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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才子”——杨磊

毕业有期情无期
其友其谊其会意
毕业季，就是离别季！
吧、KTV 刷夜，一起去食堂打饭看帅哥;
离校，就像一个大大的句号，从此， 也曾吵架厮打，冷战排挤。恨得牙痒痒的
我们告别了一段纯真的青春，一段年少轻
时候，甚至想过最好以后再不相见。
狂的岁月，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
一幕幕的场景就像一张张绚烂的剪贴
离校前的这些日子，时间过的好像流
画，串连成一部即将谢幕的电影，播放着
沙，看起来漫长，却无时无刻不在逝去； 我们的快乐和忧伤，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和
想挽留，一伸手，有限的时光却在指间悄
过往，也见证着我们的友谊和爱情！
然溜走，散伙席筵，举手话别，各奔东西
当离开宿舍的那天，看着空落落的寝
……
室、光秃秃的床板，我忍不住掉眼泪。
一切似乎都预想的到，一切又走的太
我们为什么会在离别时失声痛哭?我
过无奈。
们为什么会那么怀念学生年代?因为我们
记得我大四快离校的那几个月，几乎
知道：从毕业后，许多人恐怕就再也见不
到了。从你生命中彻底消失，不会有一丝
寝室楼下每条马路的两边，都被毕业生的
跳蚤市场占领了。即将离开学校的人，总
交集。
有些带不走的东西，锅碗瓢盆、衣裙书
你的眼泪，不光是因为舍不得那些和
本，全部贱价出售。
你厮混的同学室友，也是因为舍不得活在
当那些东西变成手中的一把零钱，我
青春里的那个年少的自己。
的心里空空如也。总感觉，好像把自己的
让我们流泪的不是毕业，而是无法再
回忆给一件一件卖掉了。
重走一次的青春。
心，有点堵得慌。
每年迎新晚会，舞台横幅上总是写着
整个大学，我们曾和室友一起上网 “梦开始的地方”。多年以后，你才会知道

“蛋雕达人”——何旭亮

小幸运
邂逅你第一日的风和日丽
耳畔晨风与鸟鸣温柔细语
仲夏夜白云亭上流萤迷离
确定

对你一见钟情

那时候还不懂离别愁绪
离别在即才觉得绮丽春意
晨跑与你擦肩而过的黎明
是青春

最美的记忆

运动会上携手并肩的默契
黉门讲堂那宇宙的痴迷
飞凤湖涟漪的美丽
广祉路上栀子花香依旧那么的清新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千头万绪不会只是浮光掠影
那彻夜未眠的离愁别绪
那未完成的约定
成为往事记忆

这句话的深意。彼时，你已经是面目模糊
的中年人，你坐在公司的格子间里打盹。
梦里，你回到了高中的教室，讲台上
的班主任正恨铁不成钢地给你们上课。左
右还是熟悉的同学，他们转头对你微笑，
这么多年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
你飞出教室的窗户，到了大学的寝室
里。室友正在一边抠脚一边打游戏，另一
个对着镜子仔细地描眉画眼。见到你就咋
咋呼呼地说：“你回来啦！给我们带的宵
夜呢？”
这么多年，他们仿佛没有跟随时光的
巨轮滚滚而去，而是一直尘封在记忆的盒
子中，等待此刻突然被揭开。他们的脸，
仍是旧时模样。容颜未衰，话音也未改。
那一刻，你突然恍惚了。
导 演 王 家 卫 说 ：“ 当 你 不 能 够 再 拥
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
记。”
理想不死，青春向上!
（吴筱晶）

2012 年 9 月，杨磊第一次走进广
厦学院的木雕实训室，初中刚毕业 的
他稚气未脱，完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
么。来东阳，是因为外公祖籍是东阳
人，学木雕，是因为自己从小喜欢动
手制作。
就这样，杨磊开始了第一年的学
习。从一开始的统一图纸，先看老师
打，看完自己做，完成就打很多同学
的木雕，在日复一日中，杨磊慢慢的
喜欢上自己的专业，同时也为模仿能
力打了基础。
这时，他的老师马跃注意到了这
个做事专注、认真的男孩，经常在课
余的时间对他指点一二，极大地激发
了杨磊的兴趣，他从必须做，变成自
己想做，一有时间，他就一个人安静
地、与世隔绝地待在实训楼钻研木雕。
在第一次技能大比武的时候，杨
磊选择了一个鸟妈妈哺育小鸟的摄影
图片。
第一时间帮助他认识自己：在一个圆
“当时其实还没入门，以自己的能
雕的人物制作中，马跃全场不予指
力完全不可能完成的。”抱着给老师看
看图的心态，杨磊将自己的想法与马
导，果不其然，杨磊在制作中去料过
老师聊了聊，谁知马老师一口答应， 头，材料直接报废。
并且自己亲手打好整个作品给杨磊看。
在马老师的鼓励下，杨磊重新调
整心态，变得谦虚好学。
看完之后，杨磊拿了一块边角料
那几年，杨磊只管埋头和木头打
先模仿打一遍，和老师对比找自己的
不足，又取料再打一变并且完成修光。 交道，与人的交流少之又少，但他又
知道，手艺是学不完的，人各有所
这个作品，让杨磊在技能大比武
长，互相吸取好的东西才会更上一层
上获得了一等奖。“这对我这样一个新
楼。
生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我对自己也更
加有自信了。”
这时，他遇到了另外一个木雕学
生，王飞。凡是有作品展，王飞都会
2013 年下学期，马跃对杨磊放开
很感兴趣地拉着他一起去看，给他做
要求，让他随意找图纸做。在这期
间，杨磊第一次接触了圆雕。在这之
讲解；陈霞艳老师也会经常带他去看
前圆雕是杨磊从没想象过的，而且， 作品展，告诉他，眼光有时比手还要
重要。
第一次做圆雕，他就做了一个难度系
在毕业创作前夕，杨磊又去武义
数非常大的作品 《梦萝卜》 ——整个
作品都是镂空的叶子和藤蔓。
的一家泥塑公司学习了初步的泥塑。
日前，《少年工匠：东阳木雕》 栏
也就是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杨
磊自己摸索着使用了电动工具辅助雕
目来我院拍摄，经过层层选拔，杨磊
刻，花了近三个月完成了这个作品， 赴京参加现场录制，在全国观众面前
所有老师同学都给予了我肯定。
展示木雕技艺。“我告诉自己，不忘初
经过 《梦萝卜》 的成功，杨磊开
心，把自己沉下来静静地与木头对
始正式学习圆雕。这些圆雕的材料来
话。我有信心，因为我热爱木雕，向
自于 2014 年我院举办的 2014 世界工艺
往木雕。”
文化节国际木雕技艺大赛。
虽然内心略有紧张，但一拿起雕
“我们用的材料就是比赛中大师们
刀，这个平时言谈举止略带羞涩的大
多下来的料。”杨磊说，看着他们一个
男孩眼神立马聚焦，手中的木料成为
个挥舞这电锯， 用了 7 天时间就完成
他唯一关注的事物。
自己的作品，“简直像表演一样，帅
在蛋雕项目上，杨磊更是以作品
气，我很崇拜！”
“驯鹿”技惊全场，受到亚太地区手工
再加上这之前，杨磊所有作品都
艺大师陆光正先生的高度评价。
是受到肯定的，他感觉自己天赋还是
最终，他凭借扎实的画工、精湛
不错的，他开始有些膨胀，开始享受
的雕工成为关注的焦点，并获“优秀
那种被人羡慕的感觉。
少年工匠”奖。
他自以为自己可以完成整个作
“这归功于老师平时的指导。”他
品，这时，马跃发现了他的问题，并
谦逊地说。

璀璨生辉的光景

与你相遇 好幸运
不能忘却广院点点滴滴难舍难离
但愿独自开始拼搏的你
总能时常想起
在广院遇见你
我有多幸运
（赵丹）

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集 《少年工匠·东阳
木雕》，让大家记住了何旭亮，他的镂空蛋
雕出类拔萃，惊艳全场，连陆光正大师都对
其手艺赞不绝口。
何旭亮，男，浙江兰溪人。他的父亲是
一位出色的木匠，从小，他就喜欢在父亲身
边围绕，好奇父亲是如何将几块木头拼接成
椅子，桌子和床的。
嗅着木头韵味长大的他，可以用“入木
三分”来形容他对木头的理解。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了姚村，在那里
的古建筑中，牛腿上的木雕让他入迷。从
此，他有了一个想法，想用自己的双手在木
头中雕刻出生命。
兰溪木雕源自东阳，想学木雕，那就要
去木雕的源头东阳。作为拥有国内独家“木
雕设计与制作专业”的广厦学院，成了何旭
亮的首选。
2015 年，他来到广厦学院，从此开启梦想
之门，他求知若渴，悉心求教，在学院每年的
技能大比武中，他的木雕设计作品常常名列
前三。
“ 多亏各位老师的细心指导，才让我有
浮雕总觉得有些单一。于是他在网上开始查
这个机会去完成当年童年无忌的梦想。”
找镂空蛋雕的资料，看一些别人制作的视
结缘蛋雕社，源于学院社团纳新。那
频，之后就开始尝试着做镂空的蛋雕。
天，入学没多久的何旭亮与室友在社团纳新
结果不尽如人意，镂空的制作相比做浮
会场上转悠，走到雕刻社的时候，他看到了
雕更难，而且特别容易破掉，做几个，破几
一个个精致的蛋雕作品，脚步也不由自主的
个，此时的他，心情有些落寞，与失望。甚
停了下来。
至产生了放弃的冲动，不过他想，既然选择
恰巧，雕刻社的一位学姐正在做示范， 了，那就要坚持。
看着她行云如水般的刻画出精美的图案，刻
在蛋雕社，他最大的领悟是“静心”。
刀在她手中仿佛赋予了魔力，学姐一边演
在前期的练习过程中，他看到镂空是蛋雕雕
示，一边耐心讲解雕刻的方法和技巧，这让
刻手法中最难的一种，一旦用力过猛，脆脆
他对蛋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想要学蛋雕
的蛋壳会整个裂掉，这样眼看着都已经可以
的想法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从那以后就结
收尾的作品，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每次一
下了不解之缘。”
下笔，何旭亮对蛋壳都宛如初恋。同时，在
蛋雕是在飞禽类蛋壳上刻琢成画。蛋雕
手法练习上，也非常重要，所以，他一有时
融和了绘画与雕刻，以浮雕、阴雕、阳雕、 间就会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安静的练习，以提
透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体现出绘画效果。
高雕刻力度掌控能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在何旭亮看来，蛋雕是一个精细活。刚
过一个多学年的努力，何旭亮对镂空蛋雕的
开始制作时由于手劲不足并且对鸡蛋的性质
制作，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和结构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基本上做不出什
也正是因为这种静心的坚持，让他在
么东西。每周三是社团的活动日，这时候会 《少年工匠》 中一鸣惊人。
有很多上届社团的成员去给他们讲解制作蛋
最近，何旭亮又有一种新想法和冲动，他
雕的技巧，以及鼓励他们不断的练习。
在尝试新的方法与技巧，将对木雕文化的理
在他的勤学苦练之下，慢慢的，他掌握
解与蛋雕艺术的结合。
“创新和传承是一门手
了蛋雕的一些基本雕刻手法，也能完成鸡蛋
艺延续的基础。”他笑着说，
“做每一件事都要
浮雕作品。
踏踏实实，
不要心急，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但在他看来，只在鸡蛋上雕刻并且只是
一步一个脚印，是金子，总会发光。

“画工少女”——谢闻婕
“为什会选择木雕这个专业？”这
个问题是谢闻婕刚进入广厦学院时被
问的最多的。
及腰的长发，高挑的个子，乖巧
安静的笑容，这样一个典型的江南女
孩确实很难让人把她和木雕联系在一
起。
选择木雕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在进入大学之前谢闻婕学的一直是美
术专业，填写高考志愿时，她的班主
任的建议她考虑一下广厦学院的木雕
专业。
在得知她的意向后，家中的长辈
们大多都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辛苦
的工作不适合女孩子，还有很多人也
曾劝她选择一项更轻松、就业前景更
好的专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也不是
没有犹豫过，但经过再三的考虑后她
还是坚定地将木雕填在了第一志愿。
令人欣慰的是，当正式接触过木
雕后，她彻底的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并用成绩证明了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喜欢归喜欢，在木雕课业中，也
有让她苦恼的事。第二学期起开设的
白描课让从未握过毛笔的她紧张不
已，而且因为她的突出，老师对她的
要求也是越来越严格。
但在完成几幅作业之后，她就开
始展现出美术生的优势，从一开始凌
乱的粗线到后期纤细的长线，所有人
都可以看出她的进步，老师也多次表
扬她的认真态度，所以在选择图稿
时，每次的内容难度都会比她的实际
水准高上一些，她从来没有抱怨，也
从未怀疑老师在为难她，而是充满兴
奋地去挑战自己。
值得庆幸的是，她从小学就开始
学习素描，高中时更是每天一张素描
水彩五张速写，高中毕业时她练习的
画已经超过五千张了。九年时间凝练
出来的扎实功底让她成为班里同学公

认的素描第一。
除了要完成自己的木雕作品，作
为班级小组长，谢闻婕需要在组员遇
到困难的时候帮他们雕上两刀。为了
完成作品的时间不比其他同学晚，基
本每个周六的下午和节假日，谢闻婕
都泡在木雕教室了。
付出了努力总是会有成果的，她
的技术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一直稳定
的专业成绩和越来越精致的木雕作品
终于征服了身边那些质疑她的人，为
她赢来了他们的认可。“如果连自己
喜欢的事都坚持不了，那还有什么事
能做好呢？我还年轻，可以拼可以
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