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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光芒照耀下的萧山必将更加美好
钱金利被评为中国作家网
2022年度“文学之星”

文/ 余山令

近日，中国作家网公布了2022年度“文学之星”获奖名
单。萧山区作协会员钱金利榜上有名。

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开通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可
以让原创作者自由成长、积极交流与充分展示的平台。2022
年3月22日至5月22日，继2021年成功举办小说征文大赛
之后，再次举办原创频道征文（散文）大赛；同月，为了进一步
打通作者、互联网平台与文学刊物间的交流通道，实现优质
资源共享，中国作家网与《天津文学》《诗选刊》《散文选刊》
《梵净山》《大江文艺》等多家刊物陆续开展合作，定期向刊物
推介原创频道的优秀作品。

这些举措收获了许多读者的认可，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
的规模也在逐步平稳扩大，2022年平台新增原创注册用户
16000余人，共收到投稿12万余件。通过优选这些海量作
品，中国作家网一共推出了49期“本周之星”，评选出17位中
国作家网2022年度“文学之星”，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3
名、三等奖5名和优秀奖8名，我区作协钱金利创作的《虫子
的忧伤》获得三等奖。

钱金利，笔名半文。曾在《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百
家》《星火》等发表作品，有作品被《散文选刊》《读者》等选载，
有作品收入《中国散文年选》《新散文百人百篇》等。

■文/ 萧闻

近日，《儒家网》发表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在读博士、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研究员常樯
撰写的《儒学社团的当代使命——从“萧山模式”
说起》一文，常樯认为：近年来，萧山儒学学会精
心策划实施“三进三送”活动，为推动儒学思想在
一地一隅的普及应用，为促进儒学智慧与不同职
业行业的有机融合，做出有益探索。

常樯表示，2021年5月，著名学者、浙江省儒
学学会时任会长吴光先生在萧山儒学学会第三届
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将“三进三送”活
动称作“萧山模式”，并认为这个模式“为全省（浙
江）乃至全国的基层儒学社团发展探索了经验，做
出了示范，提供了样板”。对此，他完全赞同。

常樯去年在萧山考察时，就注意到萧山自古
便形成崇文重教、明礼兴儒的社会风尚，他说，在
中国地方志书中，像《萧山县儒学志》这样独立成
书的地方儒学志，并不多见。萧山对儒学传承发
展之重视程度，由此可见。2013年1月，萧山儒
学学会正式成立，是为全国成立时间最早的县级
儒学学会。

自成立以来，萧山儒学学会得到萧山区委、
区政府，特别是萧山区委宣传部、区社科联等部
门的指导和支持，并与中国孔子基金会、浙江省
儒学学会、浙江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等社会组
织、文化机构保持着密切接触和友好往来。

近十年来，萧山儒学学会守正创新，与时俱
进，以“儒家思想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为主线，确
立了“建成全国普及国学文化基地，打造全省（浙
江）弘扬传统文化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并将业务
范畴划分为“三大模块”——儒学讲师团、儒学文
化研究室、孔子学堂，负责经典宣讲、研究阐发、
普及推广等工作。“三进三送”活动是萧山儒学学
会的工作着力点和总抓手，也是萧山儒学学会倾
力打造儒学“萧山模式”的根本凭借。

常樯对“萧山模式”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归纳
总结。

他认为萧山儒学学会开展的“三进三送”活
动，即为“萧山模式”。就本质而言，“萧山模式”
其实就是推进新时代儒学“两创”的一种模式。
这个模式，以儒学“两创”为遵循和方向，以“文化
自信”为目的和成果。

理性地看，“萧山模式”并非高不可攀或不可
复制，其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归
根结底在于萧山儒学学会一众人能够始终带着
仁心、恒心、匠心和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开展
工作，谋划事业。该模式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铆足干劲：
在主体觉悟上，广结善缘，主动作为

汤金友先生在总结萧山儒学“三进三送”活
动时，从主体层面把“萧山模式”概括为“领导带
动、部门联动、学会主动、基层互动”，并提出三点
工作感受和体会：其一，地方党委政府重视是关
键；其二，有情怀的人才去推进是重点；其三，儒
学理论研究成果要转化为能够促进社会稳定、推
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指导方针。

汤金友先生十分担心在耗费人力、财力、物
力把研究成果推出来后束之高阁，甚至把儒学变
成寻常百姓望而生畏的玄学，他将儒学定位为

“百姓人人需要的精神家园”。对于汤先生的观
点，浙江省儒学学会副会长王福和先生表示认
同，他同样认为，儒学应有“烟火气”，“我们不能
把儒学变成玄学，也不能把儒学看作几个人关起
门来的自娱自乐，儒学活动应是大家共同参加的

‘嘉年华’。”
基于这样的共识，萧山儒学学会积极整合萧

山地域内的政、商、学、社等各界资源和力量，充

分发挥儒学社团的协调引领作用，突出“规划引
领”“人才引领”“阵地引领”“活动引领”“品牌引
领”“创新引领”“宣传引领”，坚持做有情怀、有担
当、有办法的社会活动家，矢志于当好儒学“两
创”的探路者、先行者。学会领导层团结一致、认
真负责、分工明确、代表面广，是萧山儒学学会始
终保持较强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关键所在，这确保
了学会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正确决策并扎实将
决策落地。

在萧山儒学学会年度会议上，还安排了表彰
“团体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会员”的环节，这种
“评先进、树榜样”的激励方式，既是对先进、榜样
的一种认可与肯定，也是对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一
种劝勉与督促。同时，萧山儒学学会还积极争取
地方党委政府和辖区企业对学会日常运作及活
动举办、书刊印发等业务工作的经费支持，这为
学会持久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

彰显韧劲：
在内部管理上，运作规范，体系完备

萧山区社科联原副主席傅浩军先生代表主
管单位，将萧山儒学学会“三进三送”活动的特点
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活动规范，“比有些机关做
的活动还规范”；二是活动非常丰富；三是在干部
中有影响。他还介绍说：“萧山儒学真正做到了
深入人心、卓有成效，这些活动使得萧山的文化
事业更有文化，让市民百姓更有文化修养，大大
促进了文明城市的创建。”“规范”——这应当是
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同仁同道对萧山儒学学会
工作情况的最直观感受。

如，提供有关文字材料，确保内容全面系
统、特色突出、客观理性；举办一个小型交流研
讨会，学会办公室会在人员邀请、材料准备、发
言顺序、场地布置、新闻报道等各方面进行精心
筹划安排；举办年度总结会议，学会办公室会将
有关会议资料编订成册，将会议通知、会议议
程、工作报告、表彰通知、典型经验交流材料、团
体先进总结材料、优秀个人事迹介绍、年度大事
记等内容统统收录其中，对于材料中的标题和
重要词句也会做加粗处理；编订内刊《萧山儒
学》，学会同样以严谨细致、点面兼顾、知行结合
的原则进行栏目设置、文章编发、版式设计，除
没有正式刊号外，这套内部交流资料几乎与正
式刊物相差无几。

此外，不论是学会管理层，还是其他业务部

门，乃至个人会员，从上到下，萧山儒学学会的每
一位成员，都能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安其
位，我们看不到其中的尸位素餐者及形式主义等
歪风邪气。

萧山儒学学会还积极组织人员申报区哲学
社会科学课题，鼓励大家出版书作、撰写心得体
会和学术论文。以上这些做法，都颇具感染力、
亲和力，展现出这家基层儒学社团从业者高度的
敬业精神和厚重的文化情怀。

积攒后劲：
在业务推进上，扎根基层，突出特色

汤金友先生介绍说：“萧山儒学学会紧紧围
绕党和国家有关政策开展工作，创新儒学传承发
展模式，致力于打造紧扣百姓生活的、符合时代
需求的‘儒家生活美学’。”萧山儒学学会坚持扎
根基层，立足百姓生产生活，积极推动儒学研究
成果转化为千行百业“日用而知”乃至“日用而不
知”的好做法。

学会高度重视儒学在不同行业、不同板块的
落地应用，从不刻意追求整齐划一，反而鼓励各
行业、各单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据
了解，目前在萧山，已基本形成“一校一品”“一村
一品”“一企一品”的儒学“两创”格局。

为进一步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和学会成员
的凝聚力、向心力，萧山儒学学会整合各方力量，
连续多年在义桥镇山后村砾山孔氏祠堂举办孔
子诞辰日祭祀活动。为加强与兄弟社团的交流
与合作，在有关专家建议下，萧山儒学学会与海
南文昌市孔子学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2年4月19日，《“江（钱塘江·萧山）海
（南海·文昌）”儒学实践战略合作协议》视频连线
签约仪式在萧山和文昌同时举行。在致辞中，汤
金友先生提出如下构想：将“‘江海’儒学实践结
对合作”打造成全国儒学社团交流合作和儒学实
践应用的示范工程，力争建立包括发展体系、工
作机制、服务模式、文化成果等方面工作在内的
儒学结对发展新机制，为多彩文昌和宋韵萧山发
展贡献力量。

由萧山儒学学会、文昌市孔子学会共同摸索
出的“‘江海’儒学实践结对合作”，为全国基层儒
学社团拓展业务交流合作开了先河，为在全国层
面建构“儒学社团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借鉴
和启发。

“烟火气”十足的萧山儒学成为大家共同参加的“嘉年华”

月兔呈祥 胡国荣作

丰富多彩接地气的儒学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参加

■文/李沅哲 凌亚红

人活不过百余年，但器物能留存万
年。正如，今人能赏玩古器，明日依旧如
此；正如，今人能钻研古技，明日依旧如
此。在位于湘湖眉山岛的浙江省现代陶
瓷艺术博物馆，展出了来自浙江省11个地
区30余位非遗传承人的陶瓷作品，釉色晶
莹、精巧绝伦，这些器物不仅是我国陶瓷
技艺的传承延续，更承载着工艺美术的匠
心精神。正像馆长杨亚明所说，“技艺如
果达到庖丁解牛的境界，器物则能代代相
传，即便是当下的产物，百年之后仍然可
以是令人惊叹的非遗宝物。”

在地建馆，一脉传承

一根直冲云霄的砖红色大烟囱，几
处轮廓分明的晚清古窑。眉山岛变身陶
瓷艺术岛，源于萧山悠久的制陶史。

“湘湖窑火8000年”。湘湖是彩陶以
及烧制“原始瓷器”的发源地，在跨湖桥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距今8000年之久
的慢轮制陶工具，萧山与陶瓷结下了不
解之缘。

在古人的诗词中，我们能领略到当
时湘湖烧窑的场景。清朝汪辉祖之子汪
继培所作的《湘湖窑烟》中写道：“茆屋濒
湖三百家，抟泥弄瓦作生涯。窑中火候
炉中訣，细看浓烟几缕斜。”清朝黄元寿

在《湘湖杂咏》一诗中说道：“范泥作瓦叠
湖濆，赤埴青黎水底分。日暮窑头添新
火，轻烟散作半山云。”甚至在周易藻的
《萧山湘湖志》中记载了出自湘湖的泥
土，是制作砖瓦的优质原料，一度带动了
湘湖砖瓦业的繁荣。

在1990年与2000年的两次考古发
掘中，这里出土了多达数万片的陶片，共
拼复陶容器200多件。

现今，岛上有三处古窑遗址，分别为正
门口、水中的晚清古窑，以及民国早期的大
型砖窑。2017年，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
物馆由浙江省文旅厅批准创办，在岛上的
三处古窑遗址上，改建陶瓷艺术馆，博物馆
建筑周边历史遗址大都保存完好，现在的
博物馆已成为传播陶瓷文化、推动茶器具
产业发展、促进国际陶艺交流的平台。

博物馆现收藏有500余件陶瓷艺术
精品，诠释着中国现代陶瓷的不同造型和

工艺特征，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宣传中国
陶瓷艺术并展示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魅
力的重要载体。馆内设有陶瓷艺术精品
展厅、美术馆、大师工作室、青年艺术家工
作室、陶瓷艺术体验室、学术报告厅、文创
生活馆与咖啡厅等，先后策划展出30场展
览，以及陶瓷乐烧，陶艺体验等创意活动，
博物馆是浙江省研学旅行基地，也是一带
一路与中非合作的践行者，为40个国家与
地区的来访者提供交流与培训。

茶器文创，引景入盏

水中月，塔中月，水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浙陶
文创”作品中的“龙翔凤吟”文创茶器被
赋予了特殊内涵，断桥的浪漫、雷峰塔的

“思念”、钱江潮的奔涌经匠人的巧手，立
体生动地雕刻于杯身，在“半刀泥”雕刻
工艺的加持下，光源下的杯身玲珑清透、
素肌玉骨，层次丰富，既有江南特有的清
雅气质，也有现代化城市风采的雍容大
气。它还获得了浙江省博物馆文创大赛
的金奖。这组龙凤杯以细致坚实的高岭
土作胎，通体施原矿影青釉，经1350℃高
温烧制而成，釉色光润淡雅，莹润内敛，
有色比琼玖的质感。

2022年，在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
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上展出的“勇立潮

头”办公杯，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设计的，以上等的高岭土经
1350℃高温成瓷，犹如党的革命精神，在
烈火中毅然挺立，坚强不屈，以其清透淡
雅、温润细腻的质感广受推崇。

在博物馆中庭区域，博物馆文创产
品的“二十四字”出品法则：胎泥必正、釉
料必上、器型必优、匠心必精、品质必苛、
价值必保，随着几套茶器一同陈列，如

“山河社稷”茶瓷礼、“福虎生威”茶叶罐、
“青玉不染”杯、勇立潮头办公杯、满陇桂
语凉亭杯、莫兰迪色渔夫帽设计的“想见
你”茶瓷礼，以及经百次试验烧制而成的
枇杷黄、钴蓝“理想之光”对杯等，足以见
得，陶瓷艺术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和实
用价值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立足于“浙陶文创”“浙陶·萧窑
君”两个文化创意品牌的基础上，浙江省
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一方面弘扬陶瓷文
化艺术与在地文化，另一方面也努力发
挥艺术展览、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公共
教育等多种公共职能，力求为陶瓷文化
与艺术的传承、创新、发展搭建一个公共
开放的交流、创造、传播平台。

2020年，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与
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共同发起成立
的“传承创新·器象万千”为主题的中国国
际茶文化研究会茶器具文化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该馆举行。茶器具委员会在萧山的落

户，是茶器具推动茶产业和茶器具产业健
康发展的创新动力，也是传播中华茶文化
和繁荣世界茶器具文化的灵魂力量。

陶瓷似乎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将泥
土与人自然黏合在一起。几年前，浙江
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还与多所高校签
订了馆院合作协议，邀请工艺美术品专
业的毕业生进行以“湘湖”为主题的文创
产品创作。通过近半年时间的设计、创
作、完善、生产，最终学生们出色完成了
设计任务。在“观湘湖瓷韵·赏雕釉芳
华”陶艺文创作品线上展可以看到，这批
由学生创意制作的茶杯釉色明艳，地方
特色鲜明，彰显国潮复古风味，具有生活
质感的追求和艺术审美的体现。

窑火未灭，薪火相传。一杯茶水中
盛入的不只是生活的气息，更有“千锤百
炼方成器”的匠心温度。

浙陶文创茶器：湘湖窑火，匠艺中品味茶趣

位于湘湖眉山岛的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