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了腊八年味渐浓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实习生 王伟

云"#腊八祭灶$ 年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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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是

农历腊八$记者在市区走访看到$不少

超市已开始热闹起来$ 无论是中国结'

春联'灯笼这样的年节商品$还是干果'

蜜饯之类的特色年货$都已摆到了显著

位置$营造出了浓浓的年味儿&

春节是市民消费最集中最火爆的

时期$ 也是商家抢占商机的绝佳时候&

当日上午$记者在中州大道一家超市内

看到$#年货大街%

$

个大字格外抢眼 $

这里不仅悬挂起了喜庆的招贴画'中国

结'过年挂饰等年节商品$摆放的酒类'

糖果类等商品更是琳琅满目$吸引了不

少市民的眼球& 该超市的负责人介绍$

年货商品的销售高潮马上就到了$他们

专门针对年货商品准备了充足的货源$

以供市民选购&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距离春

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有一部分市民已

经开始关注年货$甚至有的已经动手采

购& 在七一路一家超市内$市民王女士

看看这个中国结$ 瞅瞅那个福字挂饰$

最后选定了一串红辣椒挂饰&她说(#红

辣椒预示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去年就想

买一串红辣椒$ 谁知到跟前事多给忘

了& 今年早一点儿买挂在屋里$免得等

到年关又忘了& %

绞肉'配料'灌制))不一会儿$一

根根圆滚滚' 红通通的香肠就灌制成

型& 在市区人民路$制作香肠的摊位前

围满了人& #每年进入腊月后就是灌制

香肠的高峰期$每到这段时间$我们都

忙不过来& 这一天下来少算也得灌有

!%%

多斤& %老板边忙边告诉记者&

#现在做好回家晾起来$ 等过年的

时候孩子们正好尝尝 &% 市民张先生

说$ 每年他都要在春节前买肉加工一

些香肠$ 这已经成为自家过年必备的

一道菜了&

!全民健身 幸福周口"太极拳交流赛开幕

!""余人展拳艺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实习生 王伟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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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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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全民健身 幸福周

口%太极拳交流展演大赛在市区五一广

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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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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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太极拳爱

好者共同展示太极之美&

压腿'转体'踢腿))当天$在展演

现场$太极拳爱好者整齐划一'刚柔并

济的动作$让人赏心悦目$不时获得阵

阵掌声&

#太极拳动作柔和'速度较慢$拳式

也不难学$而且架势的高或低'运动量的

大小都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质而有所不

同$能适合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需要& %

张女士练习太极拳已经有
(

年了$ 她告

诉记者$以前她的身体不是很好$自从练

习太极拳后$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 #此

次交流活动$ 为太极拳爱好者提供了一

次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平台$是一次切

磋技艺'互相学习的机会& %张女士说&

据介绍$ 本次比赛是全市开展的

#全民健身 幸福周口%系列活动的内容

之一&由市体育局'市文明办'市农业局

联合举办的全市#全民健身 幸福周口%

全民健身系列活动自
"%!&

年
!

月
!

日

启动以来$相继开展了各种体育健身活

动& 春节期间$我市还将陆续开展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且具有地域特色的体育

健身和体育竞赛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

促使广大群众到体育锻炼中来$建立科

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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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术评论家范迪安这样评价他

的画(兼有具体与抽象'写实与写意两方

面的特点$ 努力把握工笔绘画精雕细刻

的造型手法和写意绘画水墨渲染的表现

手段$将它们融合作为自己致力的目标$

由此$他的画有了与众不同的综合面貌&

他的画造型是第一位的$ 他以自己经过

学院训练的造型能力严谨地刻画形象的

具体状貌$ 用精微的高古线条塑造人物

和景致$线条成为物象生成的基础$也构

成作品结构的骨架&与此同时$他注重发

挥工笔敷色的效果$ 同样精细地用色彩

塑造物象的体感和质地$ 使工细的语言

成为画面确立的主导语言&

他就是从周口走出的我国当代著名

画名家王颖生&

幼小学画 父亲是启蒙老师

王颖生绘画师从父亲& 父亲也是他

的启蒙老师&王颖生说$父亲是一位优秀

的美术老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绘

画天赋被父亲发现& 记得是
#

岁那年的

一天$闲来无事$父亲把正在玩耍的王颖

生叫过来$ 突发奇想般地让王颖生画画&

很少摸画笔的王颖生$ 虽有一点不情愿$

但还是听从父亲的安排$ 稚嫩的小手拿

起来画笔稍作停顿后$ 很快完成了一幅

水墨画&父亲看后连声说好&随后父亲思

忖良久$作出一个决定$让王颖生学绘画&

深受父母的影响$ 从此以后王颖生

就对绘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开

始了他的绘画生涯& #当初父亲让我学

画画$是为了让我有一技之长$将来好在

社会上立足& % 王颖生说& 不曾想$一枝

小画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王颖

生带着父母的希望'带着自己的梦想$畅

游在艺术的王国里&

学习绘画是一件苦差事& 画物体$形

体准不准是衡量一个画者基本功扎实与

否的最重要的标准&扎实的基本功来自勤

学苦练&王颖生从基础的静物素描开始练

习$一幅画下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之后

是人物头像素描练习$ 后来就是外出写

生$这期间还要学习色彩&冬去春来$经过

几年的刻苦学习$

!)#)

年$王颖生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河南大学美术系&

刻苦深造 甘做艺术苦行僧

四年的系统学习$ 王颖生的绘画专

业理论和技巧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

年$王颖生大学毕业回到周口师专任教&

王颖生说(#周口文化底蕴深厚$ 作为周

口人觉得特别自豪& 从这个文化气息很

浓的环境里得到过锻炼$ 当时又回到周

口工作更觉幸福& %

参加工作后$ 王颖生没有放松自己

的艺术追求&上完课$他时常带学生一起

或单独外出写生&#当时觉得自己专业还

不够好$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水平$所以

要求自己一定要努力& %王颖生说& 为练

就扎实的基本功$ 他常常带着学生去火

车站画速写$因为那里有滞留的乘客$王

颖生就以他们为模特画人物头像& 每天

下午一直画到晚上
)

点多$ 一天下来要

画几张甚至十几张人物头像或人物速

写$就这样坚持了
'

年& #我扎实的基本

功$就是在那几年密集训练中打下的& %

王颖生说&

天道酬勤&

!)($

年$第一次参加全国

美展的王颖生获得大奖$创造了全票通过

的记录& 在美术界崭露头角的王颖生$在

周口师专任教
'

年后$

!)(*

年被河南大学

#挖走%$成为河南大学的一名美术教师&

艺无止境& 对艺术充满渴求的王颖

生在河南大学执教
)

年后$ 再次踏上求

学之路&

!))&

年$王颖生考上中央美术

学院国画系研究生& 自费生的生活是很

苦的$生活费'画材费'住宿费等都需要

自己想办法解决$ 但王颖生没有被困难

吓住$他顽强地坚持下来了& 王颖生说$

自己是在家人和老师的鼓励下完成的学

业$艰苦岁月的磨练使他在艺术道路上走

得更加坚定& #同学
'%

年聚会时得知$我

是唯一一个没有转行的人& %王颖生说&

!))#

年$王颖生从中央美院国画系

工笔人物专业毕业$留校任教$到中央美

院壁画系工作室$ 从事中国传统重彩壁

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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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王颖生被选派至俄罗

斯做访问学者&#虽说当时自己有一定成

就$获过不少国内外的大奖$在业界也有

了一席之地$但到俄罗斯以后$我还是很

虚心学习$ 潜心钻研& 我当时想既然来

了$就一定要把该学的东西学到$我就经

常参观博物馆'与当地画家交流'进行文

化考察等$收益很大& %王颖生说&

十年磨剑 传统壁画创作成果丰

从
!))#

年王颖生在中央美院从事中

国传统重彩壁画教学后$他的个人创作就

与传统壁画结下了不解之缘&王颖生在教

学与艺术创作上曾经多方探索$尝试用多

种手法和材料设计制作壁画'雕塑及环境

艺术$尽自己所能努力进取$以求能够成

为壁画专业需要的合格教师&

在读研之前$王颖生已有
!%

年高校

任教的经历$在教学上不是生手&但壁画

系工作室是一个兼顾中' 外两大传统的

大型绘画工作室$ 首任工作室主任是侯

一民先生$继任者是孙景波先生$两位先

生都是中外兼修& 王颖生对自己承担的

传统工笔重彩课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结

合壁画临摹'写生'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教

学效果& 课程被评为中央美术学院精品

课程$ 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传统重彩壁

画保护'绘制的毕业生$并陆续分配在全

国各地文化机构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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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末$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

管委会一行拜访孙景波先生$ 给壁画系

工作室带来了一次大型壁画的实践活

动&王颖生受孙景波先生委托$带领创作

团队师生入内蒙走沙漠$ 沿成吉思汗征

战之路$观天象察地貌$考证掌握第一手

资料$为创作做足了功课&王颖生选择了

用自己所擅长的工笔重彩进行创作& 经

过半年的准备'

'

个月的绘制$高
$2'

米'

长
!&#

米的超大壁画 *一代天骄+++成

吉思汗,终于完成&该作品在第十一届全

国美展中评为壁画金奖&当时正值酷暑$

没有空调$王颖生挥汗如雨$几个月下来

瘦了十几斤&

"%%)

年$王颖生与孙景波先生申报

的中国传统壁画教学' 修复与保护课题

获得教育部立项并获得课题设备经费支

持& 此时$适逢大同市政府来谈合作$大

同市由煤炭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 在华

严寺'善化寺'灵岩寺进行寺观壁画的再

造与重光&王颖生的团队
!%

月进入华严

寺&华严寺为辽金皇室家庙$规模格局宏

伟& 为达到与建筑及辽'金'明'清雕塑'

壁画协调的效果$ 王颖生等人遍访山西

辽金遗存$寻查寺观古墓$取得充实的资

料与依据进行创作$ 对传统重彩壁画的

语言形式$ 特别是辽金时期佛教壁画的

造型'构图'设色'勾线等表现手法进行

深入地探讨研究$数易其稿$耗时半年终

于上墙&壁画完成后观者如云$市民专家

好评如潮& 专业评价说(#不让古人& %信

任的建立让以后的绘制一路顺风& 随后

王颖生所绘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背屏

*水月观音,又被广泛赞誉&在
!"

米高的

脚手架上$ 王颖生师生们攀高踞险勾画

如仪$猿臂轻舒手绘五彩祥云&

"%%)

年至
"%!"

年$王颖生等人在
'

年的时间内手绘完成了近
'%%%

平方米'

!%%

多幅约
(%%%

多个人物的传统重彩

壁画& 这是传统重彩壁画沉寂三百年后

的最大规模的壁画群$ 前后有
!&%

人次

参与$ 壁画系工作室师生及选修中国画

和雕塑' 油画等专业的同学有了教学与

实践的结合$ 获得了临场绘制的经历和

经验$课堂所学不再是纸上谈兵&

"%!'

年$洛阳隋唐遗址重建武则天

礼佛之天堂$ 来自家乡的邀请让王颖生

所在工作室又有了追梦大唐的机缘$由

王颖生主笔设计绘制的 *万国来朝,$在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获得铜奖&

回顾十年来完成大型重彩壁画的过

程$王颖生感慨良多$收获颇丰& 他说(

#我们建立美术学院符合国际标准的实

验室$使我们保护'绘制重彩壁画有了与

国际接轨的可能& 新型的绘制材料也在

壁画系师生
'%

年来的试验与改进中不

断提升$现在$异地绘制安装轻捷便利$

维护方便$ 一改传统壁画墙毁画亡的惨

痛历史& %

王颖生说$中国传统重彩壁画很多$

包括敦煌壁画$还有陕西'河南等地的墓

室壁画& 这些画一旦被打开人们就控制

不了$颜色会迅速老化$这个时候的保护

揭取$中国还处在很业余的水平&这个专

业在中国整个美术教育里是一项空白&

近十年来$ 王颖生一直在致力于这项科

研工作&目前$他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个专

项课题研究$并获国家专项科研经费$在

他的实验室内$ 多台仪器都是国际一流

的& 我们期待王颖生和他的团队早日填

补这项空白&

王颖生简介#

!)*'

年生于河南沈丘 !

!)('

年毕业

于河南大学美术系!后任教于该系"

!))&

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

!))#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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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年被国

家基金委选派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

术学院梅里尼可夫工作室访问学习"现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壁

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学院壁画系副主

任#教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其代表作品有$潮%#$苦咖啡%#$静静

的时光%#$事业%#$踱步%等!作品曾获第

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最高奖"

"%%&

年王颖生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评为&德艺双

馨艺术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

美术馆#中国奥委会#深圳美术馆等多家

机构收藏"

爱心无限 友谊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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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实习生 王伟

云"

!

月
"&

日 $天气寒冷 $但在周口儿

童大世界一楼却是暖意浓浓&由周口义

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志愿服务队以及

市区多家爱心商家举办的#关注留守儿

童$关心周口未来%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今天我交了一个城里的好朋友& %

#

岁的孙文凯手中拿着友谊卡$脸上洋

溢着灿烂的笑容&孙文凯是淮阳县曹河

乡程楼学校一年级的学生$在当天的赠

送友谊卡环节中$他认识了比自己大一

岁的黄远铭& #城里的小朋友开朗'活

泼$我喜欢和他们交朋友&%这是孙文凯

对城里小伙伴的印象& 孙文凯说$今天

的活动让他多了一位好朋友$以后会经

常和新朋友联系和交流&

据介绍$当天和孙文凯一样$程楼

学校的
'%

名留守儿童都收到了来自市

区小学生赠送的友谊卡&

除了赠送友谊卡之外$当天$主办

方还为过生日的小朋友准备了生日蛋

糕& #小寿星%孙阿真今年
!"

岁$由于父

母在外忙碌$ 学习之余她还要照顾年幼

的弟弟$从来没有真正地过过一个生日&

吃到生日蛋糕$ 孙阿真高兴地说(#每年

过生日如果父母在身边就只是为我煮个

鸡蛋$从来没有买过生日蛋糕$这是我过

得最开心的生日$谢谢叔叔阿姨& %

#手手相牵$传递的是友谊-心心相

连$凝聚的是爱心&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多数留守儿童由于

缺乏父母亲情的滋润$ 长期处于自我封

闭的状态& 举办此次活动是为了让同龄

的孩子和留守儿童结对交朋友$ 通过互

动游戏'写信沟通等方式互相了解'互相

学习$ 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

爱&他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志愿

服务当中$用爱心托起留守儿童的未来&

当天下午$主办方还带领留守儿童

参观了周口公园和周口博物馆&

治理一下学校门口的游戏机
赵女士$电话#

!%"&&&&&&&&

%#在西华师范学校附小门口北!一家商铺摆出

两台类似赌博机的投币游戏机!每天接送孩子时!总会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们在

那里玩得不亦乐乎" 投进去一块钱!运气好的话能赚上几颗弹珠!这种游戏很是吸

引那些不懂事的孩子!慢慢地会让孩子们上瘾!对孩子们的成长十分不利" 希望相

关部门治理一下"

希望路灯亮起来
李先生$电话#

'%(&&&&&&&&

%#我是川汇区人和办事处大风车幼儿园一带的

居民!十分感谢有关部门元旦前给我们这一带安装了路灯!但是灯装上后一直不

亮"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给路灯通电!不要让它成为城市的装饰品"

尽快打通八一大道$与商水对接
周先生$电话#

)(*&&&&&&&&

%#新火车站车次多了!新汽车站也开始运营了!

然而!从南边进入周口市区的路只有一条周商大道!还经常堵车" 希望政府尽快打

通八一大道!与商水对接!缓解周商路压力!让市民出行更方便"

管一管这些无良商家
张先生$电话#

)%(&&&&&&&&

%#西华县明德小学大门南边的一家鞋店!为招

揽顾客!门口装三个高音喇叭!天天大音量地循环播放广场舞歌曲!声音震耳欲

聋!不仅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影响学校里孩子的学习" 希望环保部门管一

管这些无良的商家" 本报记者 整理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右图 #气温骤降 !道路

结冰!提醒广大市民小心出

行!注意安全"

!记者 王映 摄"

上图# 市区七一路八一

女子岗民警在寒风中执勤!

确保交通畅通" !刘坤 摄"

商水县 #"岁以上老人喜领津贴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日前$商水

县
)%

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发放仪式在

邓城镇敬老院举行$来自邓城镇的近
"%

位老人代表每人领到了
"%!$

年高龄津

贴
*%%

元&

#发那个
*%

岁的养老保险都好得

很$ 很感谢& 这也发钱 $ 现在上年纪

的人也都有吃有喝了 $ 还有钱花了 $

真得感谢党啊 . 真好 $ 说不完的好

处&% 领到津贴的袁付枝老人笑得合不

拢嘴& 商水县民政局有关人员介绍说$

这个钱虽然不多 $ 但体现的是县委 '

县政府对老年人的关爱 $ 是社会的一

种导向$ 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关注老年

人$ 使老年人有一个颐养天年的生活

环境 $ 让他们老有所养 ' 老有所乐 '

老有所为&

据悉 $ 从
"%!$

年
!

月
!

日开始 $

凡具有商水县户籍且年满
)%

周岁的老

人$ 均可享受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待遇$

)%

岁至
))

岁每人每月
&%

元-

!%%

岁以

上每人每月
!%%

元 & 商水县目前共有

)%

周岁以上老人
!**(

人$ 高龄津贴将

于近期陆续发放到老人手中&

雪中情
!!!!!!

昨日上午$今冬的第一

场雪落下帷幕$虽然雪量不

大$但还是给市民出行带来

很大不便&

王颖生的代表作$踱步二%

王颖生在画室指导学生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