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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味 铁 炉 油 馍
铁炉油馍，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从最

初的军用食品逐渐发展成为承载地方文化特
色的传统美食，也寄托了铁炉人的故乡情结，
从而演绎出浪漫的油馍情缘。

铁炉油馍位于临潼邓家庄，一个具有千年
传承的农耕自然村落。据临潼县志记载，早在
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人类的活动和居住。
沟峁起伏的黄土塬区，古老悠久的历史，朴素
醇厚的农风乡情，真诚直爽的文化积淀，造就
了地方特色美食小吃——铁炉油馍。

铁炉油馍以其悠久的历史、考究的做工，
誉满临潼及周边地区，很多品尝过它的人，都
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堪称临潼地方美食中一
朵瑰丽的奇葩。受到西班牙、日本、韩国等国
际美食爱好者的青睐。

油馍，是最平常不过的面食品，好多家庭
都会做，可藏在陕西临潼区铁炉乡民间这个油
馍，因口味独特吸引来各地的游客，成为当地
特色的美食。到了铁炉街道，餐馆几乎家家
都在经营铁炉油馍，它早已成为这里的招牌
美食。每每到了周末或节假日，慕名来这里
品尝铁炉油馍的客人络绎不绝。目前，铁炉
油馍以其正宗的味道，已被列为西安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据记载，铁炉油馍起源于秦。当时秦王嬴

政为统一六国，广泛征兵，大量铸造兵器，现
在的铁炉街办附近在当时就是一个大型的兵
器厂。由于兵器生产量大，生产强度大。一
天，在兵工厂劳作的士兵一时饿极，就把面团
压扁贴在炉壁上烤熟充饥，没想到这种快捷
而简单的食物味道还不错，于是这种做法就
在兵工厂里慢慢流传开来，一传十，十传百，
这就是铁炉油馍的雏形。

当地人对铁炉油馍还有一种称呼“手撕油
馍”，人们品尝的时候不用筷子等餐具，直接用
手撕着吃，这样的吃法最为地道，最能体现油
馍千层薄透，筋道柔韧的特点，同时也展现出
关中人的豪迈与爽朗。据说铁炉油馍在铁炉
乡一带属于招待贵客的上品。当地人认为，无
酒无肉不要紧，无油馍而要被人耻笑。

别看这油馍普通，要烙出正宗的铁炉油
馍，首先得选用关中地区出产的小麦磨出来的
头茬白面。然后和面，这和面也有讲究，需用
烫面和死面两搅，一般按照 1：2的比例，而面
的软硬全凭经验。面揉好后，倒少许菜油，涂
抹在面团表面，用油一封待用，这么做是为了

防止面皮风干。面团擀好后，往铁锅里倒入适
量菜油，开火烧油，把擀好的面饼放进锅内，文
火加热。馍在锅里，通过煎油的高温，慢慢成
形直至烙熟。单是闻着飘香的油酥味，已是让
人口舌生津，拿上一块咬上一口，外香酥而不
硬，里绵软而不粘。

常言道：来西安不吃牛羊肉泡馍，等于没
来。可是我要说，到临潼，没吃过铁炉油馍，就
等于没来过临潼。因为铁炉油馍在临潼的名
气，跟牛羊肉泡馍在西安的名气相差无几。最
值得一提的是，油馍自秦朝诞生至今，所用的
原材料基本没有变化，主要是以面粉、油、盐三
样原材料为主，只是在制作手法上不断改进。
所以，这小小的烙饼吃的可是“大秦”的味道，
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难怪油馍又被
誉为“三秦一绝”。 □潘世策

——陈忠实先生关心职工文学创作记事

剪纸《卯兔兆丰年》里的民俗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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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蓝田横岭

1997年10月，咸阳市职工双休日文学讲座学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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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是生命的美丽，回忆从来都让人珍
惜……我与著名作家陈忠实，邂逅于咸阳市
工人文化宫。

一面之交留影

1997年 9月 27日至 10月 12日，为扶持培
养更多职工业余作者热爱文学，精心创作，市
工人文化宫利用 3个双休日，6天时间，举办
了“职工双休日文学讲座”，特邀著名作家陈
忠实、赵熙、莫伸、叶广芩、杨红柯和著名文学
评论家王愚、刘建勋、畅广元、费秉勋等 12位
名家来咸授课。当年，我分管职工文化工作，
全程参与了此次活动。遥想当年办班情形，
作为主办方我们有一个心结。那会儿恰逢社
会下海经商热潮，人们想着办法拼命挣钱，加
之又是双休日，好不容易请到名家授课，怕前
来听课的人稀稀拉拉，总觉得对不住各位老
师，身为操办者更是无地自容。于是，我们采
取多种形式：一是利用市域媒体发布消息，广
而告之；二是充分发挥文化宫所处闹市中心
的优势，临街制作张贴宣传牌和标语；三是通
过众多职工业余作者，口口相传。当时，我们
的办班地点选在文化宫二楼，是气派、雅静的
特级影院，阶梯席位，软座靠背，铺红地毯，灯
光、音响齐备，场地无可挑剔。

讲座当天，吸引了三原、兴平、永寿等县市
区的职工文学爱好者纷至沓来，原咸阳西藏民
族学院自发组织了一班大年纪学生集体听课，
一下涌入 500多人，始料不及。不少人几乎每

次都是带着盒饭边吃边听。戴着助听器的 76
岁刘海楼先生告诉我：“作家学者们生动诙谐
地演讲、理性独到的见解，令人回味无穷。”而
一位前来授课的教授兴奋地说：“在现在许多
人纷纷‘下海’经商的今天，咸阳有这么多人如
此钟情于‘文海’，真想不到。”

10月 5日下午，大名鼎鼎的陈忠实老师
前来授课，我早已在活动楼下恭迎。我从人
流中一眼认出陈老师，他不是我想象中的西
装革履，而是穿一件略显陈旧的褐色夹克衫，
朴素整洁，面部“沟壑纵横”，如同《白鹿原》里
关中老农的装束，随意谦和，一阵寒暄，我们
径直走进报告厅。欢迎掌声过后，他开门见
山地说：“今儿很高兴和大家谈文学。”我知
道此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他毕生的追求和
情怀。他讲的主题是“文学需要突破”，他地
道正宗的陕西土话、颇顺溜的秦声秦韵，不
落客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几乎不用形容
词，偶尔一两句玩笑话，会逗乐在场的每一
个人。针对文人“下海”一说，他没有指责，
仅是亮明自己“文学依然神圣”的观点。可
谓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两个多小时的精彩授课，让会场阵阵欢
声笑语。我清楚记得，他刚讲完，台下几十位
文学爱好者，纷纷拿着准备好的《白鹿原》，一
窝蜂似的挤上台，请他签名留念……

陈老师讲完即走。我深谙他时间之宝
贵，是个大忙人，不好再挽留。临别辞行，我
提议与陈老师合个影，他二话没说，便满足了

我的心愿。

一书一信传情

回忆是幸福的，也是美好的。咸阳市“职
工双休日文学讲座”，对职工业余作者来说，
犹如一座“加油站”，鼓舞、促进了咸阳职工文
学创作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据统计，全市职
工作者推出的文学作品书籍（稿）达数十部。
咸阳市总工会和市工人文化宫也相继编辑出
版了《职工文学作品选》，共收录全市百余位
职工作者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几百篇，
约百万字。时任全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欣然
题写书名，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咸阳市委书
记、市总工会主席分别题词恭贺。

2011年 8月 4日，陕西省职工作协成立大
会在西安市高新区举行。我荣幸兼任职工作
协副主席。会前，职工作协主席周养俊先生
对我说：“今天你在会上有一个任务，宣读著
名作家陈忠实的贺信。”我接过贺信，共两页
纸，感觉分量很重，匆忙熟悉起来。因名家
陈忠实已聘请为省职工作协名誉主席，其贺
信当数成立大会第一项内容，我顺利完成任
务，待我重回席位，仔细浏览、字斟句酌，其
中有这么一段话：“职工文学是现代文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希望省职工作协和广大职工
文学工作者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贴
近职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努力创作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不断推进职工文学事业
创新发展。”

多年以后，我拜读了彬县职工作者胡忠
伟发表的《乡居得静 五谷养文》一文，他重温
并分享当年在文化宫聆听陈老师授课后的所
思所想、所感所悟：“他语言简朴，却总能一语
中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可以用最简单直观
的语言来描述，‘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
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
以，馍就生了’。”

对待名利，陈忠实直言不讳：“我向来不
说淡泊名利的话。我希望有中国作家包括陕
西作家能出大名，大到让世界都能闻其名而
赞叹，当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家乡的大
幸。再说利，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劳动赢得
酬报……是为正道，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要
求喝着玉米糁子就着酸黄菜的作家‘淡泊’名
利，缺乏人道。”

一晃，陈忠实先生远去已有 6个年头了。
巨匠远去，大作盖世。正如著名评论家阎纲
所言：“只要《白鹿原》在，忠实就活着。”

晨露欲滴，花影摇坠。我虽与陈先生一面
之交，但“一面一信总关情”…… □张翟西滨

晚明王徵，实在是一位奇士。困顿
科场近三十年，五十二岁才步入仕途。
其为宦生涯短暂却又辉煌，德操才智出
类拔萃，上下嘉叹；不畏权贵铁骨铮铮，
赢得“关西劲士”的美名。生不逢时身处
乱世，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主动
捐弃生命而殉国，做了明王朝的悲剧英
雄。更称奇的是，在西风东渐，两种异质
文化相碰撞的大背景下，他站立潮头，放
出眼光，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会通作出惊
人贡献：天启六年（1626），与法国人金尼
阁合作完成以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西儒耳目
资》，成为当今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两年后的
崇祯元年（1628），又与德国科学家邓玉函合作译绘
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
程学。一位老进士而具世界眼光，和同时代翻译
《几何原本》的徐光启被后世合称为“南徐北王”。

王徵在道阻且长的成才之路上终成大器，
与家乡优良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舅父
湛川先生张鉴，慧眼识珠，言传身教，其恩泽所
施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给了王徵沦肌浃髓受
益终身的涵濡。

张鉴，陕西泾阳县嵯峨山前管村里人，万历
年间关中著名学者，弱冠之年即设坛授徒，当时
的显宦宿儒多重其道德文章而争相延聘。上了
《明儒学案》的郭郛先生曾让两个孩子从业于张
鉴，且与人说：“对张君如对偶像，吾且奉之为
师，岂独二子！”王徵生而颖悟，入学前粗读了一
些书，在不知文章为何物时，“听人说有破题、起
首……乃自诌一破，约有半篇文章之多”。张、
王两家相距很近，小王徵常去外家，深得舅舅张
鉴喜爱，虚龄七岁投其门下受业。王徵敏而好学
又勤于思考，得张鉴加意培养，如春苗得雨日见
茁壮，十五岁时，已是“文章骏发，立志落落，不与
众伍”。一日，张鉴的妻兄尚从教来张家碰上了
王徵。此前，曾多次听妹夫夸赞他的外甥，今日
一见果然聪慧，于是便当场出题让其试作。王徵
应命提笔，不一会儿完卷，阅之，“斐然可观”。尚
氏高兴异常，当即邀张鉴为证，将爱女许配王徵。

张鉴不是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之父，只把儿
子的天赋才能到处炫耀而“不使学”，致使“神童”

终于“泯然众人”。在王徵离开自己入
了县学后，张鉴仍然关心外甥的深造提
高，要他把才华的锋刃放在勤奋的磨石
上不断砥砺。张先生有一部自编的类
似于《三字经》的启蒙读物《历代事略发
蒙歌》，王徵早已熟读成诵，但张先生要
求他“于歌中或事迹未甚了然，或姓名
未甚明悉，于夫史断可摘录者，详稽全
史，忝注其旁，并细书条段于额上”。这
实际是在引导王徵由表及里，追根溯
源，钩沉提要，融会贯通做学问，从而走
出“记问之学”的浅层次，可谓良师良
方，用心亦苦。

张鉴对王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他博学多才而又注重致用，文章以外，

“八阵之推演，六壬之新解”皆有心得而
尤长于巧思制器，“易弩、火弩诸机括，
张翼、无敌诸战车，扼要调化，制作种
种，出人意表”。万历二十五年，时任太
原同知的张鉴督运偏头关军饷期间，抽
暇制作了各种战车、易弩，总督萧大亨
赏识其巧思独运而“布诸塞上，永为折
冲御侮之具”。王徵早为史上璇玑玉衡
（浑天仪）、木牛流马等奇巧制作的失传
而遗憾，很想模仿古人，自己动手，舅父
的身体力行给了他冲破“君子不器”传
统的巨大动力。在那漫长的困顿科场
的岁月里，王徵没有青灯黄卷埋头苦
熬，而是一边著述立言，一边投身格物
制器，累岁弥月，眠思坐想，一似痴人，
终于制作出了虹吸、鹤饮、轮壶（自鸣
钟）、代耕、自转磨、自行车（打捆稼禾的
运载工具）以及地平、活动木等数十种

半自动半机械化的奇器，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在后来他司理广平时亦有应用，博
得好评。天启六年（1626），他又将其中有关民生
日用急需的内容汇编成册，名曰《新制诸器图
说》。有了以上丰富扎实的实践经验垫底，《远西
奇器图说录最》之于王徵，便不是什么完全陌生
的坚城高地。需要补习的主要是系统的测量、算
指、比例知识，而以王的智力和专注，有邓玉函的
热心辅导，“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

欲知张鉴在王徵生命中的分量有多重，最好
是听王徵自己的诉说与评定。读王徵著述，屡屡
遇到一个字典里没有的语词——“舅师”，这是他
对张鉴满怀崇敬感恩的专用称谓，终世不改。《祭
尚宜人文》里回忆道：“我舅师每莅任，徵且追随
宦署”，犹如一个提前“观政”的见习生；《兵约》序
言说：在广平，被巡抚张蓬玄调去恒阳练兵的训
练方案，就是参照舅师所著孔明八阵图解加上自
己的一得之愚制定的；表弟张炳璿受任满城县
令，王徵在贺信里特别提及舅师在定兴任上曾远
诣杨继盛祠的事，希望他不负庭训，实行真心爱
民的美政；崇祯十一年，有憾于自己那本舅师编
的《发蒙歌》在登莱前线丢失，六十八岁的“白发
学徒门下甥”王徵还借来表弟收藏的孤本亲自抄
录一遍，以传子孙。

张鉴病重日，王徵熬汤送药，不离左右，直至
舅师瞑目，亲视棺殓，泪洒坟茔。周年祭日，王徵
提笔写下铿铿然重于千斤的悼词：“嗟乎先生！
孰无舅？先生于徵，舅而父者也！嗟乎先生！孰
无舅？先生于徵，舅而师者也！”没齿难忘啊，这
是他心中永远的堕泪碑。 □冯日乾

“横岭”是秦岭北麓中一支东西走向的山
梁，东起蓝田县厚镇乡东南部的秦岭山地，西
止西安市灞桥区。以这道山梁的梁脊为分界
线，山梁南侧均为蓝田县辖境。山梁北侧的东
部为渭南界；西部为临潼区所属，谓之临潼山，
也叫骊山。这道山梁从东到西横贯蓝田北部，
形成蓝田北部一道天然屏障，故在蓝田俗称其
为北岭，也叫横岭。

东西绵延 40公里的横岭，按其在蓝田辖
地而言，除横岭区的金山、三官庙、厚镇三乡以
外，还包括原冯家村乡的全部和华胥、洩湖、三
里镇、李后、普化、马楼、玉山诸乡镇的一部
分。古时的北岭植被覆盖完好，整个岭区林木
茂盛、绿草如茵、溪流潺潺，野花遍地，因而在
古时也把北岭称为绣岭，并进而演解为“绣岭
春芳”，成为“蓝田八景”中之一景。无论你在
岭坡的任何地方都能产生一种生机勃发之感。

橫岭是具有古老文明历史的地区。“蓝田
猿人”从秦岭谷地沿灞河两岸向下游迁徙发展
的过程中，南岸沿白鹿原，北路即沿着北岭坡
根。由于地壳造山运动，北岭逐步抬高，灞河
谷地下降，故北岭的半坡就形成了古人类活动
遗址的分布带。蓝田洩湖镇陈家窝 65万年前
的猿人化石遗址就是证明。在此前后，横岭地

区陆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时期的遗址，如东部
厚镇涝池河沟至三官庙一带就分布着三个旧
石器遗址点；岭西部洩湖镇北部一带也分布着
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的人类聚落遗址；还有安
沟的旧石器遗址，三里镇毛家坪旧石器遗址，
华胥镇新街至东邓的新石器遗址带等。北岭
西部的华胥镇岭区就是传说的“三皇故居”，有
华胥氏、伏羲氏、女娲氏的活动遗迹。

横岭地区分布的古墓冢之多令人难以记
述。《史记·秦本记》：“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
芷阳。”按清《蓝田县志》载：“昭襄王葬蓝田县
城西三十里老冢湾”，即今华胥乡老冢湾村
南，占地面积十亩。据《史记·索隐》记载，此处
还有冢，疑为始皇父庄襄王墓。华胥镇支家沟
西北三百米处有覆斗形古墓，据记载为秦初四
大刺客之一的荆轲墓。陈家岩村东有西汉临
江王刘荣墓，相传刘荣自杀葬于此，众皆怜之，
群燕衔泥为之封土，故此墓又称“燕子冢”。柳
家村原名柳庄，为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居地，
柳公权死后葬于此，其地在今李后中学校址
内。三里镇乡乔村东，有隋柱国右领军大将李
安居地。死后亦葬之于此。金山镇西有高顶
村，为汉代萧何之古冢。三官庙乡卢家坡村北
有唐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钧墓。焦

庄村北有明中书平章李思齐墓。
横岭地区还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

方。分布在这个地区的阿福原、太白神庙、下
驾坡、鸡子堡等文化遗址都有一定的历史渊
源。今厚镇东咀村北一带，不仅有一处文物含
量丰富的文化层，也是唐代著名空寂寺的遗
址。三里镇西北的白庙村，是因为建于北宋前
一座“白衣菩萨庙”而得名。李后乡齐王村，传
说西汉名将韩信曾在此地居住，后韩信被封为
齐王，当地人在村中建“齐王庙”，该村便以庙
为村名。玉山镇北有汤兴岭，传说是汤武王最
初兴兵的地方，后在该地建寺名曰“汤兴寺”。

横岭地区自清代以后，生态失衡，植被锐
减，绣岭之色渐失。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
始，广泛于岭区的各纵沟内筑坝蓄水，八十年
代后又广凿机井，解决人畜用水。特别是九十
年代以后，大力提倡植树种草，岭区又开始重
现昔日的“春芳”之姿。现在的北岭以刺槐青
柏为主的杂林漫山遍野。退耕后的草地促进
了畜牧业的发展，形成了闻名关中地区的“金
山牛”和“布尔山羊”的基地。著名的“白马河”
水库已建成以湖面游乐为核心的生态园林旅
游地。北岭正在随着时代的步伐，进入一个欣
欣向荣的新的历史时期。 □刘丹

作为定边剪纸第五代传人，传承和弘扬三
边剪纸这门民间艺术，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个人剪纸风格的形成，说到底是多年来对三
边传统剪纸技艺潜心钻研的结果。从开始发表
单幅作品、组图，到后来的巨幅作品创作，都是
时代发展的要求，要表达自我的艺术心声，反映
现实生活，就必须创作出与时俱进的作品，才能
不负今天的美好生活。

《卯兔兆丰年》是我为农历兔年创作的一幅
三边民俗方面的剪纸作品。这幅作品从构思到
设计，从开剪到结束，蕴含了无限艰辛，我对此
感到欣慰和满意。

民间艺术创作要反映社会现实，不仅需要生
活素材，更要解决好为谁服务的问题。《卯兔兆丰
年》主要描绘了“百兔喜庆丰年”的场景。2023
年是农历癸卯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为了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好、落实好，使党的惠农政策深入人心，我以兔喻
人，以农业产业化富民为主题，以农副产品大展
示为内容，讴歌党的富民强国好政策，颂扬人民
群众奋进新征程的生产和生活热情，表达了群众
期盼年年丰收、代代富裕的美好愿望。

《卯兔兆丰年》作品的浏览、观赏、解读应按
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的顺序进行，其内容可分为
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子，引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遐想，招宝兔正领头奋力掌舵起锚，及满载
钱财和五谷的旱船。船舷上刻有“连年有鱼”的
图案，玉兔们正以饱满的热情、勃勃生机地摇动
着旱船向人们缓缓走来。看到这里，人们不由想
到，这么多的财富是从何而来？接着，我用剪刀
告诉人们，财富是党的富民政策和人们的辛勤劳
动得来的。旱船里的两只“合二仙兔”象征着和
气生财，多劳多得就能五谷丰登。

第二部分是作品的主体，描绘出人们喜庆丰
收的热闹场景。玉兔成群结队、大规模走上街头
进行农副产品大展示，有的背着大白菜、有的抱
着大麦穗、有的扛着大蘑菇、有的枕着大洋芋、有
的跳起大秧歌、有的踩着大元宝，千姿百态，神气
十足。更为精彩的是幸福之兔乐开怀，雌兔挑起
长寿兔，雄兔扬起丰收兔，领着敲锣打鼓平安兔，
鼓乐齐鸣，共同吹响人寿年丰曲，财源滚滚八方
来。热烈庆祝党的二十大，是唢呐手最响亮的号
角，大型腰鼓队与扇子舞错落有致，遥相呼应，热
闹非凡，街头巷尾充满了吉庆祥和的气氛。土豆
王、西瓜王、南瓜王、辣椒王、葡萄、苹果和西红柿
等等，全都展现在观众面前，民间歌舞二人转的
表演别有情趣。这时候，彩带飘扬，上面写着“全

是新品种”“产业化富民”的标语。玉兔滚绣球，
富贵不断头；群兔拔萝卜，团结庆丰收……这一
系列美景昭示着人们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齐心协力奔向新时代。

第三部分是作品的尾声，突出表现百姓安居
乐业、国泰民安。一排排整齐的陕北窑洞，红瓦
青屋、古色古香。各种农副产品硕果满仓：白菜
（百才）聚满房、粮食储满仓、金瓜塞满堂、金椒挂
满墙、歌声贯满腔。淘气的小玉兔，头枕元宝两
脚登天，躺在钱堆盛世昌。展现出农业产业化
使人民一代更比一代富，一代更比一代强。

单就剪纸艺术而言，怎样的剪纸才算是好作
品呢？我认为应根据主题和内容的需要，能够恰
当运用变形、夸张、比喻、谐音双关、谚语、象征、
意象等表现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和抽象思维，
能够表达人们美好愿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才
算是有价值的好作品。

在《卯兔兆丰年》中，剪纸语言是怎样表达的
呢？我认为，发财了就是有钱了，给兔子身上挽
铜钱，就是发财兔；“蛇与兔（蛇遇兔）”是指一对
美好事物的结合，谚语云，“蛇盘兔代代富”；“兔
子背棵大白菜”是指祖祖辈辈发大财；“兔子吐金
鱼”寓意兔年吐金玉；“兔子抱麦穗”寓指岁岁丰
收；“兔子拔萝卜”，意指发展靠团结。黄色南瓜
一大片，黄金滚滚一大罐。红色柿子一大串，喜
事多多一大链。颗粒庄稼一大船，五谷堆堆一大
滩。兔子扭起二人转，兔年时来运又转。

总之，剪纸《卯兔兆丰年》融合定边工、农、
商、贸、民俗风情及民间艺术于一体，充分展现
了剪纸的时代性等艺术特点，凸显了浓厚的三
边文化色彩，寓庄于谐，雅俗共赏。 □郑飞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