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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山区城关第二小学瓦楞纸板
画社团活动室里， 很多废包装纸箱都
被做成了妙不可言的画作——有的是
在纸盒上 “撕” 出的肖像画， 有的是
利用纸盒上原有的纹路为基础， 用画
笔勾勒出的图案画。 在这间活动室的
屋顶还挂着一个直径40厘米、 高50厘
米的创意花灯， 也是用包装纸盒制作
的。 这间活动室是房山区城关第二小
学美术老师刘大伟带领学生进行创作
的地方， 他还以瓦楞纸板画为基础进
行与环保和亲子相关的公益活动。

100个纸箱的故事
刘大伟说， 他是从2010年9月开始

萌生“瓦楞纸画创作的”。 那一年，学校
为老师们重新配置了电脑，电脑安装好
以后， 留下100多个包装箱堆积在学校
的库房。 作为一名美术老师，刘大伟的
心头有了一个小小的创意，将这些包装
箱当成美术创作的素材。 “这些瓦楞纸
制作的包装箱表面平滑、有底色、有厚
度，可以用多种绘画工具来创作。 我觉
得可以尝试将它们利用起来。 ”

刘大伟自己动手将一百多个包装
箱子， 拆、 剪、 裁成1000多块瓦楞纸
板作为教学原材料。 “十一 ” 节日期
间， 一名老师带着儿子浩浩来到学校，
刘大伟给了浩浩一张瓦楞纸板， 让他
画画。 没想到小伙子画了一幅不错的
作品———“变异脸谱”， 作品利用瓦楞
纸土黄色的底色， 突出了黑色的线条，
古香古色别有风味。 “我当时就觉得
不错， 这个想法可行。”

假期结束 ， 刘大伟就用这1000多
块瓦楞纸板为起点， 带着学生们开始
了瓦楞纸板画创作。 没想到小朋友们
都很兴奋， 而且很有创意， 画出来的
作品令刘大伟非常惊喜。

“撕” 出的瓦楞纸艺术
一开始， 刘大伟只是让学生在瓦

楞纸板上绘画， 为了更好的发挥孩子

们的想象力 ， 刘大伟琢磨出用 “撕 ”
的方式创作瓦楞纸板画撕画作品。 这
种方式就是利用瓦楞纸多层次、 有厚
度、 每一层的颜色都不同的特点， 将
最上面的面纸 “撕” 掉， 利用面纸与
芯纸的色差产生的图形想象、 创作。

“这是将东尼·博赞的 《思维导图》
引入教学。” 刘大伟说， 孩子们的想象
力不可估量 ， 利用 “撕 ” 出的形状 ，
孩子们创作了很多富有创意的作品 。
有的孩子觉得自己撕了一条小鱼， 要
给小鱼画上流水； 有的孩子撕出了一
个 “跳舞的女孩”， 给 “女孩” 画上了
美丽的舞裙。 “我就是想用这些办法，
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让他
们不要拘泥于一个形象。”

刘大伟还利用瓦楞纸板 “刻画 ”
出了人物肖像。 在他的工作室里， 就
摆放着自己的肖像画 ， 这幅肖像只有
简单的线条和明暗对比， 却精致大气。
他还用 “撕” 和 “刻” 的方式， 为一
些企业创作瓦楞纸板质地的 “海报”，
也是别有特点的艺术作品， 不少商家
慕名来求画。

从2010年10月开始，刘大伟悉心研
究瓦楞纸板画创作和教学，并于2014年
出版了《废纸板上的童趣》一书。

用巧思 “变废为宝”
从2010年开始 ， 刘大伟的美术课

上没有再出现过普通的A4打印纸， 而
在以前， 这是美术课经常使用的绘画
材料 。 刘大伟给记者算过一笔账 ，从
2010年到现在，将近7年时间里，每周他
要教学20节课， 每个班大约40个小朋
友，就是说每天节约160张纸。 7年时间
里，保守估计大约节省了20万张纸。

“虽然别人觉得是废品， 应该进废
品收购站。 但是我认为这些瓦楞包装
纸给了我 很 多 惊 喜 和 回 忆 。 比 如 ，
2015年5月29日 ， 当时我们学校210名
学生和210名家长在学校操场上共同创
作了一幅画。 这幅画是由204块废纸板

拼贴成的， 足足有60多平方米， 主题
是中国香港。 当最后一块纸板拼贴的
一刹那， 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刘大伟说， 有一个参与该活动的
小朋友在感言中写道， “就在这短短
的40分钟里， 变废为宝的种子已经在
我心里深深扎了根， 发了芽。” 从那一
刻， 刘大伟决心要做些环保主题的亲
子公益活动， 让小朋友更多地认识到
环保的重要性。

环保公益成就小人物的 “非凡”
2016年 ， 刘大伟创建了 “亿棵树

1023” 亲子公益志愿服务队 。 当年10
月23日， 亲子公益志愿服务队在西山
国家森林公园成立， 当时有27个家庭
参加。

公益活动是刘大伟和这些公益家
庭自费组织，经费很有限。 刘大伟发挥
了“破烂王”的优势，到处为教学和公益
活动收集能“变废为宝” 的材料。

公益志愿服务队的首次活动中有
一个现场制作工艺花瓶的日程， 制作
材料就是刘大伟收集的 “废品 ” ———
同事孩子结婚时， 婚宴现场留下了几
十个形状优美的玻璃质地的饮料瓶子，
等宾客散去， 刘大伟喜滋滋地将瓶子
收了起来。 在活动现场， 刘大伟把瓶
子发给大家， 让大家按照自己的想象
在瓶子上作画， 有些家庭现场捡拾了

落叶沾上丙烯颜料给瓶子 “印” 上了
漂亮的图案， 有些家庭用手指在瓶子
上作画， 普通的玻璃饮料瓶变身为特
色花瓶。

目前 ， “亿棵树1023” 亲子公益
志愿队的活动由不定期组织活动，已发
展到平均一个月两次，大部分活动的主
题都是如何“变废为宝”。 40多个亲子志
愿家庭参与到活动中来。 刘大伟为志愿
服务队设计了志愿活动标识，并自费制
作了徽章，“一只手掌就像一棵树，四周
的云纹象征着参与志愿活动的家庭。 ”
刘大伟拿着一只徽章对记者说。

如今， 刘大伟成了学校里的 “破
烂王”。 学生们说， “我们刘老师就像
个捡破烂的， 看到纸箱两只眼睛都放
光。” 可是， 这个捡破烂的刘老师很受
欢迎， 不少学生和老师都主动将包装
纸箱留着给他。 刘大伟说， 虽然使用
大量的废品， 但公益活动还是有支出，
比如， 颜料、 工具、 志愿者服装、 制
作徽章的费用、 申请活动场地的费用，
给大家购买饮用水的费用等等。 这些
开支都是公益家庭和他一起承担的 ，
有时候他也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 但
是刘大伟却很高兴地坚持着， “虽然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 我
一个月的收入有限， 但我相信， 创意
可以成就我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非凡
的事业。”

美美术术老老师师巧巧用用心心思思玩玩转转““废废纸纸板板””
□本报实习记者 李婧 文/摄

包装纸箱平常的命运就是被扔进垃圾桶或者
被当作废品以几分钱的价格卖掉。 但是在房山区
城关第二小学， 不少人都会存着包装纸盒， 并在
包装纸盒上写着 “给大伟”。 这个 “大伟” 是城
关第二小学有名的 “破烂王” ———美术教师刘大
伟， 在他手里这些包装纸盒会变成艺术品， 或者
孩子们想象的天堂， 甚至是环保公益活动上的
“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