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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侯俊豫 文
!

图

核心提示

!天道酬勤" #出生于老子故里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的毕启亮$ 靠勤奋和对艺

术的执著追求$ 成为京城颇具影响力的

舞美设计大师" 他曾担任过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 亚运会文艺晚会% 国庆

!#

周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大型庆

典活动和歌唱家彭丽媛个人演唱会%舞

蹈家杨丽萍舞蹈晚会等近百场国内外大

型晚会舞美总设计$ 开创了舞美设计由

!剧场#走向!广场#的先河" 那一个个宏

伟壮观% 气势磅礴的历史经典画面永远

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功成名就的他$情

系桑梓$

+-

年前$设立!老子故里启亮书

画艺术基金会#$培育了大批书画艺术人

才&

+$

年前$他捐款近
,#

万元为家乡建

起了!启亮中学#" 如今$

$,

岁的他从工

作岗位退休后又走进两所高校的美术课

堂"德艺双馨的他语重心长地说$自己余

生除将知识的种子播撒给追求艺术进步

的学子外$还将继续呵护好!书画艺术基

金#事业$扶持更多美术新苗成才$彩绘

幸福晚年"

你可能不认识他! 但是你一定观看

过舞美由他设计的文艺晚会"

+"-"

年中

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亚运会文艺晚会#第

七届全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香港回归

天安门广场庆祝晚会# 澳门回归天安门

庆典晚会等$ 这些国家级大型庆典文艺

晚会舞美设计出自咱们的老乡%%%中国

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 原总政歌舞团中

国剧院主任&国家一级美术设计师&终身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毕启亮之手$

今年
.

月初!'出彩周口人(北京采访

之行将要结束的时候!记者在一个活动现

场有幸见到了这位军旅舞美设计大师$

'老家是鹿邑贾滩桑园村$时间真快!俺都

$#

多岁了! 在部队搞舞美
/#

余载))(

他那平易近人的话语很快驱散了双方之

间谈话的生疏$ 随着他娓娓道来!他那孜

孜不倦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热爱家乡的

赤子情怀!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买画画颜料归途饿晕在路上

'老家有淳朴&善良&勤劳的父老乡

亲!是俺魂牵梦绕的地方$ (毕启亮谈到

哺育他成长的家乡时激动不已$

他出生的桑园村挺有'故事($ 相传

这个村在春秋时期栽满了桑树! 当地人

以采桑养蚕为生$ 因为有一户桑姓人家

的女儿被选进了皇宫! 后来族人立祠纪

念!并把村名改为桑园$

毕启亮祖上几辈都是种田出身!没

有读书人$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母

亲姓孙!嫁到桑园!连个名字都没有!叫

了一辈子毕孙氏$ 父母虽然不会识文断

字!但是毕启亮从小喜欢比葫芦画瓢!画

啥像啥$过年他跟着大人赶集!看见摆摊

画年画&写对联的!挤到人堆里一看就是

半天! 叫都叫不走$ 爹娘都支持他学画

画!娘一直向着他!说学会画画也能有出

息$兄长姐妹都不打他的绊!还能帮的就

帮他$ 家里穷!买不起画画的纸和颜料!

他发现把锅底灰刮下来兑上水黑乎乎的

能用!就经常钻到灶房里刮锅底灰$他用

棍棒沾着锅底灰水到处画! 最拿手的是

画老虎&画门神!在村里还画出了名气!

父老乡亲都喊他'小画家($

+,

岁的时候!有次母亲用鸡蛋换来

几毛零钱!让他到东部的亳州赶会$他高

高兴兴进了城! 把钱全部买成了画画用

的颜料!却没有舍得吃饭$桑园离亳州几

十里路!返回途中!毕启亮手持颜料!饿

得晕倒在距家四五里的路上$ 邻近村的

人认识这个桑园村爱画画的孩子! 当他

们用板车把他送到家时!天都黑透了$邻

村的人把毕启亮送回来后! 娘向他们一

再感谢!还对毕启亮说"'孩子!你长大了

千万不能忘记人家呀*(毕启亮把娘的话

牢牢地记了一辈子+

抢时间如饥似渴忙"充电#

毕启亮上初中时正赶上 '文革(!怀

揣美术梦想的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荒

废时间乱闹腾!而是坚持不懈地画画+美

术老师发现他的才能后!将他推荐到县文

化馆!那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参加'毛

泽东革命实践活动展览(的美术创作+ 那

时才十五六岁的毕启亮!不仅找到了一个

边学画画边搞创作的地方!而且每天还能

获得
!

分钱的补助+ 这对一个农村娃来

说!是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

年!他的人生道路又发生了一

次转折+一次偶然机会!他走进了绿色军

营+正是由于他的美术特长!让他随后幸

运地进入总政歌舞团! 从事专业的舞台

美术设计+

'总政歌舞团真正成为俺梦想杨帆

起航的地方+ (在那里!毕启亮结识了王

怀庆等不少美术大师! 他格外珍惜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 在大师们的循循教导

下!他废寝忘食地搞创作+也就在那个时

候! 他的艺术创作水平得到突飞猛进的

提高+ 就这样一干就是
+#

多年!练就了

他扎实的美术创作技艺+

凭着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自学

高中文化课程! 于
+"-$

年考入解放军艺

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开始了系统的专

业理论学习! 同时还攻读不同学院的美

术课程+ 时间紧张!他就穿插着抢时间!

如饥似渴地'吸吮(理论知识的'甘露(+

正是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 为他日后担

任大型活动舞美设计打下了坚实基础+

开启舞台由"剧场$走向%广场$先河

+"--

年春天!身为总政歌舞团舞台

美术师的毕启亮应舞蹈家杨丽萍之邀!

担任其舞蹈晚会的舞美#灯光#服装总设

计及舞台总监! 一炮走红+ 紧接着毕启

亮#杨丽萍一行!带着他们的这台舞蹈晚

会先后到香港#菲律宾等地巡演!引起了

轰动+杨丽萍成功了!毕启亮的舞美艺术

也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和好评+其后的'彭

丽媛硕士毕业音乐会(#'诗话乡情(#,祥

林嫂-等大型歌舞晚会上的舞美#灯光设

计的成功亮相!使毕启亮声名远扬+

+"",

年
"

月!毕启亮担任了第七届

全国运动会的舞美灯光总设计! 压力之

大可想而知+ 前六届全运会舞台设计沿

用在剧场内搞的一个模式! 这次要想突

破!无疑增加难度+他一个人在北京工人

体育场一坐就是三天!思考着如何创新+

苦思冥想中一个灵感闪现!'改革开放十

多年来首都变化巨大! 何不把全运会舞

台从剧场搬到脚下这个广场. ( 这一选

址!赢得了领导层和导演组的同声赞许+

'舞台选择怎样的结构. (他把目光对准

了北京四通八达的立交桥+ 用'桥(这一

时代符号!来表达对改革开放的赞美!不

失为创新!创作的激情在他胸中激荡+

在评选舞美方案时!他绘制的
+!

张

'桥(的图纸!以色彩斑斓的画面和立体

透视夸张的构图!顺利通过了审查+北京

工人体育场上立体交叉桥式舞台! 建造

出了宽
+.-

米&高
+-

米&台深
!#

米多层

的表演空间!给编导提供了
-

个表演区!

构成了纵横交错的辉煌气势+

当时北京有
0-

座立交桥!毕启亮设

计搭建的那座雍容华贵&宏伟壮观&气势

磅礴的'彩色舞美立体彩虹桥(!被各大

媒体誉为是北京的第
0"

座立交桥+

这一成功!在观念上改变了人们对舞

台美术的认识! 拓宽了业界的创作领域!

变革一直以来的'剧场小舞台(为'广场大

舞台(!成为舞台美术发展的里程碑+

时光流转! 中国舞台美术的奇迹在

毕启亮手中不断呈现+

+""0

年
0

月
+

日!香港回归!华夏同

庆+ 设计好
+.

亿中华儿女的欢庆大典!

对于充分表达人民群众的欢乐心声&提

升民族自豪感!意义重大+身为整台晚会

舞美总设计师的毕启亮!独具慧眼!毅然

将舞台选在了天安门广场中国历史博物

馆前!倒计时牌零时钟悬挂在正门中央!

象征百年历史的百个红灯笼飘在舞台上

空!舞台整体布置庄严&肃穆&祥和+一场

结束香港百年耻辱& 回归祖国母亲怀抱

的庆典!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沧桑背景

下徐徐地拉开序幕+ 伴随着各大媒体的

现场直播! 连同这台晚会独具匠心的舞

美设计!永远定格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情系家乡牵线豫剧进京城

作为文化名人的他虽然远居北京!

但总是想方设法为家乡文艺发展尽心出

力+

.##+

年!毕启亮得知河南文化的名

片,梨园春-节目有扩大影响的想法!就

给出了进京公演的建议+ 之后还全力以

赴! 策划& 设计& 营销+ 在其运作下!

.##+

年
!

月 ! '梨园春/北京戏曲周 (&

'北京梨园春/周口之夜( 在中国剧院连

演数天!豫剧&越调&曲剧唱红首都!每天

一票难求!浓郁的中原风情打动了观众!

从此豫剧更多地进入了北京人的视野+

.##,

年春天!周口豫剧,都市彩虹-

进京参加汇报演出+ 当时'非典(逼近北

京!这可难为了主办方原周口市豫剧团+

毕启亮得知情况后!跑前跑后搞协调+他

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 请戏剧专家开座

谈会! 还自掏腰包买了
++!

万元的戏票

送给河南民工+ 当剧团完成任务返回周

口的第二天!北京开始实行隔离措施+据

知情人称!当时!如果没有老乡毕启亮的

帮助运作!周口豫剧,都市彩虹-很难在

北京唱响+

毕启亮不光对家乡的事情上心!他

一遇到有关河南的事! 感恩情结立马涌

现+

.##!

年!他得知河南电视台梨园春

小擂主牛冰倩是个很有潜质的孩子后!

便资助这个农村孩子进入总政小红星幼

儿艺术团!生活在总政机关幼儿园!还把

她的妈妈安排在总政歌舞团做临时工!

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牛冰倩生活! 另一

方面解决了娘俩的日常开销+如今!牛冰

倩已经成了一个戏曲明星+

生命不止爱心不老

树高千丈!忘不了根+成就卓著的毕

启亮!情系桑梓!知恩图报情未了+

+""0

年
,

月!他捐款
,

万余元!成立

了'老子故里毕启亮书画艺术基金会(!建

立老子美术学校! 并设 '启亮美术奖(和

'启亮书法奖(!每年捐款
+

万元投入基金

会! 资助和奖励学习美术的青少年学生+

目前!已累计注入
.#

多万元爱心款+

+"""

年
"

月!他为母校贾滩乡第四

中学捐款近
,#

万元! 用于新教学楼建

设!并成立'启亮艺术中心(!开设艺术教

育专业+ 为了表达家乡人民对毕启亮的

感谢之情!

.##,

年
,

月! 鹿邑县政府将

贾滩乡第四中学命名为'启亮中学(+

.#+#

年
!

月!毕启亮再次给力家乡

的文化事业!在鹿邑县文化馆开办了'鹿

邑县老子文化书画创作班(!目的是培养

书画人才! 以书画为媒介推广和弘扬老

子文化+

.#+.

年
++

月! 由毕启亮倾情导演

的周口市第二届运动会开幕式文体表演

,龙腾盛世/周口颂歌- 如期开幕+ 现场

!###

余名演员奉献了一场极具周口浓

郁特色的文艺演出! 集中展示了周口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科学发展& 实现富

民强市的蓬勃生机! 家乡人民享受了一

次丰盛的文化盛宴!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

多年来!在

毕启亮爱心关怀下! 老子故里走出了一

大批书画艺术人才! 有
.##

多人考上了

大学+ 山西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

教的桑振& 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张丽和

赵鑫& 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在解放军画报

社任职的李薇&郑州大学毕业的陈景伟&

河南大学美术系毕业的张丽婷等书画新

秀都是获得'启亮美术奖(和'启亮书法

奖(的佼佼者+

现今!迈入花甲之年的毕启亮!从工

作岗位退休后! 又走进北京工业大学耿

丹学院& 中国戏剧学院两所高校的美术

专业教室讲台! 将自己丰富的舞美设计

知识和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播给那些渴求

成长的青葱学子们+'彩霞满天映夕阳+(

他语重心长地说! 自己除了当好一名老

园丁外! 还将继续呵护好 '书画艺术基

金(事业!帮扶家乡更多的美术新苗茁壮

成长&成才!彩绘幸福晚年+

爱心不老!生命不老+我们祝愿德艺

双馨的毕启亮老师身体和事业永葆青

春*

0123 456789:;<

记者 李一

秦学义是 '周口的士雷锋车队(的

队长!他热心帮助他人!谁的东西落在

车上了!路边有谁需要帮助!他总是伸

出援助之手+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的重

要组成部分!每天在街上看着各种各样

的故事发生! 我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别

人+ (秦学义说+

.##.

年!秦学义开始从事出租车行

业!一晃
+,

个年头过去了!在这长达
+,

年的营运中! 秦学义从未出现违章现

象!从未被乘客投诉过+ '出租车是流动

的名片&城市的窗口!司机就代表着周

口人的形象!所以我每天都做到车容车

貌干净&仪表整洁&服务热情&收费公道

合理!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待

本职工作!秦学义始终充满热情+

正因为这些 ! 秦学义多次被评为

'周口市出租车文明使者(&'周口市十

佳出租车司机(+

.##0

年!通过民主选举!

秦学义成为出租车协会副会长 +

.#+#

年!他和他的出租车被省交通厅评为'省

级文明驾驶员(和'省级文明出租车(+

为了在出租车行业中弘扬雷锋精

神!传播正能量!营造人人都争做好人

好事的良好氛围!同时也提高出租车司

机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意识!秦学义和出

租车司机朋友们在一起商量!决定成立

一支'的士雷锋车队(+

.#+/

年
,

月
!

日

学雷锋日!秦学义和
"

名志同道合的同

行向周口市川汇区出租车管理站&周口

运管处递交了,关于组建周口出租车雷

锋车队的申请-+ 同年
,

月
+"

日!十名

出租车司机组成的 '周口的士雷锋车

队(获得批准+ '现在!我们的雷锋车队

已经扩展到
.#

辆出租车+ (秦学义高兴

地说+

虽然成立只有一年!但秦学义带领

着雷锋车队在这一年里做了不少好事+

去年母亲节!秦学义和他的雷锋车队发

起'

$#

岁以上母亲免费乘车(活动!百余

名母亲当天免费乘坐上了出租车0去年

高考期间!秦学义和他的雷锋车队参加

了'爱心送考(活动!让莘莘学子感受到

社会关爱0去年建军节!秦学义和他的

雷锋车队对现役&退伍和伤残军人提供

免费乘车服务0去年暑假期间!秦学义

和他的雷锋车队发起 '一片清凉送交

警(活动!让当时每一位在街头执勤的

交警喝上了清凉解渴的矿泉水0去年重

阳节!秦学义和他的雷锋车队再次发起

'

$#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活动!并为川

汇区福利院的老人们送去自掏腰包购

买的米&面&油等慰问品0去年研究生考

试期间!秦学义和他的雷锋车队考虑到

周口师范学院考点比较偏僻!发起免费

送考生服务!解决了部分考生'时间急&

距离远&乘车难(的后顾之忧))雷锋

车队!用表现受到了很多市民的交口称

赞!也在整个周口出租车行业中起到了

表率作用+

'今后我们会把雷锋精神发扬光

大!继承下去!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爱

心奉献社会+ (秦学义说!'希望广大出

租车司机积极参加我们的车队!加入我

们的行列!让雷锋精神在周口出租车行

业中扎根&开花&结果!使1周口的士雷

锋车队2成为传播精神文明和展示城市

形象的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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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启亮在作学术报告"

!!!!!!

毕启亮向家乡捐献爱心基金"

上图! 五一路

南段沿路违规搭建

的理发亭$ 应尽快

依法拆除"

左图! 中心汽

车站门前热闹非

凡$ 三轮车扎堆拉

客$ 小商贩占道经

营"

记者 李瑞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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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各种电器进入寻常百姓家" 但是$家

电生了病$ 出现了故障$!家电医院#难

找$成为人们的困惑" 搞好家电维修服

务是人们的一种期盼"

我家里有两部刚买不久的收音机

和一部唱戏机$ 听着听着不响了 " 因

为我和我爱人都爱听戏和收音机里的

节目$ 为修理收音机$ 我们在老家县

城找遍家电维修部$ 人家都以没零件

为由不修收音机" 我又在市里找$ 还

是没有找着$ 就连在郑州市里找还是

没找到修收音机的门店" 后来$ 家里

的饮水机坏了 $ 还是找不到修理者 $

只有 !忍痛割爱# 购买新的$ 等着将

坏的卖废品"

羊年春节后$我在郑州市惠济区迎

宾路办事处的金洼村城中村改造老年

安居房大门口$看到了一辆家电维修流

动车$真是喜出望外" 流动维修车身上

还打有广告$修理收音机%唱戏机%看戏

机%电视机%洗衣机%电磁炉等$前来修

家电的人络绎不绝$生意十分红火" 我

抓住大好时机$ 修理了我家的
/

件电

器" 而且$家电维修师傅服务热情%收费

公道" 我心中说不出的高兴$!哑巴#多

时的收音机 % 唱戏机 $ 说话开唱了 $

饮水机开关灯亮了$ 废品变成了有用

之物" 许多人问修理师傅明天还来不

来$ 他们说' !明天到花园口 $ 半月

或二十天以后再来$ 巡回修理"# 我为

这种巡回维修家电叫好$ 这才是服务

人民生活$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

所急"

我希望各地劳动就业培训和技术

学校$ 多培养家电维修人员$ 多建些

!家电修理医院#$ 让生病的电器早日

!健康痊愈# 物尽所用$ 更好地服务人

民群众生活" 我为巡回家电维修点赞"

读者!赵东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