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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瓷说艺

艺术动态

景德镇延续千年的窑火，至今还在演绎着各种传奇和故事——余寅窑就是其中色彩缤纷的一团火焰。

12 月 13 日，由辽宁省国际文化经
济交流中心和南昌市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主办的“当代朝鲜油画精品展”在南
昌展出，为我省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次
近距离欣赏朝鲜油画艺术的机会。

展出的300余幅作品大都出自朝鲜
“ 人民艺术家”“ 功勋艺术家”“ 一级
画家”之手，大体上代表了当代朝鲜油
画的主流面目。朝鲜油画的发展历史，
与现代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大体一致，
是“从研究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印象
主义进入的”（杨飞云语）。朝鲜画家学
习使用这种世界性绘画语言的过程，始
终处于不断民族化的努力中。受特定
国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朝鲜油画在油
画本体语言的学习借鉴上，相对缺乏更
加深入探究的平台和机会。但是，朝鲜油画家在
画笔中强调主体能量，在油画民族化的推进中融
合民族文化背景、民族色彩习惯以及社会历史语
境特点，形成了写实、唯美、崇高等主旨下的朝鲜
油画艺术特征。

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色彩丰富，题材多样，
有的讴歌自然风光，也有人物写真，还有反映现
实生活的写生类作品。据悉，展期将延至明年元
月5日，历时23天。

朝鲜油画看过来
□ 本报记者 陈米欧

移植御窑的皇家气场
御窑是景德镇的标志，御窑文化集中了当时工

艺、手绘、烧造和设计的各项登峰造极的技艺。数百
年里，景德镇的工匠为烧制御窑的产品，付出了许多
心血和智慧。

余国旺和他的余寅窑正是从这里切入，感受和
移植御窑的文化气场。如他们制作的洒蓝釉和茶叶
末釉（图一），就是瞄准了当年御窑工匠独特的材质
和配方。1974年出生的余国旺，艺名余寅，他把自己
创办的窑口命名为“余寅窑”。

有人笑余国旺像清代的督陶官唐英，余国旺说
“哪敢比唐英呀，一千年才出一个唐英”。当年唐英，
组织设计和创烧了无数世界领先的工艺产品，这里面
应该有规律可循。唐英最难逾越的就是他发现、创造
并调动各种可能性，以达到他构思的愿景。唐英善于
将不同的材质进行重新组合，就像一个人懂得某种密
码排序规律，熟稔并巧妙地加以改造和罗列，创造出
一项又一项新的工艺。余国旺全身心地追踪这些密
码，以摹古而不愚古的独门秘籍，破译种种难题。许
多内行人认为，余寅窑的作品具有一种皇家的气场和
文化品位，真正做到与其他产品区别开来。

创新窑业的工艺手段
余国旺和他的团队在延续传统的窑业程式以

外，一直努力寻找一些失传的工艺手段。他的柴火
窑以及青花釉里红和洒蓝釉、茶叶末釉等，都凝聚了
他多年的探索、改造与追求。例如，他制作的青花釉
里红，因其烧成的温度是不同的，所以烧制难度大。
如果仔细观察，乾隆后半期以来的釉里红和青花同
时在一件瓷器上出现，釉里红都是成块状的，很难有
细描细绘，发色也异常。余国旺和他的团队偏偏就
把这项工艺当成他们一段时期的主要攻关项目。

为什么会失传？为什么会出现一坨一坨的画
面？就连陶瓷院所都难以解决的这个问题，余寅窑
却率先突破了。他的青花釉里红产品运笔细腻，色
彩艳丽，对比强烈，基本上恢复了乾隆中期以前的那
种特有的制作效果（图二）。此外，他独家掌握的洒
蓝釉和茶叶末釉，别的窑口也很难仿出来。这些不
仅是余寅窑的突破，也是景德镇陶瓷工艺技术的重
大突破。尽管成品率、正品率不到70%，但是其独特
的技艺已经为一些高端市场认可。

把传统陶瓷工艺做到极致
景德镇的茶器市场每年的销售量都在递增，但

受到高端人士青睐的品牌不多，余寅窑却是其中之
一。他们多年以来坚持做自己的、做最好的、做最难
做的，每年推出的精品数量有限，订单供不应求。有
高端人士只玩余寅窑的产品，只收藏余寅窑每年推
出的新作。

余寅窑今年精心制作的珐琅彩碗《三英战吕布》
（图三），全部使用进口材质制作而成，充满了动感和
灵气。余国旺说，为设计和制作这款产品，他的团队
精工细绘每一个环节和气氛，这是集体心血和创造
力的结晶。

余国旺和他团队的磨合、默契和成绩具有一种
示范意义，并向景德镇的工匠和艺人展示了一种努
力的途径和方向：把传统的陶瓷工艺做到极致，这才
是景德镇的看家本领。

余寅窑余寅窑：：努力练好景德镇的看家本领努力练好景德镇的看家本领
□ 崔龙弟 邱建新

《模特》白明学（功勋艺术家）绘

《祈福》 崔玉均（一级画家）绘

《希望之光》金镇哲（功勋艺术家）绘

图一：茶叶末釉碗 图三：珐琅彩碗《三英战吕布》

图二：青花釉里红碗

80版猴票行情不断飙涨，
作为这套邮票的操刀者，会不
会有不少珍藏？对于记者的
提问，姜伟杰表示，自己不集
邮，今后也不会有这方面的爱
好。他说，自己从1971年调入
邮票发行局，从事邮票设计、
雕刻工作至今，一直没有收
藏、集邮的爱好，只是把邮票
的设计当成一个职业。作为
邮票设计师，他还必须经常出
现在印刷车间，如果有集邮的
爱好，难免会给人‘瓜田李下’
的嫌疑。正是基于这些，当时
的领导就明确告诫大家，不鼓
励集邮。

姜伟杰认为，80版猴票不
管炒到多高，他始终看重的还
是邮票所凝聚的文化内涵。

面对集藏者关于“猴票”未来
价格走势的询问，姜伟杰说，
邮票就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有
涨有跌都正常。然而，从总体
趋势上看，他相信80版猴票的
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都会越
来越高，因为经典不可复制，
经典永远会被关注追捧。

自己从不集邮，“猴票”还有升值空间

精益精益精益求精求精求精
造就传造就传造就传世经典世经典世经典

——80版猴票雕刻大师姜伟杰谈猴票创作与鉴赏

□ 本报记者 毛江凡 文/图

他用点和线构成了传神而灵动的雕刻语言，用精益求
精造就了中国邮票史上的经典传奇。他就是著名的邮票
设计家和雕刻家，中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把名字雕刻
在欧洲邮票上的雕刻大师姜伟杰。正是他，雕刻了著名的
1980年《庚申年》猴票。12月17日，姜伟杰来到南昌与广
大票友见面，分享了“猴票”创作背后的故事，并就猴票如
何鉴赏与收藏接受了本报专访。

中国生肖文化，是世界上
岁月最长、流传最远、范围最广、
影响最大的传统民俗之一。
1980年，从《庚申年》起，生肖文
化开始出现在中国邮票上。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行的
第一枚生肖“猴票”，揭开了邮票
发行的新篇章。

姜伟杰告诉记者，这些年
来，作为生肖邮票的“龙头”，
80 版猴票伴随中国邮票的升
值不断上涨。1980 年 2 月 15
日“猴票”发行时，面值不过 8
分，37年后已经上涨二十几万
倍，全版（80 枚）的猴票，价值
突破 150万元，创造了“金猴”
神话，成为邮票市场几十年来
增值最快、最大和最具有传奇
色彩的一套邮票。

80版《庚申年》生肖猴票，
由著名的艺术家黄永玉设计、

雕刻艺术家姜伟杰雕刻。姜
伟杰说，80 版猴票原拟发行
800 万枚，后鉴于集邮活动刚
刚恢复，人们的集邮意识尚未
苏醒，经反复权衡改为 500 万
枚。加之印刷上遇到的麻烦，
成品率比较低，经验收合格票
仅为 443.16万枚。另外，由于
那个年代人们的收藏意识偏
弱，很多人买了就直接拿去寄
信，消耗量大，最终导致存世
量稀少。由于版票分发到全
国各地邮局再分撕出售，整版
猴票的存世量更是少之又少，
这为日后猴票价格飙升埋下
了伏笔。

《庚申年》生肖猴票开新
中国生肖系列邮票之先河，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史开山
力作和风向标，其艺术价值和
影响力举世公认。

80版生肖猴票，创造“金猴”神话

然而，很多人可能想不
到，这样一件大手笔的传世佳
作，当年竟是由一位29岁青年
雕刻家用 15天时间“赶出来”
的。姜伟杰告诉记者，当年雕
刻“猴票”，既是机缘巧合，也
是有关方面对自己的信任。

姜伟杰回忆，1979 年，当
时的国家邮政总局前总设计
师邵柏林拜访黄永玉，邀请大
师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一套生肖邮票——“1980年
猴票”。为了纪念刚刚逝去的
爱宠小猴，黄永玉欣然应允。
几个月后，画作顺利完成。图
稿交到了姜伟杰这里，第一枚
猴 票 的 雕 版 重 任 就 交 给 了
他。由于决定在年底前发行，
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半个月。

“那是一张黑白图稿，猴
子的外形虽已经活灵活现，但
既然要出雕刻版，就得让它更
加栩栩如生。”姜伟杰说，领了
任务后，他直奔北京动物园，
日夜守候在一群猴子旁，认真
观察猴子的活动习性、身体曲
线，毛发特征，仔细揣摩猴子
的神态动作。回到家后开始
构思，决定用写实的手法表现
这只金丝猴。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
后，刀法精湛、深浅有度、猴毛
疏密适宜的猴票雕版，被送到
了印刷厂。只见猴子的每一根
毛发都纤毫毕现，用手触摸，逐
根可辨。它的眼睛炯炯有神，
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高度。

几天后，一只憨态可掬的
猴跃然纸上，空灵的中国传统
大红衬底，烘托着金猴，尽显
节日喜庆气氛，充盈了灵动飘
逸的艺术魅力，折射出刚刚走
出封闭的中国渴望腾飞的迫
切心情，令人叹为观止。黄永
玉看了印出来的猴票后，也很
满意。80 版猴票因此荣获当
年度的全国最佳邮票设计奖，
其首日封也获得全国最佳首
日封设计奖。

姜伟杰说，作为人类社会
的艺术品和“国家名片”，邮
票是人工制品中的一种精神
产品。80 版猴票是 3 位艺术
家共同创造的艺术成果，必
然是精益求精、高品质和经
典的。37 年后的今天，一说
到“猴票”，大家马上想到的
还是 1980 年的那只猴，足以
说明这枚邮票给人们带来的
印象之深。

15天精雕细琢，传世佳作惊艳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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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伟杰（右）与票友交流

画家笔下秋色美
12月16日，由省青年美协、南昌市美协、八零油画学社共

同主办的“秋色——中国青年美术油画家写生作品展”在南昌
市举行。共展出来自全国 17省市 30位青年油画家赴婺源篁
岭的写生作品近70幅。展期至12月23日。 （古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