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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既需要保护，也需要传播，让非遗融入人们生活。奉城作为奉贤
区的清代古县城所在地，近年来将非遗传承工作向纵深、
向基层延伸，使非遗瑰
宝代代相传，
永久不衰。

非遗，
这边风景独好
奉城非遗传承蔚然成风
□记者 陆建国/文 通讯员 金建新/摄
日前，
“非遗传承村居站点”在
奉城镇正式揭牌 （见上图），在当
天的启动仪式上，由奉城镇社事中
心精心排练的一台包罗非遗元素的
文艺节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台下
掌声、欢呼声连绵不断，村民们尽
情享受到了非遗的精髓和无限魅
力。而在诸多节目中，两个市级非
遗项目颇受关注，那便是奉城刻纸
与木雕。

周宝才：
忙碌一辈子 晚年成刻纸达人
“功夫需要很深，
我一开始还以
为会不会是拼起来的，然后我在中
间一直找接缝，但是最后发现没有
接缝，它是一张纸上刻成的。这实
在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
市民观众所
指的“纸上功夫”，便是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宝才的绝技：
“奉城刻纸”。
许多年前，当周宝才还是一个
稚嫩学童，当泥瓦匠的老爹沉默寡
言，却总是跟他说这样一句话：
“做
人，
要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精一
行。”老爹是村里有名的泥瓦匠好
手，
当时专门为人家客厅画八仙，
门
头方砖上雕古人，
老灶台墙上画鱼、
鸟、
花、
草，
每个形象都是活灵活现的。
许多年后，
谁也没想到的是，
周
宝才没有继承老爹的泥瓦匠手艺，
却始终记着老爹当年的教导，将这
种精神，灌注在了他的刻纸人生之
中。”我从小就酷爱绘画、写字和刻
纸。
“周宝才说，”以前工作忙，没空
做这些事。退休以后，我就重新拿
起了小小的刻纸刀，全身心投入到
这一方精致的世界中。
“
谁也没想到，20 多岁自学刻纸
的周宝才，
真正发光发热，
是在这个

时刻。
但是刻啥呢？周宝才最先想到
的就是四大名著。老人细细捉摸着
书中情节，盘算着刻纸过程中可能
会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在刻制《红楼梦》时，
我遇到了
一个难题。”周宝才发现，用传统技
艺是无法刻制服饰上的珠子及一些
立体装饰的。而《红楼梦》题材刻
纸，最多涉及的就是那些衣着华美
的金陵十二钗，如果不能解决这个
问题，
刻出来的作品，
怎能让这个执
著的老人满意？
”
一次去医院看病时，
我发现打
点滴用的针头非常细小，也许能解
决这个难题。
“ 回家后，周宝才自制
了针头刻刀，把纤细的针尖磨光倒
角，他发现真的能制作出比芝麻还
小的服装纹饰。
“一般刻纸都是一次刻八张，
将
八张纸叠加，用浆糊粘在一起。但
是如果浆糊涂抹不均，
粘贴不齐，
纸
面 就 会 高 高 低 低 ，影 响 刻 纸 的 效
果。”又是一个难题，起初周宝才用
彩色宣纸做材料，将宣纸叠放在一
起熨烫几次，再粘贴在一起。但是
作品完成后，粘贴在一起的宣纸难
以揭开，
有时还会损坏精细的作品。
怎么办？周宝才既心疼又头
疼，但办法还是要想。他尝试在每
两张宣纸之间加叠一张薄宣纸，这
样就能顺利揭开每张作品。可是薄
宣纸很容易撕破，
周宝才一转身，
又
想到了用保鲜膜替代薄宣纸，
“效果
真 的 非 常 好 ，终 于 找 到 了 破 解 方
案。
”
周宝才总结他的破解难题之道
说，
“ 传统艺术也离不开创新，看似
简单的刻纸，
也要动脑筋才行啊！”
四大名著刻纸的完成，让大伙
惊叹不已之际，
这位勤奋的老人，
一

转身又看中了《清明上河图》。
”
孙子
在春节期间来看我，
带给我一幅画，
我一看，是《清明上河图》。
“周宝才
说，如果能用刻纸艺术表现这幅作
品，
会如何呢？刻纸是平面的，
通过
阴刻、阳刻，可以让画面有纵深感，
看起来立体一些。
“
春节过后，周宝才就开始埋头
苦刻。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刻到吃
晚饭，
中午就是休息一下吃午饭，
每
天大概要刻八九个小时。一年半之
后，这幅刻纸作品终于完成。随着
老人将画卷慢慢展开，
《清明上河
图》的情景一一展现在大家面前。
”我最满意的要数画卷中部热
闹的虹桥。
“ 而要刻出这座桥，可真
是不容易。周宝才说，一天功夫只
能刻 10 厘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
瓦楞比芝麻还小，一个人只有 1 厘
米左右。
此时他已然 81 岁高龄，刻纸却
用着一张只有 40 公分宽的旧桌子，
以至于《清明上河图》纸张无法平
铺，
只能将一边卷起来。
奉城镇“圆梦行动”
负责人了解
到这个情况之后，立马与头桥家具
协会牵头对接，协会当即决定为他
圆梦，第一时间上门测量尺寸。参
考本人的要求，为他免费定制了颇
具古典文化气息的木质刻纸桌，搭
配可升降式的真皮座椅。
正是在这张新的刻纸桌上，周
宝才的《清明上河图》终于完工。

年，徐华兵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木材被雕刻过后，
会以新的价
值延续生命。”一块上好的板材，经
徐华兵一番推敲打磨，活灵活现的
人物、动物便跃于眼前。而长年累
月的雕刻，也让他的右手手指明显
变形，无法伸直且常伴刀伤。
“ 握刀
具时就靠手指用力，
力度稳定，
刀路
才能磨顺。
”
他指着桌上几十把刀具
说，
“ 刀既是我的工作伙伴，也是我
的生命。
”

走进学校、
社区
传承非遗不能停留在博物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2010 年，
奉城镇塘外中学邀请周宝才担任学
校纸艺兴趣班的老师。随后，头桥

接手。曾经的“糊口活”变成了“苦
恼活”。
“ 大家现在都说这是个吃力
不讨好的营生了。木雕是个细致
活，
学这门技艺不易，
不是爱到骨子
里，
坚持不下去。
”
走进学校，培养学生对手工艺
的兴趣，成了这门手艺的新出路。
2016 年，徐师傅尝试带着自己的手
艺走进奉城二中，孩子们学得十分
认真，这让他倍感欣慰。此后，学校
将木雕手工设为特色课堂，希望孩
子们能够了解并爱上这项传统的
“非遗”技艺。兴许，在这些孩子里，
能再出一个甚至许多新时代的徐华
兵呢！
“将非遗项目作为“一校一品”
建设项目，配备优秀的教师承担辅
导工作，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年级、学

徐华兵：
雕刻赋予木材新的生命
奉城镇洪西村 50 岁的徐华兵，
他的雕工在上海、长三角一带，
都小
有名气。奉城木雕，至今一百多年
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几次起落。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兴盛。新中国
成立后，
经过公私合营，
木雕作坊相
继关闭，技艺走入低谷。八十年代
初再次恢复发展，不仅成立了木器
雕刻厂，还招来 50 多位能工巧匠，
徐华兵便是其中之一。
“我爷爷和父亲都是干这个的，
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洪
西村徐华兵的家里，一家人都在忙
碌着，
或雕刻，
或打磨磨。徐华兵手
里正在雕刻着一尊红木弥勒佛像，
他说：
“红木很坚硬，
雕刻又重细活，
花得功夫也就特别深，至少需要一
周时间才能完成。
”
想当年，
高中毕业的徐华兵，
到
奉城木器雕刻厂跟父亲学木工、雕
刻、漆工、贴金等手艺，厂里人都说
他聪明好学、有悟性，寺庙的木雕
件、宾馆饭店的装饰画与屏风，
他都
刻得很好。后来木器厂关门，徐华
兵回到自家宅基，
便自起炉灶，
办起
了木雕厂。
“一般的工艺，就利用数控设
备，
但细微处，
我还是要用手工来雕
琢，让作品更完美。”勤恳踏实的性
格、精湛的手艺让徐师傅出了名，
从
龙华寺的观音佛像，到 2010 年上海
世博园区美国馆前的工艺品，每件
作品都以工艺精美、生动形象为人
称道。2011 年，奉城木雕被收录进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小学、奉城成校和奉城“阳光之家”，
都发来了邀请。每周一清晨六点
半，
周宝才都会坐公交车到奉城，
把
自己喜爱的刻纸艺术传授给孩子
们。2013 年，在奉城职校盛情邀请
下，
老先生又刻制了“二十四孝”
图，
悬挂在学校走廊，让学生了解古代
先贤孝亲文化。2015 年，塘外中学
成立了晨曦刻纸社，聘请周老先生
作为指导老师。老周的教学非常认
真，
他在社团活动时教学生“握刀要
正、下刀要顺、运刀要均”，
精湛的技
艺赢得了社团成员的赞赏与喜爱。
在周宝才的细心指导下，塘外
中学刻纸社涌现了不少新人：倪海
南参与了区文化节现场展示活动、
张涛获得 2015 学年奉贤区第二届
学生活动节工艺美术铜奖，社团参
加了 2016 年区级乡村少年宫静态
展示。刻纸社促使学生在成长的过
程中参与到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和
保护中来，激发出他们对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的学习兴趣。虽然没有正
式收过徒弟，但周宝才十分自豪地
说：
“我有一千多名学生。
”
传承困难的问题，也同样发生
在木雕师傅徐华兵身上。
“木雕出活
工期长、收益少，过程枯燥。”他说，
从事“奉城木雕”的手艺人越来越
少，更严重的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

校两个层面。”奉城镇社
会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金建新说，
“通过传承教
学活动，希望培养出一
批新的传承人，发展壮大队伍。”接
下来，奉城镇将利用现有的非遗项
目资源，
每月安排非遗传承人，
深入
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并在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每星期开设木雕、刻纸
培训班，让更多的社区居民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学到非遗技能。

名词解释〉
〉
〉
奉城木雕
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从
开始的木雕作坊至今已经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在继承传统艺
术的基础上，题材、
构图、
线条、
刀法及品种上都有创新。所用
的各类工具达五十多种，构图
丰满，
层次清晰，
富于变化。
奉城刻纸
可追溯到清雍正四年，独
特的艺术魅力，曾为江南一绝，
刀法精妙入微，线条明快丰富，
构图隽秀优美。内容大都取材
于古典名著，历代典故，民间传
说、
吉祥如意等发展至今，刻纸
题材内容不断拓宽丰富，呈现
了许多融入现代元素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