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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杜莎夫人”：用蜡像讲述“中国故事”

他把青田石雕出了“魂”
本报记者魏董华、赵悦、殷晓圣

　　一把凿刀，一盏明灯，一块石头。
　　 93 岁的倪东方说要忘记年龄。

“如果记年龄，会不敢动刀的。”
　　倪东方是青田石雕史上的“泰山
北斗”。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他的作品多次被国家博物馆等收
藏。他的石雕作品曾被国家邮电部门
选为特种邮票图案。2006 年，他被中
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工艺美术
终身成就奖”。
　　“我和石头有缘，我的一生都离不
开石头，只要能摸摸石头，我心里就会
安定。”他守着一块块石头，用 70 多
年的艺术生涯，诠释了何谓“一生情
缘，与之白首”。

半路出家，与雕刻结缘

　　青田石和巴林石、寿山石、昌化
石，并列中国“四大名石”。倪东方用一
生体悟其中奥妙。
　　因家境贫寒，一直成绩优异的倪
东方 15 岁便辍学回家，种地为生。一
天，倪东方的老师看到他头戴斗笠、挑
着大粪在田间劳作，来到他家中劝说。

“青田的石雕已经销往美国，做石雕有
前景。你母亲是做石雕的好手，不如跟
着她学手艺。”
　　从基础的锯石头开始，倪东方跟
母亲学习了半年石雕技术。才刚学到
一些皮毛，日本人就打到杭州，人人自
顾不暇，他的手艺因此荒废了十多年。
　　 1955 年，浙江省青田县政府组织
成立了青田石雕合作社。28 岁的倪东方
凭借当年锯石头的经历进入合作社。
　　那时，一心想改变命运的他一直
暗自偷师，每天早上都提前一个小时
到石雕厂。“趁着老师傅还没到，先到
雕刻车间看他们的作品，揣摩他们巧
色和雕刻的技巧。”倪东方说，“哪件石
雕是哪个老师傅雕的，我一清二楚。”
　　晚上回到家，他独自在煤油灯下
练习。母亲有时从旁指点，鼓励他把石

雕学好。
　　自学了两年多，倪东方鼓起勇气，
拿着自己雕刻的两件作品给合作社领
导看，要求调到雕刻车间工作，并主动
把 27 元的月工资降为 24 元。
　　他的执着打动了领导。30 岁的倪
东方，正式学起了石雕。半路出家的他，
为了干好石雕，下了比别人更多的笨功
夫。当时县里请来一位“雕山水”的老
师，指导车间完成出口任务。倪东方就
把自己雕的山水拿给老师请教。
　　“山水这么好学吗？”接过他的作
品，老师脸色一沉。倪东方没有被“吓
退”，用了半个月，又拿出 3 件作品。
这下连老师也惊叹：“没想到你学得这
么快！”
　　第四年，合作社成立了一个石雕
创作组，请倪东方当组长。“我既要抓
生产，完成出口计划，又要自己搞生产
和创作，日夜加班。”在石雕厂，他一干
就干到了退休。

痴醉于石，万元户变“万元石”

　　在青田，一直流传着倪东方痴醉
石头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他购买“睡美人”石材的故事。
　　改革开放之初，倪东方一家拼搏
了 3 年，成了当时还比较少见的“万
元户”。一天深夜，一个自称是“卖石
佬”的男人敲门，颇为神秘地说手上有
一块好石头，晚上偷偷来找倪东方，

“如果想买第二天准备一万元”。
　　“当时一万元不是小数目，”倪东
方回忆，“我和家里人一商量，这块石
头非买不可。如果别人买去，肯定就会
做印章，石头就糟蹋了。”
　　当晚，全家翻出所有存款，又把戒
指、项链都卖了，凑出一万元。“一夜之
间，万元户变成了‘万元石’。”倪东方
笑言。
　　当时很多同行来看，七嘴八舌议
论，有的说雕个美女，有的说雕个卧
佛。倪东方却说，不雕。当他把写着“睡
美人”三个字的铭牌放到石头边时，所
有人恍然大悟，“还是原石好，雕就是

破坏。”“不能随便动刀，不能把石头糟
蹋了。我在构思时总想该留不该留，留
则如身上肉，削则似地下泥。”倪东方
说，画可以反复画，但石雕只有一次机
会，没有第二块完全一样的石头。

潜心创作，一生专注一事

　　“有的石雕作品虽然精雕细刻，但
没有‘魂’，一眼就能看尽，只是一件商品；
有的石雕，有一种意境在里面，看不尽，
有余味，那就是艺术品了。”倪东方说。
　　要想把石雕雕成艺术，必须学文
化。从石雕厂退休后，他去书店买来了
唐诗、宋词、元曲，如饥似渴地研读。
　　“吃饭时想到什么，筷子放下，拿
笔记下。书房、工作室里有书，甚至连
卫生间里都有书。”倪东方给自己写了
两句诗——— 家藏千卷书，未知认几字。
　　 1992 年，他的作品《花好月圆》
被国家选为特种邮票印制发行，这也
是大众最为熟悉的青田石雕艺术品。
　　起初，倪东方从一位青年手中得
到这块奇石。“这块石头处理得好，就
是一件宝贝。”为此，倪东方闭门谢客
3 天。
　　动刀之前，他总是很谨慎。第一天
面对石头毫无头绪，只能仔细观察其结
构、质地、纹理。第二天，心中反复推敲，
理出思路，成竹在胸。第三天，小心翼翼
地把外面的硬石头一点点剥离，露出了
内里黄白色的冻石，颜色通透，感觉像
个月亮，顺势就想到了“花好月圆”。
　　他借用石料中的固有色彩，把圆
月、牡丹、桃花、小鸟的形象叠化在青
田石上，塑造出一幅百花拥月的美丽
画面，鸟雀在花枝间跳跃鸣叫，令人观
后遐思翩翩。
  有富商曾开出高价，倪东方不为
所动。2016 年初，他将《花好月圆》捐
给了青田石雕博物馆。“这是青田人民
的财产，不卖。”他说。
　　如今，倪东方每天仍然要花至少两
三个小时研究石头、雕刻石头。他总说：

“一个艺术家，凭自己脑子里的智慧是远
远不够的，要不断接收外面的营养。”

本报记者周颖

　　大戏台前，“老广们”围坐桌前，一
边品尝粤式点心一边欣赏粤剧；一片
金灿灿的稻田中间，“袁隆平”爷爷专
注地端详着手中的稻穗……走进位于
广州塔下的“帷幕开啦”蜡像艺术馆，
穿梭在近现代时空中，许多亲切的场
景、熟悉的人物就以这样的方式不期
而遇了。
　　蜡像的世界充满惊奇，也饱含乐
趣。当观众专注在蜡像“杨利伟”的皮
肤、血管、皱纹等细节中时，却不曾留
意，一旁戴着口罩玩着手机毫不起眼
的“路人甲”，也是一尊蜡像……
  这 些 创作与巧思均来自一个叫
周雪蓉的女人。
　　以对作品极其严苛著称的超写实
画家冷军，在看到她创作的“自己”时，
忍不住赞叹“杰作”；她的蜡像作品《亲
家》亮相展会，一度被认为是真人受到
保安“驱赶”；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制
作总监惊叹于她的技法，称“我们是不
是要成竞争对手了”。
　 　 这 是 一 个 关 于 手 艺 与 情 怀 的
故事。
　　今年 47 岁的周雪蓉，是一名蜡
像艺术工作者。她以纯真的情感、精湛
的技艺，创造出“神似真人”的蜡像作
品，赢得业内外的交口赞叹，被称作中
国版“杜莎夫人”。然而，更可贵的是，
她坚持艺术为时代而作，为人民而作，
创作出农民、退伍老兵、航天员等大量
建设者蜡像。她直言，扎根于中国文化
土壤，是她的创作根基，为时代“塑像”
是她毕生所求。

中国版“杜莎夫人”

　　“收一收，要闭馆了。”着急的催促
声从不远处透过来，周雪蓉立即起身
迎了上去。只见，一名保安冲着两位正
坐着下象棋的老人喊道，“别下了，我
们要下班了！”然而，两位老人却始终
无动于衷，似乎完全沉浸在棋艺的世
界。一旁的周雪蓉忍俊不禁，连忙解
释，“假的假的，这是蜡像！”保安将信
将疑，拍了拍老人的肩，又揉了揉眼睛
再三确认，才回过神来连连赞叹：不可
思议，太像了！
　　这有趣的一幕发生在 2019 年的深

圳文博会。让保安“信以为真”的两位老
人，正是周雪蓉以自己的父亲和丈夫的
父亲为原型，创作的蜡像作品。
　　类似“以假乱真”的事不止一桩。
去年周雪蓉挑战了一项新任务。湖南
卫视《巧手神探》栏目组得知她的才艺
后，给她发来私信，“有没有兴趣带着
蜡像来演播厅，让明星‘侦探’现场甄
别人物真假。”
　　自信于多年来练就的手艺，没有太
多犹豫，周雪蓉便带着自己的作品《摄
影师》出发了。摄影师的原型是丈夫公
司的职员，一名摄影发烧友。那天，“他”
以一身休闲的打扮亮相演播厅，身穿牛
仔裤，背着双肩包，双手端着相机，歪着
头、眯着眼睛，专注地拍照。虽近在咫
尺，在场的杨颖、肖央、杜海涛等一众明
星嘉宾始终没发现这是个假人。
　　“放大看细节，连毛孔和血管都能
看到。尤其是额头上的几颗痘痘，完全
就是熬夜‘爆肝’后的我啊，更别提眼
角的皱纹、鼻旁的法令纹了，简直和真
人一模一样。”有观众在节目留言中发
出如此惊叹。
　　“这对我是最好的鼓励。”周雪蓉
笑笑说，蜡像是写实的艺术，绕口令般
的真假猜测，恰是对她手艺的肯定。
　　目前，蜡像在中国还是一门冷门的
艺术，没有院校开设专门的专业课程。
完成一尊蜡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

的要 3 个月，难度大的一年半载也有可
能。在周雪蓉眼里，让创作对象认可就
是标准。做了这么多年，无论是为明星、
科学家、画家、农民、工人创作，她始终
恪守这一原则。
　　“每天与蜡像打交道，哪个人物令
你印象最深刻？”记者问。周雪蓉说，最
难忘还是历时 18 个月才完成的作品

《艺术家》，“那是来自业界的肯定，对
我而言意义非凡”。
　　超写实画家冷军是周雪蓉心中的
一座艺术丰碑，其代表画作之一《小
姜》以高清相机拍摄般写实，细腻还原
了少女小姜的形象神态，让人难以相
信这竟来源于真人创作。
　　在蜡像创作得到冷军本人授权
后，周雪蓉拿出“近乎苛责”到完美主
义的创作态度。她从广东跑到冷军在
武汉的工作室，拍摄了上百张人物肖
像，仔细揣摩工作和生活中冷军的不
同状态、细微变化。
　　冷军的发质、发色特殊，难以找到
合适的仿制材料。她等了两个月，收集
到冷军本人的头发才开始创作。“要把头
发分为几十个区，分区剪、分区收集包
装。后期再将这数万根头发，按特征、分
区域，一根根手工植入头部模具中。”周
雪蓉说，没有耐心和细致，干不了这活。
　　前期素材收集好了，周雪蓉把自
己泡在了工作室。有时她端详着泥稿

出神，却好几天也不动手，有时却又迅
速地做出微调。18 个月后，当冷军本
人看到那个手执画笔、眉头微蹙、专注
又略带忧思的蜡像“自己”，忍不住赞
叹，“天呐，杰作！”
　　随着作品被越来越多圈内外人士
认可，有观众称她是中国版“杜莎夫
人”。但她依旧保持平常心，并十分清
醒，“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模仿。蜡像艺术
历史上只会有一位杜莎夫人。而中国的
蜡像艺术，应该拓展自己的新路。”

“对待手艺要至真至诚”

　　“怎么光头还会有发根的触感？”
在周雪蓉位于广东中山的蜡像创作基
地，也会迎来一些参观者。当有观众无
意中摸到蜡像的光头时，总会发出这
样的疑惑。
　　没人会想到，这是创作者坐在桌
前，花十多天时间，一针一针，将上万
根头发植入头部模型，又将植好的头
发全部剃掉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要干好这份工作，不需要太多深
奥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耐心劳作，用心
积累。”她说。
　　采集人物资料、3D 建模、创作泥
稿、硅胶制模、上色化妆、植发植眉植
眼睫毛、再次补妆、穿服装……一尊完
整的蜡像创作，往往要经历十几道大

大小小的工序。
　　随着时代的进步，制模、喷枪上色
等技术已解放部分人力，但泥塑、绘画等
关键步骤，依然要靠人的手艺来打磨。而
这又恰恰是区分蜡像艺术水准的关键。
　　时光退回到 2000 年初，那时杜
莎夫人蜡像馆还未进驻中国内地，人
们对蜡像艺术并没有太多认知。哪个
博物馆里有几尊蜡像模型还原某个场
景，在当时已是领风气之先的创举了。
　　尽管有美术功底，但在她刚入行
的时候，如何做蜡像，是没有师傅教
的：买一张门票，到深圳世界之窗，看
到展出的一尊毛利人蜡像，这便是“课
本”了；和丈夫守在蜡烛厂内，“偷师”
工人怎么给蜡塑形、上色，这便是“学
艺”了。她每天所做的，就是和丈夫一
起试验、试验、再试验，从一次次失败
中学经验。
　　“后来，我又专门跑到北京学习影
视化妆，能有所借鉴，但蜡像又不是简
单的化妆，还涉及很多特殊情况需要处
理。现在蜡像制作普遍用硅胶做材料，
过去用蜡做像，把握不好温度，蜡像很
容易变形。上色也有讲究。要想进步，还
是得靠自己多看、多试、多练、多领悟。”
　　如今已有 70 个年轻人加入她的
团队。对徒弟们，她总是鼓励表扬。她
说，这些孩子基础好，见识广，起点也
高，手艺不能荒废了。只要她在工作
室，二话不说，也要帮着指点。
　　周雪蓉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对于
塑像的人物身份拿捏到位。“明星出现在
大众视野中，通常是上妆后的形象。因
此，在创作中，需要还原这份‘完美’与细
腻。相反，农村老太太，脸部太过完美无
瑕反而不真实。恰恰是加了老年斑、皱纹
这些细节，才能让她亲切具体。”
　　入行 20 年，近几年，周雪蓉喜欢将
自己创作过的蜡像作品拿出来再创作。

“艺术的境界是无限的。当你对生活的
理解更丰盈时，回过头来看作品，总觉
得它还能再深入、再提高。”

为时代“塑像”最有价值

　　每逢周末，广州“小蛮腰”下的“帷
幕开啦”蜡像艺术馆总能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打卡。“帷幕开啦”是周雪蓉创立的
蜡像品牌。
　　蜡像作品《老外婆》，取材于周雪

蓉的外婆，一位朴素的农村老太太。
她勤劳、善良、奉献，以温情和关怀
滋润家人。佝偻着背部，手拿针线为
家人纳鞋底的“外婆”蜡像，定格的
是中国传统亲情之暖。
　　为制作“世界水稻之父”袁隆平
的蜡像时，她坚持向袁隆平本人“求”
一身旧衣服，只为真人穿过后的衣服
带着自然的褶皱和人的气息，让蜡像
人物更具神韵。
　　 1986 年版《西游记》的导演杨
洁女士不幸过世后，周雪蓉照着她
本人的照片，创作了蜡像“杨洁”，让
一代人民艺术家的形象留驻人间。
　　蜡像记录时代。周雪蓉的作品
取材于我国各行各业的建设者：退
伍老兵、农民、国画艺术家、航天员、
粤剧演员……这些蜡像作品无不闪
耀着劳动的光芒、创作的喜悦、文化
的美感，生动地诠释着艺术的真谛：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只做明星蜡像，不是我的初
衷。我们祖国这片热土，有太多勇于
创造、甘于奉献的人，我们传统文化
中有太多博大精深、辉煌亮丽的瑰
宝。这才是我创作的根基和源泉。”
　　“帷幕开啦”蜡像馆品牌的社会
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英国杜莎
夫人蜡像馆的关注。英国杜莎夫人
蜡像馆制作总监曾两度访问周雪蓉
的创作基地，对方惊叹于中国蜡像
制作目前的精湛技艺，开玩笑说，

“你们在中国是佼佼者，下一步面向
世界，我们就成竞争对手了。”
　　面对同行试探性的询问，周雪
蓉谦虚谨慎地回答，我们致力于打
造自己的民族品牌蜡像馆，希望用
蜡像凸显自身文化特点与民族特
色。与你们主打名人蜡像的模式，
是差异化的良性竞争。这能让我们
共同进步。
　　如今，“帷幕开啦”蜡像馆已进
驻厦门、丽江、长沙、大连、广州、拉
萨、马来西亚等国内外多地。这离她
的梦想也更近了——— 用蜡像向世界
讲述“中国故事”。
　　“下一个最想创作的人物是
谁？”面对记者提问，周雪蓉笑着说，

“你们能联系上钟南山院士吗？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他逆行武汉，敢医敢
言，这份时代贡献值得铭记。”

他让“兵马俑”飞上了天
本报记者蔡馨逸、李亚楠

　　张天伟的工作室在西安城西一
个不起眼的小区里。在窗边的一张大
案子上，钳子、小刀、榔头、电钻、铅笔、
橡皮、绘图尺、酒精灯等工具一一摊开，
占了大半空间。83 岁的张天伟戴着老
花镜伏在案前，将竹篾、易拉罐等做成
能飞会动的风筝。
　　从 1987 年做出第一个头会动的
长龙风筝，到螃蟹、壁虎、卓别林，再到

“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及兵马俑军阵”
“秦始皇万里长城”，30 多年里，张天
伟没做过重样的风筝。每做一个风筝，
要么是新造型，要么细节构造上有所
改进，总比之前的好。
　　 2009 年，张氏风筝制作技艺入
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 年，
张天伟被西安市非遗保护协会授予

“非遗传承终身成就奖”。他说：“我这
一辈子就爱风筝，爱创新，既然做就要
做到最好。”

让“兵马俑”飞上天

　　数名成年男子像拔河一样拽着
一条绳子快速奔跑，绳子另一头———
竹制的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带着 48 排
秦俑军阵风筝巨龙般乘风而起。为首
的铜车马驷马昂首摆尾、奋蹄奔腾，
驭车人挥臂驱驰、四下张望，车厢两
侧车轮飞转、滚滚向前。望着 40 米长
的风筝翱翔天际，人们爆发出阵阵
欢呼。
　　“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及兵马俑军
阵”风筝 2004 年第一次放飞的场景，
永远印在张天伟的脑海里。这是他最
得意的作品，耗时 8 个月，光是铜车
马就用了 920 根竹篾、有 3000 多个
绑扎点。军阵的 192 个兵马俑全部出
自张天伟之手。
　　“我是西安人，兵马俑是西安出
土的国宝，1986 年开始做风筝时，我
就有了做铜车马和兵马俑动态风筝
的念头。”张天伟说。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收集资料，除

了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参观，还买了
很多兵马俑、铜车马模型，又请在文博
系统工作的朋友提供专业支持。因为

“工程浩大”，直到 2003 年，张天伟成
功做了多个动态风筝后，才有底气付
诸实践。
  尽管设计极尽细致，在制作时还
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我最不怕的就
是遇到问题，这样更能激发出创造力。
不管走路还是吃饭我都在琢磨，想方
设法要把问题解决了。”张天伟说。
　　经过 4 个月攻关，能动的“铜车
马”终于做好。整只风筝重量只有 500
克，最细的竹篾直径不过 1 毫米。车
轮为风动轮，经过巧妙的机械传动，四
匹马可同步抬头摆尾，四蹄交替走路，
驾车的人头可左右转动，双臂上下挥
舞作牵缰绳状，车上门窗均可开启。随
后，张天伟又用了 4 个月做好兵马俑
军阵，军阵每 4 人一排，6 排为一方
阵，8 个方阵共 192 个铠甲、服饰、色
彩、发型均不相同的秦俑。
　　这组展现陕西历史文化的风筝，
在 2005 年 11 月的世界华人风筝表
演中，获得最佳创意及最佳制作两项
大奖。2010 年亮相上海世博会，2011
年又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参展。

“风筝世家”诞生的创新大师

　　张天伟与风筝的缘分，自他一出
生就已经结下。
　　十多岁起，张天伟就开始在父亲
指导下做风筝，展现出了手工才能。
1986 年第三届潍坊国际风筝节暨第
一届全国风筝邀请赛，张天伟作为陕
西队的一员参加。他带去参赛的是一
个灯笼样式的大型立体风筝，一举夺
得了银牌。
  与各地风筝爱好者切磋，让张天
伟大开眼界。回到西安，他当即决定做
一个头会动的长龙风筝。在龙的两腮
装两个风轮，小齿轮带动大齿轮，曲轴
带动连杆，让龙的嘴巴、舌头、眼睛都
动起来。
  第二年，这个风筝在第二届全国

风筝邀请赛上技惊四座。1988 年，
龙头风筝被一位加拿大风筝爱好者
收藏，被印制成加拿大邮票。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之
际，邮票在加拿大正式发行。
　　 2008 年为庆祝北京奥运会成
功举办，张天伟制作出“秦始皇万里
长城”风筝。“秦始皇”头戴珠冠、腰
佩宝剑、右臂高举，在风力带动下左
右转头，挥动右臂。在他的身后，是
气势宏伟的万里长城，由山海关、居
庸关、娘子关、平型关、雁门关、嘉峪
关 6 个关隘，5 座烽火台，187 个城
垛，总计 208 只风筝组成，象征
2008 年奥运会在中国成功举办，升
空后总长 138 米。

匠心追求，精益求精

　　在工作室里，张天伟小心翼翼
地将四个龙头从盒子里取出，依次
摆在桌子上。他将动态龙风筝更新
到了第四代。最小的是他“复刻”的
第一版龙头，直径不过 5 厘米。风
一吹，龙头两侧的风轮快速转动，带
动龙嘴开合，舌头伸缩，两个眼珠子
滴溜溜转动。
　　第四代龙头是在 2009 年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专门设计
的，也是首款“声光电”动态风筝。风
筝取六六大顺的吉祥寓意，全长 60
米，龙身由 60 面直径 60 厘米的国
徽组成，龙头里装有锂电池电机、喇
叭和 LED 灯泡。放飞后，“中华龙”
在循环播放的《歌唱祖国》乐曲声中
摇头摆尾，嘴巴、舌头、眼珠、眼皮、
眉毛、胡须、耳朵、两腮等 9 处随风
而动，眼睛发出光芒。
　　“我从来不做重复的东西，就算
都是龙头，也要一代比一代好。”张
天伟说。
　　“用毕生追求新作品和新尝试，
用一颗匠心打磨作品，这是一个手
艺人的坚守，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信
仰。”与张天伟相熟的非遗专家王智
如此评价。

周雪蓉（右）在调整蜡像《艺术家》的服装。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周雪蓉，蜡像艺术工

作者，人称中国版“杜莎

夫人”

  她的作品取材于我

国各行各业的建设者：退

伍老兵、农民、国画艺术

家 、航 天 员 、粤 剧 演

员……

  扎根于中国文化土

壤，是她的创作根基。她

说，为时代“塑像”是她毕

生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