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5月19日，家住寿光市区的吴泽驹带着儿子
吴凯凯去了侯镇碱疃村，来到寿光市紫轩葡萄专
业合作社生产基地游玩。

在动物养殖区，9岁的吴凯凯喂了小兔子和
山羊，也挽起裤腿走到水渠中摸鱼，看看凤凰和
鸽子。在农耕文化展示区，吴泽驹教吴凯凯认识
了油菜种子、谷子等五谷杂粮。在室内活动区，
吴凯凯看到草编、泥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流
程，还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与了一个陶罐的制
作。

在葡萄种植大棚，吴凯凯钻到葡萄架下摘葡
萄。“爸爸，这里很好玩，我下周再来吧。”吴
凯凯说。“好，下次再来玩。”吴泽驹说。

“增设农场、喂食小动物、荡秋千、沙坑池
及植物识别区等，主要是让让儿童有更多的参与
机会和动手机会，能增加儿童的体验能力和感官
认识，从而传播农耕文化。”紫轩葡萄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何涛说。

“寿光人贾思勰写了《齐民要术》这本农业
巨著，又产生了冬暖式大棚。这些农耕文化，要
好好向人们介绍。”寿光市旅游局局长李勇说。

“孩子在家时，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
失去了和土地亲近的机会。我们小时候，天天在
村里跑，逮鱼摸虾，割草放羊，天天很快乐。”
吴泽驹说。

寿光市圣城中学校长齐永胜认为，探索自然
是孩子的天性，顺应孩子的成长规律，更能培养
健全性格的孩子。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鱼儿水中游，蔬菜上面长，

鱼菜共生系统真好玩。”5月19日，参观寿光菜
博会十号馆的寿光市孙集一中初一二班学生徐小
凤说。

这是孙集一中党支部和团委组织初一全体学
生开展的研学旅行活动。当天这300名学生分赴
寿光青少年德育宫、陈少敏纪念馆、菜博会和三
元朱村。

在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青少年德育宫，三元
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结合自己的发展冬暖式大
棚并推向全国的经历，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品德修
养课。“你们要珍惜现在的好生活，好好学习，
掌握本领，长大了做国家栋梁。”王乐义告诉学
生。

陈少敏纪念馆内，同学们观看了陈少敏走上
革命道路、中原抗战建奇功、迎接全国解放、风
范永存的历程。“陈少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
求真精神，真了不起。”孙集一中初一一班学生
刘天乐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校提供孩子们走
出校门接触社会的机会，顺应了青少年的天性，
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将会打开学生的视野，我
们很支持。”孙集一中初一学生张涵的家长张伟
强说。

“此次研学旅行活动，参观地点和拜访人物
经过精心考虑，旨在让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不再只
停留在课本，对道德的认知和接受不再只来自于
说教，而是更多地去感受与体验，从而真正实现
对人的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目标。”孙集一
中校长孙志华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5月19日上午，寿光市第六届文博会上，
来自天津的画家袁庆宇欣赏了《百蔬图》。
“形神兼备，蔚为壮观，展示出了菜乡的神
韵。”袁庆宇说。

《百蔬图》长100米，画有100多种蔬菜瓜
果，300多个昆虫标本，100多种鸟类。袁庆宇
逐一领略了这500多样画中事物。“不仅画得
生动，又配上了文字，画卷疏密有致，富有文
化气息。”袁庆宇说。

《百蔬图》由寿光艺术家苏爱国创作。
“我从小在菜乡长大，众多的蔬菜早就熟稔于
心。两年前我就构思创作，力求集科普性、知
识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传播菜乡之
美。”苏爱国说。

“西红柿、南瓜、大白菜，每颗菜都那么
水灵，简直是寿光蔬菜的《清明上河图》。”
寿光菜农朱亚飞说。

“百米画卷菜都展，盛会嘉宾频称赞。万
种菜蔬活灵现，一一展现小画卷。万种风情游
客叹，白石再现也点赞。”寿光画家王清江
说。

这副长卷被原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题词
“百蔬图”，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题词
“蔬香墨韵”，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写了前
言，冬暖式大棚带头人王乐义题了后记。

苏爱国今年61岁，长期从事教育和文化艺
术的研究。

在寿光高新技术蔬菜示范园，树立着一颗
高达十米的大白菜雕塑。这颗白菜雕塑也是苏
爱国的作品。

“前些年我参加菜博会的建设，包括景点
的设计与制作。一开始我制作小型的工艺品，
有玻璃钢(树脂)的，有布艺的，有铸铜的，有
陶瓷的，深受欢迎。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制
作安装了二十多颗白菜雕塑。”苏爱国说。

2001年10月，时任寿光菜博会总设计师的
张嘉庆，邀请苏爱国为菜博会设计制作一些仿
真蔬菜雕塑。“把蔬菜做成雕塑，可以长久矗
立，把寿光的蔬菜赋予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

了解寿光蔬菜种植历史及种植方法，把菜篮子
的美名发扬光大。”苏爱国说。

然而蔬菜雕塑并不容易，城市雕塑的原料
是不锈钢片，而蔬菜雕塑原料要更复杂，制作
工艺要求更高。刚开始，苏爱国尝试模仿泥塑
工艺品，制作仿真黄瓜。用泥做毛坯，再在泥
胎上做石膏模具，最后做出树脂的仿真蔬菜。
探索到第三个月，苏爱国才做出第一个仿真黄
瓜。

接下来，苏爱国做仿真白菜。由于体积较
大，他把菜叶分成多块分开做，安装时再接到
一起。“对白菜雕塑，我们先按1:10的比例制
作小样，反复修改，又制作了1:1的大样。经

过大约一个月时间，大白菜雕塑制作、安装、
喷涂完成，至今仍是菜博会的主题雕塑之
一。”苏爱国说。

仿真茄子、辣椒也紧随其后诞生。2002年
春节，这批大型仿真蔬菜摆上了寿光市街头。

由于当时的制作工艺、材料还不成熟，对
材料的把握不到位，烤漆也不好，加上市民攀
爬、人为破坏、风吹日晒等外界作用，街上的
雕塑出现了开裂、褪色等问题。但苏爱国没有
气馁。他带领技术人员到临朐的雕塑公司访
问、学习，又到安丘一家树脂玻璃钢制品公司
学习颜色制作工艺等，雕塑质量逐步提高。

近几年，苏爱国的蔬菜雕塑已经冲出寿

光、山东，走向全国各地。河北、安徽、福
建、浙江等地的农业园区都跟苏爱国的公司有
合作。

“寿光是蔬菜之乡，这是我创作灵感的重
要来源。通过艺术创作，树立寿光蔬菜良好形
象，传递蔬菜文化，是我的动力，也是使
命。”苏爱国说。

如今，苏爱国的蔬菜雕塑作品遍及国内十
几个省、市、区。中央七套《致富经》栏目曾
制作了专题节目播出，并在中央九台外文频道
对外播出。苏爱国获得寿光市文化“突出贡献
奖”、农圣文化奖、2013年“文化之星”称
号。

20 寿光·综合 热线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蓬基

500多果菜虫鸟齐聚一幅画

百米果蔬画卷亮相寿光

□石如宽 报道
一名小朋友在苏

爱国的作品彩椒雕塑
前合影。

农业园区成
孩子逮鱼摸虾乐园

孙集一中
开展研学旅行活动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5月14日、15日，全国妇联在

人民网演播厅和人民大会堂分别举行了2018年度
全国“最美家庭”揭晓活动和第十一届全国五好
家庭表彰大会。其中，寿光的苏乐利家庭荣获第
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

苏乐利是文家街道四合村村民，这个家庭家
风正、家教严，全家人勤劳能干，孝敬长辈，和
谐邻里，乐于助人，受到大家好评，曾荣获寿光
最美家庭称号。苏乐利热心公益，村集体修路、
打井、上变压器、街道成立慈善会等公益事业一
个也没落下。邻里乡亲们家里有个什么难事，他
会尽所能去帮助。该家庭“以德治家，自强守
信”，代代相传。

苏乐利家庭四世同堂，上有年近八旬的母
亲，下有蹒跚学步的孙辈，一家人和谐幸福。

寿光一户村民
获全国五好家庭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5月14日至20日这周，寿光
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00 . 76点，
较上周105 . 03点下跌4 . 26个百分点，环比跌幅
4 . 1%，蔬菜交易量环比下降6 . 5%。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7类下跌2类上涨1
类持平，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菜豆类、甘蓝
类、瓜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20 . 6%、17 . 5%、
8 . 3%。上涨的类别是白菜类和叶菜类，环比涨
幅分别是17 . 0%、10 . 8%。水生类持平。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认为，目
前上市的蔬菜主要来自省内及寿光本地，运输距
离近、保鲜成本低，生产费用也较低。再是气温
升高后，各地自产蔬菜更加丰盈充足，市场购买
力持续减弱，菜价进入下降周期。

市场购买力持续减弱
菜价进入下降周期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三只粉色的小狗，睁着黑溜溜的眼睛，看
着小筐。几只葫芦，“东倒西歪”“跌”坐在
桌案上。一只瓢虫，飞落在藤蔓上。5月13日，
寿光市第六届文博会上，来自淄博的工艺美术
名人周虹展示了他的陶瓷作品。

“这个平台非常好，因为它是政府搭建起
来的，又是依托菜博会这个品牌。在这里展出
作品，影响非常大。”第一次来寿光参展的周
虹说。

珍艺堂创始人郑保林，这次带来了十八罗
汉葫芦手串、平安葫芦牌等微雕作品。“放在
显微镜下看，线条柔美，人物栩栩如生，是很
好的艺术品。”游客周世建说。“这次主要是
展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微雕，喜欢微
雕。”郑保林说。

5月8日，寿光文博会开幕。展会设有非遗
传承、翰墨丹青、科技动漫、工艺精品等十大
展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家文化企
业。

“文博会搭建起了交流合作平台，为广大
文化企业增进合作、共赢发展提供了良好机
遇，有力促进了寿光文化名市建设。”寿光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袁世俊说。

在翰墨丹青展区，来自寿光本地的书画家
和全国知名书画家汇聚一堂，展示各类精品书
画。“书为心画”张振涛个人书画展、苏爱国
蔬菜画展、“蔬画同缘”等主题书画展前都围
满了前来交流学习的书画爱好者，更有书画家
现场挥毫泼墨引得游客驻足观赏。

“我展示了自己原创的一百多幅作品。这

次展览为大家互相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
会。”张振涛说。

“我每年都来寿光菜博会看看。寿光不光
蔬菜有文化，画画写字的也出类拔萃。”长沙
的游客刘启宏说。

“我们的文博会，有很多花样。我想让孩
子也开阔一下视野，就经常来看看。”寿光市
民张伟三说。

在紫砂壶展区，江苏紫砂壶制作人张琴展
示了100多把紫砂壶。“寿光人对紫砂壶有很高
的品质要求，每次参展效果都不错。”张琴
说。

寿光非遗传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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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购买的人还不多，但展示
后扩大了知名度。”王建美说。

侯镇的李昕，今年带着草编参展。“很多
人喜欢草编，我想这样的技艺，可以勾起大家
的乡愁，也体会到自然物品制作带来的乐
趣。”李昕说。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范光，展示了形态各异
的泥塑。“有责任有义务把我们所掌握的传授
给孩子们，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也让孩子们
学到更多的传统文化。”范光说。

砚台参展人、青州三石居红丝砚艺术馆馆
长王雪玲说：“通过展示，有很多来跟我们洽
谈业务的。这次文博会，对我们的产品在宣传
上有很大的帮助。”

寿光市文广新局党委委员、工会主任李明
军认为，本届文博会特别注重对寿光深厚的历
史文化进行展示，让广大市民通过文化传
承、典籍故事和人文景观，感受菜乡的文化魅
力。

百余家文化企业参展寿光文博会

菜乡文化，就这样放大

□石如宽 报道
寿光非遗传承人王建美，展示作品《千手观音》。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5月8日，由寿光市文广新局

主办，寿光市博物馆、寿光市民俗博物馆承办
的寿光首届文博创意产品展瓦当拓片书法展在
文博会开展。

这次展出的瓦当拓片共计60幅，书法题跋
作品是寿光世盛民俗博物馆刘继武提供，寿光
当地知名书法家魏泮玮、刘在芳、张立军、郭
汉亮、李文武等人用宣纸将瓦当的精美图案文
字用朱拓和墨拓后进行书画题跋。

寿光市文广新局局长燕黎明认为，此次展
出表现了书法家对古代瓦当艺术内涵的理解和
感触，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收藏价值。精美文物

与书法家拓片题跋作品的完美结合，集中展示
了寿光瓦当艺术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精
神。

瓦当俗称瓦头，又叫矛头，是历史建筑的
一种构件。拓片，指将碑文石刻、青铜器等文
物的形状及其上面的文字、图案拓下来的纸
片。

寿光市博物馆馆长袁庆华告诉记者：“这
次展览推出瓦当题跋展，就是想进一步让文物
活起来，不仅把文物进行了展示，而且通过书
法家的题跋，展示给广大观众对文物的再认
识，是对艺术的一种创新形式的欣赏和认
可。”

瓦当拓片书法现身文博会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5月9日上午，寿光市国际会展中心，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周月文，在宜兴紫砂大师吴培
林的紫砂壶上写下了“宁静致远”“禅茶一
味”“厚德载物”等楷书字体。寿光书画名家
代表、寿光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夏德起，在
紫砂壶上画了夏季雨荷等作品。这是首届“茗
壶雅韵·翰墨添香”寿光书画宜兴紫砂名家联
创会活动。

中国紫砂文化研究会寿光分会会长王海
舰说，联创会活动，旨在让寿光书画和宜兴
紫砂名家联袂创作，体现书画、紫砂艺术的
完美结合，为“农圣故里·文明寿光”增光
添彩。

“宜兴作为紫砂文化的发源地，紫砂艺术
在全国具有代表性。这次能够与吴培林大师等
宜兴紫砂名家联合创作，是寿光市书画艺术家
的荣幸。寿光市书画家会与宜兴紫砂名家多交
流、多切磋，联袂创作出紫砂精品，为寿光人
民提供高端紫砂茗壶。”夏德起说。

“寿光紫砂艺术节连续举办多届，首届联
创会不仅是寿光文化史上开创性的，也意味着
紫砂文化在寿光开枝散叶，有了新的传承。”
吴培林说。

寿光市政协副主席刘美霞认为，寿光书画
名家和宜兴紫砂大师联创活动，是一场高端大
气的艺术盛会，给广大市民带来了一道文化大

餐。
记者注意到，借助文博会，寿光与外地文

化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更接地气、更大众化
的传统文化、创新作品走进寿光。

5月19日上午，寿光市国际会展中心一楼
展厅，画家张化彦正在作画。他的展位前摆放
着“一串串葡萄”“一丛丛牡丹花”“一只只
公鸡”等作品。

“这个葡萄画得太逼真了，让人看了流口
水啊！”游客任玉红说。

“我是专程从苏州赶来参加文博会的，也
是第二次来到寿光，对这里的印象特别好。”
张化彦说。

张化彦今年57岁，现任教苏州艺术进修学
院，长期从事美术教学工作，是教授、硕士生
导师，还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代表作有《垂钓
图》《荷风情趣》等。2011年时，他曾受邀到
法国卢浮宫进行作品展出。这次展会中，张化
彦带来了百余幅工笔画作。

“参加文博会不仅是一次艺术文化的交流
对话，也是一次参观写生的机会。”张化彦
说。

2007年，张化彦第一次到寿光，在菜博会
展厅参观后，回去以黄色小番茄树为题材创作
了一幅作品，受到业界好评。

“十年来，寿光的发展翻天覆地，如今已
经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此次文博会之行，再次
为我提供了创作素材。我的作品以写实为主，
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更多的寿光蔬菜元
素。”张化彦说。

紫砂文化在寿光开枝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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