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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

《舌尖3》播出后
90后加入铁匠这一行

“叮叮当、叮叮当……”
作为一个“铁六代”，41年前，
牛大伟就是伴着绵延不绝的
打铁声出生的。院子里那个
父亲支起的烧铁的火炉，便
是他看到的第一把人间烟
火。“这个炉子比我年纪大，
小时候就是围着这炉子长大
的。”童年的印象对牛大伟来
说，就是这不绝于耳的打铁
声和一膛烧红的炉火，“当时
冬天特别冷，我父亲就在家
里挖了个地窖，覆上塑料布，
在地窖里打铁。”

夏天满身汗，冬天手裂
口 ，一 年 到 头 的 灰 头 土
脸……牛大伟不是没有见过
父辈打铁的辛劳，他没有想
过自己也会走上打铁这条
路。直到初中毕业，因为没有
合适的工作，在父亲的鼓励
下，牛大伟开始学起打铁，

“感觉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过程，打铁和我的生活本身
就是分不开的。”

世界上的职业有千万
种，同学们有的去了外地发
展，有的进了工厂工作，只剩
下牛大伟守在铁炉边。你喜
欢这份工作吗？牛大伟不止
一次问过自己，“刚开始也谈
不上喜欢不喜欢，就是干点
力所能及的活，拉拉火、打打
锤，后来真正理解了这份工
作，开始干了这一行，才喜欢
上了这一行。”作为一个70
后，牛大伟的观点和现在的
很多年轻人不一样，在很多
家长都将“尊重孩子的兴趣”
挂在嘴边时，他却认为，只有
用心去做了，才会产生兴趣。

干一行才能喜欢一行，这
个观点也不无道理。1996年出
生的天奇（化名）应该是铁匠
行里最年轻的后生。与前辈们
数十年耐得住寂寞的从业经
历不同，他是在《舌尖3》播出
后，才选择加入铁匠这一行。
职高毕业后，天奇一直没有找
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舌尖3》播出之后，身为
章丘人的天奇成了同学们调
侃的对象，“你们章丘人是不
是 都 会 打 铁 ？你 会 打铁锅
吗？”虽然小时候见过爷爷打
铁，但是打铁这事离天奇的
生活还是差着十万八千里。
直到今年春节，一家人聚在
爷爷家里吃完团圆饭后，爷
爷将天奇叫到身边，“他说我
现在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没
有手艺，让我跟着他学打铁，
将来是个饭碗。”

禁不住爷爷的劝说，天
奇最终来到了爷爷的铁匠
铺，举起了锤子。“一开始只
是好奇，想拍几张照片给同
学们显摆显摆。”天奇自己也
没想到，几天下来，虽然打锤
打得全身酸疼，他却喜欢上
了这个行当，“反复的锤打能
让你的心静下来，真正投入
进去。”如今，虽然才学了半
个月，天奇已经是爷爷嘴里
的“一把好手”，“他夸我机
灵，麻利，适合干这一行。”

铁牡丹铁南瓜铁葫芦
收藏进了文化馆

眼下，当“章丘铁锅”登
上了热搜榜，似乎再也没有
比“章丘铁匠习俗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这一头衔更
加光辉的了。作为传承人世
家，又是传承人之一，牛大伟

对于铁匠这一行业的坚持却
并不是出于被动的使命感，
而是那颗被启蒙的艺术之
心。

2010年，一位不速之客
来到了牛大伟家。对方自报
家门，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的硕士张光灿。此次来
访是希望牛祺圣和牛大伟父
子俩，能够为其打造一件艺
术品。“啥叫艺术品啊？”牛祺
圣忍不住问道。对方没有直
接回答，而是绕着牛家的院
子认真转了一圈。他的目光
掠过挂满锄、镢、镰的黄泥
墙，掠过红砖砌的火炉，也掠
过布满铁锈的砧板，最终落
在了牛祺圣手里的两只铁壁
虎身上。那是牛祺圣在2000
年打造的，“那时候有个大学
生打听着找到我，打开笔记
本电脑问我能不能制作出图
片上这种铁壁虎，我就做了
这么一对。”

张光灿告诉父子俩，他想
做的就是类似铁壁虎这样的
艺术品。简单交谈之后，这位
不速之客就住进了牛家的东
屋，一住就是一个月。“刚开始
不知道怎么干，以前打的都是
农具，就在眼皮子底下，他说
的东西太抽象了。后来他想出
来一个办法，他用泥搓，我们
根据他的模型打。”

就这样，反复商榷、磨
合，每天打一件或者两件作
品，一个月后，一件含义深刻
的雕塑品诞生了：各种钢铁
锻造的工具密集地矗立在一
起，暗示着世界是由他们建
造的。“这个他们，包括你我，
大家打造了这个世界。”张光
灿解释道。

这件雕塑品为牛家带来
的除了前所未有的兴奋，还
有一笔五位数的收入，“当时
张老师问我，想要多少报酬，
我说你能来我家我就很荣幸
了，哪还能要报酬。后来他坚
持要给，而且给的数目远远
超过了我的要求。”这个收入
让牛大伟震撼：“一年打农
具，也就混个三万来块钱，打
一件艺术品，就等于全年收
入的三分之一。”

除了可观的收入，张光
灿的启发也让牛大伟体味到
了艺术的魅力：“张老师说铁
有很强的可塑性，不一定要
打农具，还能用打铁的方式
打造出工艺品。”这个想法也
得到了牛祺圣的支持：“我们
也得改变，也得顺应时代。”

就这样，在张光灿的启
发之后，父子俩反复琢磨、研
究，先后打造出了铁牡丹、铁
壶、铁南瓜、铁葫芦、铁磨盘
等模型，这些作品还收藏进
了章丘区文化馆。同时，牛大
伟通过网络不断学习和铁艺
有关的知识，还在网上推广
自己的“大伟铁艺”，用微信
朋友圈和QQ空间展示自己
和父亲的作品。

打造艺术品，似乎为牛
家铁匠们的转型提供了无数
的可能，“我最近正在给一些
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制作铁艺
作品，效果还不错，而且也在
尝试着创作工艺品销售。”牛
家铁匠铺，似乎在大工业时
代背景下，找到了新的出路。

重要的是传承手艺
它有精神层面的东西

相比于打造农具，铁质
工艺品的打造确实能够给牛
祺圣一家带来更高的收益，
但是对于清华美院金属工艺
专业的硕士张光灿来说，只
有这些还不够，他思考的，是

铁匠真正的转型。
2010年，正在清华大学

就读的张光灿研究的课题便
是《铁匠的生存和转型》。
2009年开始，他便在全国范
围内寻找铁匠样本，“去过河
北、湖北和山东的很多地方，
最后才找到了章丘老牛一
家”，这个寻找过程异常困
难，“很多铁匠已经放弃生
产，还有生产能力的一些人，
由于没受过教育，年纪又大，
无法交流。”这个过程也让张
光灿深刻感受到，铁匠在一
点点被淘汰，“没有必要回
避，他们就是被淘汰的一个
群体，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
下，随着农业机械的规模化
生产，铁匠正在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

“我思考的是怎么让他
们转型，因为铁的可塑性是
很强的，但是从艺术品入手
对于传统的铁匠来说是一件
很冒险的事，我和老牛、小牛
一直在磨合。”在这个过程
中，张光灿一直在启发牛氏
父子俩成为有现代意识的手
艺传承人，而这正是工匠精
神的内涵。“我们都在说匠人
精神或者工匠精神，那么这
种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张光
灿给出了答案：“就是调动手
的思考。”在张光灿看来，他
的任务就是改变牛氏父子对
于打铁的理解。

张光灿还有另外一个身
份，那就是山东劳动技术学
院的老师。在张光灿看来，在
职业教育中，调动手的思考
恰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东
西：“从教育这个层面来看，
目前我们的动手能力很弱，
而这也是匠人精神传承最致
命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张光灿正与清华美
院的潘毅群教授一起，尝试
策 划 一 个“ 铁 匠 营 实践计
划”，“目前选择了章丘和湖
北大冶作为两个传承基地。”

对于“章丘铁锅”热，张
光灿认为，正是人们误解了
匠人精神传承的意义，“传承
的是手艺本身，而不是生产
出了多少好东西，手艺之所
以需要传承，是因为它有精
神层面的东西，有一套手工
方式，里面包含着价值观、生
活状态，指示我们这个东西
过去是什么状态。”如果人们
尊重手艺的传承，则它带来
的是更多的好东西，而不只
是铁锅。

如今，《舌尖3》带来的章
丘铁锅热远没有散去，铁匠
这个古老的行当似乎焕发了
新的生机，“铁锅热之后，铁
匠的生存是没有问题了”，张
光灿说，但他更担心另一个
问题，与铁锅热相伴而生的
对于手工作品的追捧，还产
生了仿制铁艺品的产业链。

“实际上目前铁匠都存在这
样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创造
性，这也是非常致命的问题，
工业革命也好，大工业时代
也好，其实最初的发轫都是
模仿手工业，但是现在作为
手工艺的铁匠却在模仿一些
工 业 制 品 ，这 也 很 让人担
心。”张光灿对此忧心忡忡。

不仅如此，在张光灿看
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章丘铁匠除了创新之外，
还有更多意义：“非遗传承的
是什么？不只是技艺，更多是
一种信仰的传承，所以现在牛
家铁匠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传承
保护，把铁匠存在的意义挖掘
出来，比如说对于教育的帮
助，对于精神上的传承。”

■章丘铁匠·传承

作为“章丘铁匠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青一代，41
岁的牛大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咱就是个打铁的，咱把铁打好了
就行了。”在《舌尖上的中国3》播出之后，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到访
者，牛大伟只能用这句话应对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只有当夜深人
静的时候，他才会让心里那个梦想浮出来：他要用打铁的手艺来搞
艺术创作。

牛牛家家铁铁匠匠铺铺
上上网网吆吆喝喝铁铁艺艺

非遗传承有道

打铁的手艺搞艺术创作

老牛和儿子小牛一起打造的铁牡丹惟妙惟肖，仿佛低头就能闻到

花香。 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 摄

2011年，打铁棚里，张光灿(右)指导小牛进行铁艺创作，小牛感受到

了艺术的魅力。 张光灿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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