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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下午 1 时不到，宁海前童镇大郑村村民葛
主永走到村口新建的凉亭边上，操起一把电钻，继
续干活。
这个夏天，老葛一直在村里忙活。“你看，手都
磨起了老茧。”他向笔者摊开了双手。
作为泥水工组的负责人，葛主永每天带领四五
个村民，顶着毒辣的大太阳，早出晚归。
就在两个月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
炯带着他的“艺乡建”团队入驻大郑村，拉开了艺
术振兴乡村行动的序幕。这下子，大郑村村民的热
情被点燃了，如同炎热的天气。
在这亭，木包石，巨幅“山水画”……一个个
作品的出现，装点着村庄角落，催生了大郑的蝶变。
“虽然有点累，但大伙心里很舒畅。”葛主永笑
笑，活干得更起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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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邂逅”乡村
大郑村的故事，我市其他地
方也在上演。
村民自发用竹子编织的“帽
子”“酒瓶”成了村中的新景观；
废弃的猪舍变身咖啡馆、酒吧；
不起眼的瓦缸变成溪畔灯箱……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四面环山的
东钱湖镇城杨村多了一股“文艺
范”，山水间增添了一份灵气。
改变缘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学院副教授丛志强团队的到来。
在艺术家的引领下，古老的村落
与现代艺术相“碰撞”，村民们擦
出思想的火花，开启了一次艺术
引领乡村发展的全新实践。
7 月 29 日晚上，城杨以及周
边俞塘、韩岭等村的村民代表和
村干部 200 多人，会聚在城杨村
文化礼堂，听丛志强等专家作
“艺术振兴乡村”主题讲座。艺术
如何为乡村赋能、艺术设计如何
提升乡村风貌？专家的一番话，
犹如醍醐灌顶，打开了村民的思
路。
丛志强团队和城杨村民交
流、沟通，一起规划设计，村内
的古树、古寺、桥梁等资源都被
利用起来了。村民们投工投劳，
干得热火朝天。其间，丛老师有
事离开城杨村半个多月。等他回
到村里，眼前的一幕令他吃惊。
“村民的作品不可思议，内生动力
更是令人惊叹，40 多位村民一天
也没休息，持续在做……”丛老
师在朋友圈点赞道。
艺术赋能乡村，激发村民的
内生动力。这是丛老师倡导的艺
术振兴乡村理念的精髓。从宁海
大佳何镇葛家村转战到城杨村，
丛志强团队播下的“种子”，已落
地生根。
艺术“遇见”乡村，重点不
在艺术，而是重拾村民们对乡土
文化的自信。毗邻大塘港的象山
晓塘乡中岙村村民对此深有感触。
中岙村盛产柑橘，迄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2018 年 4 月底，
中岙村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盛大

的橘花艺术节和当时浙江省规模
最大的“当代艺术下乡进村”活
动。其间，国内外艺术家用涂
鸦、装置、影像、多媒体、雕塑
等多元融合的方式，为中岙量身
打造多处艺术景观。
在之后举行的“橘”公共艺
术节上，策展团队除了开展驻地
创作外，还对村落的整体空间业
态、老房子改造、视觉导视系
统、公共设施景观等进行完善设
计，将一些闲置的空间改造成艺
术家工作室、微型美术馆和休闲
书吧等。
现代艺术元素的融入，更是
激活了村民平时忽略的传统文化
遗存，一批传统手工艺得以逐渐
恢复。
外来艺术家引领乡村嬗变，
功不可没。而“本土艺术家”的
力量同样不可小觑。
后畈村位于奉化区大堰镇镇
区入口，是大堰的“门面”。2017
年，村里确立打造“缸瓦艺术
村”的新目标，把缸瓦艺术与村
庄整体环境面貌提升相结合，
在村口、路旁、湖边、房屋角
落点缀缸瓦艺术小品。渐渐
地，后畈因缸瓦艺术走红，成
为小有名气的“缸瓦艺术村”。
走在村庄内，铁犁牛耕、下
沙月色、司马光砸缸等十多个艺
术景观令人眼前一亮。笔者看
到，每个景观的边上都竖着一块
牌子，上面标注了作品的寓意，
并写上了设计和制作者的名字。
“村里的几位能工巧匠既是设计
师，又是制作者。”后畈村党支部
书记董善汉自豪地说，用的材料
基本上是村民废弃的缸、瓦、
碗、碟等。
在后畈村村委会办公楼院子
一角，堆放着一些石头、瓦片
等。董书记说，这些东西大多是
村民拆旧房时丢弃的，他把它们
捡回来备着，打算再做几个景观。
后畈“缸瓦艺术村”的梦想
还在延续。

9 月 2 日，宁海葛家村村民葛
三军从贵州晴隆定汪村回到家
后，立马招呼几个村民拿上工具
去清理河道。大家卷起裤脚，不
断捞着水中的青苔。“在晴隆定汪
的 19 天，心里想着自己打造的儿
童乐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
这里看一眼。”他和村民商量，儿
童乐园除了定期维护，内部还要
设计美化。这样，以后小朋友来
玩耍的时候，村民就可以在木棚
子里卖一些小玩具和吃喝的食
品，增加点收入。
作为葛家村乡建艺术家中的
一员，上月中旬，葛三军和村里
的其他 12 位乡建艺术家一起，在
丛志强副教授的带领下，远赴千
里之外的贵州晴隆定汪村。此
行，他们的任务是把宁海艺术振
兴乡村模式输出到定汪，改变当
地落后的村庄面貌，助力寻求新
的发展机遇。
艺术振兴乡村的“火种”
走出宁海，传递到晴隆，葛家
这个“网红艺术村”又火了一
把。
葛家村是丛志强“设计推动
乡村内生发展”课题在国内的首
个实践基地。一年间，丛志强团
队激发葛家村民的艺术创作激
情，使葛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
山村蝶变成富有艺术味的“网红
村”，成为艺术振兴乡村的“中国
范本”。
“艺术振兴乡村，带来的不仅
是环境美，更为关键的是，激发
党员干部、村民共同参与村庄治
理的动力，让村庄焕发出‘精气
神’。”大佳何镇党委书记李文斌
说。
上月底，深甽镇龙宫村举行
了一场艺术赋能千年龙宫文化振
兴研讨活动，为艺术振兴古村探

索路径。艺术家、乡贤人才和当
地干部群众围绕“艺术赋能村
民”“古建筑群保护与开发”“农
旅+文创”等主题纷纷抛出想法
和思路，为村庄建设出谋划策。
村民代表陈东秀表示，村庄发展
终究要靠村民自己去奋斗，村民
不懂艺术，但是党员干部出思路
领着干，村民就有目标，有信
心。漆匠艺人陈杰荣主动请缨，
参与村庄壁画修缮；木匠艺人陈
永祥画制龙宫古建筑 《九进十明
堂》 复原图，为古村文化提炼提
供 参 考 。 目 前 ， 龙 宫 村 已 有 20
多位村民参与到艺术振兴乡村
中，他们的参与不仅改变着村庄
外部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人心。
在城杨村，村民杨伟民造了
台小水车，“只要村里需要，我愿
意再出一份力，打造一台大型水
车供游客参观。”他说。喜爱花草
的村民孙红微，将自己种的绿植
无偿捐给村里美化公共区域，还
每天早晚两次像照顾自己孩子一
样给绿植浇水。
“我把家里两间空置的平房
给 村 里 无 偿 使 用 10 年 ， 可 以 用
来 打 造 一 个 休 闲 吧 ！” 童 优 群 是
大郑村的一名预备党员，她看
到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艺
乡建”团队进村后，师生和村
民一起每天挥汗如雨，深受感
动。
“艺术振兴乡村行动让村班子
更团结、干群关系更和谐、乡风
更文明了。”大郑村第一书记蔡圣
洁说。
“艺术赋能村民”正由内而外
改变着村民的精神面 貌 。 诚 如 一
位网友所言，点燃了村民的热
情，才会有这么多的奇迹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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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百姓富起来
艺术振兴乡村，更要激活村
庄产业振兴，让老百姓富起来。
在后畈村，各种缸瓦艺术小
品成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带动了文旅产业的兴起，也带来
了村庄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抓
住契机，搭上乡村旅游发展的顺
风车，动员组织村民开办农产品
销售点，把家里的番薯粉丝、笋
干、麻糍、米鸭蛋等土特产拿出
来卖，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
院工艺创想基地在前童镇揭牌。
工艺创想基地将打造学、产、研
一体化的校地共建新模式，为散
落在村里的匠人提供创作新思
路，提升木雕、根雕、篾制品等
产品的附加值，打造一批受人热
捧的伴手礼和文创产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吴平
在揭牌仪式上表示，艺术既能改
善人居环境，又是融入文化的产
业，具有真正的造血功能，推动
乡村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艺术是手段，乡村是平台，
产业是关键。宁海桥头胡街道挖
掘本地资源，让本土的艺术家和艺
术爱好者参与到涉及汶溪翠谷沿
线 6 个村的艺术谷建设，大力培育
“民宿+”农旅融合产业体系，通过
发展民宿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果
蔬采摘体验、花卉盆景基地、养生
产业等业态发展。目前，总投资 1
亿多元的民宿集聚区已经启动，奥
莱度假旅游街区、冒险乐园、小
火车等一系列项目已经上马。
到目前为止，宁海已建成 5
个“艺术家驻村工作室”，3 年内
结对村有 150 个以上。通过整合
各类项目、资金和资源，宁海在
14 个乡镇的 19 个村启动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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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
既富“脑袋”又富“口袋”的艺
术振兴之路。
鄞州把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
建设、经济发展等有机结合，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支撑，也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
化拓宽了通道。在以“石头村”
闻名的东吴镇勤勇村，废弃了 16
年的勤勇小学改造成为充满怀旧
风情的高端民宿。
艺术振兴乡村，正以星火燎
原之势，在四明大地蔓延。

记者手记

让村庄充盈
艺术气息
宁海葛家、鄞州城杨，这
两个村庄从隐匿山乡到走红网
络，都沾了艺术的光。
事实上，艺术走进乡村已
不是新鲜事。三四年前，地处
山区的奉化大堰后畈村的几位
能工巧匠在村干部的组织下，
利用废旧的缸瓦、瓶罐，自己
动手设计、制作景观作品，同
样产生了较好的效果。既装扮
了家园，又吸引游客慕名而
来，为村民增收创造了条件。
农村天地广阔，让艺术回
归生活，为乡村赋能，乡村才有
希望。当乡村遇见艺术，收获的
不仅仅是优美的生活环境，还
有人流、物流和资金流。
不可否认，随着城市化发
展，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
流，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
现象严重。不少村庄山清水
秀，环境整洁，艺术提升改造
基础较好，但因空心化严重，
缺乏本地村民支持，艺术振兴
乡村工作难以推进。
宁海先行先试，系统化开
展 艺 术 振 兴 乡 村 计 划,从 群 众
的文化需求出发，探索民生项
目艺术化新形式，推动农村由
洁化、美化向艺术化转变。无
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每个村经济条件各有不
同。无论条件好与坏，只要因
地制宜，选对路子，艺术振兴
乡村并非高不可攀，“葛家村
模式”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
例子。
艺术振兴乡村，群众是主
体力量，要激发群众艺术天
赋，大力实施一村一品、一村
一技、一人一艺计划，最大限
度地把群众培育动员起来，激
发他们的艺术创作信心和积极
性。通过文化艺术，提升村民
对乡村的归属感，更主动、更
有序地参与乡村治理，实现文
化小康共建共享。（孙吉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