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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建忠

5月8日，寿光文博会主展厅，张文南菜农摄
影展，吸引了众多游客。展示的照片上，有冒雪
卖菜的菜农，有戴着头灯摘菜的菜农，有上棚
膜、卷帘机的菜农，也有皴裂的双手，还有菜农
的汗水和喜悦。

每张图片上都有文字说明。一张写着：“ 上
棚膜最怕起风，一般选择风小的日子，上午进
行。有时也会来一阵旋风，让人无法招架。2014
年8月，杨家尧河孟祥海新建大棚上膜，棚体高
大，一阵风刮来，棚道上的侯志辉等人费了好大
的劲，才控制住飞舞的棚膜。”

“ 这是菜农真实的生活，没想到还有人专门
给我们菜农拍照呢。”古城街道杨庄村的杨秀玲
说。“我家住在弥河边上，父亲、爷爷都是农民，我
对农民深厚的感情是骨子里的。”张文南说。

张文南生于1950年，曾在寿光市委市政府工
作多年。2004年退休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了
一个小棚种菜。他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弥河边
上菜农在大棚上扫雪的情景。

菜农的富裕来之不易

“ 我喜欢拍人，我的镜头对准菜农，尤其是
刮风下雨时，菜农的状态。”张文南说。

这次展示的照片，很多是菜农在特殊时刻的
付出。2016年除夕，棚前积雪还有厚厚的一层，
洛城街道南范村林廷奎一早就来收获生菜。圣城
街道金马寨村，梁宏伟夫妇天未亮就来到棚上扫
雪，梁宏伟在棚顶上几次摔倒。圣城街道王口
村，冯树堂与妻子崔树春戴着头灯，早上4点多
起来摘丝瓜。

“ 不深入不知道菜农的辛苦和付出，菜农的
富裕来之不易。”张文南说。中国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朱宪民认为，现在人们更多关心的是蔬菜的
品质，很少有人问津各种蔬菜是如何生产的，菜
农怎样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
水。“ 张文南恰恰走向了人们思维的另一端，给
这些人们不太关心然而却可歌可泣的农民留影立
传。”朱宪民说。

2014年，张文南带着自己拍摄的作品《 菜乡
记》，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展。评委认为作品的完
成度比较高，涵盖菜农种植、收获、管理、销售
等各个环节，但深度广度不够。

怀着深入菜农的心，张文南时常凌晨起来去
拍照。冬天大棚内镜头哈气，张文南就去化龙镇
拍摄韭菜市场，然后再转过来拍摄大棚。

棚道菜农比邻居还亲

在《 菜农》中，张文南使用了棚道概念。
“ 棚道是菜农在种植大棚中形成的新型生产关
系。棚道相当于村内的胡同，棚道菜农比邻居还
要亲。”张文南说。

上棚膜、卷帘机需要棚道内菜农互相帮助，
定值种苗也需要棚道内菜农互帮互助。

“ 一个大棚如果定值种苗4000株，自家一天
也种不上，一个棚道的10多户人家一起做，两三
个小时就干完了。”化龙镇王家村的王炎国说。

而上大棚膜，需要二三十人。雇人很贵，棚
道的人一起动手，不用花钱就把事情办了。张文
南发现，棚道内不仅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而
且大家自觉互相帮助，解决了很多难题。

2016年10月，范立树的大棚定植完苗子后，
妻子在棚道上用西瓜犒劳大家。大家边吃西瓜边
说笑话，一起分享劳作后的快乐。

“ 棚道不是大的发明创造，作用却很不一
般，体现了菜农团结互助友爱的朴实精神。”张
文南说。

一张上卷帘机的图片边上写着：“ 扒轨式卷
帘机，又长又高，重量近一吨，无法使用机械的
地方，只能人抬肩扛进行安装。范九德大棚安装
卷帘机，棚道上的菜农集中了30多个人，用了近
2个小时才完成。”

拍摄时给菜农留尊严
2016年1月24日，零下近20度，凌晨2点，张

文南驱车来到文家街道一家韭菜市场拍摄。一个
小时后，浑身冻透的张文南开车转移时，本想朝
东行驶的车子却向北拐。“ 车轮上有冰，路上有
冰，真的吓坏了。好在路上没车。”张文南说。

拍摄路上遭遇的困难并非仅仅这些，有时还
会遇到菜农的排斥。“ 你一来，菜价就降了。”
下雨天，张文南没少遇到菜农的抱怨。“ 菜农很
辛苦，大汗淋漓的，这时拍他们，难免会有侵犯
感。我要尊重他们。如果他们有一点不情愿，我
就不拍了。”张文南说。

生长在农村，张文南与菜农能说得上话。等
熟悉了，许多菜农主动要求张文南给他们拍几张
照片。

“ 认识张文南并品读了他所拍摄的上千张菜
农题材作品后，我深知，这真的是一条艰辛的朝
圣之路。”朱宪民说，一幅成熟的摄影作品后
面，对应的可能是几十次失败甚至泥里水里的摸
爬滚打；对应的是对百姓的敬畏与仰视、热爱与
情怀。

□通讯员 张同业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菜博会至今连续举办18

届，在全国形成巨大影响，引领了蔬菜行业的潮
流，农业综合开发功不可没。”寿光市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主任肖庆臣说。

据了解，1999年第一届菜博会筹备时，农业
综合开发扶持1400万元，建设了当时在国内领先
的工厂化智能育苗温室。肖庆臣说，那时种苗行
业都感到不可思议和遥不可及，但通过菜博会的
示范带动和我们的重点扶持，现在全市拥有这种
高档育苗温室的企业和合作社不少于40家。

寿光农业综合开发注重示范带动，现在已经
形成了蔬菜育种种苗繁育、试验推广、基地和农
户种植、集中销售、深加工和出口的完整产业
链。目前，寿光全年育苗16亿株，几乎辐射我国
北部各省份。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5月10日上午，寿光高科技蔬菜示范园
内，第五届寿光文博会现场，100名女性身穿
旗袍，打着花伞，款款而来。众多游客前来拍
照、合影。这是寿光市影视家协会旗袍分会组
织的旗袍走秀。

“ 那么多眼睛看着我们，摄像机对着我
们，我觉得美美的。下次再走，我增加了信
心。”站在排头的王启杰说。

“ 游客的目光关注着我们，我有点站不住
的感觉。但一听到音乐，就又很淡定地迈出我
们优雅的旗袍舞步。”站在队伍中间的杜建荣
说。

“ 现场大家表现得很好，这是我们三天训
练的结果。”寿光市影视家协会旗袍分会会长
武英坤说，“ 旗袍走秀，展示了女性魅力，更
重要的是收获了自信，增加了团队凝聚力。”

在朋友圈发了旗袍走秀的照片后，武英坤
收到1000多个赞，100多条评论。“ 这些关
注，都是我们努力的动力。”武英坤说。

在文博会现场，除了旗袍走秀，还有京
剧、划旱船、舞蹈等表演。

自5月8日文博会开幕以来，各种文艺演出
活动已举办20多场。“ 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且群众喜闻乐见，先后吸引了近5万
观众前来观看。”寿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秉
桦说，“ 可以说与菜博会交相辉映、共襄盛
举。”

不唱两句，嗓子痒痒

“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
纷。旌旗招展空幡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
兵。”5月8日，文博会京剧票友会，寿光市文
家街道韩家村京剧票友韩全禄正在表演京剧。

“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京剧，只是一直没
有学习的机会。”韩全禄说，《 红灯记》《 智
取威虎山》《 沙家浜》《 奇袭白虎团》等精选
片段他都熟记于心。

韩家村曾有一支自己的京剧团，韩全禄就
是听着剧团的京剧长大的。2010年，韩家村把
老村委改建成了文化大院，并由专人负责成立
了京剧票友会。

“ 在文博会上演出，让更多的人认识我
们，也互相切磋，共同提高。”韩全禄说。

杨晓慧两年前就开始在仓圣公园和朋友唱
京剧，现在她也在文博会上亮嗓子。

“ 小时候，不管是舞台上看到的，还是广
播里听到的，大多是革命现代京剧。”杨晓慧
说，“ 看多了听熟了，心痒痒手痒痒嗓子也痒

痒，没事就在家吊嗓子。一句一段，一招一
式，模仿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唱念做
打，乐此不疲。”

据了解，寿光市文化馆免费教京剧，还邀
请了专业京剧演员，不定时给爱好者办班。杨
晓慧说：“ 跟大家一块聊天唱戏，学到了很多
文化知识。回家后，我会把京剧知识讲给家人
和朋友听，他们也开始跟着我一起参加到培训
中。”

现在，寿光市区的京剧票房已经达到了十
多处。

看家本领，全使出来

5月9日7点，寿光市文家街道张家河头村
70岁的张兆坤，带领威风锣鼓队准时赶到文博
会现场，指挥队伍排练。8点登台表演时，台
下已有100多位观众。“ 他们敲鼓很带劲，我
心里也跟着起劲。”洛城街道中南社区65岁的
范丽芳说。

张家河头村依傍着跃龙河，以河头大鼓闻
名。早在1965年，张家河头村就成立了锣鼓宣
传队，爱好表演的张兆坤，成了6名队员中的

一员。
“ 小时候，经常看大伯打鼓，特别有劲

儿。鼓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 九龙大翻
转》，寓意村民的生活龙腾虎跃，蒸蒸日
上。”张兆坤说，“《 九龙大翻转》就是有九
个点，打完后再翻过来打，难度高，得把九个
点串起来，一般的锣鼓队排练不出来，这是我
们村特有的民间艺术。”

如今，威风锣鼓队已有200多人，既有70
多岁的老汉，也有10多岁的少年，有夫妻俩，
有娘俩，还有婆媳等，锣鼓也由起初的两面增
加到现在的40多面。

孙家集街道的孙兆先带领队伍表演了闹
海、跑毛驴。“ 每年文博会我们都来，拿出看
家本领，让大家伙看看咱寿光人的精气神
儿。”孙兆先说。

从文博会开幕至今，孙兆先已带领队伍来
表演三场了。

“ 都是乡亲们在表演，很接地气。我喜欢
他们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观众吴明娟说。

文化活动，季季都有

5月11日晚7时，纪台镇黄孟村，付文荣拉
着行李箱大小的黑色音响来到村委大院，安静
的村子顿时热闹起来，大家随着音乐跳起舞。

此刻，台头镇大坨村，郑秀芬、隋荣英等
十余位广场舞爱好者也聚在村中广场，跳起

《 新时代女兵》舞蹈。
近年来，寿光市文化建设蓬勃发展，975

个村，村村都建起了文化广场。“ 文化活动就
像一股清风吹遍了城乡各个角落，也培养了各
式各样的文艺队伍和人才，形成了农村群众文
化生活的新亮点。”李秉桦说。

据了解，今年寿光组织开展了以“ 唱响
希望之春、舞动活力之夏、荟萃收获之秋、
情暖祥和之冬”为主题的“ 文艺四季”系列
活动。

李秉桦认为，“ 文艺四季”系列活动作为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 全民参与、全民共
享”的文艺盛宴，时间涵盖全年、范围覆盖城
乡，相信在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的助力
下，将为“ 品质寿光”建设提供强大的价值引
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最大限度地
惠及菜乡人民。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很多人会背诵这句诗词，可是又有多少人见
过、穿过箬笠和蓑衣？如果你参加5月8日开幕
的寿光文博会，就有机会体验了。

不仅仅是蓑衣，游客还可以感受老式织布
机。“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花木兰当
年使用的那种老式织布机，游客也可以在文博
会上看到。

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袁世俊说，与往
届相比，本届文博会更注重贴近生活，设置了
众多体验项目。在文化与传承展区非遗展示
区，专门举办传承人现场制作、学生互动体验
等多项活动。

5月8日下午，文博会刘庆怀展位前围着很
多人。“ 这不是翻花吗？我小时候的玩具，多
少年没见过了。”63岁的王宏远说。刘庆怀告
诉记者：“ 经常听到人们这么说。”

在刘庆怀手中，一个小小的翻花，用不同
的折叠方法可以变出18种形状。用手轻轻地一
打，一个小灯笼形状的翻花就呈现在眼前。

刘庆怀是山东平邑县人，加工翻花是他们
家祖辈流传下来的手艺。刘庆怀的爷爷靠做翻
花起家，爷爷把这个手艺传给了刘庆怀的父
亲。因做翻花不能养家糊口，后来刘庆怀的父
亲放弃了。不仅他的父亲，很多师傅因翻花不
赚钱也都不做了。由此，翻花在市场上消失了
近30年。

如今，刘庆怀又拾起了这个手艺，翻花也
于2013年成为临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
刘氏翻花已销往全国各地。

翻花玩起来多种多样，做起来也不简单。
第一道工序，是将大米和面磨粉做成面糊

粘纸。刘庆怀说，不用胶水，因为胶水过几天

就变干没有黏性了。一个翻花需要80层纸，每
一层纸都需要亲自粘贴。

第二道工序是晾晒。晾晒时阳光太强烈不
行，阴天更不行，要晾晒一个月才能完全晒
干。

第三道工序是染色。为了让翻花更美观，
每个翻花都由好几种颜色组成。刘庆怀告诉记
者，每个翻花有几种颜色就需要上几次颜色，
每上一次颜色都需要晒3到5天。要是一次性将
几种颜色全部上完，颜色就会融合，变得难
看。

“ 现在哪里有展销会我都去，就是想宣传
一下咱们的传统手艺，让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
化。今年是第一次来寿光，人们很喜欢我们的
翻花。”刘庆怀说。

寿光人王建美展示的是面塑。她创作的
《 千手观音》《 八仙过海》等，吸引了众多游

客。
王建美是寿光营里镇人，出生于1971年。

虽然初中都没有毕业，但通过自学美术和文化
知识，她在当地一所中学担任了7年的美术老
师，直到结婚后在家带孩子才离开校园。

与面塑结缘，起于女儿的一次建议。2014
年过年的时候，见别人家蒸花馍，女儿建议王
建美也学着做。就在王建美上网查询制作方法
时，偶然看到著名面塑大师王玓的作品《 八月
桂花香》，这激起了她很大的兴趣。后来王建
美从网上联系到这位老师，到天津去拜师学
艺，学习了7天。

2015年10月，王建美参加了山东艺术学院
办的一个面塑培训班，向专业的面塑、泥塑大
师学习技艺。当时，培训班要求学员结课后都
要完成一项作品，并集中展览，《 千手观音》
便是那时完成的。

要做，就做不一样的。王建美了解到，关
于“ 千手观音”的许多作品很少有真正达到千
手的。参考了一些佛像作品后，王建美坚定了
完成千手的决心。这件《 千手观音》，有11个
头、20只大手和千只小手。从构思、设计、配
制材料、着手制作，王建美费了大功夫。作品
要完美，就要反复修改完善。因为手太小，制
作过程中难度不小，往往一只手要做四五次才
能成功。一天用18至20个小时的时间，王建美
连着制作了一个半月才得以完工。

面塑由多个部位、多种颜色构成，不同的
组成部分用不同的制作材料。这些材料的配方
都是王建美自己研究配成的。她从网上学习相
关知识，让面塑既能百年不腐，又能健康无
害、不伤皮肤。据了解，王建美尝试了50余次
才完成配方。

王建美的面塑多取材于传统文化故事，寓
意美好。“ 现在购买的人还不多，我也在不断
提升面塑制作水平，争取得到更多人认可。”
王建美说。

在此次文博会上，还有烟台莱州草编、滨
州草编、泥塑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

在沂蒙铝编记忆传承人郝士奇手中，一根
根五彩的铝丝，在起承转合间变成了摩托车、
小拖车、龙、凤等艺术品。

“ 铝编是手上的技艺，借助钳子等工具，
把极具造型美的铝丝变成立体品，可以说是线
条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郝士奇说。

郝士奇多次参加寿光文博会。“ 今年的展
会，文化味儿更浓，展区明确，展位多样，可
以感受到东道主的用心服务。”郝士奇告诉记
者。

田野草根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学玉展
示的是用纯天然、原生态材料制作的工艺品。

“ 全都取自自然的材料，没有污染。除了材料
环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创意，让工艺品有了
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周学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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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5月8日，第五届中国（ 寿

光）文化产业博览会（ 简称文博会）在寿光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20日，
以“ 文化·文明·发展·共融”为主题。

自2013年以来，寿光市已成功举办四届文
博会。“ 每届都有新突破，每届都有新亮点，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寿光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袁世俊说。

据介绍，本届文博会在空间布局上进行了
合理优化和大胆创新，通过整体形象包装和全
流程策划，更加注重活动内容、展品档次等方
面的提升，更加注重与市民的互动和与市场的
衔接，更加注重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寿光市市长赵绪春说，作为菜博会举办期
间的重要展会，寿光文博会对促进区域文化合
作交流，推进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届文博会分设了7个主题展区，15个镇

街文化展区和4个分会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百余家文化企业，综合展区总面积约6000
平方米。文化与文明、文化与艺术、文化与健
康、文化与旅游、文化与传承、文化与产业、
文化与工艺7个主题展区中，有如下主要内
容：“蔬画同缘”蔬菜专题全国邀请展、“菜乡
情”全国中国画展获奖作品回顾展、本土画家精
品展、全国以及寿光画廊收藏精品展、“寿光市
老党员风采”摄影展。同时，另设非遗展区、文

化文物衍生品展区和京剧艺术展区。
寿光市京剧协会的董宜顺说，到文博会参

与演出的京剧爱好者，积极参加表演活动，旨
在为寿光市民增添欢乐气氛，同时普及京剧知
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寿光市博物馆馆长袁庆华说：“ 今年寿光
市博物馆联合两家民办博物馆共同主办主题展
览。与往年相比，新增馆藏创意文化产品展、
瓦当拓片展、寿光发行钱币展等内容。”

寿光文博会汇聚传统文化

翻花、面塑、铝编等非遗现身寿光文博会

“ 老玩意儿”，儿童喜欢老人怀旧

文博会上，游客看旗袍走秀，听经典京剧，赏威风锣鼓

看看寿光人的精气神儿

□石如宽 报道
第五届寿光文博会

上，旗袍走秀表演成为
一大亮点，吸引了包括
老人、孩子在内的广大
参观者的目光。

□石如宽 报道
自学成材的寿光

面塑师王建美，在制
作一朵小花。 农业综合开发

助力菜博会

张文南：为菜农留影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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