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励志电影!高考女孩"在淮开机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

月
"

日#青春

励志电影$高考女孩%开机仪式在淮阳一

高举行& 这部电影根据
#$

后军旅女作家

宋启的中篇小说$十六岁的生命册%改编&

影片$高考女孩%时长
%&$

分钟# 由河

南颂扬文化传媒和北京南国红豆影视联

手打造& 影片讲述了肖阁与晨曦'罗楠等

几位中学生在生命的青春期'高考的冲刺

阶段所经历的困顿与成长' 奋斗与憧憬&

韩籍新星李一君携手郑博元' 周爽丽'汪

泽坤'李佳媛与青春学子们共同演绎这部

青春励志影片& 该影片由
'$

后青年导演

连子执导#他的作品$蓝风衣%被
&$%(

北京

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选为展映作品&

!"#$%&

李乃庆

淮阳#最早称宛丘'陈'陈国& 据清顺

治$陈州志%'清乾隆$陈州府志%'$淮宁县

志%和民国时期的$淮阳县志%'

%##%

年版

$淮阳县志%#均一致说(汉高祖十一年!公

元前
%#)

年"以陈在淮水之北#改陈为淮

阳#淮阳自此始& 今据
%#"!

年湖北云梦

县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时期的木牍)家书*

可以认定# 淮阳早在战国末期就称为淮

阳了#其时间应为公元前
&&)

年左右&

%#"!

年冬#考古工作者在云梦县睡

虎地
(

号秦墓木质套棺的陪葬箱内#发

现了两块制作精湛的木片# 长约
&$

厘

米#宽约
*

厘米#厚约
%

厘米#正背两面均

有墨书文字#字体为隶书#共计
!&"

字#

经专家鉴定是秦代家信# 也是我国迄今

发现的最早的家信#开头是()二月辛巳#

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母毋恙也+ 黑夫'惊

毋恙也& 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 黑

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

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

鑪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 其丝

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 黑夫

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

愿母遗黑夫用勿少& 书到皆为报#报必言

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

专家通过木条上的文字发现# 古墓

的主人是战国晚期一个普通的秦人&写信

的这两个人#是兄弟两个#一个叫黑夫#一

个叫惊& 战国末期#社会处在急剧的动荡

之中#这两兄弟为什么离家在外+ 黑夫在

信中说#淮阳发生了叛乱#他们正在攻打

淮阳& 参照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献#专家发

现#淮阳之战就发生在秦灭楚期间#黑夫

和惊正是统一战争期间秦军攻打楚国的

部队中两名普通的士兵&

史料记载#秦王政六年!公元前
&(%

年"#楚与韩'赵'卫'魏共击秦#失利#楚

由郢陈迁都寿春&秦王政二十二年
+

公元

前
&&!

年
,

#李信率兵
&$

万伐楚#被楚军

击败/复遣王翦和蒙武率领
)$

万大军再

攻楚国&楚国征调全国兵力#命项燕率领

与秦军决战&王翦采取了坚壁自守#避免

决战#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

楚军多次挑战# 终不肯出& 楚军求战不

得#日久斗志松懈#项燕只好率军东撤&

王翦抓住战机# 挑选精兵在前# 实施追

击#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

战争延续了两年& 参加了王翦伐楚

部队的黑夫和惊在信中写了一些当时的

生活琐事& 兄弟两个写信向家中要钱和

衣服#其中惊显得十分着急#他说#如果

母亲不快点寄钱的话# 他的命很可能都

保不住& 钱不够用了#他借别人的钱#借

一个叫垣柏的人的钱# 希望他的母亲给

他送钱& 黑夫希望母亲把夏天穿的衣服

寄来#越快越好& 如果家那边布贵的话#

就多寄些钱#他自己买布做夏衣& 说明参

战的时候以为时间不长# 穿的还是比较

厚的衣服#现在天热了#需要衣服#希望

家里给寄钱或者衣服& 参加王翦伐楚部

队的黑夫和惊能在信中直书 )黑夫等直

佐淮阳*#说明这时淮阳已经称淮阳了&

淮阳之名最早见于文献的是 $史

记0留侯世家%()留侯张良者# 其先韩人

也..良尝学礼淮阳& 东见仓海君& 得

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 秦皇帝东游#

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秦皇帝大怒..*张良先祖原为韩国贵

族#其祖五代为韩丞相&韩被秦灭时是秦

王政十七年!公元前
&*$

年"他尚年少#

游学淮阳是秦王政十七年以后#证明)淮

阳*地名这时已经出现&

睡虎地秦简 $编年记% 载()二十年

!公元前
&&"

年"韩王居
!

山
+!

为残字#

应为陈城西面的西铭山# 简称铭山
,

& *

)二十一年!公元前
&&)

年"韩王死& 昌平

君居处其处#有死士属&*$史记0秦始皇本

纪%记载()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

郢& *秦简的记载说明(已经当了三年俘

虏的韩王安被秦王遣到郢陈& 韩王安死

的那年#嬴政议攻楚#昌平君反对#被贬

相到这里#居于韩王安曾经住过的地方&

从这些记载可肯定地说(秦灭韩时#也同

时把陈城占领#和韩国一并划为颍川郡&

不然#秦国不会把韩王安押解到陈城#更

不会把丞相昌平君也贬相到这里& 嬴政

议攻楚#为了把陈城作为前沿阵地#又把

陈城从颍川郡中析出#成立了淮阳郡&

家书里为什么说)攻反城久*+ 秦灭

掉韩国占领了陈城时#其统治还不稳固#

新郑发生了反秦叛乱&这次叛乱#是由亡

国后的韩国人民所发动的大规模反秦

叛乱&秦王怕波及淮阳#就把被免去丞相

的昌平君#派往淮阳稳定局势&昌平君是

楚顷襄王之孙'考烈王之子'秦华阳太后

之娘侄'继吕不韦之后为秦丞相&其父考

烈王曾在秦做人质
%$

年#并娶秦女生昌

平君#后因顷襄王病危#逃回陈城#昌平

君留秦长大#是镇压禣叛乱的头等功

臣&如果陈城!淮阳"这时仍然归楚国#秦

王嬴政不会把昌平君贬到这里&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
&&!

年"秦

王嬴政派李信' 蒙武领兵
&$

万伐楚#在

平舆'寝丘!沈丘"一带大胜项燕率领的

楚军&李信是来灭楚的#既已攻克了平舆

和寝丘#楚都寿春已经近在咫尺#本应挥

师东进#直取寿春&可李信不得不回头朝

着西北的方向来打淮阳#因为昌平君领

导的淮阳军民也反秦了& 昌平君和项燕

联起手来#在原韩地军民的共击之下#李

信'蒙武全军大败&

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
&&(

年"秦

王嬴政又派王翦帅
)$

万大军伐楚#黑夫

和惊都参加了王翦伐楚的军队# 因为这

时陈城已经更名为淮阳# 又昌平君反秦

了#所以黑夫和惊的家信中说)黑夫等直

佐淮阳#攻反城久*& 由此可以证明#淮阳

之名是在公元前
&&(

年前就有了& 战争

持续了两年#项燕自杀#昌平君战死#楚

国灭亡&

关于淮阳郡设立的时间# 在木牍没

发现前历史学家也作了推论& $史记0秦

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于是#秦

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对于秦三

十六郡的郡名# 传世史集中最早明确记

述的是宋代裴
!

的$史记集解%#此后重要

的历史典籍基本上都是沿用了这种传统

的主流观点& 裴
!

的$史记集解%中所列

秦三十六郡没有)淮阳郡*或)陈郡*&但是

至清代# 乾嘉学派学者开始摆脱了后人

注疏述说的束缚# 直接分析最早的文献

记录& 依据这一思路#清代学者全祖望'

近代学者王国维以及当代学者谭其骧等

人对$史记%等早期文献进行考究#摒弃了

裴氏旧说& 辛德勇更进一步认为(秦始皇

在二十六年!公元前
&&%

年"吞并六国前#

就已置四十二郡#其中有)淮阳郡*/始皇

二十六年时# 并置为三十六郡#)淮阳郡*

并入)颍川郡*/而到了始皇三十三年#秦

始皇攻取岭南及闽地# 又析分增置设郡#

使秦郡总数增为四十八个#)淮阳郡*又析

出&也就是说#秦代划分郡制并不止一次#

秦占领了郢陈后#本来设了)淮阳郡*#后

来统一六国后#把)淮阳郡*撤了#置为陈

县&但随着疆域的扩大#郡数增加#因为秦

始皇崇信)六*和)十二*之数#把天下分为

四十八郡#又重新设了)淮阳郡*&

众多史籍之所以把秦占领了郢陈

后更名的)淮阳*仍叫郢陈是因为他存在

的时间较短# 而当时的秦人则依然称淮

阳&这样#木牍中黑夫和惊说)直佐淮阳*

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考古' 历史文献和专家的考

证#可以得出结论(秦王政十七年秦灭韩

后占领了陈城#把陈城归属颍川郡#公元

前
&&)

年左右陈城又从颍川郡析出#置

了)淮阳郡*#淮阳之名自此始&

古塔传奇

与全国众多的佛塔一样#历经千年的

风霜#寿圣寺塔依然保存着许多鲜为人知

的秘密和故事&

在塔基的东边# 有一只石龟& 从外表

看#它原是一只断头石龟#现在人们所看到

的乌龟的头部是近几年才维修而成的& 乌

龟背上有一道断裂的痕迹# 应该是石碑断

裂时留下的&据当地村民讲#寺中原本有一

对石龟#背上各背着一通碑刻#分别在塔的

两侧守护着古塔&或许守护了千年#这对乌

龟竟有了灵性#时常半夜出来偷吃庄稼&时

间长了#村民就准备抓个现行& 一天夜里#

村民们集体蹲守在田地里&夜深人静时#这

对乌龟又像往常一样出来偷吃庄稼# 村民

们一哄而上# 就去捉拿& 两只乌龟慌忙外

逃& 一只乌龟跑得快#一头扎进了沙河#消

失得无影无踪&后来#据说顺沙河向东跑到

了张明乡的)老门谭*#并于明朝末年演绎

出群鳖扰民的故事& 而岸上的这只石龟却

被村民们捉住并把头颅打掉# 成了断头乌

龟& 近年来#有村民因同情这只石龟#就给

它重新用钢筋混凝土砌了个新头安上#形

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龟&

寿圣寺塔通高九级共
(%-!

米#大约相

当于
%(

层楼那么高# 在中原佛塔中不算

是层级最多的#也不是高度最高的& 但当

地老乡说#如果想登塔#在登塔前必须先

向塔朝拜三下#否则#在登到第七级时#人

的大腿根以下部位就会酸疼&

这座塔建成后#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没人能说得清楚& 村民介绍#古塔的基座正

中是一个深洞#如同一眼深井&前些年#有人

曾做过试验#把一只带记号的鸭子从这个洞

中放下去#两天后#这只鸭子竟奇迹般地出

现在沙河里& 这就证明塔的底部通道与沙

河是相通的& 还有村民讲#寿圣寺塔曾被盗

贼光顾#盗贼为从塔底寻找宝物#连夜挖出

个两丈多深的地道# 可还是没有挖到塔的

根基&后来#为了防盗#村民们就自发地把塔

保护起来了&

古塔今日

嘉靖二十八年重修后# 经历明末清初

和民国时期的战乱及自然灾害的侵袭#寿

圣寺塔依然巍然屹立&但
%#((

年日本侵略

军进攻豫东#沿沙河东下#炮击逍遥镇时#

塔的西北面受到了炮火的轰击#其中六'八

层两处弹坑较大# 给塔的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

%#""

年河南省文化厅 !时称省文化

局"# 拨出专款对塔基层进行了加固维修&

%#')

年#寿圣寺塔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

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年#寿圣

寺塔被录入$中国古塔精萃%&

%##'

年
#

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 商水县人民政府在塔的

保护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的整治# 对塔体

进行一次全面维修# 从塔刹宝顶封盖的天

宫中#清理出铅佛像一尊#铜佛像二尊#白

釉瓷盘一个#白釉黑花瓷碗两个#均为国家

三级文物&

&$$)

年寿圣寺塔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随着生态休闲旅游产业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往寿圣寺塔参

观凭吊#一睹千年古塔的风采& 相信随着

周口旅游经济的开发#不久的将来#寿圣

寺塔必将成为沙颍河畔旅游产业的璀璨

明珠1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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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南宋诗人杨万里$小池%里的两

句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

头*来形容$周口日报0周口文化%副刊

的新颖与别致#较为贴切& $周口文化%

副刊自今年
%

月
!

日创刊以来# 秉承

)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的理念#广泛征集优秀题材#不断

创新版面形式#内容丰富多彩#兼顾不

同群体# 很好地体现了周口文化的特

点#深得社会好评#读者反映良好&

栏目丰富"涉猎广泛# $周口文化%

开设有)周口记忆*')非常岁月*')小城

风物*')文化名人*')梨园史话*')文化

讲堂*')印象周口*')古迹探踪*')名家

解读*')红色文化*')国宝档案*')藏品

赏鉴*')方言识趣*')讲武论道*')文化

交流*')文化动态*等
%$

多个栏目& 这

些栏目# 突出文化特色# 挖掘人文底

蕴#留住历史记忆#传承优秀文化#彰

显时代精神# 在创刊伊始就带有浓厚

的休闲气息和文化品位& )周口记忆*

挖掘周口历史文化/)非常岁月* 展现

周口风土人情/)藏品赏鉴* 展示周口

馆藏和出土文物/)古迹探踪* 介绍周

口名胜古迹()名家解读* 宣传周口文

化艺术界名人/)方言识趣* 解读周口

方言土语/)文化交流*')文化动态*反

映周口的文化盛事和文化切磋..按

照)三贴近*的要求#以服务性'娱乐性'

知识性'可读性的价值取向定位#与要

闻版' 理论版等严肃权威的形象区分

开来/ 形式上追求生动活泼# 不拘一

格#文章与图片#书法与绘画#历史与

现实#传统与现代#探索与考证#解惑

与释疑#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面向不

同层次的读者群#使$周口文化%阅必

有获'读必有得#在阅读中不断获得启

迪'获得快乐'获得知识&

挖掘深刻 " 内涵深邃 # $周口文

化 %在内容的选择上 #有新意 '有深

度 '有内涵 #逐渐崭露头角 #占据了

$周口日报%的文化高地&我们习惯将

太昊伏羲并称#陈风楚韵并用& 但在

先秦以前的典籍中太昊与伏羲不能

并称 #春秋战国以前记载的陈与楚也

是两码事& 到了秦汉时期#太昊与伏

羲并称 #春秋战国时期 #陈风与楚韵

和合#体现了东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

相互融汇'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相

互融合& )文化讲堂*栏目$融合(太昊

与伏羲#陈与楚%引经据典'言之凿凿

的讲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小小周家口

为什么在明朝初年成为漕运重地#是

什么样的历史机遇使周家口 )万家灯

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 '经济驰

入发展的快车道& )周口记忆* 栏目

$从荒村野渡到中原名镇%从广角度'

大视野旁征博引 '娓娓道来 #向人们

讲述了周家口如何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荒村野渡一度成为中原商埠'四

大名镇之一# 让人们在阅读中了解周

口的发展变化#增长历史文化知识&太

昊陵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陵庙#

最神圣的地方莫过于太昊伏羲氏之

陵& 该墓碑后一个字是)陵*'是)陇*'

是)墓*'是)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小城风物*栏目$)太昊伏羲氏之陵*

碑考辨%拨云见日'提出观点(关于墓#

帝王的称陵# 诸侯的称冢# 圣人的称

林#老百姓的称墓或坟&当时为伏羲修

陵和立碑者#不可能把)三皇之首*的

)陵 *书写成 )墓 *&

*!$

年前的 $陈州

志%对太昊陵的记载()..陵前树碑#

大署曰(2太昊伏羲氏之陵3&陵下筑方

台..* 从民国时期的临摹之状看 #

其字也不是墓#也应该是陵& 所以说

太昊陵前墓碑上的七个字为)太昊伏

羲氏之陵*无疑& 虽是一家之言#却是

一个感兴趣的话题&

图文并茂 " 相得益彰 # $周口文

化%很好地体现了报刊读图读题时代

的特点 #图文并茂 #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效果来吸引读者& )周口记忆*栏目

刊登
*

幅
*!

年前的老照片#将那段历

史留在了瞬间()渔舟*唱晚#那渔筏'

鱼鹰 '渔民和背景灿烂的阳光 #让人

们一下子回到了蓝天白云 ' 河水清

澈 '鱼翔浅底的年代 /踩高跷 '玩旱

船#一种古老而又颇具生命力的民间

表演#在周口沉寂了
%$

年之后#在改

革开放后的元宵节 '端午节 #又重新

出现在沙颍河畔#凝聚了人们久违的

笑声#开启了尘封多年的民间文化艺

术& 这些照片#让人们回味无穷'感慨

万千& 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太昊

陵庙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如今祭拜

日游客流量约达七八万人#成为全球

)单日参与人数最多的庙会#*史称中

国最)牛*的庙会& )周口印象*栏目一

帧太昊陵庙会的大幅图片#以虔诚的

香客'肃穆的大殿'苍松翠柏'阳光明

媚为内容 # 表现了太昊陵庙会的盛

况& 这几幅照片无论是取景'用光'焦

距还是文字说明#都有较高的艺术水

准#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主题&

紧扣周口"特色鲜明# 突出本土文

化#讲周口事#写周口人#说周口话#使

周口人能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地了

解自己的历史文化& )非常记忆*栏目

)陈毅五过黄泛区留诗篇*')张爱萍悲

歌黄泛区 * ' )杨析综激情吟唱黄泛

区* 等诗词# 描写了黄泛区人民的苦

难# 歌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黄泛区人

民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 在欣赏文学

作品的同时#加深了对黄泛区前世今生

历史文化的了解& $走亲戚话果子%'$吃

红薯的 )艺术*%'$正在消失的串门习

俗%回味了周口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苦

与乐#那些令人留恋的民风民俗#让人

们在阅读中感受着发展带来的变化&

)文化名人*栏目$固守与传承444关于

张伯驹先生的沉思%一文#高度评价了

张伯驹先生在上个世纪那些风雨如晦

的日子里# 坚忍于中国文人的良知与

操守#恪守着做人的原则与根本&反映

了张伯驹先生一生苦乐兼备' 命运多

舛#富不骄'贫能安#心怀坦荡超逸#性

情慷慨率真的名士典范& )方言识趣*

中$周口的)啖*%#说文解字#显出周口

方言中的)雅*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让

读者在体味周口方言中#学习知识#增

长见识#增强自信& )红色文化*栏目

$吉鸿昌( 白瓷碗上的清廉宣示% 中#

)做官即不许发财*的铮铮誓言#在加

大反腐力度的今天# 对每一个党员干

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闻阅评员认为#昨天的文化#就

是今天的经济& 周口崛起方略提出(要

打造周口文化等五张周口名片& $周口

日报%开发周口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周

口文化品牌#实现经济文化共同繁荣#

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整合周口

文化资源#展示独特文化#积极推介文

化项目#深入挖掘文化金矿#提高周口

知名度#这就是$周口文化%的历史担

当& $周口文化%对于我市如何大力保

护'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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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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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阅评员

李
"

!

%#&'

年
.&$$$

年 "#蒙古族 #河

南孟津人& 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电

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

年开始发表小

说& 著有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短篇小

说集$李双双小传%'$车轮的辙印%#电影

文学剧本$李双双%'$清凉寺的钟声%等&

%#(&

年河南大旱# 李
"

因家境贫困#

初中上了一年就被迫辍学#

%(

岁时就开始

接触黄泛区的难民# 随河南逃荒难民到西

安度过了近半年的流浪生活& 新中国成立

后参加工作&

%#!*

年#他在$河南日报%发

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因作品触及

防止翻身后的农民两极分化这一尖锐问

题#而受到高度重视#四十多家报刊加以转

载#从此一举成名&

%#!(

年
(

月#在河南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

"

结识了扶沟县的业余作者冯金堂# 两人

成了好朋友& 不久#李
"

来到黄泛区#与冯

金堂一起调查黄泛区的过去和现状# 特别

是扶沟人在黄水泛滥时大量逃荒到陕西的

历史#为创作积累素材& 十年动乱时#李
"

受到残酷迫害# 一家又被下放到黄泛区腹

地的西华县西夏公社屈庄当了四年多农

民&他头戴着)大黑帮*帽子#住在满是窟窿

眼的磨棚里# 在历史的劫难中与普通农民

患难与共# 得以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普通

人的身份去感受农民的生活& 他替农民写

祭文#写家信#并由此了解到许许多多黄泛

区农民苦难的过去# 聆听了他们饱含辛酸

的诉说# 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蕴藏在他

们身上的道德'人性和精神力量&

李
"

的$黄水东流去%分上'下两册#分

别于
%#"#

年和
%#'(

年由北京文艺出版社

出版& 小说以
%#*'

年日本侵略军进入中

原# 溃退南逃的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园

口大堤#淹没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四十四

县#一千多万人遭灾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从

黄泛区赤杨岗村的农民流亡入手# 描写了

黄泛区人民从
%#*'

年到
%#('

年经历的深

重灾难和可歌可泣的斗争& 作品通过黄泛

区七户农民家庭的坎坷遭遇# 反映了黄泛

区人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走向觉醒与斗争

的历史趋势&特别是其中的民间习俗描写#

民歌民谣的运用#成为作品的底蕴和精髓&

这部书被称为)立体的难民图*#于
%#'!

年

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李
"

在卷首写道 ()$黄河东流去 %不

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

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

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 故事写的是抗日

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淹没四

十四个县造成空前浩劫的事件& 在这个大

灾难'大迁徙的过程中#我主要写了七户

农民的命运& 写了他们每一个家庭的悲欢

离合& 写了这次大流浪中#在他们身上闪

发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纯朴的感情*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 我不想过多地评判

肇事者的责任& 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

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

审判 & 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

者4442难民3& 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

上说#是一本描写2难民3的小说& *

翟国胜

!黄河东流去"###

?@ABCDEFG

王敬宇 男#

%#"*

年生# 河南太

康人#现居北京$ 河南大学美术系毕

业#

&$$(

年考入北京画院研究生班#

师从王明明%程振国%南海岩等诸名

家$ 现为北京画院王明明%南海岩工

作室专职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彩

墨人物画创作室主任% 北京华人阳

光国画院院长% 北京环艺大学客座

教授%周口市政协委员$

作品&高原'获(西部大开发)中

国画大展优秀奖%&雪域'入选(纪念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
)$

周年)全国美展%&苗寨歌声'参加彩

墨文化当代作品展获铜奖%&苗家秀

女'参加全国(中青年工笔人物画)

大展并获奖等$

&$$'

年在北京国际

展览中心举办展览#

&$%$

年应邀赴

乌鲁木齐举办展览#

&$%%

年作品&苗

寨歌声'参加保利精品拍卖会#

&$%&

年赴贵州举办个展#

&$%&

年作品&高

原之花'参加河南中原拍卖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