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家小传·——

翟昭和，四川省曲艺家协会会员，代表作相声

《一两八》《影片集锦》《治癌症》《一卡通天下》《叫

卖进行曲》《问路》等，表演和创作曾获多种奖项，

被誉为遂宁曲坛黄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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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2019 中国特色旅
游商品大赛四川赛区预赛暨 2019
四川特色旅游商品大赛获奖名单
公布，全省共评选金奖 75个；银奖
119 个；铜奖 175 个，其中，遂宁获
得 金 奖 3 个, 银 奖 14 个, 铜 奖 18
个。本次大赛参赛商品 800 余件
（系列），涉及纺织、饮品、鞋帽、箱
包、电器等二十大类，评审专家主
要依据地域特色、品牌商标、实用
性、创新度、市场价值、工艺水准、
示范作用七个重要指标打分。

一提及遂宁特色旅游商品，首
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豆腐干、姜
糕、芝麻油等传统吃食。而此次获
奖的特色旅游商品中，有不少新颖
别致的特色商品，它们不仅有设计
有创意，更蕴含本地文化特色，进
一步提升遂宁旅游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也为遂宁旅游打开全国市场
提供了良机。

曲艺窝子长大的“贼鸠山”

不少老遂宁人都还记得，当年在工人文

化宫里上演的《红灯记》，饰演日本宪兵队长

鸠山的扮演者因神态传神、嗓门好，即使光

阴已过去四十年，回忆时，观看者保留的那

份憎恨情绪依然十分浓烈。

翟昭和是鸠山的扮演者，在四川话中，

翟与贼同音，凭借扮演鸠山在遂宁县名气大

了的翟昭和，诨名被戏称“贼鸠山”。回忆这

段故事时，带着老花镜的老人笑容平和：“也

算是对我演得好的表扬。”

“贼鸠山”只是开始。在遂宁曲坛，翟昭

和的名字可谓无人不知，他创作演出的方言

相声作品，至今依旧获得不少的掌声与赞

扬。引用遂宁知名文人黄平的形容：“他是

遂宁曲坛的黄葛树。”凭借着顽强拼搏之精

神，活出了自己的节奏、精彩和笃定。

翟昭和的老家在兴隆街。这条至今仍

驻守着遂宁川剧团的老街，很多年前，就是

曲艺民间艺人活跃的场所之一。年幼的小

翟就是在这曲艺窝子耳濡目染的熏陶中长

大的。

随后翟昭和的经历很丰富，读过书，在

当年遂宁大餐厅“麦村”跑过堂，还进了部

队，再转业成了遂宁棉纺织厂的职工。数次

变迁中，唯有对曲艺的热爱与磨练，一直跟

随着他。 1974 年，四川省革命故事调讲大

会，翟昭和得到曲艺界享受“西南评书大王”

美誉的徐勍的点化亲传，拉开了长达 40 多年

的方言相声路。

作品取自生活反映时代变迁

从京剧、川剧、话剧到选择方言相声，翟

昭和觉得是理所应当：“方言能唤起特定区

域里的情感共鸣，对于传播本土文化有着极

大的助推作用。”这种吸取了民间故事、说笑

话的手法和戏曲中的喜剧因素，讲究“说、

学、逗、唱”，具有幽默风趣特点的曲艺，经过

翟昭和的加工，在遂宁拥有极大的观众基

础。

他的作品多来自生活。《问路》，是翟昭

和的重点相声作品，素材的原型取自哥哥翟

杨廷。哥哥解放前随国民党四川潼南炮校

迁去台湾，从此音讯全无。二十年后，已定

居菲律宾的哥哥与小弟辗转联系上，并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回故乡省亲，哥哥一路上对城

市巨大变化的感慨触动了翟昭和的内心。

经过前后二十多次的改写，相声《问路》才瓜

熟蒂落，2004 年一上演就惊艳了舞台，成为

遂宁方言相声的经典保留节目。

作品来自生活，折射的是时代的发展。

2005 年，创建“中国曲艺之乡”专场汇报演出

中，翟昭和的方言作品《叫卖进行曲》，征服

了全场观众，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作品将家

乡遂宁文革前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

中的各类典型叫卖、电视广告集一炉展现舞

台。从这台妙语连珠、谐趣横生的方言相

声，看到的是遂宁四十年的巨大发展，为家

乡的腾飞而鼓掌。

作品《罪犯的自白》在 1985 年遂宁市首

届艺术节中获节目奖；《影片集锦》在遂宁市

工交系统职工文艺调演中荣获一等奖，《一

两八》《夸遂宁》获得市级大奖……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翟昭和说过 40 多个段子约 500
余场，带来的欢笑声成为遂宁的一道风景。

半世纪曲艺情力挽传承

近十余年来，“送文化下乡”是遂宁这座

城市党、政部门的工作重点，也是翟昭和的

重头戏。他的方言相声走遍了县区各大乡

镇，声音也传遍了这片美丽的红土地。

然而平心而论，在当今多元文艺浪潮的

冲击下，曲艺已显现出发展窘态，具体表现

为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翟昭和的方言相

声，也面临着这种困境。

“心里是真的急，培育新苗拖不得，”谈

及这个事，老人脸上有着愁苦。在一群老曲

艺人的推动下，2003 年，遂宁城区盐市街小

学与市曲协联合组建“少儿曲艺业余艺术学

校”挂牌成立，翟昭和积极地去申请辅导教

师，十年来风雨无阻，为曲艺新苗寻求到一

片沃土。

翟昭和位于党校一楼的家，是曲友们最

爱联谊的地方，翟家长期免费提供服务与茶

水。在这个初衷原为“希望能为曲艺发展奉

献一份力”的地方，接待过西南评书大王美

誉的徐勍与著名曲艺笑星涂太中；也是在这

里交流中，我市谐剧作品刊登国家级刊物

《曲艺》杂志的第一人李长虹创作出新疆小

女孩遂宁求学的小品《入学》，表演后引起极

大关注；还是在这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遂

宁曲艺系统，壮大着曲坛的人气与新希望。

如今，翟昭和已经 75 岁了，却始终没有

停下创作的脚步，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

是打开大门迎接曲友。“希望有更多的新苗

子能到这里来，只要他们愿意学，我肯定用

心教，”取下老花镜，看着敞开的大门，他的

眼神中有着期盼。

射洪画家吴晓东：
国画《梦回家山》获四川文华
美术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关于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四川文华美术奖

拟获奖及入展作品名单的公示”中获悉，射洪

青年画家吴晓东国画《梦回家山》从全省各地

送展的数百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四川文

华美术一等奖。

四川文华美术奖是四川为推动美术事业

的繁荣和发展设立的政府美术最高奖，每 3
年举行一届，评奖范围为国画、书法、篆刻、油

画、版画、雕塑等各类美术书法作品以及美术

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四川文华奖美术奖评

奖办法》有关规定，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

了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四川文华美术奖初选、

复评及评奖等多项程序的工作。本次评选入

围参评作品共 398 件，经专家评委严格按照

评奖办法评选和成都市公证处全程公证，最

终评选出 60 件拟获奖作品、270 件拟入展作

品。

其中，中国画入展入围的作品为 105 件，

获得一等奖的共 3 件，吴晓东以其国画《梦回

家山》夺得一等奖。射洪画家吴晓东经常采

风大自然，西部山水令他魂牵梦绕，并时时触

碰他的艺术神经。《梦回家山》不是某地一景

的真实再现，画面中的雪山、云气、江河、坡

岸、渔船通过流动的水墨作平面化和理想化

的处理，生成了梦中山水意象，呈现真中见

幻、空灵不失厚重、宁静博大的视觉印象。

国画功力深厚的青年画家吴晓东从射洪

县被选调到四川省艺术院后，在弘扬传统国

画技艺上进一步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特色

鲜明的绘画新路，近年来其作品多次入选全

省及全国美术大展并获得奖项。2019 年，他

先后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被成都

市美术家协推选为副主席，显示出其非凡的

艺术造诣。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我市 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即将开始

本报讯 近日，遂宁市召开 2019 年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动员暨培训会。

会议重点解读了《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遂宁考区组织实施方案》，对考

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点进行了排查和剖

析，并提出了防控措施。遂宁考区总监考强

调要做到“两个高度”以保证法考安全有序进

行。各考务人员要高度重视法考的严肃性和

重要性，明确各自的岗位职责，将责任落实到

人。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对可能出现的突发

情况进行再梳理，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做实

法考各项筹备工作。各考务人员要认真研读

考试流程及各自的考务职责，以严谨务实、认

真细致的工作态度服务考生、保障考试，确保

“零差错”组织考试，高质量完成“九个百分之

百”目标。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防范现代

通讯工具考试作弊》专题片，通过短片了解最

新的考试作弊手段，有利于考务人员有针对

性地开展防作弊检查。 （全媒体记者 胡蓉）

遂宁69件青瓷浙江龙泉“归
源展”归来

本报讯 8 月 20 日，四川宋瓷博物馆圆满

完成“天府之路·四川遂宁龙泉青瓷归源展”，

69 件参展青瓷已于日前顺利返抵遂宁，并进

行了重新布展。

同时，浙江龙泉青瓷博物馆向四川宋瓷

博物馆捐赠的 83 件当代青瓷大师力作也随

同参展文物一道返遂，并进行了分类登记入

库。捐赠青瓷将在新馆开设展览免费向公众

开放参观。

此次“天府之路·四川遂宁龙泉青瓷归源

展”于 6 月 19 日在浙江龙泉青瓷博物馆开幕，

8 月 20 日结束，活动持续两个月，期间吸引了

国内外大量青瓷爱好者前往参观，在龙泉瓷

的家乡掀起了宋瓷热高潮。此次遂宁 69 件

青瓷精品亮相龙泉，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让

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给广大龙泉青

瓷研究者、收藏者和爱好者奉上的一场文化

盛宴。展览既加强了馆际交流互动，扩大了

合作领域，又进一步增强了遂宁宋瓷在国内

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 （全媒体记者 胡蓉）

圣莲花茶美容养颜

作为遂宁的市花，“君子之花”莲花一直

备受关注。然而如何将莲花与特色商品联

系起来呢？

9 月 2 日清晨，李梅夫妇赶往莲花栽培

基地，挽起袖子和裤腿下田采摘新鲜莲花，

还得在中午前赶回工作室，将新采摘上来的

莲花加工烘焙干，制作成为一团清香四溢的

莲花茶。经其亲手制作的“圣莲花茶”成为

遂宁特色农业产品，经常出现于国内各类展

会的展柜上。

9 年前，因设计出“华鼎奖”奖杯而享誉

工艺美术设计界的李梅夫妇俩放弃深圳高

薪工作，毅然回到家乡遂宁谋发展。夫妻俩

决定进军农产品领域，在城郊承包 10 亩池塘

开始种植莲花，“当起踏踏实实的花农”。

一次赴台湾考察中，李梅发现一种隶属

睡莲科的莲花，因在学术上没有确切名字，

台湾企业将其制茶后食用，并命名为“九品

香莲”。李梅当即决定引进这类莲花种子，

在圣莲岛租 2 亩地实验栽种，种子开花后她

为这些莲花命名为“圣莲花”。

莲花采摘回来后，还必须尽快加工烘培

成干花，“若加工时间和火候掌握不好，莲花

的新鲜度和经济价值都会降低。”在不断实

验中，李梅发现莲花娇嫩，晒不得、烤不得，

一不小心就黄了焦了，根本没有卖相。“花朵

数量、时间长短、温度高低、风速大小，都制

约着圣莲花茶的色泽、形态、口感。”李梅尝

试着使用冷冻、烘焙、红外线、热旋风等多种

工艺，经反复实验后最终掌握制作莲花茶的

稳定技术，“圣莲花茶”才得以出现。

在茶饮市场上，“圣莲花茶”因香味浓、

品相好、汤色亮，且富含养颜美容功能，10 朵

加工好的莲花茶便能卖出 199 元。

“晨风”旗袍惊艳着岁月

即 使 头 天 才 发 了 高 烧 ，第 二 天 早 上 8
点，杨晓苹仍然准时开了门。

杨晓苹是杨氏旗袍店的老板，也是刚在

2019 四川特色旅游商品大赛荣获铜奖作品

“晨风”旗袍的主要设计师。这位 42 岁的遂

宁女性，填补了遂宁海派旗袍的空白。

杨晓苹是 6 年前回到遂宁的，此前，她

是一位陪读妈妈。虽然重心在孩子身上，酷

爱旗袍的杨晓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喜好，曾

利用孩子的寒暑假专程到上海进修，学习正

规的海派旗袍。

“旗袍真的很美，它能展示女性的端庄、

温柔、典雅和柔美。”与传统服饰线条平直、

宽衣博袖不同，海派旗袍吸收了西方时装的

元素，融合中式传统工艺，用合体适度的款

式把东方女性曼妙动人的曲线展示出来。

2013 年，孩子上高中后，杨晓苹回到遂宁，准

备开一家旗袍店。

旗袍店的位置并不热闹，深信“酒香不

怕巷子深”的杨晓苹并不担心。果然，伴随

着她精湛的手艺和创新设计，杨氏旗袍很快

站稳了脚，打开了遂宁旗袍的高端市场。

“晨风”旗袍是杨晓苹今年 7 月份开始

动工的，灵感源自清晨微风带来的心怡。这

款复古雅致的传统旗袍，淡雅又不失大气的

牡 丹 花 色 ，配 以 水 鸭 绿 单 色 滚 边 ，温 婉 动

人。裁剪沿用了最为传统的一片式平裁，将

女性整体线条体现得自然流畅，加上手工滚

边、手工盘扣等一针一线，赋予了这件手作

旗袍清雅脱俗的灵魂，虽为人作，宛如天开。

子昂怀月灯邀你一起夜读

青灯有味似儿时。快节奏的今天，夜

读，正逐渐成为忙碌人群放松心灵的一种

选择。

四川来者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推出

的“子昂怀月灯”，在众多特色旅游商品中

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 环形灯带的柔和灯光

下，缩小版的陈子昂仰头望月抒怀咏志，这

一组极具诗意的读书灯，传递传统文化的

气息，给寂静的夜晚带来夜读的力量。

子昂怀月灯创意来源于陈子昂诗歌《月

夜有怀》，以现代简约和诗意的手法，结合桌

面情景饰品手办设计理念，最终创作了这

款作品。“作为唐诗革新的先驱，陈子昂一

生堪称传奇。而射洪又是陈子昂的故乡，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陈子昂文化精神底蕴

的挖掘，打造出属于射洪的旅游文化品牌，

让射洪旅游通过文创作品真正地走出去。”

四川来者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设计师

告诉记者。

为了打造最好的作品，该公司除了引进

艺术家、专业设计师团队、工艺美术大师进

行顶层设计，还多次亲临景德镇、广州、成

都、重庆等考察工艺和设计。然而实际困难

也摆在面前。虽然现代制造工艺日益成熟，

但所处内地的生产资源远不及沿海地区。

在产品生产落地过程中，公司团队远赴国内

一线生产地区寻找优质合作工程，对设计工

艺及完成度较高的制作配合上，往往需要反

复十余次的沟通和样品优化工作。

子昂怀月灯历时半年而成型，一经问

世，就引起了市民极大的购买兴趣，也助推

着全民阅读在这座城市更深的发展。

特色旅游商品“添彩”最美遂宁
◎全媒体记者 胡蓉

翟昭和：致力方言相声五十载
◎全媒体记者 胡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