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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花老虎，还是泥泥狗？
——— 与单应桂先生一起梦回童年

□ 本报记者 李可可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山东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设计系按照党中央和山东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在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山东师范
大学和菏泽市的安排支持下，自2017年12月至
2018年5月，组织师生到菏泽市曹县朱庄寨村进
行现场调研与创作实践，运用创新设计，参与
扶贫活动，做助力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一、运用创新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缘起

(一)参与扶贫活动的缘起
2017年1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

函，委托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负责菏
泽市曹县朱庄寨村的设计扶贫工作，为朱庄寨
村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标性乡村建设设计规
划及公共艺术设计；同时，为该村的特色产
业，如木艺加工产业、服装布艺加工产业的特
色资源提供专业化的艺术创意设计，助力乡村
振兴。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及时安排美术学院设
计系认真组织实施。

(二)艺术设计创新参与扶贫活动的必要性
我国农村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和乡土资

源，但因长期缺设计、缺规划、缺原创，导致
特色难显露，产品卖不出，特色乡土资源成为
封闭资源。利用艺术创新设计，不仅可以帮助
贫困村打造地方特色名片，美化乡村环境，还
可以拓宽产品市场，带动村民增收、农村发
展、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幸福
指数。

(三)高校艺术设计创新参与扶贫活动的意
义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广大师生利用所

学知识参与扶贫活动，他们是具有强大优势与
活力的生力军。山东师范大学师生运用自身专
业技能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坚
持立足当地的历史地理、传统文化、民俗情
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专属的设计人
才；二是专属设计人才的社会实践可以有效带
动精准扶贫，以艺术设计之道、工艺之道相融
合的方式激发乡土资源的内生动力；三是参与
扶贫实践项目，可以为高校艺术和设计教育方
向提供新的启发和借鉴。

二、运用艺术设计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途径

通过艺术创新设计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精
准扶贫在我国鲜有系统性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设计系利用专业优势，致力于美丽乡
村建设、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理论研
究，致力于以文化艺术、创意设计促进精准扶
贫的社会实践。

(一)确定创新设计内容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坚持用设计

助力乡村振兴，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以下三部
分：一是乡村建设设计规划；二是乡村品牌形

象设计及提升；三是乡村文创产品设计研发。
乡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标志性
符号，用文创设计可以促进原生态产品、传统
手工业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二)搞好乡村振兴调研
2018年3月初，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

系师生对朱庄寨村进行了扶贫活动考察调研。
朱庄寨村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古营集镇境
内，人多地少，基础设施差，产业项目缺乏。
现有的村办企业主要生产服装、木艺类产品。
这些产业大多停留在粗加工、半成品阶段，以
小作坊代工为主，附加值低，大多只能依靠代
加工获取微薄利润。通过调研，山东师范大学
师生发现朱庄寨村特色产业所加工生产的产品
普遍缺乏原创设计，形式落后，无法满足大众
的消费需求和审美需求。

(三)提出乡村振兴建议
通过考察调研和讨论，山东师范大学师生

向朱庄寨村第一书记朱伟同志及村委建议，从
四个方面实施对该村的设计帮扶：一是帮助朱
庄寨村进行整体环境规划设计，从注重空间规
划理念向全面发展理念的转变；二是帮助朱庄
寨村进行公益性的公共空间设计帮扶；三是帮

助朱庄寨村的特色产业进行文创产品的设计研
发；四是帮助朱庄寨村打造专属的视觉识别系
统设计，通过对朱庄寨村的创新设计，构建发
展新格局，推进全面振兴。

三、运用艺术设计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果

(一)挖掘地域特色，对朱庄寨村提供环境
设计帮扶

一是对朱庄寨村的一个村民文化广场进行
环境规划设计。山东师范大学师生为朱庄寨村
村口的村民文化广场进行了整体的环境规划设
计，改变了村庄的单一村貌，通过景观设计将
地域特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因地制宜打造美
丽新乡村。二是对朱庄寨村的小型健身广场进
行改造设计。为朱庄寨村六个小型健身广场进
行美化设计，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现
代的生态环保型设计思想。

(二)对朱庄寨村提供的公益性的公共空间
设计帮扶

2018年3月，山东师范大学师生在曹县朱庄
寨村幼儿园开展了文化墙创意设计绘制活动。
师生一起将幼儿园主入口处的墙面运用插画手

法进行美化，避免了同类作品粗制滥造、缺乏
审美品位的弊端，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绘制出精
美的作品，富有时代感、艺术性和浓厚的生活
气息，获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三)针对朱庄寨村特色产业提供系列文创
产品的设计与研发服务

一是为朱庄寨村木器加工厂提供了创意木
质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山东师范大学师生为朱
庄寨村木器加工厂提供了多套家具设计方案，
并择优选择出多套系列家具进行生产。另外，
为家具产品打造了系列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提
升产品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树立
朱庄寨产品的品牌形象。二是针对朱庄寨村芦
笋茶厂提供了文创产品的设计与研发，策划设
计了“朱庄寨芦笋尖茶”品牌，不仅为其设计
了专属LOGO和VI视觉识别系统，还引入了电
商，扩大了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了芦笋茶的
价格和知名度。

山东师范大学师生帮助朱庄寨村设计扶贫
项目，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通
过运用创新设计，参与扶贫活动，助力乡村振
兴，带给贫困地区的不仅是财富，更是知识、
意识和思想；同时，也锻炼了队伍，提高了师
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师生决心按
照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及学校党委的要求，进
一步转变思想，关注自然和谐以及人文关怀，
树立绿色艺术创新设计理念；进一步搞好教学
实践指导，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的乡村振兴活
动，努力做打造美丽乡村新蓝图的排头兵。

（本文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
系主任）

运用艺术设计创新助力乡村振兴
□ 李荣智

“那天天很冷，怕颜料里的胶凝固了，就用一个盛着
暖灰的火盆融化它们，五颜六色的颜色盒挨挨挤挤，说不
出的好看。”

这是30年前的一个冬日，单应桂去拜访高密民间艺人
聂希蔚，匆匆一见再不忘记。2017年，84岁的单应桂老师
画了一组小画《梦回童年》，第一幅就是在聂希蔚那里见
过的泥老虎，当时聂希蔚告诉她：“老虎啊，关键是两条
腿的这个劲儿！”泥老虎的小短腿在时光中奔跑，单应桂
很乐意陪跑。《梦回童年》一共有十幅小画，都是记忆中
童年的玩意儿。

童年：伤痛忘记吧，快乐都留下

单应桂的童年基本分为两种状态：一方面是战争带来
的伤害——— 惧怕、痛苦和亡国奴的耻辱。逃难的生活给她
留下了太深的烙印，甚至后来，和平的画面里也带着忧
伤。但另一方面，欢乐依然是本性，只是痛苦的划痕累
加，常常把快乐遮盖，让人觉得人生本来就如此绝望。唱
着“小白菜，地里黄，三岁两岁没了娘”，看着被杀害的
人，你是没有空间、没有理由去欢乐的。但是，日本兵不
扫荡的时候，村庄安静了下来，过年、逛年集还可以进
行。这短暂的安慰，就像刚才画室突然响起的泥哨，足够
让人心中激荡，回到最单纯的模样。《梦回童年》正是这
些哨音的集结。

艺术当然是来自生活，一切感悟都来自生活。抗战开
始后，单应桂跟着妈妈从济南逃到济宁，又到菏泽住了七
年，最后去了安徽，从安徽再回济南。那段经历多年后化
成了著名的《逃亡——— 童年的回忆》。旅途虽然劳苦，但
不断接触到的民间艺术如同路边小花令人惊喜，暂可解
忧。甚至后来，很多伤痛都忘记了，那珍贵的快乐和美感
竟还留着。

碎片：拾民间艺术 赴回忆盛宴

在流亡的间隙，最吸引单应桂的首先是童谣。吃过晚
饭，小孩们就开始唱了：“东头的孩儿，西头的孩儿，喝
罢汤(吃过晚饭)都来玩儿，你不来俺走咧，明天八月十五
咧，小孩争着吃月饼，大人争着喝酒来！”这一唱，大家
就都到场院里集合了，少年不识愁滋味，各种疯玩。

那是一个叫八里庙的地方，村口有个送子奶奶庙，人
们还愿时会供奉一种小鞋，上面贴着剪成的纸花，“那时
我就想，我要是有这么一双小鞋该多好！”

大姐姐大嫂子们的绣花样子，也是单应桂垂涎的对
象。大家坐在门楼底下，过堂风吹着每个人的大本子，里
面夹着纸样子和各种各样的彩线。“她们不让我翻，一伸
手就打。”女子们用凤仙花染手指甲，很漂亮粉嫩，小单
应桂也想染，她们说：“小孩子染什么！”

欢乐越少越珍贵，那些事，现在想想就很幸福。
最开心的是赶集。拨浪鼓，小棒槌，还有泥捏的小鸡、小

娃娃，可以吹出声音，吹得嘴上粘满白的黄的颜色。
以上童年的碎片，都是单应桂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

节点，她后来从事绘画，尤其钟爱民间艺术，跟这些启蒙
是有关系的。

“我怎么想起来画这些东西呢？人老了就想过去的事
儿，慢慢地用回忆来填补现在。这是一种享受，我称它是
回忆的盛宴。”单老说。有人曾经对她倾诉生命无法承受
之重，单老说：“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将来盛宴上的
菜，别嫌多，别嫌琐碎，都值得。阅历越丰富，晚年就越
不容易孤独，那些过去都会回来陪着你。”

写意：从自然而得，自民间而来

单应桂上学的时候，正好是徐蒋体系( 徐悲鸿和蒋兆
和)，讲究写实，也是受前苏联绘画模式的影响。如果说到
了晚年才渴望着“放”的话，那开始的约束就没有意义了
吗？当然不是，造型能力的锻炼也很重要。“知识要慢慢
积累，感受得慢慢领悟，年龄越大越对写意的精神、放开
的东西感兴趣，这可能是每一个画家的成长规律。悟得不
深，到老了你的东西会光有形式。”单应桂特别喜欢齐白
石的《小鱼都来》，一根钓线直直垂下，几条小鱼都往那

儿跑，是单纯的童心。另一幅《他日相呼》，两只小鸡在
争一条蚯蚓，现在虽然脸红脖子粗，但长大后再见面就会
说：小的时候多有趣啊！“到了八九十岁，向往的，渴望
的，回味的，都是这些东西。我突然间就想，为什么不把
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画出来呢？我一辈子画画，我的哪一
个阶段都应该用画来体现，将来孩子们看看，就知道妈妈
还有这样的童年。”

2015年，单应桂又回到小时候住的菏泽常屯村，竟然
见到了儿时的伙伴，他们都八十多了。回来以后，童年的
很多东西都在脑子里打转。直到2017年，春天把院子里的
花画完了，单应桂就画了十张《梦回童年》。

《梦回童年》也是梦回民间艺术，“民间艺人常常是
凭感觉表现一种自然的、流畅的、舒心的东西，用笔比较
随意潇洒。如果像学院派抠得那么细、那么准，就不是写
意精神了。写实有时也能写意，但是写意绝不是写实。”
因此，微笑的猴子，戴帽子的娃娃，小鸟泥哨都可寥寥几
笔写意而成，这写意精神从自然而得，从民间而来，有容
乃大，但并非大而化之。正如《梦回童年之三》的注解中
所说：“泥玩具之泥坯造型简洁而整体，毫无多余之语
言。在绘制时以写意手法，用笔肯定而轻松，了了几笔达
到传神。”《梦回童年之五》：“中国民间泥玩具传统之
久远，形成其自身的艺术规律与程式，它的夸张变形及手
绘时之不拘小节，从而达到了神似之境界。”单老用质朴
的笔法描绘质朴的事物，又用同样简单的语言去记述。中
国民间艺术倾向大气整装，关注外形，就像画速写时注重
动态线一样，动态线抓住了，其他都出来了。然后再细致
刻画，找那种灵魂的东西，这是归纳，是提炼，有大舍
弃，也有小诙谐。从功能上来说，泥玩具更要求整，因为
容易碎。单应桂指着画里的泥泥狗说：“现在回头再想这
些小玩意儿，比当年感悟更深，除了玩的功能，它的艺术
功能更突显了。”

生命：从不曾失去，一直在得到

对于单老在艺术上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广有赞
誉，但是她说：“谁一辈子不停地做一件事，到了这个年
纪都有成就，就怕三改两改不往前走了。画画，得吃透了、搞
彻底了。”她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体验各个工种，每个工种都
为后来的工种做养料。想到这一点，就不觉得苦了。

我们这辈子从来都没有损失，都是在得到。
难免有人遭遇不公心中不平，单应桂的态度是，不要

去想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白白损耗细胞。“年轻时，人家
看着我不怎么争，其实我内心很要强，干不好自己就着
急，画到一半就光想看最后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又很弱，
争不过就往后撤退，干脆什么都不要了。太较劲。甚至我
七十岁的时候，还在忙着别的事。老天安排一些人在一起，就
是互相成就的，就跟农作物间作一样。年轻时遇到一些事也
生气，到了一定年龄才会顿悟，如今我享受童年也享受现
在，看到个花儿，看到个什么东西，总能很喜欢。”

很安静，却不孤独，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单老的日
常状态。《梦回童年》组画是用两个礼拜完成的，有时她
也会写一些文字。几年前出版的《容园绘事》，她时常拿
起来读一读，里面有她的心路和老朋友。

除了有主题的创作，还有一些题材，单应桂会一遍遍
重画，这是一种往深里走的态度。前些年一些画家参加活
动过多，手底下过于熟练，形成了流(收不住手)和油(油腔
滑调)的状态，令人惋惜。可喜的是，在国家正确的导向之
下，现在整个书画界都安静了下来，很多画家又开始出去
写生了，这是一种回归。“创作本来就应该是个安静的事
情。”单应桂说。

最后，我好奇地定睛于《梦回童年之二》，上题：
“民间艺人在晾好的泥坯上用鲜艳的色彩绘制加添，用笔
随意潇洒而传神，传承了中国民间文化之写意精神。”我
认为上面画的是孙猴子，看上去洋洋得意又调皮，结果他
竟是唐三藏！把写意精神用在以内敛刻板著称的唐僧身
上，何等的随心所欲，又寄托了多少对自由国度的向往
啊！这是对丰富人性的补充说明吧？更是心欢喜后生出的
大自在。

致我们的童年、致我们的内在小孩：星夜独行不寂
寞，笑吟吟的唐僧送你一程。

由单应桂艺术基金会主办、山东新闻书画院承办的

“年画创新与探索——— 单应桂及同道作品邀请展”于9月

16日-21日在山东新闻美术馆举办。共展出中国女画家协

会顾问、山东省美协顾问、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终身名誉

主席、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单应桂先生及所邀著名年画家作

品和单老私人收藏的年画作品共77幅。展览特聘中国美协

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刘曦林为学术主持。

梦回童年之一

梦回童年之二

梦回童年之十

这次“非正式”采访，是在杏子初熟的时候。我看到这组画纯属偶然，由画聊开去，却如同安排好的一般。单

老师没有谈抽象的画论，因为丰富的过往潮水般涌来，足够咀嚼与分享。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后半生并非前半

生的延伸，而是倒影，彼岸即此间。水边的画室里茶香淡淡，突然泥泥狗“呜呜”的哨音引人回头，是一旁玩耍的孩子子，

拿着从未见过的玩意儿，随便放到嘴边就吹响了。单老师高兴地说：“对对对，这就是我小时候听到的声音！”

梦回童年之八

梦回童年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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