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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周口师范学院 "十二人

油画展#在北京红博馆举行$开国元帅刘

伯承之子%著名书法家刘蒙在致辞称!这

次画展是周口师范学院油画专业教师整

体实力的一次展示! 作品以艺术的形式

展示了周口文化的博大精深!令人震撼$

既为业内人士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

也为各位专家提供了一次走近周口师范

学院的机会$

周口师范学院&十二人油画展#能够

在京成功举办! 离不开一个人'''现为

人民美术创作院院长% 人民美术网学术

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客

座研究员的李德哲$

#$%'

年初!在&出彩周口人(北京之

行中!记者走进北京红博馆!见到了这位

个头不高%朴实敦厚的老乡!聆听了他走

向丹青道路的故事$

儿时临摹连环画

今年
&#

岁的李德哲!出生于太康县

王集乡一个叫后李的村子! 家中兄妹
&

人! 父亲是个乡村医生$ 作为家中的长

子! 懂事的他很小就开始帮助家人干些

农活$ 八九岁的时候!他便成了犁地%耙

地%扬场的&好把式#$

俗话说!创作来源于生活$而正是年

少时期在农村这段宝贵的生活经历!成

为李德哲日后艺术创作的素材! 成为他

不论走多远都历久弥新的记忆$

李德哲自幼对画画情有独钟$ 在上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他从邻居家中借

回一本名叫)孙悟空棒打白骨精*的连环

画!连环画上的人物吸引了他$他找来几

张复印纸进行临摹! 把复印纸垫在画页

的下面!再在复印纸下垫张白纸!就这样

在连环画页上一笔一划地"描(起来$ 年

幼的他看到临摹出的一大叠图案! 心中

甚是欣喜$可他在欣喜过后犯难了!等到

准备把这本临摹过的 )孙悟空棒打白骨

精*归还邻居时!临摹留下的一道道痕迹

让画页成了"老花脸(!还给人家感觉"很

不好意思($ 这一印象让李德哲难以忘

怀$

在李德哲年幼的生活中! 喜欢画画

的他发现除可临摹连环画之外! 跟着爷

爷到农田里犁地的时候也能画画$ 他帮

助爷爷将田地犁完整平$ 爷爷和耕牛休

息!他用树枝或鞭杆当"画笔(!把田地当

"画纸(!画上树%画上牛!画出各种图案!

甚至一旁吸着旱烟袋休息的爷爷也一度

成为他画的对象$ 这成了他最快乐的时

光$

遍地金黄的田野里! 一个男孩痴情

地画着他眼前那树%那牛!还有和他朝夕

相伴的爷爷!该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呀$没

想到那个懵懂少年! 这一辈子真的和绘

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创作崭露头角

如果说画画让李德哲找到了童年的

乐趣! 那么诗歌让他的青春格外充实和

激情飞扬$李德哲说!他的初中是伴随背

诵)唐诗三百首*度过的$ 背诵的古诗篇

数和次数多了!他则尝试创作起来$

"一粒种子播种在希望的田野上!经

历春风% 春雨的滋润! 生了根% 发了芽

++# 这是他上初三时创作的一首题为

)希冀*的诗歌!至今记忆犹新$回忆这首

诗歌的时候! 李德哲流露出诗人特有的

纯真和率直! 仿佛又回到那段激情燃烧

的青春岁月$这首诗发表在当年)中学生

博览*刊物上!参加诗歌比赛!还获得了

全国三等奖!这更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

在高中!他利用自己的文学特长!在

老师的支持下成立了文学社团! 办起了

校报$ 开始是他们太康原二中一个学校

承办! 后来他联系太康原三中等其他
(

所学校的文学爱好者联合办报$&这么做

的目的是让更多学校的校园文化丰富起

来$另外!联合办报稿源更丰富了$#李德

哲这样解释他们联合创办文学报的初

衷$&当时!报纸确实火得很!连一些老师

都踊跃投稿!四个学校校长是顾问!发行

不成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校报邮寄

到省内外一些中学进行交流! 反响就是

一个字''',好-$那时!国内几个文学院

针对青少年开展评选 ,中国桂冠诗人-!

我将自己作品邮寄过去! 没想到荣登光

荣榜$ (他讲到得意处!似乎有说不完的

故事$

高中三年! 李德哲在文学这片天地

里辛勤耕耘!也收获了累累果实$他所创

办的文学社! 在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评

选中获得二等奖$ 文学也成就了他深造

的梦想$高中毕业!他凭借自己在文学方

面的功底!步入哈尔滨一所文学院深造$

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创作一百多首诗!

结集出版了)走出星辰走出梦*等诗集!

在校园引起不小的轰动$

书画主编笔耕不辍

完成
(

年学业! 他和一些年轻学子

一样!怀揣着对首都的向往!坐上了驶向

北京的火车$在几年的尝试创业之后!他

感觉自己知识的缺乏! 又走进北京大学

如饥似渴地攻读起艺术哲学$ 一次偶然

的机会! 他有幸进入人民日报社新闻培

训中心工作$在这里!他不仅学到了不少

知识!拓宽了视野!而且在天天使用毛笔

批改学员文章的过程中! 他的书法功底

日趋见长$两年后!他又进入人民网担任

书画主编!一干就是
%$

多年$期间!李德

哲获得了和更多书画名家交流的机会!

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 在向书画名家孜

孜不倦学习之时! 他的艺术创作水平日

益提高$

原本酷爱书画的李德哲! 有了书画

名家们的指引和鼓励! 更加全神贯注地

搞创作了$工作之余!他将全部时间倾注

在了练习书画上!每天都用几个小时&笔

走银蛇($&剑不离手!曲不离口$练多了!

自然熟能生巧$(李德哲每天抽时间练习

书画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在长期的书画创作实践和艺术研究

过程中! 拥有哲学素养的李德哲有了对

书画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既然哲学是集

众多学科于一体的统一理论! 那么中国

画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 则是中国哲学

思想的艺术表达方式$他还特别强调!一

个艺术家应该有&三独观(!即独立的崇

高信仰%独立的艺术思想%独立的人文关

怀$独立的崇高信仰!是创作者要有远大

的理想和抱负!这样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独立的艺术思想! 有思想的作品才是好

作品!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讲!具有独立的

艺术思想很重要.独立的人文关怀!就是

创作者要关怀社会和自然!反过来!自然

和社会会关怀创作者! 这种彼此关怀和

敬畏! 应该是创作者艺术行为的较高境

界$

他对艺术创作的见解和观点! 在国

内几次高层次书画创作论坛上! 引起了

众多与会专家的共鸣$

个人画展步入人民大会堂

#$$)

年!酷爱书画的李德哲受一些

书画名家的影响! 也想和名家们搞次艺

术交流!就萌发了举办个人画展的想法$

*

月
)

日! 李德哲迎来了他一生难忘的

时刻! 由人民日报社和浙江省联合主办

的&迎八一/将军情!李德哲水墨画展(在

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他也因此成为了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位画

家$ 前来参观的京城知名书画家接踵而

至! 人民大会堂有关方面甚至提出收藏

部分作品!让李德哲始料不及$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画展仍让我激

动$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

而且展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 来访者给

予高度评价 ! 这让我多少有些受宠若

惊$(李德哲说!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无

疑是对他多年来孜孜不倦从事艺术创作

的肯定! 画展的成功举办也增添了他日

后勇攀艺术创作高峰的信心和勇气$

之后! 李德哲创作的书画作品被广

泛关注$

#$$)

年
+

月
+

日!李德哲的作

品应邀搭载 &实践八号( 卫星畅游太空

%'

天!成为全国获此殊荣的十位书画家

之一$

病床上收获
%&

首诗

当李德哲在艺术创作正如日中天的

时候!却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

对人生的追求有了新的认识$

那是
#$$+

年!他去新疆采风夜间归

来!乘坐的车子在途中出现事故$ &当时

就听见,咣-的一声!就不醒人事了++(

李德哲回忆说!等他醒来的时候!自己已

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当医生告诉他

右臂粉碎性骨折的消息后! 他简直无法

接受这个事实$&右臂骨折若治疗触碰了

神经!肢体功能丧失!意味着以后再也不

能很好地写字%画画了$这对一个书画创

作者来说是无情的打击$ (李德哲说$

强者也有彷徨的时候! 但终究不会

向生活低头$经过一段时间沉沦之后!李

德哲开始微笑面对每一个日出和日落$

在住院的几个月时间里! 李德哲并没有

闲着!打着绷带的右臂不能动弹!他就试

着用左手练习写字$与此同时!他重新拾

起诗歌创作!在病床上收获了
)$

首自由

诗$

经历了这场车祸之后! 李德哲对人

生有了更深的感悟0面对生活!不论是顺

境或是逆境!都要永远露出自信的微笑!

勇做生活的强者$

积极传播周口文化

&在我创作的这些诗中!有不少是反

映家乡和农村题材的! 对家乡的思念在

诗中都有所体现++# 谈起对家乡的感

情时!李德哲动情地说!自己虽然在北京

工作%生活
#$

年了!但依然惦记着家乡

的一草一木$

最近!他计划把在病床上写下的
)$

首诗!结集出版一部诗集!取名叫)醉*$

内容大多是关于家乡的一些题材! 比如

写老子%谢安%谢石%谢灵运等一些家乡

名人的诗歌$另外!反映农村生活的一些

题材也在诗歌里有所体现! 他要用诗歌

这种方式! 来表达对家乡的深深向往之

情$

#$$+

年
+

月! 怀揣着对家的眷恋和

热爱!他曾以&问道丹青#为题在周口博

物馆举办个人书画作品展! 以特殊的方

式向家乡父老倾诉一个游子的情怀$

在京城画坛小有名气的李德哲!已

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当一个人

有能力的时候! 就应该为养育他长大的

家乡出把力$ #

#$%&

年底!他利用自己的

人脉和平台! 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周口师

范学院&十二人油画展#!共展出周口师

范学院
%#

位老师的
,$

余件油画作品$

谈到未来打算!李德哲称!今后!他将积

极协调组织更多优秀的周口书画家到北

京举办展览!甚至到全国各地巡展!致力

于传播周口文化!展现周口魅力!让更多

人欣赏散发周口泥土芬芳气息的中国

画$

核心提示

李德哲把中国画看成是 !中国

哲学思想的艺术表达"#年龄虽刚过

四十$但他在京城画坛小有名气$对

书画独到的见解让书画大家刮目相

看#

#$$)

年
*

月$ 他在人民大会堂

举办!个人水墨画展"$ 成为人民大

会堂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位画家$

轰动画坛$这一年他才
((

岁# 同年

+

月$ 他的作品应邀搭载 !实践八

号"卫星畅游太空
%'

天$成为全国

获此殊荣的十位书画家之一# 他创

作的灵感多源于年少时期在家乡那

段农村生活$因而$他对家乡有着难

以割舍的眷恋# 在京城画坛拥有一

片天地的他$ 希望帮助更多优秀的

周口书画家到京办展$ 传播周口文

化$展现周口魅力$让更多人欣赏散

发周口泥土芬芳气息的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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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为农民工维权工作综述
记者 马月红 实习生 耿佳宁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怎样在用工单

位的强势条件下! 让农民工拿到急需养

家糊口的血汗钱! 让他们流汗流血不再

流泪!是政府的责任$ 为此!周口市出台

了政策!明确了分工!并于
#$%&

年
%#

月

中旬在)周口日报*刊登了)周口市中心

城区建筑领域清理拖欠工程款 1农民工

工资2责任分工一览表 *!一览表里有责

任单位%负责人%责任人的联系方式!让

农民工知道怎样为自己维权$

一年来!我市组织人社%司法%住建%

工商%水利%工会等部门!组成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联合执法小组!帮

助农民工维权讨薪$

市人社部门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

度! 积极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

建设$

#$%&

年全市各类企业劳动合同签

订率保持在
+'-

以上! 集体合同覆盖率

达到
+$-

$ 加大了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

度!积极推进劳动监察执法"两网化(建

设!先后组织开展了农民工工资支付%清

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整治非法用

工打击违法犯罪等专项执法检查活动!

切实保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市各级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立案处理劳动违法

案件
&&(

件!结案
&#%

件!举报投诉受理

案件登记率达到
%$$-

! 结案率达到

+'-

!共清理拖欠劳动者工资
($#'

万元!

涉及劳动者
)))#

人$

坚持快受理%快立案%快审理%快结

案的原则! 依法及时处理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努力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质量$

全市共立案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

件!

结案
&'+

件!结案率达
+)-

.案外调解处

理劳动争议案件
()(

件. 全市所辖县市

区全部成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并建

立基层调解组织
+)

个$

市司法部门提出了农民工法律援助

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的工作目

标! 确保全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司

法救助的有力保障$

#$%&

年以来!全市

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工提供民事法律援

助
),+

件 ! 占全部民事援助案件数的

%).,-

!取得经济利益
,#).'

万元$

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建立了覆盖全市

的法律援助网络! 在全市
+

个县市区设

立了
#'*

家法律援助工作站! 在社区和

律师事务所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在

全市每个行政村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络

员$为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市司法

局联合劳动部门设立了专门针对农民工

的法律援助工作站! 每周定时安排律师

值班!解答农民工法律咨询!受理法律援

助申请$同时!降低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

门槛! 简化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办事程

序$市法律援助中心按照全省%全市法律

援助工作会议的要求!自加压力!将法律

援助审批时限提前到
'

个工作日办结!

对农民工快要超过仲裁时限的申请!按

照急事急办的要求!先受理指派律师!再

完善审批手续$市法律援助中心与人社%

总工会等部门建立了工作联系和联动机

制! 农民工在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主张

权利的同时!也可以同步申请法律援助!

我市农民工可以向总工会职工维权部或

职工帮扶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可以在法

院立案或劳动仲裁立案时得到工作人员

关于法律援助的信息提示和帮助$

678@8ABC DEFGHI4;

本报讯 1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

迎2春节过后!正值农民工大规模返工之

际! 为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

(

月
)

日!

"关爱农民工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在周口客运中心站门前举行$活动现场!

来自我市各界的法律专家为即将返工的

农民工上了一堂维权课$

周口市三川律师事务所刘素芳律师

告诉记者! 近两年我市农民工的维权意

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到法律事务所咨询

的次数也明显增多$ 但是大多数农民工

都是在受到侵权伤害后才想起来维护自

己的权益$在此!刘律师提醒在外务工人

员0一%用工前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二%

发生工伤后必须及时鉴定治疗.三%遇到

侵权伤害时要及时进行法律咨询! 第一

时间申请法律援助$

"对于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情节严

重者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周口法院劳动

权益保护法庭庭长朱纪周告诉记者!为

了更好地为农民工服务! 周口法院每年

都会不定期到建筑工地%火车站%汽车站

开展农民工法制宣传活动! 向农民工发

放维权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 进行现场

法律服务$ 针对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案件!周口法院开辟了快立%快审%快执

的"绿色通道(!全面简化办案程序!切实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周口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刘家峰就

农民工如何申请法律援助% 申请法律援

助应当提交的资料及法律援助的具体程

序等问题向现场农民工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 使他们对今后的维权行为和解决方

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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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1记者 窦娜2为认真做好农

民工的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工作! 切实

提高广大农民工法治观念! 不断增强其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

力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月
)

日!市司

法局% 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周

口客运中心站门前举行 "关爱农民工法

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三六九!往外走($当日正值正月十

六!周口客运中心站门前熙熙攘攘!不少

旅客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乘车$ 记

者在现场看到!市公安局%市法院%市农

业局%市水利局%市安监局%市统计局等

&$

多家涉农单位通过采取悬挂标语%设

置宣传展板%设立宣传咨询台%发放法律

援助宣传册等形式! 向来往的群众宣传

法律法规! 并叮嘱他们仔细阅读发放的

农民工维权法律常识!知法%懂法!遇到

拖欠工资等权益受到侵害时要依靠法律

途径理性维权!避免过激%冲动行为$

"你们工作真认真啊! 这么冷的天!

刚过完年就出来搞法治宣传了$(准备外

出务工的小李接过普法资料时说$ 他告

诉记者!如果遇到涉法问题!他会采取合

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时期

的农民工不仅要掌握劳动技能! 更要学

法%知法%懂法%守法!依法维权$ (小李

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

不断创新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手段!广

大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得到明

显提升$

主办方表示! 通过对农民工开展有

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 可以使农民工

了解% 熟悉和掌握与自身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的法律常识!牢固树立权利%义务的

观念!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依法正确维

权!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为构建和谐法治

周口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据介绍!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法

治精神 建设法治周口($

(

月
)

日$!关爱农民工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在周口客运中心站门前举行$相关单位设立咨询服务台$发放宣传资料$回答群众咨询# 记者 王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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