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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在这场举国参与的特殊战役里，各地非遗传承人
通过创作主题作品、宣传防疫知识、提供在线教
育资源等不同方式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加油。

给白衣天使“塑”一件礼物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个面塑作品——穿着
防护服的最美医护人员……等到春暖花开的时
候，我们可以用它向身边的医护人员表达最深的
敬意和感激。”在“90后”面塑非遗传承人郞佳
子彧的视频微课中，他教网友用面塑工艺制作一
个可爱的小礼物送给医务工作者。

郞佳子彧出生于面塑世家，他的爷爷郎绍安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创始
人。他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充满兴趣，跟着父亲
学习面塑制作。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决定以面塑
作为自己的事业，并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
生，希望通过系统学习提升艺术水平。

在新浪微博和抖音、快手等平台上，郞佳子
彧发布了许多与面塑相关的短视频。“短视频已
经成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更好地传播传统文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郞佳子彧像大多数人
一样宅在家里，密切关注疫情动态。“一开始我
就在想我能做些什么。在我所接触到的慈善捐赠
平台上，我都捐款了，同时我用自己的新媒体账
号转发防疫知识和抗疫信息，希望能影响我的粉
丝，让大家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2 月 1 日，郞佳子彧开始制作一件以钟南山
院士为主题的作品。从绘图到捏塑、上色，制作
过程共花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下午作品完成
后，郞佳子彧在微博上把它晒了出来。这件作品
名为 《百毒不侵，诸邪退散》，身穿白大褂的钟

南山站在一座青绿配色的山上，两边是红色的火
神和蓝色的雷神。“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山山
护千里江山。”郞佳子彧告诉记者，作品中钟南
山所站立的山，配色、造型来自北宋名画《千里
江山图》，寓意守护我们的千里江山。

2 月 4 日，郞佳子彧拍摄了一条教网友做面
塑公仔的短视频，以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作为
表现形象。“这是我 2020 年发布的第一条视频，
致敬抗疫前线最美逆行者。”郞佳子彧说，“通过
这个简单、减压的小手工，大家可以学习传统面塑
工艺，还能为医务工作者亲手制作一份小礼物。”

自发布以来，这条视频在微博上观看次数超
过 18 万次，获得 4000 多个转评赞。不少网友在
微博评论区“交作业”，晒出自己用面泥或橡皮
泥、黏土等各种材质制作的作品。“白衣天使太
可爱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一定会好起
来的！”网友的留言传递着温暖和力量。

在人民日报客户端近日上线的“云课堂”平
台，郞佳子彧上传了一组教网友做面塑的视频微
课。他还发动自己的朋友、北京市海淀区剪纸项
目传承人杨钺参与“云课堂”，录制了教大家做
剪纸的视频。“未来我还会与人民日报客户端合
作推出新课程，也希望更多非遗传承人参与进
来。” 郞佳子彧说。

“染”出众志成城的力量

“各位绣娘、画友、能工巧匠：疫情当前，
不能出门，大家可以安心在家创作有关抗疫主题
的作品，为防控疫情贡献我们的力量。”2 月 8
日，杨婷婷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妇女手工业行
业协会微信群发布倡议，马上获得积极响应。短
短几天内，就收到了 50 多幅作品，有国画、速
写、卡通画等，还有美术老师指导小学生绘制的
手抄报。

贵州安顺是蜡染之乡，杨婷婷是贵州省高级
工艺美术大师、安顺市级蜡染非遗传承人，她选
择用蜡染这一具有特色的艺术形式创作抗疫主题
作品。“蜡染要经过坯布、画蜡、染色、脱蜡、
漂洗、晾干等多道工序，其中尤以染色最为复
杂。”杨婷婷说，“一般我们是在每年 4 月到 9 月
天气好的时候集中染布，冬天几乎不染。现在赶
制作品，要比平常花更久的时间、更多的程序。”

设计好图稿后，杨婷婷用铜质蜡刀蘸着高温
熔化的蜡液，在白色棉布上刻画。染色时将棉布
浸入染缸一段时间，再提上来在空气中氧化，如
此反复多次才能染成。“浸染和氧化的时间把握
很重要。如果时间不够，没有发生充分的化学反
应，成品就容易掉色。”染完第一遍后晾干，重
新封蜡，再染第二道。染完投入沸水中煮，进行
脱蜡，再放入冰水中浸漂，晾干。

在弟弟的协助下，杨婷婷 5 天完成了 7 幅作
品。大型蜡染画《战必胜》长1.5米、宽1米，描
绘了一个最美逆行者的背影，头顶上有一只高举
的手紧握成拳，两边装饰着苗族传统吉祥纹样。

“这幅作品着重体现抗击疫情的钢铁力量，致敬
前线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祝福他们平安健
康。”《“罩”顾好自己》表现了两只展翅高飞的
吉祥鸟衔着一只口罩，提醒大家佩戴口罩、注意
防护。《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系列作品主体图
案为四只手紧握在一颗心中，周围装饰着寓意吉
祥的鱼纹、莲花纹和石榴纹，表现同心协力共克
时艰。还有的作品宣传“重科学、听官宣，不信
谣、不传谣”，呼吁大家团结互助、拒吃野味。

杨婷婷告诉记者，接下来还会创作一批新的
蜡染作品，以生动的卡通形象宣传防疫。“我想
寻找渠道进行义卖，将所得收入捐赠给湖北武
汉。等疫情结束、恢复生产后，部分作品可以开
发成抱枕、手提包、桌旗、T恤等文创产品，持续传
播健康理念，让大家铭记这次战‘疫’中的英雄。”

岩画，即用金石或颜料在岩石上磨刻、
涂画的图像，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种
古老艺术形式。在内蒙古阴山地区的崖壁和
岩石上，分布着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古代岩画，构成一条绵延千里的岩石

“画廊”。
早在 1500 年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

就在 《水经注》 中记录了阴山岩画：“河水
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
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
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20世纪30
年代，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
团在阴山发现少量岩画遗存。1974 年，内
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盖山林在野外调
查时第一次见到阴山岩画。1976 年，他开
始对阴山岩画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察和研
究。在盖山林的努力下，阴山岩画的价值逐
渐引起海内外关注。2006 年，阴山岩画被
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阴山与黄河河套相邻的地区是阴山岩画
的主要分布区，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乌拉
特后旗、磴口县、阿拉善左旗等地，岩画分
布最为密集。比如磴口县托林沟地区，每隔
2-3米就有一幅岩画。在默勒赫图沟一处约
100 平方米的崖壁上，有一面由众多人面图形组成的画墙，被誉为“圣像
壁”。这些刻有岩画的山谷大多有泉水流出，历史上是阴山南北交往的通道，
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阴山岩画一般是用岩石、青铜或铁器等敲凿、磨刻而成，也有用颜料涂画
的。从个别岩画中的鸵鸟和大角鹿形象推断，阴山岩画可能在旧石器时代就开
始出现。同一时期的岩画有相互叠压打破的情形，后世对前代岩画进行模刻和
补刻的现象也很多，加上长年日晒风蚀，如今要准确识别和区分这些岩画有着
较大难度。盖山林等专家认为，大部分岩画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作品，其
中有文字的岩画为年代和创作主体的推断提供了相对准确的依据。

阴山处在草原与中原的南北分界线上，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交流频繁的
地区，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回鹘、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曾经生活于
此。这些刻在崖壁上的艺术品，真实记录了古代北方诸游牧民族的历史变迁和
社会风貌。奇异的人面像、夸张的舞蹈图、多变的纹路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群
体中巫文化、萨满文化的盛行。弓箭、狩猎、放牧、车辆、战斗等图像描绘了
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狼、虎、豹、野牛等野生动物和马、牛、山羊、麋鹿、
骆驼等家畜形象，展现了阴山地区历史上水草丰美、动物成群的繁盛景象。

将阴山岩画与匈奴墓葬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进行比较发现，其纹饰题材
和创作手法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尤其是阿拉善左旗发现的一幅“虎噬牛”岩
画，具有典型的“草原风格”，这种食肉动物噬咬食草动物的形象是鄂尔多斯
青铜器中的重要题材。学界由此推断，这些岩画是由匈奴人创作的。自中原的
战国时期开始，匈奴逐步统一北方草原，其势力强大时，阴山南北一度都是匈
奴的牧场，因此匈奴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岩画作品。之后带有突厥文样石刻的
出现，证明突厥强大后势力曾到达阴山地区。

用铁器刻划并伴有回鹘文的岩画，说明回鹘人曾在这里活动。唐天宝三年
（744 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推翻后突厥汗国，建立漠北回纥汗
国，788年改作回鹘。与回鹘人有关的岩画中，车辆题材是一大特点。在乌拉
特后旗布尔很哈达发现的一幅岩画，共有三个车辆图形，车辕很长，有两个车
轮，车上有帐。这与史书记载的回鹘车辆形状相似。在另一处带有回鹘文字的
岩画中也出现了车轮形象。回鹘重视商业，是唐朝中西贸易的中间商，阴山南
麓是回鹘与唐朝贸易的重要地点。回鹘商人的货车穿越阴山山谷，沿着草原丝
绸之路将唐朝的物产运往漠北、中亚等地。

唐代之后，党项人以河西为中心建立西夏政权，阴山成为西夏重要的战略
屏障。在磴口县包特根河的河谷中有一处岩画，是两匹背向站立的马，其中一
匹马背上似有鞍鞯。马的左上方有一行西夏文，汉译为“天地父母”。这幅岩
画附近还有一处西夏文的题记和一幅带有西夏文的羊群岩画。类似风格的作品
还有很多，分布范围也很广，可以判断为同一时期。这些岩画见证了党项人在
这里的生活，车辆与带鞍鞯的马匹反映了阴山古道的交通状况。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跨过阴山，灭亡西夏，阴山岩画的题材开始与蒙
古人相关。这些岩画不仅分布广泛，延续时间也很长，跨越元明清三代。除了
人物、动物、花卉等图案外，岩画中藏传佛教的内容居多，反映了蒙古人的生
活和信仰。

除了历史的见证，岩画还是重要的艺术品，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
艺术水平和审美追求，是丝绸之路上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学者和社会给予更
多关注和研究。

目前，地方文博部门已经开展对岩画的整理与保护工作，大片岩画区设置
了文保界碑、围栏和监控设施，一些无法原地保护的岩画被移至博物馆。越来
越多的岩画向公众展出，一些地区修筑道路、地标等设施方便游客前往参观，
多地博物馆设立了岩画展区。在巴彦淖尔市中国河套文化博物馆，有一个巨大
的岩画主题展厅，除了陈列一些从野外移入馆内和民间征集的岩画外，还通过
图片、拓片、复制品、影像等手段系统地介绍和展示阴山岩画。

“在这个特殊的假期，我们暂时不能见面。
没关系，莫高窟‘云’端一直在线。”近日，敦
煌研究院微信公号推出 《“云游”莫高窟》，让
观众足不出户便能一览莫高窟的四季美景、体验

“数字敦煌”的精彩。
进入“莫高窟的四季”全景展示，点击春、

夏、秋、冬四个场景，便可欣赏到莫高窟不同季
节的景观——春天嫩芽初发，夏日绿树成荫，秋
天满目金黄，冬季白雪皑皑。观众还可以选择
VR模式，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

“数字敦煌”汇集有关敦煌石窟的图像、影
像、考古研究和保护等方面的数字资源，在网上
再现了敦煌石窟的精美绝伦。

笔者体验了“数字敦煌”资源库，主页是
“经典洞窟”和“经典壁画”栏目，还可进行分
类检索。点击任意一个洞窟，就能看到开凿年
代、内部结构、洞窟图案等详细介绍，跟随“全

景漫游”就能 360度欣赏洞窟内景，比实地参观
看得更全、更细。点击一幅壁画，除了可以看到
壁画所处洞窟、画面内容的介绍外，还能欣赏高
清图片，根据需要可将画面移动、放大，精彩细
节一览无余。

在“数字敦煌”资源库基础上，敦煌研究院
推出“细品敦煌艺术，静待春暖花开”网络路线
游，包括四条不同主题的参观路线，让观众零距
离感知敦煌文化艺术。经典路线涵盖 《九色鹿》

《反弹琵琶》《张骞出使西域》等经典壁画和藏经
洞。路线游一精选敦煌莫高窟从北魏到元代不同
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内容侧重本生故事和经变
画。路线游二侧重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飞
天、藻井、千佛等装饰图案内容，也有代表性的本
生故事画和实景地图五台山图。路线游三主要展
现壁画中的民俗生活、史迹画、建筑乐器等。

游览完精美洞窟，还可以继续欣赏敦煌文化

创意内容，包括 《敦煌岁时节令》《吾爱敦煌》
《和光敦煌》《敦煌说》 四个栏目。笔者体验了
《和光敦煌》，10个短视频以全新视角呈现敦煌壁
画中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将敦煌壁画与典雅
的音乐、动人的文字、深入的解读融合。《敦煌
说》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敦煌故事与文化知
识，并配以声情并茂的朗读。

“漫游精品展览”可以在线欣赏已经闭展的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
展”。这是全球首个以吐蕃为主题的文物大展，
120多件套精美文物呈现了吐蕃时期的文化艺术
及其与丝绸之路各文化间的交流互动。除了精品
导赏外，还能虚拟漫游展厅，效果不输线下观展。

“太棒了，细细品”“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那么
好，不愧是我爱的敦煌！”“三次到敦煌，感觉还
不够，收藏了。”《“云游”莫高窟》收获众多网
友好评，将敦煌文化传播到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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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岩画第一人”盖山林
先生 2月 9日因病逝世。他持续
多年的考察和研究，让世界认识
到了阴山岩画的价值。

◎中国战“疫”系列报道⑨

用我们的手艺 为你们加油
本报记者 邹雅婷

阴山岩画 王 浩摄

阴山岩画 王 浩摄

左上：郞佳子彧面塑的医护人员 左下：郞佳子彧面塑作品《百毒不侵，诸邪退散》
右：杨婷婷蜡染画《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服务不打烊

“云”游莫高窟
贺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