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照相不再难
王天瑞

咱不说城市人照相、 不说青年
人照相，说说农村里老人照相吧。 现
在， 无论你想不想照相、 愿不愿照
相，总得照张相片放在身份证上吧，
总得照张相片放在医保卡上吧 ，总
得照张相片放在老人生活补助表上

吧……其实， 现在农村老年人也不
再害怕照相了、也不再躲避照相了，
早已把照相看成是生活中的一件普

通事，不再像新中国刚成立那时候，
不敢照相 、不想照相 、不愿照相 ，一
说照相就提心吊胆、就担惊受怕、就
心惊肉跳。 因为，人们纷纷传说，照
相吸血、照相折寿损命。 一说让谁照
相，就躲、就藏 、就跑 、就逃 ，令人啼
笑皆非。

新中国成立前， 黄村男女老少
没有一个人照过相。 新中国成立后，
县里照相师傅举着“为人民服务”的
牌子，下到黄村，为农民照相。 可农
民们不知道照相为何物， 谁也不敢
前来应试。 照相师傅苦口婆心地劝
说半天，才有七八个人答应试试。 又
过半个月，照相师傅再次来到黄村，
一是给上次照相的人送相片， 二是
再次发动群众照相。 当人们接过相
片，一看底版 ，不由大惊失色 ，纷纷
传说，照相吸血。 因为，他们看到底
版上，有白有黑 、有明有暗 ，误认为
黑处、暗处就是血痕。 这样一传，再
也没有人敢照相了， 谁不害怕折寿
损命哩！ 只有王豹一家人第二次照
了相。 于是，在很长一个时期，照相
出现了两头难： 一是农民们不敢照
相，照相师傅下农村拉不到顾客，没
活干；二是全县只有两家照相馆，位
置全在县城里，农民离县城远，平时
活又忙， 个别想照相的农民也没有
闲暇去照相。

照相 ，还叫摄影 、拍照 ，就是使
用照相机 ，将物体 、景物 、人物拍
摄下来 ， 进行保存 。 “摄影家的能
力 ，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
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 。 ”
1839 年 ，摄影术在法国正式诞生 ，
以后传入中国 。 鲁迅曾在 《且介亭
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
中说 ： “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 ，
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 。 ”其
实 ，在中国 ，不但孔夫子没有留下
照相来，老子、孟子 、墨子 、荀子 、韩
非子……都没有留下照相来 ，李
白、 杜甫、 白居易……也没有留下
照相来 ，今天我们看到的他们的形
象， 无不是后人的幻想与创造。 摄
影的诞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可以
断定 ，很多很多当代人的照相将流
芳永远。

当时，黄村人也有不信邪的，因
为他们懂科学，虽然懂得不是很多，
但毕竟还是懂一些， 懂一些总比不
懂一点强得多。 王豹听王老师讲，照

相不吸血，照相是利用光的原理、运
用科学方法，经过照、冲、洗、印、放大
出来的，怎么会折寿损命哩！ 于是，
王豹在照相师傅两次来黄村照相

时，都带领全家人照了相。 有一次，
解放军走出军营进行训练， 团宣传
股的几位同志住在王豹家，临走时，
孙干事给王豹照了两个卷， 留下作
为纪念。 还有那一年，开封的一位下
乡知青住在王豹家， 王豹待他像待
自己的亲孙子一样。 那位知青有台
照相机，不定啥时就给王豹照张相，
时间一长，就照了不少相。 王豹把这
些相片底版整理好， 请照相师傅放
大后，镶在相框里，挂满了正堂。 每
张相片都有一个故事， 每个相框里
都有一串故事。 每当有人来看相片，
王豹就自豪地、眉飞色舞地、口若悬
河地大喷一阵子， 直喷得来人心驰
神往。

那个时候，虽然社员们很穷，日
子也很苦， 但村里还曾出现一个趣
事。 王良老人的孙子有了孙子，也就
是说，90 岁的王良老人五世同堂了。
这是黄村第一家五世同堂。 在农村，
五世同堂的人家很难找啊！ 一个村
庄里多少年还不出现一户哩！ 走遍
很多村庄还找不到一户哩！ 这喜事
迅速传遍全村。 王良老人高兴，就想
庆贺一下，怎么庆贺哩？ 请邻居们来
吃顿饭 ，不行 ，囤里没粮 、缸里没面
啊！ 请武村鼓乐班来吹奏一番，也不
行，文化大革命还破“四旧”（旧思想、
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哩！ 王豹跑
来建议说，到县里照张“全家福”吧，
再多加洗几张，回来一家一张，往堂
屋当门里一挂， 多喜庆哩。 中！ 中！
中！ 生产队长说，明天队里没啥活，
五辆大车全出动，牛马都戴上花，咱
也出去襥一襥。 第二天天刚亮，生产
队的五位大把子，赶着五辆太平车，
牛摆尾、马昂头，浩浩荡荡向县城赶
去……

渐渐地，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
进步，人的思想也在进步。 渐渐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摄影器材

普及，照相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喜爱。
试想，在劳动愉快 、心情舒畅时 ，拍
几张照片作为人生留影， 那是多么
惬意；有朋自远方来，拍几张照片作
为重逢纪念，可谓情深意长；游历名
山大川、参观名胜古迹，拍几张照片
供闲暇欣赏，更是情趣无穷；参加有
意义的活动，拍几张照片保存起来，
若干时日后，便成了历史资料，就显
得格外珍贵……

好消息！数码相机横空出世。用
它照相，立马就能看到拍摄效果，是
亦真亦幻？ 是充满质感？ 是赏心悦
目？ 是妙不可言？ 很快，手机也有了
照相功能，人人都是摄影家。 如今，
庄稼人照相也不再难。 ②8

“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徽章
万洪亮 杨柳

黄泛区， 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代名
词，指黄河泛滥的地区，是新中国成立
前国民党政府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严重

创伤。 2015 年 5 月 18 日，周口黄泛区
农场场史馆建成， 该馆也是周口市第
六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周口市
中小学实物档案教育基地。 馆内系统
再现了黄泛区 70 年来的沧桑巨变 ，同
时也存放有各类文字资料档案和大量

实物档案， 无声地讲述着黄泛区农场
的历史。

展厅里有一枚“中央黄泛区复兴委
员会复兴局”彩色徽章特别引人关注。

1949 年 12 月， 在新中国第一次全
国农业生产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听
取了河南代表许西莲（时任河南省农业
厅厅长）、崔玉华（时任豫皖苏行政公署
农垦学校校长）等同志关于黄泛区复兴
问题的大会发言后，决定组建黄泛区复
兴委员会。

1950 年 2 月，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
会正式成立。 委员会主任由当时政务院
副总理、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兼任，成员
有财政部长薄一波、 水利部长傅作义、
内务部长谢觉哉、 农业部长李书城、卫
生部长李德全等人。 随后，农业部长李

书城亲赴黄泛区了解救灾情况。 1950 年
3 月 21 日，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又在
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设立复兴局， 局长
由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 安徽派宿蒙
怀（宿县、蒙城、怀远）工委书记赵一鸣来
豫任副局长，河南派曾在黄泛区多年进
行武装斗争的路岩岭任副局长。 在党的
号召下，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
年组成垦荒队， 来到这片黄沙弥漫之
地， 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向自然开战、建
设家园、造福子孙的复兴运动。 他们治
沙灭草、兴修水利、风餐露宿、垦荒造田，
使黄泛区人民摆脱了饥荒连年、穷困潦
倒的困境， 并于 1951 年 1 月建成了新
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黄泛

区农场。
“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

彩色徽章，就是当年中央黄泛区复兴委
员会复兴局为拓荒的 194 名垦荒队员
所配发的，每人一枚，极其珍贵。 此徽章
为圆形带别针黄铜制品，直径 2.8cm，正
面黄底红字，上有“中央黄泛区复兴委
员会复兴局”字样。 这枚徽章是黄泛区
农场原一分场职工王顺清捐赠，是他父
亲留给他的。

在徽章旁，清晰记录着 194 名垦荒
队员名单，还展示有几幅老照片。 老垦
荒队员蔚福田回忆：“这些照片就是那
个年代拍摄的， 地点是黄泛区农场第

四作业站北地。 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位
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彭笑

千、第二位是农场四站站长宋书璞、第
三位是与彭笑千一同来农场的中南局

工作人员。 后排右起第一位是原中央
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副局长 、黄
泛区农场第一任场长路岩岭， 第二位
是我， 也是这张照片中唯一健在的人
员，当时我是路岩岭的警卫员，其他两
位是四站的工作人员， 我记不清是谁
了。 ” 他摘下老花镜指着照片认真地
说，“那时候麦收时的天气也跟现在不
太一样，没这么热且昼夜温差较大，白
天工作也要穿两层衣服， 晚上作业还
得穿棉袄、棉裤。 当时的犁、耙、播等作
业都有很严格的规定， 每个程序都必
须达标，做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这
张是领导检查机耕作业犁地深浅度的

场景。 ”虽然已经过去 60 多年，蔚福田
老人讲述时依然十分激动， 仿佛又回
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黄泛区农场场史馆兼具珍存农场

历史和展示农场历史的双重使命，收集
整理保存了农场各类实物档案，有各类
奖状、奖杯、奖章、徽章、牌匾、锦旗、公
章及各种重大活动纪念品、宣传品和其
他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 这些实物档
案，不仅为黄泛区历史存档，还详实地
镌刻下农场艰苦奋斗的每一步。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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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谨细腻绘出诗情画意
———记著名工笔画家孙立业

孙智

秋雨洗刷过的周口 ， 空气格外清
新。 笔者近日慕名采访著名工笔画家、
周口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孙立业，
感受其工笔画艺术的魅力。

采访是在他的家里进行的。 他那宽
敞的客厅里，有花、有草、有金鱼，更有
飘香的翰墨，显得格外温馨。

笔者面前的孙立业，朴实、稳重、端
庄。 采访开始前，他拿出《孙立业花鸟画
作品集》《中国书画百杰———孙立业作

品集》， 让笔者先了解一下。 翻开作品
集，笔者的眼睛忽然一亮：孙立业的绘
画工细精微而形神兼备、意趣盎然。 所
绘草虫构图新颖，工写兼备，亲切感人
而又格调高雅，构图、画境、笔墨透出一
派纯真、质朴的文人思致和对自然生命
的挚爱情怀。

打开话题，笔者慢慢走进了孙立业
的艺术世界。

1969 年 9 月，孙立业出生于豫东平
原的农村。 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农家
的背景使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而艰
难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人生体悟倍感深

刻。
1992 年 7 月，孙立业在周口师范学

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焦作市一所普通学
校教学。 作为年轻教师的他，在认真教
学的同时，为了生计到一些学校推销复
习资料。 这样的经历， 他坚持到 2003
年。

孙立业酷爱艺术， 钟爱绘画事业。
他在姐姐孙玉霞的引导下，开始走向临
学宋人小品之路，并把临学宋人小品画
作为他的主攻方向，认真研究其院体风

格、雄壮风格、写实风格、诗化风格、市
井风格等方面的特征。 他在临学上感
悟、在感悟中突破，用细腻的画笔，用心
在花鸟画法与题材表现上追求突破和

创意。
已过而立之年的孙立业，为了使自

己的工笔画创作真正“立”起来，背起行
囊，做了“北漂”，开始京华寻梦。 2007 年
9 月， 他到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培训中
心深造一年；2008 年 9 月， 他去中央美
院学习；2011 年 5 月， 他去中国工笔画
院学习了 3 个月，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
学习了 3 年，并担当助教。

渐渐地，孙立业在花鸟工笔画领域
摸索出了以熟悉的中原风物为主要表

现对象，兼以一定抒情趣味的花鸟画创
作路子。 他用灵巧的笔法，准确而生动
的造型，丰富多彩的色彩来表现日常生
活之物、表现俗世生活状态、表现美好
的想像之境，实现了人生境遇与艺术探
索的新突破。

在中国， 诗与画一向为孪生姊妹。
孙立业喜欢阅读古典文学、 诗词歌赋，
研究音乐、舞蹈等民间艺术，并注重把
诗的意境赋予在作品中。 从他的众多画
作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绿野中白羽如
聚的蜻蜓、 瓜田里偃伏鸣飞的鹌鹑、秋
景下须张股振的蟋蟀、池塘里鳞罗睛突
的鲤鱼等等。 这些乡村习见之小巧灵
物，姿态活泼而充溢着一种生机盎然的
趣味。 从他的 《天地五福》《生生不息》
《天暮秋色远》等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诗
情画意”来，使人观后则有“余音绕梁，
三日不绝”之感。

孙立业的画作喜欢表现美丽的、诗
意的物象，这其中就寄托了他对生活的
感悟和对理想的追求。 他常常化俗为
雅，乡间小路、繁华都市，他都能以一个
诗人之心找到质朴的生活美，构成了他
画作中的常见意象。 在日常习见物象的
描绘中，发掘富有诗意的造型，白羽、白
莲、白月亮，绿草、绿叶、绿风土，在他的
笔下写生绘景，傅色造型，显示其敏感
而细腻的艺术感受力。 在《周末》小景
中， 他用高楼层压的拥挤都市背景为
衬，用一枝吊兰与休闲桌椅的简单搭配
来表现都市年青人在生活压力下对安

宁与闲适的向往，实际上是把对生活与
美的命题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表现了

出来，显示了他个人的审美寄托。
值得一提的是，孙立业草虫工笔画

多用宋人扇面，而又吸收西方绘画之法
则，兼容当代绘画构成理念，构图巧思
妙计、精巧简约、丰富多变。 精心布置，
匠心独到，和谐统一，引人入胜。 画面意
境或清旷简远，或生机盎然，紧紧抓住
观者目光。

孙立业刻画草虫微毫毕现、栩栩如
生，提笔寓兴，意境深远，极具韵致、美
感。 儿时农村生活的滋养和村野生活，
成就了他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淳朴童
心。 他多方搜集草虫文献资料，更常深
入野外，躬身草野间，体味、观察草虫之
生态、生息，所绘昆虫 60 多种。 观其笔
下的草虫，能细细品味出醇厚的生活情
趣，聆听到和谐的生命乐章。 同时，他在
技法上突破，注重质感，画出的草虫翅
膀透亮，栩栩如生；在构图上突破，吸收

西方近现代草虫工笔画的构成形式，融
合自己的绘画感悟，在草虫工笔画创作
上独树一帜。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孙立业的书
法还相当好。 他说，在中国绘画发展过
程中，书法和绘画紧密相连。 书法与绘
画的完美结合，或长或短、或词或句，可
以抒发画家情怀、表达作者心声，使画
面艺术境界更加完美，审美情趣更加浓
郁， 从而发挥绘画更好的潜移默化作
用，使观者得到更多美的享受。

2010 年，孙立业成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成为国
家级会员后，他依然不敢懈怠，坚持去
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学习、研究中
国工笔画艺术，进一步丰富、充实自己。

2013 年，由于在中国工笔画方面取
得了卓越成就，孙立业作为特殊人才被
引进到周口师范学院。 在新的工作岗位
上，他坚持教书育人，认真培养艺术学
子。

如今，孙立业是中央美术学院特聘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画院特聘画家、周
口市政协委员、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院
士、 北京红森尚艺画院常务副院长、周
口书画院副院长、沈丘县美术家协会主
席、焦作市工笔画学会副会长。 其作品
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并获奖，多次在
北京、上海、河南、山东、浙江、新疆、广
东、江苏等地举办展览，多次被中国美
术馆、人民大会堂以及各省、市博物馆、
画廊和收藏家收藏。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该吃晚饭的时
候。 笔者欲动身返家时，却看到孙立业
的爱人王秀惠已在餐桌上把酒菜备好。
见主家一再挽留，笔者便坐下与孙立业
边吃边聊。

孙立业不胜酒力，小酌过后他便吐
了“真言”。 他告诉笔者：“有一位知名评
论家说过， 从事艺术创作的人 60 岁才
是青年。 在艺术创作上，我充其量不过
是个少年。 回顾十几年的绘画历程，我
感触颇深。 有失落、有坚持、有徘徊、有
平静，也有欣喜。 当然也曾经有过放弃
的念头。 为了梦想，我最终还是坚持下
来了。 ”

正是由于坚持、坚持、再坚持，才使
得孙立业在绘画艺术创作道路上走向

了成功、取得了成就。 立业、立业，他立
的就是中国工笔画的事业。 做好人、教
好书、作好画、立好业，是他人生最完美
的追求。 ②8

孙立业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