵千年茱萸树。山茱萸树

所结的茱萸果，是六味地黄丸中

不可或缺的一味药，是补肾精、

抗疲劳的人间“仙果”。中医泰斗

张锡纯说 ：“一味山茱萸，胜过人

参当归。”

唐朝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中写道 ：“独在异乡

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

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诗句当中的茱萸，和桃川镇的山

茱萸是一个品种吗?

茱萸，可治多种疾病和防

瘟 疫。汉 代 的《 神 农 本 草 经 》

云:“茱萸，味辛温。主温中，下

气，止痛，咳逆，寒热，除湿血痹，

逐风邪，开腠理，根杀三虫。”可

见古人早已了解茱萸的药效，故

自古以来便有在重阳节佩茱萸

囊的习俗。西汉逸闻轶事的《西

京杂记》多有记载，其中有一则

写道:“汉武宫人贾佩兰，九月

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

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

莫知其由。”宋代的《太平御览》

引晋周处《风土记》云:“俗尚

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

恶气而御初寒也。”

据毕业于原宝鸡中医学校

的孙杰介绍，茱萸，大概有四种，

分别是山茱萸科的山茱萸和草茱

萸、芸香科的吴茱萸和食茱萸。 

据《名医别录》等书记载，吴茱萸

“有毒”，古人不会将“有毒”的植

物插在头上。食茱萸，即椿叶花

椒，虽然同样有浓烈的气味，但

枝条上长满了刺，容易扎伤人，

用它来插在头上的可能性不大。

草茱萸果实短小外表不鲜艳，没

有装饰的作用。只有山茱萸，果

实红艳漂亮，既能药用也有装点

的作用。

而且王维在写这首诗时，他

正独自一人漂泊在洛阳与长安之

间。他是蒲州（今山西永济) 人，

蒲州在华山东面，所以称故乡的

兄弟为“山东兄弟”。从实际地理

位置的角度分析，王维诗中描述

的应该是山茱萸。山茱萸杂生于

山坡灌木林中，分布于陕西、河

南、山西、山东、安徽等地。比较

茱萸的产地和王维写此诗时的所

在地，他在诗中所写的应该就是

山茱萸。

太白县农技推广服务中心

主任赵志国说 ：“山茱萸是春天

开花，秋天果实成熟。王维诗中

的‘遍插茱萸少一人’，诉说不能

和兄弟们一起过重阳节的遗憾，

抒发了诗人思念家乡之情。而插

在兄弟们头上的茱萸，应该和太

白山茱萸是同一品种。”

西府

守艺人  

一团不起眼的棉花，在太白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棉絮画”传承人刘小侠

灵巧的手中捻、撕、抽、粘，变成一片片羽翼、一朵朵花瓣、一根根发丝。辅以

一个镊子、一把剪刀、一瓶胶水，一幅幅清新隽永的棉絮画作跃然纸上。

一串串蓝紫色的风

铃花，几只飞舞的蜜蜂，

一只灰白相间的小猫在

风铃花下追着蜜蜂。此情

此景让人忍不住驻足屏

息观看。这是棉絮画传承

人刘小侠的作品之一，如

这般传神的作品，挂满了

太白县文化馆展览室。一

案一笔，一棉一画，“画”

出了这位手艺人简朴却

不单调的人生。

3 月 27 日 上 午，在

太白县文化馆里记者见

到了刘小侠。屋外下着小

雨，屋内的茶水冒着热

气，刘小侠开始讲述她与

棉絮画的故事。

1988 年，17 岁 的

刘小侠初中毕业后，家

人想让她学一门手艺，

便将她送到了周至县楼

观台旁的一个工艺美术

厂当学徒工。在这里她

跟随棉絮画制作大师陈

步澜学习制作棉絮画。

对刘小侠来说，眼前的

一切都是陌生的，老师

傅们都忙着自己手里的

活计，她因为胆怯又不

敢上前询问，只能默默

站在一旁观看。几天后，

她被派到染棉花车间，

在这里她学会了染棉

花，白天她在师傅旁边

看，晚上就拿着废旧棉

花自己琢磨，她想自己

制作一幅作品，带回家

给父母看，让他们看到

自己的成绩。然而中途

她回了一趟家，等她几

日后返回厂时，厂子已

经倒闭关门，此时的她

只做了一朵野百合。

上世纪 90 年代，县

上组织人员参加“中国

西部商品交易会”，她为

此跑回周至，想从师哥

师姐那学点知识，可没

想到她却吃了闭门羹，

她问师姐孔雀羽毛要怎

么做？师姐一句“就那样

做”，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回到家，她决定自己研

究，一晚上她把棉花扯过

来扯过去，来来回回不知

道多少遍，终于她琢磨研

究做了十几幅画。这些作

品在交易会上却并不受

欢迎，为了生计，她到处

打工，再也没有精力去

琢磨这些。直到很多年

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重新开始作画。

2013 年，县上找到

她想让她参加“西秦巧

娘”手工艺品大赛，比赛

要求三小时制作一幅棉

絮画。从构图到分解再

到制作，三个小时根本

不可能，她在家练了无

数次。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比赛当天，她用了 2

小时 45 分钟完成了一

幅金丝南瓜画，获得了

一等奖。这让她备受鼓

舞，越来越多的人都想

看看用棉花是如何作画

的，自此她正式开始了

学习制作生涯。

当年很多人都会棉絮

画技艺，随着时间流逝，专

业从事这种技艺的人一度

越来越少。刘小侠说，随着

国家和有关部门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视，很多濒临失

传的民间手工艺被重新拉

回大众视野。棉絮画作品这

些大家眼中曾经的老物件，

如今已变成精美绝伦的手

工艺品。

2016 年，太 白 县“ 三

区”人才支持计划启动，刘

小侠被选到县非遗传习室

工作。经过几年的创作，她

的工笔棉絮画有了很大的

进步。她说 ：“回过头来看

当年的作品，有很多不足之

处，花瓣没有深浅变化、明

暗对比等等。”为了突破自

己的作画风格，让技艺有所

突破，她又一次踏上了求学

之路。她找到原工艺品厂所

在的村庄，辗转找到了曾经

的两位师兄，师兄看到她的

作品说 ：“没想到当年你学

习时间最短，可手艺却不输

任何人。”这次求学帮她打

开了写意画的大门。

写意画与工笔画不

同，工笔画需要一丝不苟，

用细致的笔法制作 ；写意

画则是注重心灵感受、笔随

意走，讲究意境。朋友将她

邀请进了书画微信群，帮她

结识书画老师。将老师的书

画作品变成棉絮画，她开始

尝试画人物、动物。“人物侧

脸，鼻子不能是正面，要有

侧面立体感，还要有光线明

暗，以及环境的变化。”老师

们的指点让她进步飞快，与

此同时，她还尝试将丝网画

与棉絮画结合，让画作更加

高雅，她称这种画为“棉丝

画”。她把创新进一步运用

到棉絮画之中。

棉絮画创新的过程，

不仅是风格的创新，更是中

国传统民间技艺智慧的体

现，一次次的改变犹如凤凰

涅槃。刘小侠说 ：“我只是

个普通的手艺人，就想把老

一辈的精粹传下去。”

可就是这种坚持，让

她在传承这条路上，扬长避

短、锦上添花，让棉絮画在

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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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侠在创作

孙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