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次“山花写作训练营”，他
参加了 11 次。11 次当中，有 10
次以学员身份出现，1次担任讲课
老师。丰一畛坦言，走进“山花写
作训练营”已成一种习惯。

轮廓分明的脸庞，炯炯有神的
眼睛，沉稳清晰的谈吐，还有那顶
似乎一直扣在头上的太阳帽，成了
丰一畛的形象标配。从赴浙江传媒
学院求学，到西南大学读研究生，
再到兰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后
来贵州民族大学当老师，这名山东
汉子的小说出现在 《花城》《上海
文学》《北京文学》《长江文艺》
《山花》《作品》 等刊物，有的作品
被 《小说选刊》 转载。

丰一畛坦言他与贵州的缘分其
实很深。读研究生时，他写了个短
篇小说发表在 《山花》。那是他的
处女作，从此对 《山花》 莫名神
往。后来他专门跑到贵阳，希望编
辑对他这个文学爱好者进行指点。

在省级刊物发表了几篇小说，
丰一畛愈加热血沸腾，写小说特别
勤奋，许多优秀的篇什就是在那个
时候写出来的。“后来我到兰州大
学读博士，因为要写论文的缘故，
暂时专注于田野调查。”

博士毕业的他于 2017 年到贵
州民族大学从教，但始终关注 《山
花》 的他得知该杂志举办写作训练
营，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要在
创作上出彩，学习受训是必不可少
的，因此，我从第一期起，就一直
参加训练营培训。只有一次没参
加，因为那次的训练营专门讲诗歌
创作，而我没写诗歌。”

有人认为，小说是“闷着头
干”的活计，但丰一畛认为，要想
小说质量上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训
练必不可少。参加“训练营”后，
丰一畛的创作呈现出崭新姿态，作
品纷纷亮相多家文学期刊。 2020
年，中国作家协会主编 《“21 世
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9 年卷》，
全国有 10 位优秀青年作家被列入
作品出版计划，丰一畛有幸在列。
丰一畛对自己频频参加“山花写作
训练营”有着特别的理解：“听了
很多文学编辑的讲座，小说写作质
量有了一个较大提升。”

到贵州工作 5年，丰一畛认为
他对贵州的了解有很多扇窗子还没
打开。但从北方到南方、从南方到
西北，最后从西北到西南，求学一
圈，贵州已成栖息地。而在这个栖
息地里，丰一畛发现自己的人生更
加闪烁出别样光彩。在贵州这几
年，他喜欢到处走访调查，带着学
生到基层做田野调查。“在乡野，
我闻到了‘山花’的芬芳。”他说。

青年作家丰一畛：

在贵州，我闻到“山花”的芬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陆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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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

校园里的“山地王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秋樾

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棕白相间
的毛发在灯光的照耀下更显顺滑，两
只小熊猫亲密紧凑在一起，一只站
着，一只趴着，对目相望。颇为“戏
剧性”的是，小熊猫的左邻右舍是健
壮的花豹、抬头张望的华南虎、踱步休
闲的黑熊，当然，还有精怪的林麝、活泼
的金丝猴、憨态的小麂等。这是贵州师
范大学博物馆“见灵厅”里的奇妙呈
现。除了栩栩如生的森林动物，展厅
里还展陈了各式各样的地下生物、鸟
类、昆虫类、梵净山珍稀植物等 2000
余件动植物标本，以鲜活灵动的方式
立体展示了贵州动植物资源的多样
性，让人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多元。

“见形”“见灵”“见神”“见智”，
这是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的四大展
厅，也是这里独特的审美体现。山，
是贵州山地文明的筋骨，于是在“见
形厅”，山与石成为无与伦比的主角。
从怪石嶙峋的溶洞到关岭古生物化石
群，“见形厅”让每一个认真靠近的人
得以看见贵州由海洋变成陆地的奇妙
地质演化历程，浏览到贵州神奇的喀
斯特地貌。

“见灵厅”自带吸引属性，丰富多
样的动植物标本不用过多语言介绍，
其独特的外形魅力总会让第一次参观
的人发出“真的太神奇了”的惊呼。

解说人员说：“4 岁的小孩进来会说
‘太可爱了’，70岁的老人看了也感叹
‘确实是乖’。”

“见神厅”不同于“形”与“灵”
的自然属性，族群的心灵与艺术让这
里充满了神秘的人文韵味。山地民居
的建筑、民族服饰的精巧、戏剧与歌
舞，在极具贵州特色的浓厚文化氛围
的衬托下，让看展这件事变得更加深
刻，更有亲切感。逛展时，博物馆工
作人员介绍说，展厅里的服饰模特都
是按照贵州人的外形特征定制的，他
们希望这些华丽珍贵的民族服饰能够
以最好的姿态展现给参观者。原来，
这也是“亲切感”的来源之一。

“见智厅”则完全是新时代的“智
慧产物”。展厅展出了贵州师范大学在
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播、喀斯特生态及
环境治理研究、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研
究等8个领域的特色科研成果。

“贵州民族乐器厅”“贵州民族传
统体育厅”“教学仪器设备厅”“师大
光影”“特展厅”“时光照相馆”和

“香樟印象”7 个展厅组成了配套展
区，民族乐器、传统体育器具、教学
设备等物件，都蕴藏着一个故事、一
段历史，它们所具备的丰富性和知识
性或许会让人们告别“始于好奇，终
于颜值”的初级浏览，引导观者细心

解密、探寻和学习。
在最受欢迎的时光照相馆，我在

那里邂逅了贵州师范大学成长的“时
光轨迹”，照片墙就像喀斯特地貌的弯
道一般布局其间，桌椅、钢琴、老教
室在夕阳的晕染下，多了几缕复古味
道，似乎下一秒就要“穿越”。

结 合 了 地 理 学 、 生 态 学 、 生 物
学、非遗等学科优势和研究特色进行
的设计和布局，也使“贵州山地文
明”这个核心主题有了极具诗意化的
表达，它消除了文博之旅“单一打
卡”的固化思维，学科研究特色的知
识多样性加固了游客和博物馆的关
系，正如我所体会到的那样，“我只看
到了冰山一角，还有一望无际的海洋
等着我下次再访。”

作为高校博物馆，贵州师范大学
博物馆不仅是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
究的重要场所，也期待成为引领社会
公众，厚植文明根脉的载体。博物馆
陈列展示科科长刘婷婷告诉我，目前
学校正在努力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当下，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青年人
等不同群体，与社区、其他教育机
构、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开放合作，
通过主题性展览、科学普及、研学旅
行等多种形式，提升公众参与度和社
会影响力。

“博物馆不仅是连接古今的桥，我
觉得如果能够为孩子们搭建起一座走
向未来的梦想之桥那也非常值得。”刘
婷婷记得。7 月中旬，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参加“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
的学生们，带来了一群从安顺平坝乡
村小学来的孩子。他们的书包里装了
从家里带来的矿泉水、面包，把这次
逛展当做“远足旅行”，整整齐齐排着
队走进博物馆参观。在展厅里，当孩
子们看见这些奇特的化石、精怪的生
物，不禁发出惊叹，开心的情感从眼
睛里流出，一些孩子小声说道，“长大
想成为考古学家”。刘婷婷捕捉到了这
些情绪，她感触很深，“博物馆在他们
小小的心里种下了梦想的种子，未
来，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继续为这些
种子‘浇水助长’。”

很遗憾，我没有遇见那群可爱的
孩子，但逛馆当天，偶遇了武汉大学
调研小组。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在博物
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也走进了这座高
校里的“山地王国”，感受到了贵州鲜
明的自然地理特征、民族文化特质。

“多彩贵州名不虚传，美得遗世而独
立。”一位调研人员赞叹说。

果然，高校里的“山地王国”独
特而又多姿，既能释放“走出去”的
能量，也能散发“引进来”的魅力。

以画促旅 以旅润画
——万山红遍书画院入驻朱砂古镇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邱奕

为乡村留一部影像史
—— 杨安迪纪实摄影作品《梭戛故事》系列入藏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7月 15 日，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
剧场举行的 《梭戛故事》 摄影分享会
暨作品捐赠仪式上，著名摄影师、贵
州大学美术学院摄影教研室主任杨安
迪说，有价值的作品要服务社会。

4 月 20 日，由贵州省博物馆主
办，杨元丽、杨安迪、赵相康联合策
展的 《梭戛故事——一个村庄的影像
史》杨安迪纪实摄影展开展。

7月 15 日的分享会现场，杨安迪
将 《梭戛故事》 系列近 500张摄影作
品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

“该摄影展是贵州省博物馆 2022
年首个与社会策展人联合推出的展
览，也是首次对民族影像志进行系统

化展示和征集。”谈及 《梭戛故事》
系列影像作品入藏一事，贵州省博物
馆馆长李飞认为，杨安迪用纪实影像
的方式记录了箐苗社区的历史瞬间和
濒临消失的人文记忆，通过这些极富
艺术感的纪实影像，见物见人见精
神，让观众看到了梭戛的人文历史，
看到了一个贫困村庄变富裕的过程，
看到了摄影师的坚守。

“影像资料可以作为文物收藏。”
李飞表示，博物馆以收藏展示的方
式，为乡村留下一部影像史，这是

“文化救险”的一种方式，既丰富了
馆藏，也丰富了博物馆多元化的文化
基因库，更是博物馆助力乡村振兴的

具体实践。
“让外界看到贵州的文化魅力，

发掘贵州独有的民族文化价值，进而
在未来的变革中引起社会关注，让少
数民族文化得到保护，这才是纪实影
像最为关键的，也是作为摄影人的社
会责任。”杨安迪认为，贵州摄影人
手上藏有大量关注、记录社会现实的
影像作品，但不论摄影如何转换，最
终都要服务社会。

据悉，《梭戛故事——一个村庄
的影像史》 杨安迪纪实摄影展 7月 20
日闭展后，作为贵州省博物馆交换
展，将于 7月 27日亮相湖北明清古建
筑博物馆。

铜仁市万山区，在文旅融合上
出新招、出实招。在朱砂古镇入驻
万山红遍书画院，以期用书画进一
步传扬万山千年朱砂文化，提升旅
游内涵，促进旅游发展。同时充分
利用旅游资源推动艺术的纵深发展
和拓宽市场依托。

中 国 画 又 称 “ 丹 青 ”， 其 中
“丹”就是指的朱砂，是中国画较
早使用的一种颜料。朱砂经千年不
变色的特性和颜色的红润亮丽得到
了书画家的喜爱，朱砂画也深受人
们的青睐。朱砂古镇正是以万山特
色朱砂文化为背景、以贵州汞矿遗
迹为依托的 4A级景区，有全国唯
一的汞矿工业遗址博物馆、朱砂展
览销售中心等。

近年来，万山区文联围绕该区
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基
地）、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在朱砂古镇创建了
万山红遍书画院，以期文旅融合带
来双赢，同时用产业促进事业发
展，用事业的发展拉动产业提升。

在 朱 砂 古 镇 转 型 打 造 中 ，
2017 年原贵州汞矿医院综合办公
楼被明确为贵州省书画艺术写生
基地，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应
用。 2021 年 10 月，万山区文联
得到书画艺术写生基地管理使用
权 后 ， 通 过 驻 深 招 商 组 牵 线 搭
桥，与深圳上善映画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合作，引入雪松书画院和
广州艺术博览会落地万山，并将
书画艺术写生基地进一步升级创
办为万山红遍书画院。

目前，一级画家赖子文，资深
画家吴东星、李月新，已入驻书画
院；书画院基地已初步完成二楼和
三楼的改造布置，建成画家创作工
作室 3间，艺术培训室 1间，装裱
工作室 1间。2000平方米万山朱砂

画艺术交流、艺术培训、展览展示
中心、 500 平方米朱砂画框装裱、
研发、制作中心正在建设中。

画家吴东星说，“贵州美丽的
山水、朱砂古镇的朱砂和丰富的旅
游资源，是吸引我入驻万山红遍书
画院的主要原因。”他希望在这山
这水之间进一步修炼自己的书画艺
术。同时，他也很认同万山红遍书
画院的发展规划，这与他个人对书
画发展的认识相符。吴东星表示，
他会将之前他所积淀的一些书画村
的运行经验带过来，共同促进书画
院的发展。

据了解，万山红遍书画院已与
深圳大芬油画村美术家协会、艺术
品产业协会，深圳市巴特尔艺术品
产业中心，北京邮政系统艺术品产
业研发部等达成定制 10万幅左右
的朱砂画艺术品意向性订单协议。

书画院计划通过两年努力，建
成 1000平方米万山红遍书画艺术
直播基地 1个；建成 500平方米朱
砂画框装裱、研发、制作中心 1
个；建成 1000平方米朱砂墨、朱
砂印泥、朱砂颜料研发中心 3个；
建成 2000 平方米万山朱砂画艺术
交流、艺术培训、展览展示中心 1
个。建成 10000平方米艺术民宿，
落户艺术家 50人以上，带动社会
就业 100人以上。

据万山区文联主席龙金永介
绍，万山红遍书画院主要以书画尤
其是朱砂画的创作为主，旨在进一
步弘扬传承万山区朱砂文化，通过
朱砂书画的艺术形式，对朱砂文化
进行宣传和推介，努力把朱砂书画
打造成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书画
院采取创作、加工、销售等为一体
的运作模式，同时是一个书画艺术
研学培训综合机构，是游客可以观
展、观摩的一个景区景点。

“异曲同工”湖北省第三届工笔画小幅作品巡展贵州
本报讯 （记者 向秋樾）“逛展

打卡，暑期又多了个好去处。”7月 15
日，“异曲同工”湖北省第三届工笔画
小幅作品贵州巡展暨湖北·贵州工笔
画交流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幕，独具匠
心的画展吸引了许多市民、学生、文
艺爱好者前来参观，题材新颖、风格
多元、格调高雅的作品得到观众好评。

此 次 展 览 由 湖 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
美术学院、湖北省美术家协会、贵州
省美术家协会、湖北省工笔画学会和
贵州省工笔画学会共同主办，中国工
笔画学会学术支持，贵州美术馆承
办。展出了湖北省第三届工笔画小幅
作品和湖北、贵州两省著名工笔画家

的小幅精品共 255 幅，其中还特邀中
国工笔画学会和中国国家画院部分全
国著名工笔画家的作品参展，让展览
更具丰富性、专业性。

开幕式上，湖北省工笔画学会向
贵州美术馆捐赠了由该学会集体创作
的八尺作品 《独坐庭前》。湖北美术学
院教授、湖北省工笔画学会执行会长
钟鸣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为两
地的艺术发展添砖加瓦，增进两地的
艺术交流，促进相互艺术思想的碰撞。

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划人之一，钟
鸣介绍了展名“异曲同工”的蕴意。
“‘异曲同工’是湖北省工笔画学会
成立后推出的学术品牌。‘异曲同工’
之‘异曲’，在于在开放包容的语境下

激发富于多样性和个性化的个体经
验，不断拓展工笔画表现空间的可能
性；而‘同工’则力图将发散的表达
回归到工笔画的根源，回到对工笔画
学理属性思考。”

贵州画院院长、贵州美术馆馆长
潘闻丞对此表示十分认同。他认为，
无论是从题材还是风格，都充分展现
出工笔画家在传统文化中砥砺前行、
守正创新的辉煌成果，亦彰显出新生
代工笔人对古典风格与现代意识的融
合，展示了一个具有求索精神与创造
张力的湖北，为贵州观众带来了一场
鲜活的视觉盛宴，同时也开启了两省
工笔画学术交流的大门。

在贵州美术馆一楼展厅，前来看

展的观众络绎不绝。即将步入大学的
学生赵倪十分喜欢此次展出的工笔画
作品，在一幅幅画作前流连徘徊。“这
些作品的审美真是击中了我们年轻人
的心，每一幅我都非常喜欢。”美术爱
好者李群凤也在参观中收获了深刻体
验，“非常喜欢 《山气》 这幅作品，色
彩合理、精致细腻，细细品味又感受
到时代的震撼感。”李群凤说，“这次
展览非常精彩，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参
观学习到不同的画作。”

开幕式后，还举行了以“湖北·
贵州工笔画交流展”为主题的座谈
会，与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深入而
热烈的讨论。此次展览将展至 7 月 25
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万山红遍书画院画家吴东星工作室。 （受访单位供图）

丰一畛。 （受访单位供图）

杨安迪 《梭戛故事》 影像作品，
以小故事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大主
题。图为捐赠仪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摄

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大厅。 向秋樾 摄

“见灵厅”里的小熊猫标本。向秋樾 摄

贵州师范大学的老教学设备。向秋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