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成果（左）与葫芦文化爱好者交流合影

荨牛成果和他的葫芦作品

从香熏到电烙
他在葫芦上“妙笔生花”

在顺义区龙湾屯镇丁甲庄村， 牛成果的家里被葫
芦装点得古朴别致。 眼前一架架、 一排排火绘葫芦很
是惹眼 ， 以至于你很难将它们与眼前这位自称 “农
民” 的中年汉子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 葫芦成了绝对
的艺术品。 大的小的， 形状各异， 葫芦外皮无一例外
都烙刻着生动的图案， 栩栩如生的老虎、 相映成趣的
花鸟 、 韵味隽永的山水……有的还被做成笔筒 、 香
薰、 茶叶桶， 更添一分欣赏价值。

53岁的牛成果与葫芦相伴已经41年。
“很小的时候， 我就看到爷爷用香在葫芦上熏烫

出栩栩如生的图案 ， 觉得特别有意思 。” 牛成果说 ，
“火绘葫芦” 在明末清初就开始由民间传入宫中， 水
平也在不断提高。 现在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清代帝
王遗留下来的火绘葫芦作品。

牛成果的火绘葫芦手艺是祖传的。 牛氏火绘葫芦
是老北京火绘葫芦的代表， 始于清同治1874年， 当时
他的祖辈、 镶黄旗满族人牛国和大胆创新， 将火绘的
香改用自制的无烟香进行创作。 没有烟熏之苦， 创作
灵感陡增， 逐渐形成了个人风格， 很多京城高官富贾
慕名前来购买牛氏火绘葫芦赏玩收藏。

从祖辈算下来， 牛成果是第四代传人， 小时候，
爷爷手把手教他火绘技法， 直到有一天， 他独自在小
葫芦上绘出了像模像样的图案。 那一年， 他12岁。

“那时候都是用香熏 ， 时间长了 ， 眼睛也受不
了。” 日复一日， 牛成果也想过放弃， 但想到传承任
务和自己确实喜欢这项技艺， 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一种新型的火绘
工具———电烙铁。 那是他在部队当兵， 当时一位山东
的战友回老家探亲回来带了一个用电烙铁烙刻的火绘
葫芦。 “在葫芦上烙出来的画居然也可以这么古朴好
看， 看见它我觉得特别提神， 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牛成果想着， 自己有机会一定要尝试这种新技法。

直到他从部队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把电烙
铁， 然后去潘家园市场买葫芦， 他转了几圈， 发现有
一个人称 “葫芦张” 的小贩在卖白葫芦。 “白葫芦是
品质比较高的一种葫芦， 比较适合制作火绘葫芦， 每
个要好几块钱， 当时的钱值钱， 我一咬牙， 就买了回

来练习葫芦烙画。”
因为电烙铁可以调温度， 使用方便， 烫出的花纹

还有浓有淡， 增强了立体感， 非常适合烙画。 凭借不
懈的练习， 牛成果熟练掌握了烙画技巧。 “烙坏的葫
芦数都数不清， 手被烫得起泡更是常事。” 凭着一把
不到100W的电烙铁， 结合国画的勾、 皴、 擦、 染等画
技， 从山水画入手， 牛成果把祖父传给他的经验应用
于电烙铁上， 烫出一个个精美的葫芦。

从国画到诗文
他一门心思钻研技艺

在呼唤工匠精神的时代，牛成果说，烙葫芦最需要
的就是工匠精神。 认真、细心、耐心，一点不能马虎。

在葫芦架下 ， 牛成果喜欢坐在他的简易工作台
上， 开始烙葫芦， 这样一坐就是一天。

“别看小小的烙葫芦， 制作工艺讲究着呢！” 牛
成果介绍说， 首先， 从葫芦的选取上， 要选品相好、
色泽纯正 、 下脐端正 、 无残次的 。 此外 ， 还必须有
蔓， 行话叫 “有龙头”， 蔓上有分叉的卷须最好， 行
话叫 “龙须”。 经过清洗、 蒸煮、 去皮、 风干、 打光
等步骤， 葫芦才可以绘画。

牛成果手里拿着的这把电烙铁，已经跟了他多年。
烙铁尖就是笔端， 要掌握好分寸和火候才能顺利完成
烙画。 这就要求烙画者在方寸之地，绘出山水、田园、人
物，实现笔法细腻，意境深远， 非常考验功力。

牛成果说， 火绘葫芦， 绘画是基本功。 为了提升
技艺， 他曾拜师关国珍、 李婵学习国画工笔狮虎长达
8年， 如今他绘的狮虎画尤其传神。 此外， 他还曾求
师中央美术学院退休教授蒋慎学习传真艺术画像， 书
法艺术也同步得到了提高。 他通过看书自学， 钻研古
代人物、 花鸟、 人物肖像等题材， 创作出了 《老虎出
关》、 《十二生肖》 等许多精美的火绘葫芦作品。

“到现在我也不记得自己烙了多少个葫芦， 但是
觉得自己烙得最好的还是工笔狮虎画， 圈内人见了也
很佩服。” 谈起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牛成果显得有点
不好意思。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 在绘画传神的基础上， 为了
给葫芦烙画增添更多文化内涵， 牛成果下的功夫不可
想象 。 在他的作品中 ， 常常能发现别具一格的吉祥
“藏头诗”， 是他结合顾客的生肖及生辰八字而作， 既

有寓意、 深意也要有情意、 美意， 这个小细节深受收
藏者的赞赏和喜爱。

一个农民如何变成一位诗人？ 牛成果说， 全靠自
己学习。 为此， 他钻研了佛学、 道学、 诗词等科目，
在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增加积累， 这也极大增加了作品
的艺术价值。

“农家院再普通不过的水瓢葫芦， 到了牛成果手
里 ， 像施了魔法一样 ， 摇身一变为人见人爱的工艺
品。” 这是见过牛成果作品的人对他由衷的评价， 他
也因此被称为 “葫芦牛”。 他做的火绘葫芦， 不止是
潘家园和京城各大旅游商店的热销品， 还被政府部门
长期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礼品、 民间工艺品馈赠给各级
领导和外商、 外国友人， 并远销欧美、 东南亚等几十
个国家和地区。

创新传承
他让老北京火绘葫芦放异彩
今年9月23日，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 牛成果带

着400多件火绘葫芦亮相非遗主展区， 小小的葫芦引起
了参观者极大地关注。 在牛成果心里， 他既是新型农

民的代表， 更肩负着老北京火绘葫芦传承人的使命。
火绘葫芦在老北京流传了几百年， 一直备受皇族

和老百姓喜爱。 “雍正王朝的丰泽园有专门为皇帝种
植葫芦的工匠师傅， 大量的鸣虫葫芦工艺品和火绘葫
芦工艺品由此产生 。 从几位帝王的珍爱到宫中的王
爷、 官吏的推崇使葫芦工艺品花样百出， 工艺由简到
繁， 出现了许多稀世珍品。” 牛成果兴致勃勃地介绍，
葫芦谐音 “福禄”， 百姓信奉葫芦可驱灾避邪， 中医
认为葫芦可中和气场， 压惊、 镇静， 道学、 佛学都有
对葫芦妙用的描述。 因此， 葫芦就成为大众心目中的
吉祥物。

作为传承人， 牛成果用心坚持了41年。 除了凭借
自己的创作， 留下更多的货品。 他想的是如何让这门
流传几百年的老北京手艺， 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为了让火绘葫芦更适应时代需求， 增加市场认可
度， 他在继承先辈遗留的传统技艺的基础上， 致力于
利用现代工艺加以改进， 在不破坏前辈传统工艺的同
时， 大胆创新， 利用现代火绘设备， 研究掌握了近三
十种新技法， 使火绘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艺术水平更
高， 经多年研究形成了自有风格， 在火绘艺术领域有
了突破性的进展。

“主要是通过改进烙画技艺， 使画面效果更加鲜
明， 绘画题材也由原来的白描线条演化成现在的烙画
色彩性。 并且能使喜欢火绘葫芦的爱好者、 创业者很
快学会、 掌握火绘技法。” 牛成果表示， 自己现在的
作品跟早期风格就有所改变， 还会根据不同客户的需
求进行调整， 这样能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老北京火绘葫
芦作品， 从而将这个非遗文化传承得更广更远。

“传承人不能丢， 我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牛成果
不仅自己烙葫芦、办合作社，还将自己的一身手艺传给
了自己的女儿。 现如今“老北京火绘葫芦”技艺已传至
第五代。 “我不认同传统的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的
老规矩， 只要有人愿意学， 我就全心全意地教， 我希
望这项技艺能一直传承下去。” 牛成果笑着说。

转型升级
小葫芦上发展出大产业

在顺义， 牛成果正和他的小葫芦一起， 打造一个
产业链条式的葫芦世界。

在顺义有一片绿色景观， 你可以看到有上百种葫
芦的葫芦艺术博物馆、 体验火绘葫芦的葫芦工艺体验
区、 种植葫芦的科普观光长廊。 这里叫北京吉祥八宝
葫芦艺术庄园， 被列入顺义区十三五发展规划， 成为
葫芦文化创意产业的典型代表。

把小葫芦做成大产业， 是牛成果未曾想到的。 他

只记得， 几年前， 他的葫芦开始有名， 慢慢地有买主
找上门来。 他的收入增加了， 他开始想着怎么把这个
事做大， 一是坚定地传承老北京火绘葫芦文化， 另一
方面， 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让更多乡亲们走上
致富之路。

2009年， 牛成果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 牵头成立
了 “北京吉祥八宝葫芦手工艺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
共同从事葫芦种植、 葫芦手工艺品加工销售、 观光休
闲农业、 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 并被推选为合作社
理事长至今。

万事开头难。 如何让合作社有效运转起来， 作为
一个农民， 没有管理经验的牛成果也遇到了不小的挑
战。

制作火绘葫芦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葫芦， 而这葫芦
起码要符合外形周正、 表皮完好、 上下能够成比例的
标准， 有时还需要收购一些奇形怪状的葫芦。 “我们
现在着重培育一些特大的和特小的葫芦， 形成自己比
较独特的风格。 为此， 我们还请来北京农科院的专家
来作指导。” 牛成果说。

合作社获得了一家企业的合作和支持。 前期， 公
司出资金向参加合作社的68户农民免费提供了价值约
5000元的葫芦接架竹竿。 “现在合作的公司先给每户
免费提供了4到5棵秧苗， 保证他们每棵秧苗能够获利
100块钱， 以后再逐步扩大种植。” 牛成果说。

此外， 合作社的运营， 还要克服烙画人才短缺的
困难。 为此， 牛成果又开始组建田间学校进行技艺传
授。 目前村里已经有50多个农民报名学习葫芦烙画技
艺。 同时， 为了更持续地满足市场需求， 带动广大农
村青年及待业青年创业就业， 也是为了使 “老北京火
绘葫芦” 工艺得到传承， 牛成果又带头相继成立了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吉祥八宝葫芦工艺坊 （乡村青年社），
并得到了市农委、 文委、 团市委及顺义区各部门政府
领导的关怀和扶持。

“现在我们火绘葫芦的销路已经很广了， 东南亚
那边都有卖的。 只一面有图案的葫芦可以卖到2000块，
四面都有图案的最低可以卖到3000块钱。” 牛成果介绍
说， “光自己挣钱不行， 我得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我们也希望通过一部分农民的带头示范， 吸引更多的
农户加入进来。” 他深爱着葫芦， 深爱着宏伟的葫芦
事业， 他力图带动一方百姓， 把老北京火绘葫芦， 干
成轰轰烈烈的文化创意产业。

自合作社成立以来， 已有300余社员加入。 牛成果
不仅教他们如何种植、 加工葫芦， 更定期举办葫芦种
植和加工技术培训班 ， 帮助社员提升技能 。 目前 ，
90%的社员户家庭靠此增收 。 除此之外 ， 他还组
织周边乡镇200多名残疾人学习种葫芦 、 加工葫芦 ，
以 “基地+农户”、 “订单式加工生产的方式” 帮助他
们脱贫。

目前， 合作社产品畅销国内文化市场和旅游商品
市场， 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逐年提高， 培养帮带
了数百名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目前， 合作社实现了规
模化生产加工能力， 利用直销店、 礼物店、 互联网+
和旅游商品市场帮助农民社员销售特色葫芦手工艺
品。 2016年， 合作社实现带动社员产品销售人均收入
23000元的好成绩， 逐步形成了特色文化创意产业。

为了把小葫芦变成具有生产力的大产业， 2014年，
在牛成果的带领下， 合作社利用政府政策扶持资金510
万元， 自筹资金380万元建设完成了 “北京葫芦艺术庄
园”， 开辟了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观
光休闲农业、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实
现了转型升级。 2016年， 该园区成为 “北京市中小学
生资源单位”、 “北京市委宣传部宣讲基地”。 园区还
先后被评为 “北京市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先进单
位”、 “北京市观光休闲农业四星级园区”。 牛成果本
人被评为 “全国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 “北京市高
级农村实用人才”， 2016年推选为政协顺义区第五届委
员会委员， 成为带动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
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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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江江艳艳

———记老北京火绘葫芦非遗传承人牛成果

一个小小的葫芦， 被他烙刻上精致的图案， 摇身变成古色古香的艺术品。
一个小小的葫芦， 被他赋予传承的使命， 开创性地打造了葫芦文化产业。
他叫牛成果， 是顺义有名的 “葫芦牛”， 老北京火绘葫芦第四代传承人。 他不仅把火绘葫芦销出了国门， 还把老北京火绘葫芦文化发扬光大， 成立了

农民合作社和葫芦艺术庄园， 发挥产业力量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从葫芦烙画到葫芦产业

进行老北京火绘葫芦制作培训牛成果在绘制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