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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劳动创造
之美

4月29日， 摄影师在株洲
中车城轨事业部拍摄创作。当
天，“中国梦·劳动美”第六届全
国职工摄影展暨调研创作活动
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启动，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安
徽、黑龙江、湖北、江西、浙江和
湖南等地的百名摄影师， 把镜
头对准一线职工， 记录劳动创
造之美。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4月27日，清晨。 5时刚过，黄小玲如往常
一样开始晨练，小步快走半小时，便回到瓷艺
创作室，拿起了画笔。

创作室一旁陈列的《国色天香》瓷瓶，是
黄小玲代表作之一，清新秀丽，恬淡雅致。 作
品中牡丹花，贵气天成，精美绝伦，釉下五彩
技艺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更好的瓷艺作品可能是下一件，要用
一辈子去探寻。”黄小玲说。自15岁迷上瓷艺，
近40年来，她致力做“瓷女黄小玲”，以匠人精
神传承、创新、超越，终成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开辟一片崭新的陶瓷艺术天地。

痴迷瓷艺，终成陶瓷艺术大师
黄小玲痴迷瓷艺，受父亲影响至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黄小玲的父亲在醴

陵群力瓷厂专制瓷品坯胎。 每当遇到画瓷师
傅在瓶胎上勾线， 年幼的黄小玲便会凝神观
看，并在画损的瓷胎上由着自己的喜好涂抹，
憧憬拥有一双妙笔生花的手。

在父亲引导下，黄小玲对瓷艺钟情有加。
瓷器的光洁、柔美、典雅，极像东方女性

纯洁、温柔、内敛的气质。
黄小玲迷恋这样的艺术特质。 她师从邓

文科、 陈扬龙等名家， 潜心苦练釉下五彩瓷技
艺。

在上海汉光瓷器工作期间， 黄小玲重新认
识到釉下五彩瓷的价值。 看到师傅们创作的釉
下五彩瓷引起轰动，她深受震撼。 家乡醴陵釉下
五彩瓷源远流长，如何创作出精品力作，走向更
广阔的世界？

2000年， 黄小玲成立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
司。 醴泉窑艺集釉下五彩瓷研究、艺术设计、生
产贸易为一体，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工艺师、美术
师，共同创作和推广醴陵釉下五彩文化。

此后，黄小玲佳作迭出。 2003年，她以心
血之作《虞美人》收获平生第一个大奖：中国
陶瓷艺术展“中陶杯”银奖。 2004年，作品《牡
丹花瓶》获得国家级奖杯，被认为达到“画到
神情飘没处，更无真像有其魂”的境界。

自言“为瓷而生”的黄小玲，新世纪第一
个10年， 迎来“黄金岁月”：《牡丹》《紫藤花》
《绣球花》《竹报平安》《满园春色》等20余件作
品先后参加海内外各种展览评比，屡获大奖。

醴陵釉下五彩瓷新生代领军人物迅速崛
起。

2010年，黄小玲站上职业生涯的高点：获
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著名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为她的作品所
感动，挥毫题赠“后来居上”。

工匠精神，贵在传承中创新
“陶瓷这种手艺活，只有真正爱它才会做

一辈子。 ”黄小玲说，工匠精神就是只要有一
口气在，也会在坚守传承中创新，尝试无限可
能性。

艺术上追求极致， 让黄小玲作品渗透出
特有的气质。 她崇尚“薄施淡彩”风格，形成独
树一帜的艺术美学。

她说，“薄施”是指审美手法，“淡雅”是指
审美效果，两者既独立，又相互依存。“薄施”
是分水装饰中的一种技法，薄中有深浅，薄中
有层次，“施”即通过精心“施工”，不留笔痕水
渍。“淡雅”，既是陶艺家追求的审美目标，也
是鉴赏者的审美效应。

循此创作， 黄小玲作品自成一派： 色调清
新、柔和、明亮，画面平滑光亮、晶莹润泽、清雅明
快，具有饱满的水分感，亮晶晶、水灵灵。诸如《红
杜鹃》等作品，能给人一种特别的美感。

“醴陵釉下五彩瓷须1380摄氏度高温出
窑，加之泥料上的精细、颜料上的挑剔，很难
降低成本，但仍要加快走‘艺术生活化’道路，

进入民众日常生活。 ”黄小玲对醴陵陶瓷的创
新转型有深入思考。

她分析， 近年不少釉下五彩陶瓷生产企
业重点经营艺术陶瓷， 弱化常规产品的生产
与换代，陷入市场萎缩的窘境。 其原因主要在
于企业不接地气、新产品开发能力不足。

在黄小玲看来，“接地气” 就是要将釉下
五彩艺术元素， 注入日常生活用瓷， 比如茶
具、杯碟、酒具、文化用具等瓷器，并凸显时尚
元素， 赢得年轻人消费市场， 持续走向大众
化。

得偿夙愿，继续为醴陵陶瓷“代言”
在高3.3米、宽1.65米的超大瓷板上，釉彩

线条流畅、色泽温润、造型新颖，由牡丹、荷
花、绣球、山茶组合成一款秀丽典雅的四季花
卉，是为《四季同春》。

3月，黄小玲创作的瓷板屏风《四季同春》
被人民大会堂永久收藏。

黄小玲是醴陵陶瓷界第一位全国人大代
表。 近7年在履职尽责的同时，她心中一直藏
着一个心愿： 向人民大会堂捐赠一组醴陵陶
瓷作品。

夙愿终于得偿。 黄小玲以这组匠心力作，
展示了醴陵釉下五彩的卓尔不凡。

黄小玲还有个愿景： 将醴陵釉下五彩瓷
技艺真正发扬光大。 这些年，她推动成立湖南
省女陶艺家协会， 坚持以醴泉窑艺为平台培
养瓷艺人才，并呼吁建立专业的陶瓷大学，复
兴“国瓷”家当，建议国家在出口退税政策等
方面加大对日用陶瓷行业的支持力度……

让黄小玲颇感欣慰的是， 从英国研究生
毕业的女儿周园慧， 在北京工作两年后回到
家乡醴陵，像母亲一样拿起了画笔。

周园慧创立“Blossom春夏”品牌，让艺术
回归生活， 推出的多款精美日用瓷受到市场
欢迎，开始圈定自己的“粉丝”。 她有个朴素的
梦想：和母亲一道，让灿烂的醴陵釉下五彩瓷
文化艺术，走上更宽广的舞台。

“女儿喜欢瓷艺，有绘画功底，也有艺术
自觉。 ”黄小玲在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
影子。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

4月26日，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凤凰乡
天之山茶花园，山茶花造型各异，花朵艳
丽。该园股东刘新春正指挥吊车装运山茶
花。“今天销售额已达100多万元。 ”刘新
春说,“我们最贵的一株山茶花就卖了30
万元呢。 ”管理区宣传部负责人周中心接
上话茬：“如今，金洞苗木名声在外，不少
名贵苗木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

金洞管理区的前身是1954年建成的金
洞国有林场， 林地面积80万亩， 过去以造
林、伐木为主，为何成为苗木重镇？周中心介
绍，2005年以来，国有林场由过去木材生产
为主， 转变为保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
林木砍伐指标逐年减少，但金洞管理区通过
改革,走出了一条护绿又富农的新路子。

转型发展兴苗木
在凤凰乡中荣村，59岁的老伐木人伍

春来戴着老花镜，认真地修剪着红檵木。 依
托发展苗木产业，伍春来住进了小洋楼。 而
10多年前， 伍春来却满心茫然：“伐木几十
年，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而这也是当时管
理区众多伐木人的共同困惑。

金洞管理区认识到，推动林场改革，首
先要引导广大伐木人转型从事新的产业。
经过考察，管理区计划发展苗木产业，并决
定发挥能人带动的作用。 2006年，中荣村经
济能人刘新春等返乡创办苗木基地。

刘新春介绍，当时觉得发展苗木生产
是“朝阳产业”，与管理区的发展思路不谋
而合，于是返乡创办杉树、马尾松等经济
苗木基地。 尽管村民们都不看好，但第二
年开春苗木上市，却卖出了好价钱。

见到效益， 伍春来等村民纷纷跟着
干。 村民邓先华介绍：“2007年， 我试育
0.8亩杉木苗，纯收入就达6000多元。 ”

转变观念走市场
记者在金洞管理区采访， 发现杉树、

马尾松等经济苗木难觅踪影，楠木、红豆
杉、茶梅等名贵和绿化苗木达4000亩。 刘
新春向记者讲述起发展苗木产业两次转
型的经历。

2008年以后，受市场的影响，经济苗木
滞销，而杉树、马尾松等苗木生长一年就要
销售。 中荣村村民邓朝春对记者说，2012
年，大家就只好把杉树等苗木当柴烧了。

怎么办？ 管理区组织刘新春、邓满春
等苗木大户外出参观学习， 通过走出去，
大家大开眼界， 认识到要主动对接市场。
于是，大家推选出村民伍和平等组成苗木
专业营销队伍， 他们走南闯北联系客户，
及时反馈市场行情、 客户需求等信息，大
家纷纷改育名贵和绿化苗木。

刘新春、 邓满春等还把管理区上世
纪种植、严重退化的老油茶树，高位嫁接
上名贵山茶花。刘新春说：“我们从广西请
来一名技术员，指导嫁接山茶花,通过努
力，老油茶树嫁接状元红、十八学士等多
个山茶花品种，花期达到半年，每株售价5
万元以上。 ”

记者见到伍和平时，他正安排劳动力
外出种植苗木。

原来，2014年， 金洞管理区发现，一
些老客户不来购买苗木了。伍和平等及时
回访，得知种植苗木的成活率不高,问题
出在种植、管理技术不过关。

伍和平说，“卖苗木+包种、 包成活
率”的销售方式应运而生。这样，客户比以
前请人种植苗木节省不少开支，也增加了
大家的就业机会， 种一天树有100元到
200元收入。

记者漫步管理区中荣村、 花筵村等，
只见这里80%以上的村民住进了新房，家
家用上了家用电器，不少人家买了小车。

发挥优势奔小康
在管理区金洞镇小金洞村，记者看到，

由几处旧土屋改造成的民宿， 已经装饰一
新，将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营业。 村民奉名
告对记者说，民宿已经被预订到5月底了。发
展生态旅游，是金洞管理区引导广大伐木人
积极转型的一个重要举措。 今年一季度，管
理区接待游客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00
万多元，同比上年增长11%。

周中心介绍， 金洞管理区森林覆盖率
达90%以上，被誉为湘南“生态明珠”。 管理
区依托自然生态美，结合基础设施建设和新
农村建设，规划建设了金洞旅游小镇、白水
河漂流及水上运动休闲带、万宝山森林生态
休闲区等景区景点,形成“春赏花、夏戏水、
秋览胜、冬养生”的旅游格局。

金洞漂流已经发展10多年， 不仅安
排50多人就业， 还带动发展30多家农乐
家、土特产店和旅店。 随着漂流旺季的到
来，开了一家农家乐的金洞镇农民李宝成
越来越忙，他对记者说，这些天，每天有
10多桌客人，去年年收入达20余万元。

发展苗木和旅游产业，推动金洞管理
区产业成功转型、群众脱贫奔小康，2018
年，管理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800元。

■蹲点感言

护绿也要富农
加快国有林场改革转型发展，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实施以生
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的新探索。

上面政策好，还得下面抓得实，让群众
得实惠。 金洞管理区立足实际和资源优势，
大力推进改革,选准了苗木产业和生态旅游,
引导广大伐木人主动对接市场, 寻求突破。
在推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不等不靠，
不是用行政命令推进改革，而是通过吸引能
人返乡创业，让广大群众主动参与,从而激
发了广大群众投身改革的积极性，凝聚起发
展的合力，实现护绿与富农的“双赢”。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东平

4月29日，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召开媒体见面会， 宣布湘味十足的
“五一”文化大餐已准备好，只等天南
地北的朋友来品尝。

38场舞台艺术演出
惠民演出超过八成

节日期间，湖南将推出38场舞台
艺术演出，包括湘剧、花鼓戏、京剧、
木偶剧、音乐剧、话剧、汉剧、歌舞小
品小戏、音乐会等10余种剧种或演出
形式。

其中，惠民演出有32场，占全部
演出的84%。包括：5月2日至3日，木偶
展演团在长沙县田汉文园连续推出4
场木偶嘉年华；5月3日， 省花鼓戏保
护传承中心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推
出花鼓戏《蔡坤山耕田》；5月3日至4
日，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在湘京苑推
出京剧折子戏《武松打虎》《坐宫》、京
剧小戏《军礼》、折子戏《百花赠剑》；5
月4日， 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在

长沙县金井镇推出2场综艺节目。 同
时，衡南县衡州花鼓戏、益阳花鼓戏、
邵阳花鼓戏和祁剧、桃源汉剧、临澧
荆河戏、新晃民族歌舞等均在当地安
排了相应的惠民演出场次。

此外，长沙音乐厅将推出世界顶
级百老汇纯人声音乐喜剧、2019市民
音乐会（低票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将推出《菲机背不背》、 周蕙
“不被遗忘的时光”音乐会等。

432家公共文化场馆
照常免费开放

“五一”小长假期间，全省139个公
共图书馆、150家博物馆和纪念馆及
143个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等公共文化
场馆均照常上班，免费对外开放。

其中，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少儿图
书馆、湖南省文化馆和湖南省博物馆
将分别举办相应的文化活动。 如，湖
南图书馆的《红茶传奇》品读会，将探
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对西方文明进
程的影响；省少儿图书馆将举办《中
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十部典籍

推介图文展；省文化馆将举办湖南省
非遗手工技艺作品展；省博物馆则有
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湖南人———三
湘历史文化陈列展。

非遗实践活动丰富多彩
看非遗节目展演、 体验非遗技

艺……湖南历史文化悠久，在丰富多
彩的非遗实践活动中感受历史和传
统的迷人魅力。

到长沙市望城区新华联铜官窑
古镇，看长沙弹词、皮影展演；到长沙
市非遗展示馆， 亲身体验长沙谜语、
剪纸、核雕、夏布、江氏正骨术、江公
膏药的神奇；参加长沙市芙蓉区丰泉
古井社区的“定王台老街道展新颜五
一活动”，在国风演绎、民谣、非遗手
作中，感受老长沙的魅力；去株洲市
炎帝陵，在炎帝陵祭曲、炎帝精神舞
台剧表演中， 开展一场寻根之旅；湘
潭市湘乡市名明中学的虞唐高跷进
校园活动、娄底花鼓戏剧团的桥头河
花鼓戏演出……每一个非遗项目都
有自己的独特魅力。

� � �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刘勇）湖南
首届蚕桑科技文化产业大会今天在长沙市
举行，宁乡、望城、攸县三地同时启动桑果采
摘活动。 省蚕桑研究所所长李一平在会上
表示， 蚕桑产业大有可为，1个家庭2个主要
劳动力，承包20亩桑园，可实现年收入20万
元。

随着现代纺织业的日益繁荣， 古老的
丝绸产业辉煌不再。 但是，如今的许多中小
学生把养蚕作为一种美好体验，这个季节的
城市水果店常有可口的桑葚可买，也说明蚕
桑产业并未远离生活。

湖南历来是农桑乐土， 初步估计全省

现有桑园15万亩左右。 近年来，省蚕桑研究
所坚持“跨界、融合、互联”的思路，围绕蚕品
种选育、桑树生态应用、蚕桑资源开发和蚕
桑产业技术推广创新四个方向，重点开发彩
色科普蚕、纯天然蚕丝被、桑叶系列产品和
桑果采摘园等“三品一园”产品，取得突出的
新成果。

李一平说，果桑的桑葚味道好、营养高，
一般在“五一”劳动节前后上市，而此时草莓
生产已接近尾声， 杨梅大多还青涩未熟，既
能填补市场“空档期”，又便于体验采摘；专
门选育的桑叶， 既可用来做风味上佳的菜
肴，也可用来做高蛋白饲料，产业前景广阔。

“更好的作品可能是下一件”
———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醴泉窑艺创办人黄小玲

■链接
工匠感言

瓷艺创作，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不
断地超越自我。

醴陵釉下五彩瓷要加快走 “艺术生
活化”道路，进入民众日常生活。

工匠精神，就是只要有一口气在，也
会在坚守传承中创新，尝试无限可能性。

———记者蹲点见闻

金洞：林区转型天地宽

蚕桑产业大有可为
1个家庭2个主要劳动力，承包20亩桑园，可实现年收入20万元

“五一”湘味文化大餐诱人

� � � � 4月24日， 醴陵市
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
司， 黄小玲在进行陶瓷
艺术品创作。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