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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张

长河"近日#商水县化河乡个体商户李

满拾到
!

万多元现金不动心 $完璧归

赵%的事儿#在当地传为美谈&

"

月
#

日午饭后# 李满在自己经

营的小超市里发现一个小提包#打开

一看#内装现金
!$!

万元#还有一张存

有数千元的存折等物& 失主丢了这么

多钱一定十分着急&为尽快物归原主#

李满就把提包挂在超市门前的遮阳

伞下面# 好让失主看到取走& 她一边

打点着生意#一边看护着提包#可苦苦

等了一下午#也不见失主来取&

晚饭后# 全家人便商议着第二天

把钱物送到派出所#让民警帮助寻找

失主& 恰在这时# 一对中年夫妇焦急

万分地来到超市#说明来意并经核实

后#李满将提包还给了他们& 原来#中

年男子叫李伟# 是化河乡三里长村卫

生员& 当天上午# 李伟的妻子到银行

存款#正赶上下班#便到附近的几家商

店看看买点东西# 不慎将提包落在了

李满的超市#由于健忘#一下午也没想

起存款的事#直到晚上丈夫催要存折#

才想起来& 尽管夫妻俩对找回钱款并

不抱多大希望# 但还是抱着试试的心

理循着白天的踪迹寻找# 一连找了几

家商店才找到了李满的超市& 接过失

而复得钱款#李伟夫妇十分感激#抽出

一沓钞票表示酬谢# 被李满全家婉言

谢绝&李满说'$要是为了钱#我就不会

把提包挂在外边一下午# 干脆就直接

不承认罢了& %

据了解#今年
%&

岁的李满是化河

乡王教庄二组村民 &

!&'!

年 # 她在

(!')

与焦黄路交叉口东南角开办了

一家$文广超市%&见钱眼不开#馈赠不

动心#李满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不仅

折射出了她个人的高尚品格# 而且传

递了社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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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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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国书坛蹿出一匹黑马#

一位来自河南郸城的书法家# 连续
*

次

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并获奖#笔锋之健#

令人侧目&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被

评为$全国百名最具升值潜力书家%()

一时间# 这个名叫邢怀章的年轻人引起

人们广泛关注&

邢怀章何许人也* 师从何人* $邢氏

火箭%何以蹿升*

早春
)

月#邢怀章从北京回到家乡#

应邀参加$出彩周口人%访谈#说起自己

的成功#这个温文尔雅+仪表堂堂的年轻

人显得淡然从容'$写了那么多年字#也

走了不少弯路#些许成绩#是对我痴迷书

道的回报吧& %

墨香压过百草香

邢怀章祖籍郸城钱店乡# 祖上五世

行医#广施仁术#声名远播#是村里的望

族&幼时#邢怀章最喜欢的事就是看爷爷

给病人开药方# 上过私学的爷爷写得一

手蝇头小楷#尺素之间#刚柔相济#严婉

并兼# 在邢怀章幼小的心灵留下朦胧却

又不可磨灭的美感&

$爷爷#我要跟你学写字&%上小学的

邢怀章掂起了毛笔&后来#学校开设书法

课#发描红习字本#老师对写得好的字画

圈#以示鼓励#邢怀章的习字本总是获得

$圈奖%最多的#这让他很有成就感#习字

的劲头更大了&

每年春节# 村民都要请邢怀章的爷

爷写春联&小学四年级那年#面对求字的

村民#爷爷笑呵呵地说'$让我孙子写吧#

有点火候了& %在父辈的惊奇目光中#邢

怀章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上午# 还真是那

么回事#村民无不啧啧称赞#他俨然成了

$书法神童%&

$我要成为书法家, %邢怀章向家人

宣布 & 这个决定却遭到亲人的一致反

对---书法家#这是个正当职业吗*写字

不过是陶冶心情#是个爱好#能养家糊口

吗* 还是好好上学#考上医学院#继承家

学#这才是风光体面的职业,

邢怀章的书法梦被当头泼了一盆凉

水# 家人甚至认为他练字已经 $走火入

魔%了#哪有一写就是几个小时的#多耽

误功课, 他的纸笔被父母不知收了多少

回#没办法#邢怀章就偷着练#周末家人

出诊或者下地#他拿出纸墨练字#听到外

面有脚步声#赶紧收起#装作写作业& 可

是# 父母鼻子一闻就知道儿子刚才在搞

什么了#不免又是一顿训斥&

那是一股百草香味也压不住的墨香啊,

弃医逐梦向书道

'**#

年#邢怀章
'*

岁#按照家人的

设计#他考入河南医科大学#学习中西医

结合专业&

邢怀章怀着欢欣雀跃的心情来到了

郑州#他的欢欣不仅是因为考上了大学#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要和全国闻名

的硬笔书法家庞中华先生见面了&

上高中时# 邢怀章就和庞中华老师

进行了多次书信交流# 庞中华对他的作

品非常赞赏# 鼓励他坚持书法学习+创

作# 并邀请他到庞中华硬笔书法函授中

心!设在郑州"作客&

大学期间# 邢怀章成了庞中华工作

室的常客#庞中华以自身的经历鼓励他#

写字是一个大有前途的职业# 当年自己

是学地质的# 毕业参加工作后到全国各

地勘矿# 最终却在书法艺术上凿出一条

康庄大道&

庞中华的教诲让邢怀章怦然动心#

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

!&&&

年他大学毕

业后#没有从医#却在庞中华的引荐下#

到焦作市一家化工学校当起了书法教

员# 并教出一群横扫焦作市青少年书法

奖的学生&但是#邢怀章的选择让父母大

失所望# 再加上他的弟弟也未能继承家

学!而是到少林塔沟武校学习#最终成为

国内赫赫有名的自由搏击师+ 教练"#杏

林世家眼看就要断了传承&

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 邢怀章走得

相当不易& 焦作地偏#无名师指点#做了

两年教员后# 他感觉自己在艺术创作上

遇到了瓶颈#却无法突破#这让他苦闷&

而书法教员这个收入菲薄的职业也不足

以让他衣食无忧# 再加上家里父母那一

声声呼唤#都让他反复思量'走书法这条

路#对吗* 他决定将理想蛰伏#与现实妥

协#向学校辞职#回家行医&

父母对$不务正业%的长子回归极为

欣喜#把家里诊所交给他打理&

!&&!

年#

邢怀章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 大学时

期的医学还没落下# 治疗寻常疾病不在

话下#邢家诊所红红火火#日子就这么波

澜不惊地过了
#

年&

可是邢怀章的书法梦一直未消散#

每天中午诊所人少的时候# 他都要写两

个小时的字& 晚上写到
'!

点#清晨
%

点

就起来临帖#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书法占据了他太多时间# 牵扯了太

多精力#不知道多少次#他劝诫自己#安

心行医吧# 字就不要再写了& 甚至有一

次#他将自己的作品和纸墨拢在一起#准

备一焚了之&可是在摇曳的火苗中#他犹

豫了#收起了打火机&

那时候#他主要写行草#还有狂草#

金钩银画间#却有藏不住的迷惘+挣扎和

不甘& 什么时候能写出直抒胸臆的狂野

奔放呢* 如果这辈子不在书法上努力闯

一闯#一定会后悔的啊,

!&&*

年春天# 经过长时间的思索#

邢怀章作出一个令家人+ 村民瞠目结舌

的决定'医生不干了#外出游历#专业写

字#以艺养艺&

$这孩子怕是练字练废了#舍本逐末& %

$你该不是脑子进水了吧#

)&

多岁

了还玩转行* %

$全中国写字的人多了#能挣钱的没

几个#你凭啥觉得自己行* %

$其实#他就不是写字那块料#等着

吧#不出半年还得回来& %

))

亲朋+村民的冷讽热嘲#直接或间接

地向他袭来& 但是#他去意已决&

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 曾经的世界

首富洛克菲勒这样说& 细数那些成功人

士#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一种执拗狂癫#

他们的人生无论有多少不如意# 即便行

差踏错#也能自动调校目标#七拐八绕地

走上成功之道&

如果没有那份偏执# 或许他还是郸

城县钱店乡一名中规中矩的医生# 而中

国书坛上却要少了一位锋出八面+ 特立

独行的求道者&

但#

)&

多岁改弦更张# 踏入一个成

功率极小的行业# 是一个多么令人不安

的选择啊,

锋芒初露金陵客

烟花三月下江南&

!&&*

年#邢怀章

来到六朝古都南京#开始游历求道之旅&

江南#烟雨朦胧#杂花生树#风物润

雅#人文鼎盛&在这里#他想写小楷#找回

习字的初体验#幸福圆满&

邢怀章此时练得最多的是明朝书家

文征明的小楷#清秀+淡雅#完全契合他

的审美观#一本.离骚经/#他不知摹了多

少遍0

他遍访当地名家# 有影响的书画展

次次不落#眼界为之开阔#书法技艺有了

长足进步&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他写的字

还是没卖出一张#以艺养艺只是个美好愿

望&江南物贵#为了生存#他对物质的需求

降到最低& 租的房子只有
2

平方米#一床

一案而已& 早餐不吃#午餐和晚餐经常是

一个馒头#蘸着辣椒酱吃#$一天
%

块钱就

够了%&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思

想动摇之际#他时常这样勉励自己&

命运的转折是在他
!&''

年底参加

一次爱心义卖& 这次活动# 既有书画名

家#也有商业大亨#邢怀章是不起眼的小

人物# 但他的小楷作品展现的韵味引起

了许多人的关注& 一位企业家主动找到

他#愿意以
'&&&

元买他写的.心经/& 他

挣得了从艺以来第一笔真正的酬金&

相比于同龄青年才俊已能搅动一方

风云#邢怀章可谓大器晚成&但是对于书

法这个几乎是终身职业的行当来说#并

不看谁出发最早# 看重的是谁的底蕴更

深厚#更有悠长坚韧的后劲&多年的磨练

让他有了破茧而出的机会# 一飞振天的

时刻还会远吗*

越来越多的人欣赏他的作品#后来#

他的一幅长篇巨制甚至卖出了
#

位数的

高价 # 身价直逼一线书法家 & 当年他

'&&&

元一幅的小楷.心经/#现在的市场

价竟然达
!

万元&

正所谓'宝剑匣中藏#尘埋未见光1

用心磨快剑#锐气倍寻常&

生活稳定下来#他对创作也投入了

更大的激情#经常一整天沉浸在古帖+石

刻+碑林之中#入古纳新#多有会意#在书

法实践上#把秦篆汉隶的苍茫高古#摩崖

石刻的浑厚霸气#汉砖瓦的稚拙古朴#墓

志铭和造像记的天真烂漫融为一体#几

番吐纳#又慢慢流淌在他的笔下&

!'

世纪什么最宝贵* 是资源的整合

再生啊, 看来#邢怀章深谙此道&

名动书坛"九连贯#

在南京的生活安稳没多长时间#邢

怀章又有了更高的理想 # 到书法圣

地---首都北京闯一闯&

此时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了#

引起了圈内人士的关注& 一位独具慧眼

的老评论家为他作了长篇报道# 并为他

免费提供工作室#来到北京就可创作&他

的老乡+ 新华社著名记者丁永勋与他接

触后#深为他的勤奋与纯粹叹服#为他撰

文推介& 但是要在高手如云的北京闯出

一番天地# 没有硬实力是不行的# 而这

点#邢怀章一直都不欠缺&

!&')

年#中国书坛展览较多#邢怀章

一口气参加
*

次国家大展#次次都有作品

入围并获奖#$九连贯%的成绩让书坛为之

瞩目#一颗耀眼新星冉冉升起#他一时间

被媒体冠以$黑马%之名#而他弃医从书的

经历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对于自己的创作风格 # 邢怀章笑

称 '$一个很老实的人 # 写字却很不老

实& %他别出心裁运用诸体之长#营造缤

纷画意#出人意表却又美不胜收& 他最

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留得枯荷听雨声/#

作品以汉隶厚重笔法为基础#融入篆书

和行书之趣# 墨色浓淡干湿变化丰富#

以破体散锋入纸#并有超前的时代气息

和水墨画意&

!&'"

年
'!

月# 邢怀章应邀做客新

华社#接受.新华艺坛/专访#这档节目的

采访对象几乎全是国内艺坛殿堂级的人

物#如张海+欧阳中石等&当然#邢怀章还

不能与前辈大师相比# 但是能够进入节

目组视线# 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实力和潜

力& 这期半个小时的节目在全国各大卫

视和欧洲+东南亚电视台相续播出#让更

多的人见识了这个别具风格的青年书法

家&他被誉为$全国百名最具升值潜力书

家%#这个称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

近两年#在勤研书法之际#邢怀章还

成立$汉游堂2邢怀章%书法艺术基金会3

汉游堂是他在北京的斋号# 这个基金会

的宗旨是大力推广汉字书写艺术# 扶持

后进#并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帮助&邢怀

章说#书道漫长#许多有天赋的年轻人因

为经济原因#往往会放弃#当年自己就差

点收笔了# 这个基金会将为年轻人实现

书法梦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达则兼济天下#善哉#邢怀章,

邢怀章今年
)2

岁#对于越老越吃香

的书法职业来说#以他的勤奋与天赋#这

个年龄意味着无限可能& 他将取得怎样

的成就#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0123456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通讯员

徐秀君"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加

快中心城区供水管网改造步伐#近期#

七一路等路段老旧供水管网将相继进

行升级改造&

周口市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大多铺

设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供水管网老

化#跑+滴+漏频繁发生#且易形成水质

二次污染# 部分区域在高峰用水时无

水或线流# 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群众反应强烈#改造供水管网势

在必行& 为加大中心城区供水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

!&'"

年
#

月#周口市人民

政府与中国水务集团签订了 .关于周

口市南水北调水厂及城区供水管网投

资建设协议/#把改造老城区供水管网

列入周口市十大民生工程&为此#周口

银龙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了老城区供水

管网改造领导小组# 抽调专业技术人

员#

!&'"

年已投入资金
!$)

亿多元#对

中心城区建设大道!大庆路
+

汉阳路"+

人民路!中州大道
+

八一大道"等
''

条

路段
!

座桥长约
'"$2

公里的供水管道

进行了改造#效果显著#解决了沿线市

民用水难问题&

为继续推进周口市中心城区供水

管网改造进度#

!&'%

年#周口银龙水务

有限公司拟投入资金近
#&&&

万元#对

七一路!二水厂
+

周口大道"+文昌大道

!大庆路
+

周口大道"+ 育新街 !光荣

路
+

和谐家园"+交通大道!光荣路
+

光

明路"+工农路!七一路
+

人民路"+莲花

路 !周商路
+

工农路" 等
'3

条路段近

!"

公里供水管网进行改造&

近期七一路段将全面开工# 目前

施工路段是'汉阳路到芙蓉路段+八一

大道到六一路段& 工期近
"&

天&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施工对居民

生活的影响# 周口银龙水务有限公司

将避开交通高峰+ 用水高峰时段# 采

取夜间施工的办法进行# 敬请社会各

界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 施工期间#

对广大市民生活造成的不便# 敬请谅

解&

./0123456

田红军

漯阜铁路公司周口站售票班长郭丽

娜#大方细心#不急不躁#同事都说她天生

是一个售票员的好料& 然而#就是这样一

位开朗女子#却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让人赞

叹的$泪花%故事&

委屈的泪花

人们的记忆中#郭丽娜从没有和旅客

发生过争执& 可谁又曾知道#当她把微笑

展现给旅客时# 也常常把委屈埋在心里#

独自流泪&

今年春运期间#有位旅客因为买不到

车票#就把气撒在售票员身上#在售票窗

口大声吵闹& 郭丽娜立即赶来劝解& 一看

售票班长来了#那位旅客火气更大了& 郭

丽娜笑着把他请到值班室#耐心解释车票

全部上网公开发售#售票员并不能控制车

票&那位旅客根本不听&无奈#郭丽娜只好

把党支部书记请来劝解& 这位旅客后来虽

然不再吵闹# 但在临走时却对郭丽娜说'

$看看#你把你相好的叫过来#他也不能把

我怎么样& %

那一刻#郭丽娜真想痛痛快快地骂他

几句# 可是她咬牙把一腔怒火咽了下去&

那位旅客走后#郭丽娜回到办公室#委屈

的泪水顿时涌出了眼眶&

愧疚的泪花

天下最牵挂自己的人是母亲& 说起自

己的母亲#郭丽娜眼里就会泛起泪花&

$由于加班#我经常吃不上饭#母亲看

在眼里#每到我值班时都会给我送上我爱

吃的饭& 现在搬到新火车站#离市区这么

远#母亲还像往常一样#骑着三轮车照常

给我送饭& 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

认识字#也不会用手机#我多次劝她不要

再给我送饭了#她就是不听& %讲起母亲给

自己送饭的事#郭丽娜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说#$一个月前#我突然调班#母亲不知道

我改成了白班# 依旧是傍晚
#

点开始做

饭#

3

点从家里出发#下着大雪骑了一个小

时去车站给我送饭& 看不到我#她就一直

站在售票厅门口守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晚

上
*

点#接到妹妹的电话#我才知道母亲

还在车站#等我赶到车站时#看到
##

岁的

老母亲冻得发抖的身影#我心里别提多难

受了))%说到这里#郭丽娜的身子都开

始颤抖起来& $是我不孝啊# 工作忙晕头

了#调班都忘了给老妈说一声))%

幸福的泪花

不做便罢#要做就做最好, 别看郭丽

娜外表柔弱#骨子里却很要强&

!&')

年
''

月# 郭丽娜代表漯阜公司

参加路局竞赛& 虽然赛前不被同行看好#

但是郭丽娜暗地里较着一股劲儿#一定要

拿一个好成绩#让大家看看漯阜公司客运

人的实力&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郭丽娜

就像当年迎接高考一样#常常一学就是一

夜& 在去路局考试的路上#还一直在背被

她翻烂的学习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

全局参赛的
!)

个客运单位
*!

名选手中#

郭丽娜获得了个人第三名的成绩#打响了

漯阜公司首次参赛的开门炮&

颁奖会上# 听到主持人叫

$漯阜公司%的时候#郭丽娜忘

记了自己是怎样走上领奖台

的&接过火红的证书那一刻#她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幸

福的泪水随着台下的掌声尽情

地滑落&

人物

为进一步发挥优秀人才的作用!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日!

项城市开展了卫生专业优秀人才春季集中服务活动$ 该市组织
!&

余名医疗

专家!分两个小组到李寨%孙店%贾岭%三店等乡镇!为农民开展健康义诊活

动!现场为群众诊病%宣传卫生常识%接受群众咨询%免费检查身体!深受群众

欢迎$ 图为该市医疗专家正在基层为群众义诊$

!张永久 摄"

人物简介!

邢怀章!河南郸城人!现居北京!澄心居士!斋号汉游堂%醉古轩%澄心

堂$ 当代实力派青年书法家!全国最具有升值潜力
'&&

名青年书法家之一$

现为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河南省豫美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周口市书法家协会副

秘书长$ 荣获郸城县&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

邢怀章近照&

!!!!!!

邢怀章书法作品'留得枯荷听雨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