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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寥学艺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滩涂上几
只螃蟹在潇洒自如地爬行着。一位
眉清目秀的少年坐在石浦金星的海
边，心中充满苦楚与迷茫。他不知道
自己未来的路在何方，总不能每天
在金星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总不
能辜负母亲殷殷期盼的目光，也不
能遏制心中时时窜起的火苗——
—对
竹刻工艺的无限留恋。
那是 1989 年的一个夏天，也是
的一个夏
王群初学竹刻“折翼而归”
天，那一年王群刚满 17 岁，而今想
来仍然刻骨铭心。本来生长于金星
海边的他与竹子八竿子打不着，只
是一年前，母亲在广播里听说县城
里有一家雕刻厂家要招收学徒工，
正好王群中学毕业要谋个生计。于
是，在 1988 年的秋天，王群怀揣着
好不容易细听广播获得的雕刻厂地
址，来到了丹城西谷湖转角处报名，
成为这家雕刻厂的学徒工。
可是，还没有学到一年，因为厂
方业务下滑等多种原因，雕刻师傅
以及很多的师兄弟都另寻门路。在
那个吃杨梅的季节，整个雕工作坊
没有电
只剩下他一个人。没有蚊香、
风扇、没有食堂，王群还是在那里雕
呀，刻呀……在苦苦坚持了一个月
后，王群带着百般落寞和无比的伤
感离开了那个厂、离开了丹城。
回到金星后，王群也曾遵母命
去学修理无线电。但对那些电阻、电
容丝毫不感兴趣。更多苦闷的时候
王群就拿出雕刻刀在家里找些木头
雕刻一些东西。无论是海边静坐，还
是街上闲荡，王群似乎总能听到竹
子对他的呼唤……
在饱受三个月的内心煎熬后，
王群向他的一位雕刻师兄写信倾吐
自己的苦闷和对竹刻难以割舍的情
王群
怀。后经这位师兄的牵线搭桥，
进入了丹城北门的一家雕刻厂，结
识了他的第二位师傅，这位师傅只
比王群大 6 岁，但其雕刻功夫在当
时绝对是实力派，他不仅为王群打
下了深厚的雕刻基础，也教会王群
许多待人处世的道理。
当时，象山几乎所有的竹根雕
产品全部是外贸产品，每年的广交
会是象山竹根雕主要的对外窗口。
竹雕师傅的主要价值就是创作样品
争取在广交会拿到更多的定单，在
师傅的带领下，王群也在这家厂里
参与样品制作。
生活就是创作的源泉。从小生
长海边的王群对螃蟹以及渔民劳作
—“克
时候绑在腰间的竹编器件——
笼”是最熟悉不过了，甚至螃蟹在爬
行的过程中每一个爪子的不断变化
他都深刻脑海。1993 年，王群推出
了以鱼蟹为题材的系列样品，受到
了师傅和老板的高度评价，尤其是
那浓重渔港风情的作品《蟹篓》共雕
刻了七只半蟹，惟妙惟肖地表达了
渔民丰收回来后，蟹却偷偷地从克
笼里一个接一个逃跑的有趣情景。
其中有一只从克笼的盖子里面伸出
三分之一的蟹身，更让这作品灵动
又贴近生活，王群早期对艺术的独
到领悟也由此可见一斑。

超越传统
有“中国民间艺术（竹根雕）之
乡”美誉的象山，竹根雕在这里有着
最渊源的历史。一代代竹根雕匠人
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不断吸收绘画、
书法、雕塑、工艺等艺术的养分，充
分发挥竹根天然生成的艺术元素，
运用写意的创作理念。根据竹根形
状、肌理，随形施雕，使作品达到
“天
人合一”
“返璞归真”之情趣，让竹根

作品 叶春慵曳

橄榄核雕

。王群作为中青年
“变腐朽为神奇”
一代竹根雕匠人，也是其中一位践
行者。他不断地思考着继承传统与
超越传统的张力该如何平衡……
经历 过 1997——
—1998 年金 融
危机时象山竹根雕厂家的倒闭潮，
王群也曾自己创业，努力打响自己
产品的知名度。在很多个日日夜夜
的冥思苦想和结合实际的形态展现
后，王群最终选择了以龙作为自己
的创作题材。当时王群近乎疯狂地
搜集一切与龙相关的资料，从具象
的到抽象的，无不成为王群吸收养
分的地方。那一年，王群巧妙地利用
竹子的自然特性，打破象山原来的
通体雕，结合东阳木雕技法创作一
系列以龙为题材的作品，产品也曾
一度供不应求。
2002 年的金秋十月，在嵊州举
办的一次浙江省根艺美术精品展览
会展厅里，陈列着全省各地的 500

余件竹木根艺作品，所有作品都代
表着当时竹根雕的最高水平。一位
云鬓高挽，低眉颔首的仕女，手扶灯
笼提杆像是在寻觅失落金钗，抑或
像是去赴一场“人约黄昏后”的幽会
……这件让人浮想联翩的作品获得
了在场所有评委全票通过而摘得金
奖，这就是王群的作品《寻觅》。这次
获奖不仅是对王群 10 多年精雕细
琢辛勤付出的肯定和回报、也成为
未来他在艺术道路上继续“开疆扩
土”的力量源泉。
王群一直是不安分的，也是一
王
位善于思考的匠人。每次创作前，
群会仔细观察材料的形状、纹理、色
泽、疤节等外观，从中审视、想像、确
定主题，并融入自己的思想与意境，
反复推敲、精心取舍。直至构思成
熟，他才会果断下刀，一气呵成。正
是这种磨人的“心雕”过程，练就了
他精益求精的性格。2006 年 11 月，

当他参加首届中国莆田海峡工艺美
术博览会时，与众多福建雕刻大师
交流，以及感受到莆田工艺美术学
院的先进又成熟的教育理念后，深
感自己各方面严重不足，于是他再
拜张德和大师为师傅，以便能吸收
树根雕的创作思维来打破竹根雕的
瓶颈，
而实现弯道超越。
艺术总是在不经意间铸就某种
辉煌。2008 年的一天，王群发现工
作 室的 角落 里一竹 根已 经 被 一 而
再，再而三地被锯掉，根部也已经虫
蛀严重，只剩下中间弯曲的一段部
分，或许对这竹根有太多的精力和
情感的投入，于是王群又把它捡了
回来，然后破罐子破摔，劈开这竹根
后，结合竹子内部的自然纹理，由内
而外地进行创作成一个西域女子的
头像。后来这件《大漠春色》被香港
朋友梁康民先生收藏，并编入《延艺
堂》一书。

在慢慢摸索到这种“开竹雕”技
法后，王群知道自己终于有了自己
的竹雕风格。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
间，王群以开竹雕新技法雕刻了 50
余件作品。2009 年 5 月，王群个人
竹根雕作品展在宁波美术馆成功举
办，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风雅传承
艺海无涯苦作舟。王群在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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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竹雕流派的基础上，大胆“叛
逆”创立“开竹雕”，将竹根或依势、
或依纹、或依意精心解开，有局部
解、纵向解、横向解、纵横解和斜向
解、纵斜解等，再施以圆雕、浮雕、局
部雕之法，内外浑然一体，显得自由
具有天趣与写意味。他既
灵活洒脱，
解决 了 一 般 竹根 雕 材 质 开 裂 的难
题，又打开了竹根雕创作一扇自由
之门，不仅摆脱原有雕法的局限，又
获得一个崭新的艺术创新天地。
二十多年的竹海耕耘，王群深
知材料的优劣，非常重要，它会直接
关系到作品的质量。奇美的材料能
够引导作者的思路，激发作者的想
像力和创作欲望。而王群的选材不
仅在于竹根，他还把自己的雕刻领
域扩展到石头与橄榄核，因为他在
它们身上同样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创
作灵感。
2019 年的象山春节晚会爱心义
拍上，
王群有一件名为《宝藏》的作品
被收藏爱好者拍走。但这并不是王群
竹根雕作品，而是王群的大松石作
回首仰望的螭，
品。像青灰色的酒爵，
活灵活现的鱼……王群都能用“大松
石”雕刻出来。2009 年底，在一朋友
，
的家中，王群对大松石“一见倾心”
当他获知这石头
就将它拿回家把玩，
的产地就在一江之隔的大嵩球山，转
天就和朋友一同前往，
并且一发不可
收，
如今已收购 6 吨多的大松石。材
也曾让王
质的区别和工具上的差异，
近几年王群每年都赴青
群一筹莫展，
田，
向省工艺美术大师黄余星和潘成
松学习石雕技法。
以竹为材，以石为材，甚至以橄
榄核为材，王群现在都能轻松驾驭。
橄榄核雕，属微雕，一个竹根可以说
比一个橄榄核要大百倍，创作过程
尤其讲究宜心平气和。细微处屏气
宁声和竹根雕出坯时的大刀阔斧及
乱刀法是两个极端，但是王群还是
接受了挑战。目前王群的橄榄核作
品已经真正进入了上海市场，此外
以竹鞭雕、开竹雕、竹刻等系列作品
也取得明显进步，不断展现于上海
客商面前。
王群还有一个雅玩，就是收藏
老竹器。2017 年 10 月，
当他获悉青
草巷因棚改致使老物件外流，王群
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抢救与保护这些
老底子的东西。当时，正值王群创作
“橄榄核”雕刻的关键期，他毅然搁
置创作，全身心投入抢救老物件的
王群收购了
“使命”
中。几个月下来，
近千 件 清 中 期以 来 的 青 草 巷 老物
件：厨房碗筷、米缸、陶瓶、食盒、菜
卧室五斗衣橱、暗格书橱、
篮、风箱；
雕花眠床、首饰盒……无不承载着
一个时代的记忆，也蕴藏着丰富的
民间智慧。“将来，我会让这些老物
件重新回归青草巷，展现它们的昔
日芳华。”王群有着这样的憧憬。
无论是石雕、橄榄核雕还是收
藏旧物件，王群都在博采众长为回
归竹刻积极谋划着。今年年底，在
茅洋 粮 仓 旧 址上 修 建 的 王 群 竹空
间工作室，将是他未来艺术创作的
大本营。王群开玩笑地说：那种原
生态 地 杂 乱 无序 地 空 间 或 许 更适
合竹刻创作。

·我的

只要共同努力 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面向都市，
不断学习勇于创
王群：作为一个民间艺人，
愿扎根乡土，
新。挖掘和保护区域文化，
传承与拓展民间工艺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象山县传媒中心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