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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的石雕情缘

“青田华侨走了 300 年，还是没有走
出青田。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谈起
自己当年回国的初衷，王益勇笑着说。

青田县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是中国著
名的华侨之乡和石雕之乡，有“世界青
田”、“中国石都”的美誉。青田石与福建
寿山石、浙江昌化鸡血石、内蒙古巴林石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石”。

“3000 年的石雕历史造就了 300 年的
华侨史。”王益勇感慨说，“青田山多田
少，农耕时代粮食匮乏，有‘九山半水半
分田’的说法。穷则思变，青田人要走出
去，石雕是最好的载体。”

王益勇生活在一个典型的青田“华侨
之家”。清朝同治年间，王益勇的太爷爷就
远赴德国。“到我们这一代，我和两个哥哥
也都先后到德国发展事业。”王益勇说。

1995年的一次家庭会议改变了王益勇
的事业轨迹。

“上世纪 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一
步深化，国内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在那
次家庭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如何在国内寻
找新的商机。”王益勇回忆说，“走得越
远，离家越近。在国外打拼时，我一直关
注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成就。相信紧跟
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一定不会错。”

之后，21 岁的王益勇作为家庭代表回
国“探路”，物色投资方向。他回到阔别多
年的家乡青田，把目光投向了熟悉的石雕
产业。

“我们山口镇这一带家家户户都做石
雕。我是摸着青田石长大的，它陪伴我度
过了童年时光。我对青田石雕是一辈子的
感情。”王益勇说。

另外，王益勇也看准了石雕产业的发
展前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一定伴随着
经济的繁荣。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文化产业将成为支柱性产业。石雕产业大

有前途，这是我一辈子要坚持的事业。”
这一坚持，就是 20 多年。王益勇先

后担任浙江青田石将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和青田县云山石雕厂厂长，从事石雕艺
术品投资，并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青田石雕
品牌——石将。

石雕“触网”的新模式

“这是我投资的一个互联网项目——
‘国石之家’。”王益勇打开手机，兴致勃
勃地向本报记者展示自己的得意之作。在
这个一站式国石交流交易的移动平台，用
户可以了解行业资讯、产品和行业大师，
进行网上购物、在线拍卖、免费鉴定真假
等。

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让传统艺术在传
承与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是王益勇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消费
者的眼光和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当‘80
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的时候，我们
的艺术设计要跟上他们的审美，必须更新
传统观念，适时进行转型。”王益勇强
调，“传统艺术品和一般消费品相比，更
新换代的速度相对较慢，但也要紧随时代
的步伐。”

2015 年，王益勇开始投身“互联网+”
浪潮，探索新的商业模式。2016年5月，浙
江中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王益勇是
这家年轻的互联网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随
后，“国石之家”APP、“红木之家”APP相继
上线，包括青田石雕在内的传统艺术品搭
上“互联网+”的快车，借助移动平台的传播
力，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在王益勇看来，“艺术品销售的最大问
题在于溯源体系和诚信体系的建设。借助
区块链技术，每一个产品的源头都可以得到
保证。”

打开“国石之家”APP，点击“证书
查询”栏目，输入石雕编号，作品的品
名、石种、作者、规格、创作时间等基本
信息一目了然。这是每个石雕作品独有的
一个“身份证”，能够帮助消费者迅速了
解作品、辨别真伪。

“未来中国的商业业态一定在互联
网。”王益勇说，“艺术品通常都是孤本。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消费者能够随时在线

浏览产品，商家也大大缩小了开设实体店
的投资成本。克服地域限制，为石雕产业
建立起一个垂直的社群电商平台，石雕艺
人、商家和消费者三方都能从中受益。”

“我的目标是建立中国最大的艺术版
电商平台。”王益勇坚定地表示。

文化传播行胜于言

12 月 12 日至 14 日，第七届青田石雕
文化节将在青田县举行。作为青田县石雕
行业协会的副会长，王益勇最近正在为文
化节的筹备活动奔忙。从活动设计到细节
把控，他都认真对待，反复琢磨。

“希望通过石雕文化节上丰富多彩的
系列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青田的石
雕文化。”王益勇认为，青田石有 3000年
的发展历史，它折射出地方文化的精髓，
体现了青田人的精神——即投石问路的创
新精神、点石成金的工匠精神、金石之交
的契约精神。“青田石雕最大的艺术价值
就在于它的文化价值。”

为了让更多人走进石雕文化的圈子，
王益勇还用石雕和 3D 打印技术，将中国
邮电部在 1992 年印发的四枚青田石雕作
品纸质邮票搬到了石头上。此外，他曾在
美国、新加坡、法国和中国澳门、香港地
区举办多场青田石雕展览和展销会。

除了从事石雕产业外，王益勇还担任
丽水市侨联副主席和青田县山口镇侨联主
席。“我们三兄弟有三个身份：华侨、华
人和归侨。我们家与‘侨’有着不解之
缘。”王益勇说。

2011年，王益勇在青田县山口镇发起
成立“侨石”教育慈善基金会，将富有当
地特色的“侨”、“石”两大元素相结合，
旨在发动热心人士捐献石雕作品和原石，
引导人们广泛参与教育事业。

“基金会在帮助孩子们的同时，也在
传播石雕文化和石雕精神。”王益勇动情
地表示，“这些孩子受益于石雕产业的发
展，希望他们能够记得这份爱心，将石雕
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王益勇认为，每一个石雕产业的经营
者都是石雕文化的传播者。作为归国华侨
中的一员，自己更要肩负起沟通海内外、
传播优秀文化的使命，“这不是挂在嘴上
的一句空话”。

王益勇：

“互联网+石雕文化”的探索者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一级技师、高级工艺美术师
——这是王益勇名片正面最显著的三个头衔。自1995年从德
国回国至今，王益勇已经在石雕产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从

“重操青田人的老本行”，到以互联网思维传播石雕文化，王
益勇走出了一条充满艺术气息的创业之路。

侨 界 关 注

图为王益勇在进行石雕创意设计。 （图片由王益勇本人提供）

19 世 纪 末 20 世 纪
初，不论在中国还是日
本，吴锦堂的声名都十
分显赫。他白手起家，
30 岁携千两白银东渡日
本，十余年奋力拓展，
终成一代巨商，被称为

“侨日华商之首屈一指
者”。他热心华侨公益，
在 日 本 扩 建 了 华 侨 墓
地，捐资万国医院、孤
儿养育院、盲哑院、红
十字会等神户华侨慈善
机构，还与旅日侨胞联
手兴办神户中华同文学
校，对在日华侨后代继
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产
生了深远影响；他关心
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多
次出资支持孙中山的革
命活动，1911 年加入同
盟 会 后 ， 任 神 户 支 部
长，并腾出宅邸，带头
献金，供同盟会使用；
他富而不忘桑梓，在故
乡 兴 修 水 利 ， 捐 资 助
学，造福乡邻；他死后
备极哀荣，思想家、国
学大师章炳麟亲自为他
撰写墓志铭。他的灵柩
回到家乡时，百姓自发
前往致哀者多达万人。

吴锦堂一生爱国爱
乡，其最为人称颂的两
件事，都与其为家乡——浙江慈溪作出的贡献有关。

吴锦堂在家乡所做的第一件大好事，是重修杜、
白二湖，使慈溪一带数10万亩农田受益。慈北平原有
杜湖和白湖两处水利设施，关系着慈北10万人民的生
计。1905年，吴锦堂返乡时眼见两湖年久失修，又有
人占湖造田，使两湖水旱频仍，灾情不断。吴锦堂决
定出资修建杜、白两湖，为乡邻造福。

经过反复考察，吴锦堂制订了“堵疏结合”的修建计
划。慈北水利姚高慈低，当余姚暴雨时，水就冲到慈北，
全靠漾塘拦截。但漾塘早在明代就逐渐被人乱垦为农
田。吴锦堂出钱从农户手中买回田地 31 亩，从 1905 年
开始动工，耗资 2.2万元重新修建了漾塘。完成漾塘工
程后，吴锦堂将目光转向了慈北水利的主体——杜湖。
1908年和1909年，他出资修建了杜湖的各处水利设施，
大大增强了杜湖的防洪蓄水能力。此后，他又新建了东
门及西门减水坝，修复了石湫减水坝。这项工程历时好
几年，修建闸15座、桥21座，多数至今仍在使用。

吴锦堂为家乡做的第二件大好事是兴办家乡教育
事业。吴锦堂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崛起，深知教育对国
家振兴的重要性，逐渐确立了教育救国的理念。他捐
款给宁波教育会用于办学，还资助创办效实中学。而
最负盛名的就是他在家乡创办的锦堂学校，1908年建
成，1909年元月正式招生，当时被称为“浙江私立学
校之冠”。

吴锦堂的一生花在教育上的投资高达 20 余万银
元，黄炎培曾把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办学
三贤”。

1926 年 1 月，吴锦堂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户溘
然长逝，享年72岁。他生前在面对家乡山水时，曾自
撰一联曰：“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他
去世后，家人按他的嘱托将其遗体运回国内，归葬故
乡。家乡人民在敬献的挽联上写道：“抱济世热忱，推
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
推当代人豪”。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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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属李刚岭是一名跑步爱好
者。7 年前，一场草原马拉松赛事，
将他引至蒙北，一段关于坚守的故
事就此开始。

2012 年 6 月，铁木真草原马拉
松。这是李刚岭第一次来到锡林郭
勒西乌旗。奔跑时，他意外发现了
草原上的耕田里，郁葱成片的燕麦。

赛后，李刚岭奔回刚刚路过的燕
麦田，查看燕麦的生长情况。随后他
找到当地老乡家，进一步询问。连他
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在一年前就苦苦
寻找的天然燕麦种植的地方，竟因一
场马拉松，奇妙偶遇了。

李刚岭在踏上寻找天然燕麦的
路途之前，在一家世界500强制药企
业负责市场。

常年奔走于医院，李刚岭目睹
了太多的生死离别。他开始思考药
品对于人类的意义。2012 年春天，

他找到了答案。
那天，李刚岭在美国洛杉矶的哥

哥家中吃饭，餐桌上的一碗燕麦片让
他开了窍。医生出身的哥哥讲到人
的身体素质和食物的直接关系，提到
精米细面的现代饮食习惯，很需要高
膳食纤维的燕麦类食物平衡。

1997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认定燕麦为功能性食
物；2002年，美国时代杂志发布的全
球十大健康食物中，燕麦名列第五
位，是唯一上榜的谷类。

与此同时，调查显示，中国仅占
全球燕麦消费量的约2%。如果把燕
麦推广到中国民众的餐桌上，或许是
一场改变国人健康饮食习惯的革命。

李刚岭辞掉报酬优渥的工作，
开启了寻找全球最好的纯天然燕麦
产地之旅。从加拿大、美国再到俄
罗斯、澳大利亚，最终他决定，自己

种，地点就选在蒙北的草原。
一开始，李刚岭想得很简单：这

地方天然无污染，承包下两万多亩
草原耕地后，直接把燕麦种子撒进
了地里，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用
除草剂，只等成熟后收割就可以了。

2013年 9月 5日，李刚岭清楚地
记得那一天。他满心期待地跑到燕
麦田，看到的却是杂草田里零星点
缀着几撮燕麦。一捏燕麦穗，里面
没有颗粒。两万多亩地颗粒无收。

那之后，李刚岭经常向农业专
家们请教，而他坚持不变的底线是，
一定要纯天然，不施肥，不用农药，
不打除草剂。

最后，李刚岭发现，解决问题的
关键在于，如何在燕麦和野草的相
互牵制中寻找平衡。他要做的，是
让燕麦回归到自然中去。

收获终于来了。2015年9月，李

刚岭如往常一样来到燕麦田，意外
发现身旁的几株燕麦穗结出了“果
实”。当他接连揉搓的燕麦穗无一
例外的剥离出燕麦粒时，他终于敢
确定这一次成功了。这一年，李刚
岭收获了1000多吨燕麦。

截至目前，李刚岭种植的纯天
然燕麦亩产突破 50 公斤，并逐步建
立起一套纯天然燕麦的种植和控制
体系，创建了蒙北农法的种植方
式。从 2016 年起，李刚岭将燕麦种
植规模扩大到11万亩。

此后，李刚岭又以同样严谨的
态度，陆续解决了加工生产、产品包
装等方面的多个难题。

从开始寻找天然燕麦到打造出
纯天然的燕麦产品，李刚岭整整用了7
年。2018年5月，真正的第一桶蒙北
燕麦片产品问世。7月，他成功研发出
了另两款纯天然的燕麦产品。内测品
鉴时，许多人都对产品赞不绝口，李刚
岭却只打了9分。他说，10分是永恒
追逐的终点，正因有这样的终点存在，
他才有了不懈奔跑的动力。

当马拉松遇上燕麦
张 川 李旭昊

侨 情 乡 讯

“侨爱心光明行”

走进缅甸
由中国侨联组织的“一带一路·侨爱

心光明行”近日来到缅甸第二大城市曼
德勒，为当地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
复明手术。

近日，在曼德勒一家医院举行的复
明仪式上，中缅双方代表为部分已经完
成复明手术的缅甸患者揭开纱布。

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在仪式上说，
“一带一路·侨爱心光明行”走进缅甸，
体现了海内外华侨华人对缅甸人民的深
厚情谊，也展现了全球华侨华人支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

曼德勒省省长佐敏貌说，中方医护
人员带着美好善意来帮助患者复明，我
们要让彼此之间的传统友谊世代相传。

“侨爱心光明行”是中国侨联公益品
牌项目，于 2005 年启动，近年来有计划
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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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德国大唐华文学校携全体师生来到哈瑙市马丁
路德养老院进行探望活动，回馈当地社会。据悉，此次活
动由德国华人华侨联合会组织举办。

大唐华文学校的师生们表演了精心准备的节目，并且
将学生们制作的圣诞礼物和手工贺卡赠予老人，期望用这
种方式加强文化交流。

图为马丁路德养老院的老人们观看古筝表演。
张 革摄

德国华校探望当地养老院德国华校探望当地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