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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师到访成都，感
受成都非遗之美，水井坊是
此次活动的全力推动者。
作为一个中国高端白酒品
牌的代表，水井坊对此次文
化活动为何如此关注？

对此，四川水井坊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水井坊
非遗新生专项基金主任舒
杨女士表示，水井坊本身就
拥有“双遗产”品牌资产，一
个是水井坊博物馆，一个是
水井坊酿酒技艺。水井坊

“匠、艺、心”，体现的是600
年活着的传承，体现的是一
种匠人精神，“其实这一精
神内核，与其他非遗是相通
的，都强调匠心与传承。”

“当品牌做到一定程度
后，我们也一直在想，可不
可以帮助社会，帮助中国非
遗获得更好地传承，让他们
重新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舒杨介绍，为了这个初衷，
水井坊做了很多工作。先
是独家冠名了央视《国家宝
藏》，后又在太庙举办“文化
自信”论坛。今年3月，又
开行业先河，发起成立了白
酒行业第一只非遗保护专
项基金——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水井坊非遗新生专
项基金。

“此次国际大师驻地计
划，正是水井坊非遗基金成
立后的一次品牌活动延续，
旨在让国际大师亲身体验
成都非遗文化，感受非遗之
美，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
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
界。”舒杨表示，文化自信不
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
要深入人心。“我们说文化
自信，其实就体现在对这些
非遗及其传递出的精神认
同，以及对这些美好东西的
弘扬。”

舒杨认为，水井坊要做
的，就是要让更多年轻人了
解非遗，让他们知道保护和
传承这些非遗是神圣的事，
让非遗走向消费者生活。

“如果这些东西能用到产品
中，我们也愿意去尝试！”

她表示，希望更多人能
与水井坊一道，成为非遗的
守护者，让中国优秀文化得
到更好传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喻奇树

助力非遗新生 水井坊让千年漆艺重放异彩

感受非遗之美
国际大师在成都度过一段难忘旅程

当中国成都遇
上国际米兰，会发生
怎样的奇幻际遇？

一个是中国悠
久的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美食之都，一个
是世界最知名的时
尚之都、历史悠久而
又让人羡慕的艺术
之城。一边是具有
三千年历史的大漆
工艺，一边是国际知
名的时尚产品设计
大师。7 月 3 日至 7
月 8 日，受精湛的成
都漆器工艺吸引，意
大利知名工业设计
大师 Odo Fioravanti
抵达成都，对中国四
大漆器之一的成都
漆器进行了深度探
访，并参观成都各大
博物馆，感受成都非
遗之美。

经过近一周的
探访，精湛的成都漆
艺给Odo先生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精美华
丽、流光溢彩的成都
漆器，让 Odo 感到十
分 惊 异 ，如 观“ 魔
术”。

据了解，这也是
水井坊非遗新生专
项基金成立后的首
个落地项目，通过邀
请大师实地体验非
遗技艺并探访当地
文化，共同探讨非遗
技艺的新生之道。
同时，通过公众论坛
等一系列活动，水井
坊也希望提升公众
对于成都漆艺的关
注度与参与度，为地
区漆艺产业可持续
发展之路添砖加瓦。

在水井坊的牵线搭桥
下，7月 3日下午，Odo抵
达梦想中的成都。

作为意大利非常知名
的工业设计大师，Odo曾
经4次获得工业设计届的
奥斯卡，意大利最高设计
奖——金圆规奖，3次获得
德国最高设计奖——德国
设计大赏，2次获得日本最
高 设 计 奖 ——Good
Design大奖。

同时，他还在艺术和
设计的顶级学府——米兰
理工学院、威尼斯IUAV、
多莫斯学院、马兰戈尼学
院等多所设计学院担任客
座教授。

7月4日一大早，顾不
得旅途的疲累，Odo便在
稀捍行动设计师陈旻的陪
同下，迫不及待地来到成
都漆器工艺厂参观。

在蜀华街成都漆器工
艺厂内，Odo认真听取了
成都漆艺工艺大师对成都
漆器历史及大漆工艺的介
绍，对展厅内摆放的精美
漆器赞叹不已。“真是难以
置信，太漂亮了，观赏它就
像观赏魔术一样！”Odo先
生说。

当天下午，这位曾经
获奖无数的设计大师，被
精妙的成都大漆工艺深深
吸引，再次与漆器厂的大
师们深度交流，深入了解
成都漆器的典型工艺。

“我是第一次来成都，
看到成都漆器我很震惊，
原来它有那么多的层次，
融入了那么多的技术，真
是难以想象。”Odo干脆就

“驻扎”进了成都漆器厂，
虚心向漆器厂的师傅求
教，学习漆器的刷漆、打
磨、推光、装饰、雕漆，几乎
把成都漆器的关键工艺都
体验了一遍。

Odo表示，漆器厂这

么多年轻人如此静心而热
情地在这里工作，“让我很
感动，他们很棒。”

Odo还与漆艺工艺大
师共同探讨漆器创作、构
思、设计等深层次的话题，
双方碰撞出了很多火花。
Odo表示，意大利也有很
多的传统手工业，也有很
悠久的历史，“但是当我看
到这些漆器的时候，还是
感到很意外。”

“这是一次美妙的旅
程！”在7月6日晚水井坊
举行的大师论坛上，Odo
再次表达了对成都漆器由
衷的赞美，并对中国高端

白酒品牌水井坊对他的邀
请表示感谢，让他感受到
了这么美妙的东西，对水
井坊在非遗保护方面所作
的努力致以敬意。

“让非遗回归消费者
生活！”Odo表示，水井坊
所倡导的理念与他所想一
致。

他还以自己特有的国
际视角，对漆器设计提出
了思考，设计要“装饰与实
用结合”，设计师的使命就
是要让消费者变得“有购
买的冲动”。他还表示，希
望能有更多机会到中国，
感受丰富的中国文化。

据了解，与水井坊同为非
遗的成都漆艺，是中国汉族最
早的漆艺之一，成都漆器列为
中国四大漆器之一，以精美华
丽、光泽细润、图彩绚丽而著
称。

天然大漆是我国的土特
产之一，素有我国“三大宝”的
美誉，被称为“涂料之王”。天
然生漆应用源远流长，中国发
现和使用天然生漆可以追溯
到7000多年前，据史籍记载

“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而
舜作食器，黑漆之，禹作祭器，
黑漆其外，朱画其内。”

成都漆器又称“卤漆”，早
在3000多年前的古蜀时期，
成都的漆器工艺就已达到很
高的工艺水平。战国时，成都
漆器作为文化和商贸用品，已
传遍中国很多地方，流入皇宫
及贵族家庭，因其轻便、美观、
耐用、抗腐蚀的特点，成为上
层社会生活主角。

汉代开始，蜀已是中国漆
器生产中心，成都是中国“漆
都”，通过丝绸之路，成都漆器
被传往现今的朝鲜、蒙古、阿
富汗一带。

唐代时人们追求华美，雕
漆工艺开始出现，金银平脱工
艺也达到成熟，它将金银薄片
贴于漆器胎骨上，再通过刷
漆、打磨、推光工艺，让漆器变

得浮光闪现。
经过3000年传承，成都

漆器虽已慢慢远离人们的主
流生活，但时光依然掩盖不了
它曾有的高贵与华丽，成都漆
器依然被作为高贵礼品，馈赠
给国内外重要嘉宾。

2006年 5月 20日，成都
漆艺迎来转机，经国务院批
准，它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
6月5日，成都漆器厂宋西平、
尹利萍被确定成为中国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成都漆器工艺厂负责人
介绍，成都漆器造型美观大
方，漆面透明如水，光亮如镜，
还有暗花、隐花、描绘等新工
艺融汇其中，漆画可以达到油
画、山水、写意等许多画种的
风格。成都漆器工艺精细，保
存长久，同时又融入了银片丝
光、镶嵌描绘经典工艺，具有
浓郁的地方风格和审美价值。

“现有的成都漆器工艺厂
规模虽远不如从前，如今已走
出低谷。”尹利萍向记者介绍，
厂里的匠人，新生代的80后、
90后占了大多数，而且基本都
美术科班出身，有自己的想
法，有新鲜的灵感，对工作抱
有热情，让成都漆器厂重新焕
发出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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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在大师论坛上回答记者提问。

大师论坛上，Odo先生、舒杨、尹利萍、陈旻合影。

精美的成都漆器。

戛然关上的窗
两个月内他只剩微弱光感

吴毅爱球，曾经，他是巴西队的铁杆
球迷，对罗纳尔多的每一次进球如数家
珍，也在中国足球出线的瞬间，和小伙伴
抱在一起大声欢呼。长大后，他成立自
己的业余足球队，考取裁判证，偶尔客串
足球裁判。

命运的多米诺骨牌，推倒的第一块，
就在球场。

吴毅清楚地记得，2013年 12月 7
日，在青白江区业余足球联赛上，他作为
主裁判参赛。可突然之间，他眼前变得
越来越模糊，直到人站在他面前，都无法
看清。

“之后，眼睛一天天看不见，医生诊
断是视神经萎缩。”此后，接踵而至的
是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和女友分
手、离开喜欢的工作、辗转于各个医院
寻找些微的光芒，“据我所知，你的病还
没有成功的病例，能保持现在的光感就

世界杯激战正酣，
听前四川盲人足球运动员讲述他的故事

“健全人的足球，靠的是头脑和双腿，盲人足球，则是靠耳朵和心。”7月4日，世
界杯巴西淘汰墨西哥后的第三天，坐在自家附近的茶馆里，32岁的吴毅语气自豪，因
为视神经萎缩，那双眼睛，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就在6月，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的盲人足球世界杯上，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以2:1的成绩力克俄罗斯队，获得季军。

尽管相比如火如荼的世界杯，这是一场少有人注意的比赛，但吴毅相信，足球在表达，
盲人也有梦想，“足球不会说谎，所有的热爱与付出，都会在球场上得到相应的回应。”

盲人足球梦
“靠耳朵和心踢球”

不错了。”不同的医生，相似的
话，吴毅眼前的明亮一天天黯
淡，两个月内，他只剩下微弱
光感。

那是漫长到没有尽头的
黑暗，母亲何秀蓉日夜守着吴
毅，害怕他会想不开，有时候
看着儿子安静睡去，她会想起
吴毅刚出生时，还是个漂亮柔
软的小婴儿，有着明亮的眼
睛。儿子6岁那年喜欢上足球后一发
不可收拾，夏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
还要在球场上跑得浑身是汗，晒得黢
黑，手上受了伤绑着绷带还要去球场边
晃悠。

“就是喜欢足球，喜欢跑起来带风
的感觉。”球场边跑大的男孩，长成结实
的少年，他和球友们组织起业余足球
队，大大小小的球赛一场不拉地看，球
星技法如数家珍，突然坠入的黑暗，是
命运戛然关上的窗，“不要说踢球了，我
连基本生活都没法适应。”

带声音的球
加入四川首支盲人足球队

2014年，在逐渐适应黑暗的过程
中，吴毅重新站在绿茵场上。

2015年，全国残运会定点成都，东
道主四川将成立第一支盲人足球队，吴
毅成为入选的10名队员之一。

按照规则，盲人足球赛每队5名
运动员，除守门员可以是健全人外，其
余选手视力伤残程度必须达到B1级，
即完全丧失视力。目前，允许部分有
微弱光感的盲人参赛，因此所有参赛
队员必须佩戴眼罩，以确保视觉上的
完全黑暗。

在球场上，球员只能凭借装有铃
铛的足球发出的声响、教练的指令以
及队友们的呼喊声来听声辨位、组织
攻防。“那是带声音的球。”吴毅记得，
盲人足球赛中的特制足球，要比正常
足球更沉。足球一滚动，里面的响铃
便发出声音，“我们是不能用头顶球
的，有次下意识这样做，头被砸了个
大包。”

在这支盲人球队里，吴毅年纪最
大，也是唯一后天失明的盲人，他是
队长，会将那些刻骨铭记的绿茵剪影
讲述给伙伴们听，17岁的小罗被队友
们叫做“C罗”，吴毅会向这个小“C
罗”讲述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进球瞬
间，而其他队友们，也会告诉这位队
长，怎么去习惯黑暗中的生活。

慢慢的，吴毅能够带着球跑起来
……吴毅再也没有想过放弃生命，因
为逐渐适应的生活让他充实，直到有
一天，他感觉到耳朵会不由自主地颤
动，就像野兔和松鼠在夜晚森林中发
出的簌簌作响的声音一样，“我的耳
朵，开始苏醒了。”

黑暗中的光
身体在受伤灵魂在天堂

黑暗中，追逐光的每一步，都需
要勇气。在盲人足球队，踢球技巧的
训练是艰难的。一个射门的动作，教
练们会抬腿做分解动作，从大腿、小
腿到脚背，让球员们逐一摸过，在反
复训练中去感受和体会，一个动作往
往需要重复上千遍。

伤痛也在所难免。额头、鼻子、
眉骨都成为球员们最容易受伤的部
位，因为特制足球相对较重，踢翻脚
趾甲更是常有事。

吴毅从不让母亲看他训练，可何
秀蓉仍会偷偷去查阅资料，盲人球赛
中的碰撞、受伤，都让她感到揪心。
2015年 6月 18日，吴毅29岁生日。
在上午的一般训练中，吴毅意外摔
倒，右膝关节半月板撕裂，需要住院
治疗。

此时，距离全国残运会还有不到
3个月的时间，吴毅咬着牙想拼一把，
手术后还没痊愈，就又回到训练场，
同队友们进行冲刺训练。

“身体在受伤，灵魂在天堂。”憋

着一股子劲，吴毅终于走上全国第
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绿茵场。

比赛中，吴毅再次发生纫带和
软组织挫伤，包扎好后，他每天仍跟
随球队来到比赛现场。

终于，在和江苏队的比赛中，双
方拼抢激烈，直到全场结束，比分仍
是0：0，只好罚点球决出胜负。作为
球队的第一点球手，吴毅撤掉脚上的
绷带，在教练的鼓励下，走上球场。

全场安静，静默站在球门前，吴
毅放缓呼吸，“我以为我会想很多，
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想。”出脚、射门，
重复了上万次的动作，哨声响、欢呼
起，吴毅知道，球进了！跪倒在球门
边，他一遍遍重复着，“老天，你终于
看见我了！”

用足球表达
盲人也应该有梦想

如今，那场比赛已过去3年，这
支年轻的球队最终取得全国第7名
的成绩，之后，球队解散，队员们各
散东西。

其中，小“C罗”去了上海，还有
的去了广东、北京，走下球场，这群曾
用力奔驰的盲人，在城市行走中小心
翼翼，他们无一例外成为按摩师。

吴毅的按摩店开在老家青白
江，他取名为“球迷之家”，整整一面
照片墙，全是球队队员合影和比赛
的照片，遇到顾客也是球迷时，吴毅
还会和他们探讨下球赛和策略。

一年之后，吴毅关闭按摩店，
“因为这不是我的梦想，尽管是盲
人，但我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何秀蓉感觉，曾经意气风发的
儿子似乎慢慢回来了。他会在别人
质疑他是否真的有眼疾时，用玩笑
应对，“会打趣说把车钥匙拿过来，
载上一程，感受下他是不是在骗
人。”不过，也变得更加成熟，“更清
楚想要什么吧，比如现在和朋友合
伙做生意，会自信提出想法和建
议。”

这个夏天，空气中弥漫着令人
热血沸腾的气息，在世界杯的席卷
下，超10万国人赴俄旅游观赛。作
为超级球迷，吴毅依然会关注比赛，
只是，没有办法再像从前一样观看
比赛了，“但是我现在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听比赛结果，还是喜欢巴西
队。”

不过，相对于其他人，足球之于
吴毅的意义更加重大。那是他人生
最初的热爱，也是将他带出黑暗的
阳光，他曾用足球表达，盲人也应该
有梦想，如今，生活平静，他仍会时
不时去球场边坐坐，听听哨声，感受
奔跑和欢呼。

吴毅最近的期待，就是明年去
天津，那是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举办地。到时，他一定要去听上几
场盲人足球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摄影忻晓松

吴毅（右一）参加盲人足球队的训练。

如今，吴毅依旧热爱着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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