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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河南苏羊遗址发现距今5000年前后

多元文化交流重要实证

泥塑百态 指尖传承
■院秀琴

惟妙惟肖的泥娃娃、呼之欲出的飞禽走兽、体现
国粹精华的脸谱，这些用泥巴抟练而成的艺术作品，
精致工巧、神韵兼备，它们是时光的载体，是情怀的传
承。这些作品均出自武家泥塑自治区级传承人武文
胜之手。

今年54岁的武文胜，生长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县舍必崖乡西厂圪洞村，是武家泥塑的第 7代传承
人。说起武家泥塑的历史渊源，武文胜脸上洋溢着自
豪和满足的笑容，“我们已经传承了 300多年了！”说
着，武文胜向记者展示起使用了300多年的泥塑模具，
模具也是用胶泥制作而成，上面深浅不一的裂痕和反
复粘贴修补的胶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武家祖籍山西忻州，乾隆初年走西口来到和林格
尔县从事农业生产及画匠职业，农闲时，凭借其画、
油、泥塑、裱等手艺走村串户维持生计。独具慧眼的
武家祖辈发现泥娃娃颇受欢迎，于是融合了晋蒙两地
的民俗文化，专攻捏泥人，出售供儿童玩耍，由此形成
了风格鲜明的武家泥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武家泥塑的艺术造诣达到
了顶峰，在土默川至大后山一带名气很大，创作的古
装人物作品‘桃园三结义’‘白蛇传’‘八洞神仙’等，有
很高的观赏性。”武文胜告诉记者，泥娃娃、小动物、

“扳不倒”不倒翁等则是孩子们爱不释手的玩具。
在武文胜的记忆里，他的爷爷、大伯都精通泥塑，

而他8岁起就与泥结缘。对于武文胜来说，泥塑不仅
是家传的手艺，更是他心灵的一个寄托。武文胜患有
先天性脊柱裂，导致下肢瘫痪，当时家里没钱为他治
病，他只能用双手爬行。由于行动不便，武文胜只能
看着同龄的孩子背起书包去上学，孤寂的岁月里，只
有泥塑与他相伴。在大伯的指导下，武文胜的手艺越
来越好，做的泥娃娃、小动物栩栩如生。

15岁那年，武文胜听到残疾人张海迪坚强面对生
活的事迹后，被深深打动，他决定自食其力，在村里开
起小超市养活自己。闲暇时间，武文胜就制作泥塑作
品。2005年前后，和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地
庙会上的泥娃娃制作工艺精湛，赏心悦目，得知是本
地村民武文胜的作品后，决定为武家泥塑申报非物质
文化遗产。2009年，武家泥塑入选自治区第二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小河沟里一团泥，匠人手里显神韵。
一捧泥巴，在武文胜的手中，经过拉、搓、揉、捏、

压、接等工序后，便被赋予了生命，成了啃着蟠桃的
孙猴子，长颈红冠的仙鹤，憨态可掬的十二生肖，五
颜六色的脸谱……这些泥塑作品无一不妙趣横生、
活灵活现。

武文胜 40多年来扎根于民间艺术土壤，一双巧
手精心塑造，一腔惠心精彩呈现，贴近民俗和生活，
将一团团普通的泥胚做成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见到武文胜时，他正趴在炕上做泥塑，他一边为
泥塑上色，一边介绍其制作工艺：“泥塑的制作需要
经过选料、制泥、拓模、雕刻、洗胚、彩绘等工序，每一
道工序都必须精心去做。不过最关键的还是选料，
要选择雨后河沟里沉淀下来的胶泥，不能有一颗沙
砾，还得有一定筋度才行。”武文胜介绍，为了让胶泥
更柔韧，过去制泥时还要在泥里加入纯麻纸。现在
麻纸不好找，就用蒲棒毛或者棉花来代替，按照一定
比例加入水搅拌均匀，再放在一块平滑的石头上，用
棍棒捶打，直到胶泥、蒲棒毛和水分充分融合，用布

包好备用。
拓模时，先用擀面杖把泥巴擀成薄薄的泥坯，在

模具里涂抹一层食用油，把泥坯放入模具压制成型，
用小刀将模边缘的余泥割掉。胚型阴干后，还需洗

胚，即涂上清水，用手在胚型上反复涂抹，将胚型上
的裂纹抹光。

最后一步是彩绘，需要传承人有精湛的画功。
传神不传神，表情占八分，武文胜边画边说：“先画衣
服、纹路、头发，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开眉眼，稍有
偏差，人物的精气神就没有了，弄不好前面的功夫就
都白费了。”武文胜介绍，以前上色用水彩颜料，褪色
较快且不易保存，如今改用丙烯颜料，色泽更加靓
丽，保存时间也更久。泥塑对环境湿度的要求较高，
为避免干裂和褪色，武文胜在徒弟党立英的启发下，
增加了一道固色的工序。党立英是一名美容美甲
师，她发现美甲用的封层甲油胶涂在泥塑制品上会
让泥塑摸起来十分光滑，且发出清明透亮的光泽，十
分好看。

仔细观察武文胜的泥塑作品，色彩艳丽、造型古
朴，具有浓浓的乡土气息。“泥塑用的就是最乡土的
泥，做的也是最贴近民俗和生活的东西，所以土一点
才更有特色。”武文胜说。

“武师傅是村里的能人儿，微信玩儿得比我还
溜。村里谁家接个电、连个网都爱找他。”武文胜的
徒弟党立英打趣师父。

出生于 1980年的党立英 3年前在一次公益活动
中认识了武文胜，两人因为对泥塑的热爱一见如故，
党立英十分敬重武文胜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品格，
拜入武文胜门下，她每有闲暇就会从呼市市区专程
开车去拜访武文胜，与师父切磋新技艺、交流新想
法。

3年来，两人将传统的泥塑技艺与新时代接轨，
创作了许多歌颂内蒙古、礼赞新时代的作品。武文
胜和党立英合作创作的草原题材作品中，有跪乳的
羊羔、有草原上奔跑的牧羊犬、有饮马的蒙古族姑
娘……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党立英创作了《狼牙山
五壮士》，精巧致密的泥塑细节和五壮士坚定悲壮的
神情仿佛把观者带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2020
年，武文胜和党立英熬了个通宵共同完成了抗疫题
材作品《防疫站》，工作人员正在给一位三轮车司机
测量体温，一幅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疫情防控画面
跃然眼前。“这个作品就是我和师父根据看到的现
实，想象着捏出来的，没有照片参考。你看师父设计
的这个三轮车，能走，能拐弯，它的车轮、车把都能
转。”党立英看着这件泥塑作品像看着自己的孩子。

武文胜接着道：“泥塑艺术传承我觉得要有两
条，一个要继承现有的工艺，另一个要与时代同步，
开发新产品。光想着传承，不创新是不行的。现在
人们对手工艺品要求高，要做出能吸引流量的作品，
才能让泥塑文化更持久、更远地传播。”

武文胜和党立英还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账号，
展示自己的作品，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呼和浩特
海关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工作人员王红涛看到武文胜
和党立英的泥塑作品视频后，赞叹道：“武家泥塑工
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样的作品通过网络
传播也为文化的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

采访结束时，武文胜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一批小
学生周末要来参观武家泥塑，想看看能不能当作一
门兴趣课来学习。武文胜高兴地说：“只要愿意来就
是好事，需要我怎么准备尽管说。”

“我准备买一批陈列架，在村里建一个泥塑展览
馆，让大家重新拾起祖辈遗存的农耕文明记忆，让更
多的子孙后代记住和了解祖辈的生活。”武文胜目光
坚定、满怀豪情，宛如一个踌躇满志的少年。

（据《内蒙古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项目负责人李
永强近日在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
成果交流会上披露，新郑裴李岗遗址
最新发现距今约8000年使用红曲霉
发酵酿成的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
使用这一酿酒技术的实证。

“研究确认了裴李岗人使用红
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
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
料的酿酒方法。”李永强表示，此前
有研究揭示仰韶文化的酿酒方法中
包括利用红曲霉为发酵剂的技术，
但晚于裴李岗文化。

参与对出土物进行检测研究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研究团队
在两件陶壶的残留物中，检测出丰
富的红曲霉菌丝和闭囊壳以及具有
发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表明陶壶
被用于酿酒和储酒。遗址内还出土
了一件或用于过滤发酵酒液的漏
器，一件或用于温酒的炊具鼎。

考古发现显示，河南舞阳贾湖
遗址、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陕西临潼
零口遗址等均出土过用于盛酒的陶
壶，距今9000至7500年。

李永强说，多个遗址点发现酒，
反映出先民食物加工方式的一种变
革或者流行，可能存在技术传播路
径。

位于河南省新郑市的裴李岗遗
址距今约 8000 年，是中国 20 世纪
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现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已为研究
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陶器制作、纺
织业、酿酒工艺等提供大量重要实
物例证。

“遗址还出土较多植物韧皮纤
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
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
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李永强说，
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
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在以仰韶文化为主体的苏羊遗
址，考古人员经过 6个多月的勘探
发掘，不仅发现了一批带有浓厚屈
家岭文化因素的器物，还发现了一
枚颇具红山文化特征的兽首石雕。
专家认为，这些发现为研究屈家岭
文化北进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提供了
新的宝贵材料，同时也反映了距今
5000年前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
黄河文明同以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
长江文明在河洛地区的交流融合。

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
坞镇，分为下村区和苏羊区南北两
个片区，遗址面积超60万平方米。

在苏羊片区，考古人员发掘出
多间保存相对较好的仰韶中期房
址。一处西北—东南走向的连间
房屋地面平整，像“水泥”一样坚
硬光滑，地面上还有大面积的倒塌
墙体。“在庙底沟阶段出现的这种
形制房址，在洛阳地区还是首次发
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
长张海说，保存较好的建筑遗存为
探讨河洛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建筑技术和建筑文化提供了重要
资料。

目前，考古人员已清理房址 11
处，灰坑、窖穴 126座，沟一条。出
土的遗物以陶器、石器、骨器为主。

“苏羊遗址最令人惊喜的，是不
同文明要素在同一遗址的汇聚。”张
海兴奋地说，灰坑出土的文物中，带
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占大多
数，甚至一个灰坑中，出土了 20余
件可复原的屈家岭时期器物，如横
装宽扁足盆形鼎、罐形鼎、双腹豆、
圈足杯、花边捉手器盖、彩陶纺轮
等，这都表明，在仰韶晚期的中原地
区，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和黄河
中游的仰韶文化已经存在深度交流
碰撞。

此外，遗址中出土的一枚外形
似虎头的兽首石雕，其形制与红山

文化半拉山墓地出土的一件兽首的
钺端饰极为相似。“这基本能够佐证
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也存在密
切交流，而且很可能发生在上层社
会。”张海说。

苏羊遗址地处崤函古道南线，
自古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张
海认为，这些多元文化的汇聚，也是
中国早期城市出现的一个重要特
点。

苏羊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
2021年 6月，被列入“考古中国·中
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目前
工作主要围绕苏羊片区的核心生活
区展开，发掘面积800平方米。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研
究室主任任广介绍，最新勘探成果
表明，苏羊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文化
为主体、拥有双重环壕的大型聚落
遗址。遗址东西两侧被自然冲沟环
绕，形成天然的外环壕，遗址内部修
建有大型人工环壕作为内环壕，双
重环壕表明该遗址等级可能较高，
应为区域中心聚落。

“在苏羊片区环壕内侧，我们发
现了大面积密集分布的文化层堆积
和遗迹，部分区域堆积厚度可达 5
米，初步推断应为核心生活区；环壕
外侧西南部有密集排列的土坑墓，
可能为经过规划的氏族墓地；东南
侧还勘探出一处用于储水或净水的
人工湖沼遗迹。”任广说，苏羊遗址
聚落规划性强、布局结构清晰，功能
分区明显，为我们研究仰韶时期该
区域聚落形态、社会发展水平、生业
模式提供了宝贵材料。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
晓军说，从发掘成果来看，苏羊遗址
存续时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到龙
山文化晚期，时间非常长，为建立河
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
序列、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提
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8000年前的裴李岗人已用红曲霉酿酒

从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抟土造人，到红山文化牛梁河神庙女神像，神用泥巴做了人，人用泥巴塑了神；从先秦时期的奴隶泥
俑、秦汉出土的各种陶俑、隋唐以后的寺院塑像，到宋元明清以来各式各样的民间泥塑，无不显露着雕塑的神工与色彩的光辉……
五千年来，中国泥塑艺术积厚流光、异彩纷呈，高手辈出、代代相传。

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武家泥塑，是我国泥塑艺术汪洋中的一朵浪花，在悠悠岁月长河中散发出迷人的熠熠光彩。

匠心传承300余年

贴近民俗和生活

传统与时代接轨
有300多年历史的泥塑模具。

武文胜创作的泥塑作品。

武文胜和徒弟党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