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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韵悠悠 □ 季振华

崇明岛，面对你我就想起祖国

瀛洲的移动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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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 （壁画） 张勤民

一颗沙、亿兆颗沙，
受命于天，汇成于此的绿洲
一代人、百十代人，
薪火相传、垦拓创业的营地
一载春秋、千百载春秋，
风雨抒写、日月着彩的华章——
崇明岛，
为什么我阅读你的历史
就想起祖国

蓝花布头巾的村姑、
芦扉花布衣衫的汉子
驾着小渔船
在风波里捕捞生活的渔夫
在辽阔原野上耕种岁月的农人
在新中国的阳光里
缔造伟业的父老
在新时代的春风里
成就梦想的乡亲——
崇明岛，
为什么我凝望你的容颜
就想起祖国

盐齑豆瓣汤滚烫、红烧羊肉肥美
蛋和蛋饺子、肉和肉包子实在
白米饭上烀圆子热诚
立夏的草头烧饼、
廿四夜的卷银包
过年蒸糕的热气
飞漫着和美吉祥——
崇明岛，
为什么我感受你的恩泽
就想起祖国

环洞舍的风灯、
白墙草屋上升起的袅袅炊烟
宅沟环抱竹园掩映的院宅的安宁
别墅式民居群的时尚、
小区住宅楼的有序
政务、商贸楼头的高瞻远瞩
崇明岛，
为什么我面对你的长高长大，
就想起祖国

灶花开放的古朴、
瀛洲古调弹奏的优雅
扁担戏演绎的古今、
崇明山歌里辽远的风情
学宫飞檐挑起的耕读学风、
古银杏托出的茂盛新绿
崇明岛，
为什么我领略你的深邃底蕴，
就会想起祖国

阳春，淹没大地的桃云柳烟、
金色油菜、葱茏麦浪
仲夏，玉米、高粱和芦稷
汇成的青纱帐摇曳着浓郁的乡愁
金秋，柑红橘黄、
无边的稻海把层层金涛推向天际
深冬，瑞雪纷纷里是
春联灯笼的火红家园——
崇明岛，
为什么我描摹你的四季
就想起祖国

金鳌山八景、寿安寺晨钟，

寒山寺暮鼓、森林公园林涛
东滩湿地的归棹渔火、
西沙滩头的夕阳晚唱、
新城水景公园的斑斓晨光、
八一路步行街的璀璨夜景
崇明岛，
为什么我惊叹你的美艳
就想起祖国

纵横的河道里奔流的激情
陈海、团城、北沿公路上
迅跑的向往，舟车相接水陆并进
日夜兼程的奋进
长江大桥挽起时代的远大前程
花博会园区将要捧出的缤纷云锦
环岛江堤正在编织的七彩长练
崇明岛，
为什么我礼赞你的豪迈，
就想起祖国

创城推起文明的浩荡春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滋养的家国情怀
公德和美德蔚成的崭新风尚
道德模范、最美崇明人、
志愿者集结的新时代仪仗方阵
崇明岛，
为什么我颂唱你的奋发
就想起祖国

一滴水珠、
一缕清风的透明里有你的梦想
一个蔬果、

一粒米粮的洁净里有你的怀抱
绿色农业、环保产业、
低碳出行、垃圾分类
每一个守护生态文明的市民
是你常青的生态林
一卷世界级生态美景的长轴，
惊艳展开
使人们惊为天堂，
令世界击节浩叹
崇明岛，
为什么我讴歌你的追求
就想起祖国

崇明岛，我行走在你丰收的十月
铺出的金秋原野
看见你所有的城镇乡村
在共和国的阳光里容光焕发
你是年轻的，
飞扬着共和国不老的七十青春
你是博大的，
拥有着共和国一望无际的辽阔
你的一千四百年岁月
一千四百公里土地
是共和国的总和
庄严的北京时间，
让你和共和国
共一个心跳共一个脉搏
用你的生态梦，
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我的崇明，
我的崇明岛
这就是为什么我面对你，
就想起亲爱的、美丽的祖国

上 世 纪 60
年代，南京一家
部队野战医院因
编制撤销，战友
们被分别安排到
全国各地。挥之
不去的战友情，
使他们在很短时
间内，都留存了
联系方式，然而
一位名叫杜惠贤
的战友总是联系
不到。

“一定要找到她！”当年的老护
士长蒋国英和战友姜子娥，把寻找
杜惠贤作为一桩心事、一种责任，
他们打电话联系，找亲友帮忙，请
电视台播音，但总是没有结果。

这两位 80 岁左右的老人，还
保持着军人的风采和毅力，在 51
年的漫长岁月里，她们不忘初心，
坚持寻找，她俩决心在有生之年，
一定要找到战友杜惠贤！

终于传来喜讯，一位年青的协
管员辗转多人打听到杜惠贤女儿
的手机号码，消息传到蒋国英和姜
子娥那里，她们欣喜若狂，马上拨
通了杜惠贤女儿的电话。“你是杜
惠贤的女儿黄微吗？我是你妈妈
的战友蒋国英，你妈妈现在在哪
里，我们想看看你的妈妈。”

“蒋阿姨，我妈妈过去经常提
起您，只是她已患老年痴呆，去年
又摔了一跤，现在已不认识人了。
蒋阿姨您的心意我领了，您路远就
不要来看她了，谢谢您蒋阿姨。”

蒋国英听到好端端的一位战
友，现在连人都不认识了，心情一
下子跌入低谷，她情绪激动，“你妈
妈已不认识我了，但我认识你妈
妈，她是我的战友！”蒋国英说到

“战友”这一称谓时嗓音洪亮有力、
但接着她就泣不成声了。

心脏刚装好支架，因药物反应
浑身疼痛的蒋国英，约上姜子娥等
5 位战友，从南京出发，来到崇明岛
上一家养老院，一路上她们轻声哼
着自编的歌：“想战友，望战友，战
友是我们的知心人！战友是我们
最亲的人！”

杜惠贤的身体情况，战友们都
已做好思想准备，但眼前一幕，还
是让她们难以接受。她，眼睛紧闭
不说话，千呼万唤不开口，战友们
泪流满面，蒋国英紧贴着杜惠贤的
脸，“杜惠贤，你认识我吗？我是老
护 士 长 蒋 国 英 。”杜 惠 贤 毫 无 反
应。这是战友间难得的交流机会，
稍停了一下，蒋国英再次紧贴杜惠
贤的脸，“杜惠贤，你睁开眼睛看看
我呀，你还记得我们在操练场上，
当军号声响起，你总是冲在前；你
还记得我们在手术房，为了战友的
身体健康，我们经常废寝忘食；你
还记得，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我俩
还是上下铺呀！”

杜惠贤先是眼皮动了一下，终
于睁开了眼，继而热泪盈眶。战友
们看她睁开了眼，心情激动：“杜惠
贤，我是姜子娥，为了找你，我们找
了 51 年。”“杜惠贤，我是麻醉医生
刘圣华。”“我是手术室护士陆惠
珍，你还记得我吗？”“杜惠贤，我一
直在想你呀！我是汪本兰。”杜惠
贤一一点头，轻轻牵手，她虽受病
魔无情折磨，但她心里还装着这些
战友！蒋国英深情地牵着杜惠贤
的手说：“你会慢慢康复的，我们还
会来看你的。”

杜惠贤轻轻拉住蒋国英的手
不想松手，深情地看着每一位战
友，又眷恋地看看窗外美丽的景
色，露出一丝微笑（一位工作人员
说这是她入院后的第一次微笑）！
她是多么高兴能够见到战友！她
是多么希望自己身体能康复呀！
她是多么希望战友们再来看她呀！

战友呀！战友！只有战友情，
才能在 51 年的寻找战友的路上从
不放弃！

战友呀！战友！只有战友情，
才能让昏迷多年的战友，又能睁开
双眼、笑看世界！

崇明墙壁画是一种民间古老艺
术，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崇明墙壁
画，过去在乡村，可谓是有屋必有画。
墙壁画题材以吉祥图案、花卉山水为
主；如玉兰和海棠象征荣华富贵，菊花
与喜鹊表示安居乐业，瓶子衬着牡丹
则象征吉祥平安；也有反映百姓生活
和民俗的内容，表达人们积极向上追
求幸福美满生活的象征。

旧时，崇明岛上的传统居民住宅
有着它的独特性，宅院的组成沿袭古
法，讲究伦理，重视功能。砖木结构建
筑的住宅，有堂屋、厢房、庭院，四周环
绕护宅民沟，沿沟河边种植林木、果
树、竹园等。同时，房屋的装饰讲究美
观，在房屋山墙的观音兜、屋脊、仪门
头等均以壁画或砖雕形式制成或画上
各种装饰图案，大凡有：双龙戏珠、丹
凤朝阳、彩凤牡丹，以及喜鹊登门、梅
兰竹菊，还有屋脊花篮、花瓶之类等等
图画，统称为“墙壁画”。

崇明墙壁画是崇明泥匠人独有的
一门绘画艺术，是崇明岛地地道道的
本土文化。崇明墙壁画在那海岛交通
比较闭塞、条件比较艰苦以及缺少文
化生活气息的年代里，起到了追求文
化艺术的作用。

崇明墙壁画的画笔和颜料特殊，
这是泥匠人经过长期实践探索而自制
发明创造的绘画土笔。有竹子特制的
竹笔，即选用老竹根劈成竹片在水中
浸泡后，用木榔头轻轻敲打，打出一丝
丝竹筋，便可加工制成竹笔；有棕榈
笔，将棕榈树的枝干砍下后，在离树身
最近处切开，树杆间有丝丝木质纤维，
就是做笔的天然材料；还有棉花笔，是
泥匠工用棉花蘸墨汁后画梅花，这与
中国画的没骨画法一样，一蘸一点即
成，既快又有造型。墙壁画的颜料十
分简单，只需刮下锅底的黑灰，加米酒
调浓成黏糊，然后用水稀释调剂便成

“镬锈”（崇明土话）。因此，墙壁画多
以黑色“镬锈”为主，画在雪白的墙壁
上，黑白分明，极具装饰性和观赏性，

且有立体感，也有加上各种颜色作点
缀的，以增加美感。

泥匠师傅在墙体上作画，如果用
写字的毛笔去画，画出来的线条太软，
勾不挺。但竹笔或棕榈笔的竹筋及木
纤维是硬的，悬空后画出的线条苍劲
有力，气韵生动、形神一体，水墨分层
明显，视觉透视力强。所以崇明泥匠
师傅的原始绘画工具，可以画出意想
不到的艺术效果，是崇明墙壁画的精
髓。其次是描画，一般描画都是在干
的底子上进行，而画墙壁画则不同，墙
面刚粉刷过，还带有潮气，画师们就在
墙壁上信手描绘起来，不打画稿，不做
修改，落笔为准，一气呵成，随着墙壁
在阳光的晒烤和湿气挥发，墙体渐干，
墙壁画便牢牢“贴”在墙面上，能历经
几十年而不褪色，不变形。

墙壁画的画师技艺精湛，大都是
当地泥瓦匠中祖传的享有名望的资深
者，其画作精美，无论是山川景物，神
话传说，还是鸟鱼虫草，运笔简练，线
条流畅，甚至是干脆利落的。一眼望
去，说不尽的千种风情，古朴的、雅憨
的、华丽的、细腻的、粗犷的，都能用恰
到好处的笔触和质地表现出来，随意
朴实，简洁生动，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令人叹为观止。

文 化 一 旦 扎 根 ，就 会 生 发 出 伟
力。虽说当今现代生活的环境下，墙
壁画已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然而，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感召下，随着
科技的进步，墙壁画这一优秀的传统
文化得以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经过
艺人们的不断探索创新，已演变成当
今 崇 明“ 瀛 洲 壁 画 ”，又 称“ 移 动 壁
画”——让传统的固定在墙壁上不可
移动的壁画艺术品进入千家万户的百
姓生活中，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商
场、酒店、学校……而且，规格大小自
如，物美价廉，技法简便，可无拘无束，
随性随意，反复修改和填色，寓意丰
富，普及面广，适应男女老少所有群
体，特别是对初学者容易上手。这些

移动壁画，虽然是新颖建筑材料制作
的，不像旧时的那样古朴，但其蕴含的
墙壁画元素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从而，不仅使文化遗产的物质载
体得以发扬光大，还激发了人们情感
深处的归属感，为当地的文化、旅游和
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瀛洲壁画虽然以建筑石膏板为原
料，但作画工具没变，仍是棕榈笔、竹
笔和棉花笔为主要画笔，并吸纳了油
画笔、刷子等多种画笔融入其间。为
使本土文化“瀛洲壁画”得以延续、传
承和发展，2013 年，有志的崇明艺人
注册成立了上海市瀛洲壁画艺术研究
院，他们致力于“让文明浸润乡土，让
文化滋养乡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
底蕴和资源，不断推出移动壁画的文
化品牌。同时将中国画、西方油画、卡
通动漫等风格的元素题材融入其中，
以使瀛洲壁画注入新的活力，构思新
颖、内涵丰富，寓意深远。上海市瀛洲
壁画艺术研究院创造的具有民族特

色、运用新型技法的“移动壁画”已普
及全区所有乡镇，开设“移动壁画”培
训课程，参加绘画的人数达 1000 余
人，有 2000 余幅作品进社区、学校、企
事业单位和农家乐旅游景点等。2016
年 5 月，由崇明区残联和瀛洲壁画艺
术研究院在崇明美术馆共同举办“移
动壁画”展，有 200 多幅以崇明传说故
事为主体，散发着浓郁的崇明岛特色
和充满着清新自然生活气息、生动活
泼的作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
价。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瀛洲壁画
深受人们的喜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取得了可喜成绩，在崇明已有一定的
知名度，被列为上海市非遗项目，2013
年 5 月获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并认定为“移动壁画”。

相信在未来，这一被社会发展所
尘封的“土特产”将会在民间艺术史上
传承延续，重放异彩，并一步步走出海
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特色崇明

□ 郭树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