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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人物

骆旭旦骆旭旦：：想在老家开个生肖封创作陈列馆想在老家开个生肖封创作陈列馆
骆旭旦/口述 记者 李拓/整理

大源山里要比富阳城区冷，在去骆村

的途中，两边已染上了白霜。一道去的有

孙复东、何德言、黄介康、罗萌、吴君礼、邵

中庆、陆人淼，他们都是骆老的邮友。骆老

已在院子里享好了火堆。三五个工友用溪

坎里捡来的鹅卵石扣着花坛。两个骆老的

徒弟也忙着收拾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幢院里的五层大楼，是骆老当年借

款办制球厂建的，后来生产停掉后一直空

着。骆老说，没想到他在富阳城区秦望广

场边住了17年，现在又回到了原点。也

好，命运安排要他回老家开陈列馆。

骆老从今年9月开始打包搬运，足足

忙了个把月。他说，东西实在太多，除了家

具，还有他多年的邮集和手绘生肖封及从

各地收集来的许多石头制作的盆景。说到

石头盆景，骆老心都痛煞，有好多在运输途

中被震破了。

现在，骆老叫人清理和装修大楼的内

外环境一直忙到现在。他说，从装修到开

馆，至少还得花上一年时间。

大家烤了一会火堆，便随骆老参观大

楼。当年生产篮排足球的机器还堆着，有

两个大房间挂着他多年创作的字画，其中，

有5只大镜框里镶嵌着许多他去年和今年

年初画的鸡年手绘封。而骆老更多的宝贝

则存放在另外两个大房间里，合起来大约

有半个篮球场大。

一个75岁的老人，从打包到装运，然

后待大楼弄干净后，还得设计装修、定制展

柜、展板和镜框，再把所有的东西理出来分

厅布置，直到开馆，这个过程不光是财力上

的消耗，更多的则是精力上的考量。

一个淳朴的农民，凭着家传，自小对美

学孜孜以求，之后在专家的指导下，选择以

十二生肖手绘封作为突破口，并且长年坚

持，数量达6000余枚，好些颇有文化创意，

在国内也属罕见，还望相关部门和文化志

愿者帮他一把，毕竟他是在为富阳的文化

作贡献，仅靠一己之力，实在有些吃力。

可以想像，待到骆老开馆后，无论是村

里、镇里，还是富阳区里，都会带来文化效

应。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大源的印

象，将不再光是宣纸，还有一个国内少有的

生肖封创作陈列馆。

评价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经济当然

是杠杆，但最后显露的却是多姿多彩的文

化力量。

老伯和阿爸都做过小学
校长，阿爸曾聘请孙晓梅担任
老师

我的祖上有五代书香。老伯清末毕
业于县高等学堂，作为优等生受到奖
励。老伯自小受家传影响，喜欢古籍和
字画，起初在乡里办私塾，后来在民国初
期，在本地洪坞与骆虚堂等一起创办国
民小学，担任过两届校长。当时学校的
经费，一靠大家捐助，二靠与人合开的春
在堂药店资助，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阿爸幼小受老伯影响，读书也非常
用功，13岁即以乡试第一考取杭城省立
一中。在校期间，“九一八”事变爆发，阿
爸与同学们上街游行，抗议日寇侵占我
东三省。他受进步思想影响，不仅读书
好，而且思想也非常开明。可是在第三
年即将毕业时，阿爸因老伯突然病故，不
得已放弃学业，回乡办丧守孝。那年他
才16岁。

当时，本地小学因经费困难一度停
办。之后，阿爸与好友骆廼諴一道重整
旗鼓，聘请药店倌和老师才得以恢复，孙
京良和孙晓梅就是阿爸从龙门找来的老
师。没有教材，他们一起编写。抗战全
面爆发后，孙京良和孙晓梅在龙门秘密
加入地下党，在师生中积极宣传抗日主
张，受到阿爸的支持和掩护。

姆妈是大源虹赤村大兆坞自然村
人，出身于大户人家。娘舅俞祖奎是抗
战烈士。

老伯留下的笔墨纸砚及大量的古籍
和美术资料让我受益匪浅，如清朝版本
的《芥子园画谱》及4大本他画的梅兰竹
菊画稿，每本百余张，画在A4纸大的元
书纸和宣纸上，有临摹，也有创作。还有
老伯收藏的四五十个清末民初的书画挂
轴。所以说，我从小喜欢书画，是受老伯
的影响。

可惜这些古籍和书画，因历史原
因被毁，阿爸有幸得到当年被抄古籍的
登记清单。1987年，我陪阿爸到上海古
籍书店，想配齐这些古籍。店员噼里啪
啦一算，光《资治通鉴》《御纂医宗金鉴》
等主要古籍就得花费50多万元。阿爸
一听，当场脚骨软掉，路都走不动。

幼小阿爸就教我练字基
本功，小学和徐老师在村里画
墙画

幼小阿爸就教我练字的三项基本
功。我用阿爸自制的箬壳笔，在一块四十
公分见方的祖传水磨砖上，蘸着清水拉皮
条、画鸭蛋和写永字。阿爸说，写字身要
正，笔要直，笔梢要对着鼻头，拿笔的手要
稳，然后在笔杆上放上生鸡蛋给我作示
范。从此，我就照着阿爸教的方式练习，
摔破过许多鸡蛋。冬天，阿爸叫我一早起
来，一丝不挂坐在床沿，双脚浸在冷水脚
盆里练。不过，要看我高兴，有鸡蛋我就
练，因为摔破了姆妈好烧来给我吃。

1950 年，我 8 岁在骆村完小读书。
一到三年级基本用毛笔做作业，由于经
常要舔化毛笔，嘴唇每天弄得墨乌。我
后来能在老K牌大的一块地方手绘生肖
封，就是幼小打下的基础。

四年级，由于我画画比较出挑，美术
老师徐康年要我跟着他在村里的墙上画
看图识字图画，譬如画苹果、橘子、山头，
还有一些鸡呀鸭呀羊呀什么的，凡是好
画的地方都画。

小学阶段，我还经常在夜饭过后拿
把大刀，和村里的民兵一起在木桥头站
岗，一直要站到夜里11点才好回来。

小学毕业后，我在大同公社农中读
了一个学期就被精简回来。务农期间，
我也被公社叫去画放卫星和阶级斗争内
容的宣传画。1967年结婚。1971年无师
自通做起了油漆匠，给人家新制的家具
上画花鸟、山水。

改革开放初期，小队办竹制球拍厂，漆
羽毛球拍骨子成了我的主要生活。其间，
我还为富春江饮料厂和金桥供销社画过大
型广告。为了画好鹳山牌啤酒，我还特地
到对江对着鹳山写生。1982年，村里办文
体用品厂，叫我跑供销。1983年，村里又办
了个健身鞋厂，叫我负责经营业务。8年后
生意不好，我借款60万元造楼办开元球
厂，生产篮球、排球、足球。经营20多年后，
因生意不好停掉。

画画，我从小学开始一直没有断过。
1976年开始订《美术》杂志，之后又订了

《油画》杂志，也陆续买过一些美术资料。
画画基本是自学，要说有老师教，除了小
学美术老师，成年后还真遇到过一位。

跟着匿名老师学过人物
素描，差点成了唐云先生的关
门弟子

1969年，我在山上削青竹时左脚受
伤。那天，我到杭州去看病的路上，在春
江过渡时遇到一位五十来岁的外地人，
看他上跳板时拎着画画的写生板和蛮重
的两个包，行动比较艰难，我赶紧跑过去
帮他拎。上车也和他坐在一起，一路和
他聊碳精粉画头像的事，聊得蛮投机。
杭州下车，我又帮他拎。他在“解百”附
近有两个小房间，其中一个是画室。临
别，他说没事可以来嬉。我那天看好病
后，因为隔三差五要换药，就住在离“解
百”蛮近的姨妈家。

我每天上午10点去他那里，下午3
点回来。他那时也在用碳精粉给人画肖

像。我开头看他画，后来他忙不过来，就
叫我帮他画背景。我的人物基础素描就
是他教的。

午饭他供。他喜欢吃东北水饺，我
给他买。我水饺不饱肚皮，也吃不惯，他
就给我吃饭。有天，我看到他拿出一张
四尺三开的山水国画，蛮喜欢的，就问他
卖不卖？他说不卖。我说如果用黄金来
换呢？他说也不换。那么就是金不换
了，我说，好，今后就叫你金老师好了。
他笑笑。他一直瞒牢自己的名字，我问
过他好几次，他都不肯说。

他蛮有规律的，每个礼拜 4 天在杭
州，两天去外头。我在杭州住了40多天
脚好回来，就和他失去了联系。在杭期
间，姐夫还送我两本美术书，一本是哈定
的《怎样画人像》，还有一本是《素描》。

1975年，我到勤功村张堃老师家漆
家具，张老师指定要我在脚橱的两扇门
上画两幅山水。因为阿爸和他是好朋
友，晓得他懂书画，所以叫我用心点画。
我画好后，他一看就说，这是南京大画家
钱松喦的山水，问我有没有拜过钱师
傅？我说没有，只是临摹。他说我有这
么好的天赋，愿意帮我介绍一位老师，叫
我到上海唐云那里学画。第二天，他就
叫儿子来拍我画在脚橱上的画，照片洗
出后寄给唐云。

原来，唐云与张老师有蛮深的交情，
1938年唐云避难到大源勤功村，在张老师
家住过一年。张老师说，我阿爸也认识唐
云。等我一个礼拜家具漆好，唐云的信也
来了，他很愿意收我为关门弟子。我当时
因家庭负担放不下，不想去。接着唐老师
又来了两封信来催，我被阿爸骂煞，张老
师也上门来劝我去。现在想想蛮后悔，我
当时怎么就这么混呢。

直到2009年，我在杭州南山路西湖
边的唐云艺术馆，终于看到他的照片。
我当时就呆掉了，他和我当年在春江过
渡时遇到的那位画家蛮像。20多年来，
我一直在打听江南片有没有这样一个下
放的画家，结果没有。我好几次在梦里
见到他教我画人物素描的情景。

13岁去表哥家嬉爱上集
邮，后来遇到邬老师才走上正道

13岁那年暑假，我去杭州的几个表
哥家嬉，看到他们收集的花花绿绿的邮
票好煞，表哥们看我欢喜，就送些给我。
从此，我与邮票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阿姐正和杭州朋友谈恋爱，后
来成了我的姐夫。姐夫蛮好，老票新票
给了我好多年，10年下来，我有三大本上
千枚邮票。“文革”开始后，家中古籍、字
画遭到不幸，我生怕邮票也被抄掉，就在
灶间拆开几块墙砖，把邮册藏在里面封
好。没想到我在1970年拆开看时，都被
老鼠咬得粉碎。

两年后做油漆匠，经常要到杭州买
材料，每次我总要到邮局转一转，看到好
看的邮票就买。当时，我还没有集邮知
识，为了获取邮票，甚至把首日封都浸水
拆掉。直到1982年遇到上海邮商邬传明
老师后，他说我集邮没有套路，然后教我
集专题，譬如集十二生肖。在他的指导
下，我才恍然大悟。我之后集的花鸟、山
水、人物以及国外名画邮票专题，纯粹是
作为美术资料。后来又看到石头盆景封
片，觉得蛮有意思，就利用出差机会，搜
集制作石头盆景。

而画十二生肖手绘封也蛮偶然。有
次，我到上海接业务，顺便与邬老师一道
逛地摊，看到有卖字画的，我随便说了句
这几张还没有我画得好，结果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他说，既然你会画，何不试试
画生肖手绘封？当时我正好买了十几只
空白的老鼠封，回家就画，送给邮友后，
他们都说好，有创意。就这样，我开启了
手绘十二生肖封的漫长路程。

从此，我就留意十二生肖资料的收
集。我在上海和西安分别买到了十二生
肖画册和古代诗人写十二生肖诗词的
书，还特地和孙复东、何德言一道到贵州
考察生肖地名邮局。在信封上画画，对
场地要求不高，所以我有空就画。

2010年虎年邮票首发前夕，我将画
好的200多只老虎信封，带到虎年的邮票
首发地苏州虎丘，贴上邮票，盖上虎丘地
名戳和生肖首日纪念邮戳。

30多年手绘6000余枚生
肖封，想在老家开个生肖封创
作陈列馆

我在第一轮手绘生肖封结束后，就在
想今后的画面得有些变化，于是七想八
想，我想到了古今名家关于十二生肖的诗
词以及写诗词的人物，忽然开拓了十二生
肖的内容。譬如今年鸡年，我就把写鸡的
古今人物找出来，创作了150余只手绘封，
加盖本地鸡笼山和外地10余个鸡字地名
的邮戳。

四轮下来，光鸡的内容就画了千余
只。纯粹画生肖动物，我每天有五六只
好画，如果有人物参与，一天只能画一
只，原因是大量的时间都耗在寻找资料
上。我忙的时光，爱人就把饭端到我画
室里来吃。

30多年来，我总共创作了6000余枚
生肖手绘封。这些生肖手绘封，起初是
画在白壳信封上，后来就画在自己用宣
纸做的信封上。每年，我除了展览，有好
多送给喜欢生肖封的朋友。他们高兴，
我也高兴。

1997年，我由邬老师推荐，加入刚成
立的全国生肖集邮研究会。其间，在杭
州著名集邮家林衡夫的指导下，我的生
肖专题集邮才走上正轨。后来，我在全
国生肖集邮研究会里担任过常务理事和
理事。

从2001年到2007年，我分别组编了
《农历生肖》《新年》《人与辉煌的生肖动
物》《十二生肖铸辉煌》等邮集，参与了三
届全国生肖集邮展览，分别获得两次大
镀金奖和银、铜奖各一次。2012年，在省
首届生肖邮展中，获金奖＋特别奖的最
高奖励。

2002年和2003年，我的《新年》《农历
生肖》邮集参与杭州西博会展览。2013
年，我创作的造纸题材国画《青山古田湾
马场》，获杭州市“三江一湖”书画大奖赛
优秀奖。

我除了收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十二生肖邮票外，还收集了抗战、二战、
地图、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世界名画、体
育、地质等20多个邮票专题，计万余枚邮
票和实寄封片。平时也喜欢临摹创作古
典人物故事和制作石头盆景。

我想把老家空着的大楼好好利用起
来，开个邮票和手绘封的主题陈列馆，可
是设计布展我是外行，希望相关部门和
朋友帮我出出点子。

人生感悟：人生有雅好是件幸事。
虽然年轻时错过了拜唐云先生为师的机
会，但是人生总会有后悔之事的，好在爱
人从不干涉，让我一路走到今天。

鸡年手绘封《黄公望养鸡》

嵌在镜框里的是骆老去年和今年年初创作的鸡年手绘封。墙上挂着的古典人物水墨画也是他画的。

根据北宋诗人梅尧臣《岸贫》诗创作的手绘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