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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帮我修一下花瓶吧！”3月12日上
午，位于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的远山·有
窑热闹非凡。市民严妍看着自己做的花瓶，瓶
口厚薄不均，有些沮丧。

“来了，来了！”陶艺师刘中华小跑到严妍
的拉坯机前，左手中指伸进瓶中，右手微微护
住瓶体，仅用了十几秒，瓶口不仅变得圆润，就
连整体造型也变得更加优美了。

55 岁的刘中华是远山·有窑的主人。
2017年初，远山·有窑投用后，他从烧龙窑（山
地阶梯式窑，俗称梯坎窑）的窑工转变为指导
游客制陶的陶艺师。

体验原汁原味的龙窑文化，是不少游客来
到远山·有窑最重要的原因。慢慢的，远山·有
窑火了起来，已然成为重庆主城一个颇受欢迎
的文化休闲空间。生意好的时候，刘中华一天
要教上百个“学生”制陶，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体验陶艺，更
重要的是这里有重庆主城唯一一座保存完好
的老窑。”去过几次远山·有窑的市民李明说。

这座龙窑建成于1989年，用土砖堆砌而
成。它的外形呈条状，如同伏在青山上的威
龙。上世纪90年代，刘中华一年要烧十几窑，
年产的数十万件陶器走进沙坪坝区、北碚区等
地居民的生活。

而在8年前，热火朝天的烧窑场景却一去
不复返了——随着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烧
制的水缸等单一老套的陶器逐渐被市场遗弃。

“把龙窑拆了，办农家乐吧！”这样的想法
不止一次在刘中华脑海中浮现。

2015年初，热爱摄影的田琦来到三河村
采风，路过窑厂时被这一乡土景观吸引。“不能
拆，拆了主城再也看不到龙窑了！”和刘中华交
谈后，田琦认为，如果拆掉龙窑，传承百年的制
陶手艺会就此中断，非常可惜。最终，刘中华
被田琦说服，龙窑得以保留。

2016年，田琦开始了对龙窑的改造。“处
理好龙窑和新建筑之间的关系，是设计的关键
点。”田琦说，龙窑两侧新建的建筑采取了依山
就势的方式，整个空间呈现阶梯层次感，和龙
窑相互呼应，融合在大自然中，“项目改造过程
中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是文化的
根基让远山·有窑火起来。”

记者看到，龙窑的窑棚经过修缮后变得平
整美观，窑体则保留了原来的模样，土砖的土
黄色中夹杂着橘红色，让人感到温暖。龙窑虽
然几乎不再使用，但它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景
观，有着独特魅力。

“下周日上午我们公司20个人过来体验
陶艺，中午在这用餐，帮我们安排下吧。”临近
中午时，远山·有窑又接了一个“大单”，满手是
泥的刘中华笑了。

昔日窑火旺盛的场景不再，但刘中华一家
的日子却越过越红火。

有人说，艺术
可以让人们记住
乡村生活之美，让
人重拾不能割舍
的乡愁。有了艺
术的介入，乡村旧
貌换新颜——

沙坪坝区三
河村的土窑经过
改造，变身文化休
闲空间，传承百年
的制陶手艺恢复
生机；

北碚区天印
村的巴渝农耕文
化陈列馆，被多位
著名专家视为宝
库，引进艺术节
后，巴渝农耕文化
被广为传播；

綦江区永新
镇上厂村十几位
年过六旬的老人，
参加版画培训班，
拿起画笔，吃上了

“艺术饭”……
当 乡 村“ 遇

上”艺术，且看重
庆各乡村如何走
上乡村振兴的艺
术路。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就是要用艺
术的力量，促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川美教授王
林说。

那么，重庆开展艺术赋能乡村振
兴有何优势？

在市美协秘书长魏东看来，重庆
有着深厚的美术积淀，这让艺术赋能
乡村振兴在重庆大有可为。“重庆拥有
川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重庆大学艺
术学院等多个艺术院校（系），人才力
量雄厚。数十年来，这些院校（系）培
养的艺术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创作的油画《父亲》等作
品透露着泥土的芬芳。”他说，不同时
代的重庆艺术家都对乡村有着眷恋
之情。

毕业于川美、今年 82岁高龄的
艺术家古月也关注着乡村振兴。“现
在不少乡村建筑‘千村一面’，乡村
的特色逐渐模糊了。”他说，“这呼唤
艺术家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来，
因地制宜，让乡村更加美丽、富有特
色。”

艺术家试图在乡村大展身手，但
村民不一定能接受。李毅力就曾遇
到过这样的问题，“起初我们给村民
们免费培训版画时，他们听得无精打
采，后来调整了教学方法，才有所改
观。”

记者还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
市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才刚刚起步，还
存在着一些困难，如艺术家和村民互
相理解的程度不够、介入形式较为单
一、缺乏整体规划等。

市美协副主席许世虎建议，艺术
家要真正深入生活，了解村民到底需
要什么；艺术院校（系）也可组织师生
深入乡村，通过讲座等多种形式逐渐
提高村民对艺术的认可度。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
为了农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指出，艺术
赋能乡村振兴绝不仅仅是对一栋建
筑的保护改造，一个节庆活动的开
展，一个农业文创项目的实现。判断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成功与否的标准
在于它是否真正实现了农民的参与、
是否活化了在地的乡土文化。

“我们穿过城市的丛林来到这样一座小小的
绿洲，不少人会惊讶：为什么一场国际艺术节要
在乡村举行？”去年9月16日，重庆大学博士生导
师潘家恩在“DLAF2018 重庆第二届国际现场
艺术节”开幕式上说。

这是一场十分接地气的艺术节。20多天时
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82名艺术家，在北碚区蔡
家岗街道天印村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及周
边，创作了数十件当代艺术作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市开展艺术赋
能乡村振兴，大约分为三种方式在进行。第一种
通过设计介入，以远山·有窑为代表；第二种就是
通过艺术节介入，以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为代表。

艺术节期间，陈列馆系统收藏的上千件展现
巴渝农耕文化的实物让艺术家大饱眼福。

这样的环境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欲望，不少
作品在艺术节结束后永久留在了馆舍中。一件名
为《稔》的装置作品悬挂在民俗竹器馆中，渔网“捕
获”了百余个竹制的星星，讲述着丰收的故事……

陈列馆500米开外的安置房小区和两公里
开外的公租房小区居民，也在这里感受到了艺术
的氛围，受到了艺术的熏陶。

去年，除了艺术节外，陈列馆还举办了民谣
音乐会，两个节会，居民们都蜂拥而至。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提出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工程。在馆长刘刚看来，通过艺术节的介入，可
以让更多人关注农耕文化。

“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宝
库。”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表
示，“一件件农具的背后，蕴含着中国人智慧的
美，值得学术界深度挖掘。”

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打造艺术村落，推动乡
村文化振兴。

位于綦江区永新镇上厂村的古剑山艺术村，
除了著名艺术家的工作室外，还有一间农民画
室——十几位农民闲暇之余创作农民版画，画出
了美好生活。

“种了一辈子庄稼，做梦都没想到70多岁还能
画画卖钱。”74岁的村民周志厚是农民版画培训班
的学员，他从2016年7月开始学习农民版画，去年
他卖版画、指导游客印制版画一共挣了1.2万元，
而卖菜一年才挣几百元。

艺术村“村长”、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
李毅力告诉记者，把村民们聚集在艺术村，“农民
已经成了艺术村的新主人，他们的画面幽默、浪
漫，让我们专业艺术家收获颇多。”

在巴渝大地，越来越多的艺术村正在涌现。
沙坪坝虎峰山村已吸引数十位艺术家入驻，

乡村借艺术更美丽，乡风更文明；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红花村的《红花国际艺术村修规》已编制出
台，将启动艺术涂鸦、水域艺术装置、大地艺术等
区域建设，筹办首届红花国际大地艺术节……

“艺术＋乡村”的重庆实践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黄明杰

“乡村振兴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
战。艺术赋能乡村振兴，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
效机制。”3月13日，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院长段胜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艺术赋能
乡村振兴领域，设计的力量不可小觑。

川美学子带动贫困户增收

重庆日报：川美在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方面有
什么成功案例？

段胜峰：川美设计学院2007级学生鲁景奇成绩
优异，毕业后，这位曾获得过国际IF设计奖的优秀学
生，没有去往经济活跃、设计人才需求量大的一线城
市，也没有回老家河南，而是选择了扎根酉阳创业。

他在川美设计学院老师的指导下，把国际前
沿的服务设计理念运用于社会创新，探索出农村
供销新模式，并带动农村贫困户增收，还提高了农
村现代生活品质，被团市委评为“重庆青年农村致
富带头人”。

鲁景奇的选择不是特例。据统计，近年来川
美毕业生对大企业的求职热情开始降温，越来越
倾向于在欠发达地区就业创业，面向农村的设计
服务也越来越多。

重庆日报：除了刚刚提到的个例，川美设计
团队是如何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去的？

段胜峰：2017年11月，重庆渝富集团、西南
大学、川美等6家校企签约，联合发起重庆美丽乡
村建设行动联盟。

经过调研，川美设计团队发现酉阳车田乡拥
有独特的lia wa文化（一种土家族民间文化），川
美设计团队从lia wa文化切入，深度挖掘整理土
家族、苗族的神话故事等文化符号，并将这些符
号设计为一套有逻辑的“文字”。车田乡开展旅
游业时，这些独一无二的“文字”可以生产成文创
产品，吸引游客购买。可以说，从当地“长”出来
的文化才对游客有吸引力。

赋能方法不能一刀切

重庆日报：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有何优势？需
要注意什么？

段胜峰：从产品到服务，从城市到农村，从商业
到社会，从文化到价值，设计将会作为强有力的催
化剂推动精准扶贫，修复贫困人群或贫困村落的弹
性生态系统，建立协作式社会创新体系，有效为乡
村发展赋能。可以说，设计的力量是非常直接且影
响深远的。

需要注意的是，赋能的方式方法不能一刀
切，要紧密联系当地实际，用设计的力量重塑乡
村文化生态。例如，川美设计团队在酉阳车田乡
调研后发现，当地文化颇具特色，赋能时可深度
挖掘当地文化，设计一系列文创衍生品，吸引游
客购买；一些乡村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用
设计的手段活化非遗，进而创造更多的附加值。

重庆日报：全国其他省区市有哪些设计赋能
乡村振兴的优秀案例？

段胜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品晶带领工作
室团队参与了贵州贫困地区一系列乡村设计实
践，其中，贵州板万村的改造，便是一个鲜活的例
子。该团队在对板万村的改造中，通过建设小广
场等丰富乡村生活空间，通过新建布依文化传习
所等构建乡村文化空间，从而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2009年至2017年，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在
湖南怀化通道、重庆酉阳等地开展“新通道”设计与
社会创新项目，组织来自15个国家的300多人深入
社区，与当地人合作完成大量文化产品开发、影像
设计、原生态音乐等不同形式的设计与社会创新活
动，参与式地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产业发展。

川美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段胜峰——

设计的力量不可小觑

人物名片：
段胜峰，四川美

术学院设计艺术学
院院长，中国工业设
计协会理事。曾获
得第十一届全国美
展（首届中国美术
奖）金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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