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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最后一页日历

像树叶一样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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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日子已成记忆

羊年的第一缕晨曦

伴着清脆鸟鸣

叽叽喳喳地照进窗帘

新年来到了人间

我们告别往日的忧伤

点亮对新年的渴望

浓缩真挚的情感

我们在阳光中畅想

用真诚和智慧

创造明天 铸造辉煌

重新点燃人生的激情

再次吹响逐梦的号角

面对崭新的世界

我们心怀感恩

静静地品味过去

认真地设计未来

抚今思昔 重新开始

着一身盛装

用心去拥抱梦想

梦
!

赵佩佩

!!!!!!

我的梦丢了!我喜欢记梦"

在几乎每一个清晨!似醒非醒间!

那一个个梦!清晰#朦胧#美好#难过#

似懂非懂!都是我从不舍丢弃的珍宝"

朦胧间!一遍遍重复一遍遍温习!想要

记住它的每一个细节"我半睁着眼!怕

阳光照进眼睛! 折杀了这只只有夜梦

里才肯出现的精灵"可是!随着意识越

来越清醒! 那极力想要挽留的梦境却

越来越模糊了" 我的脑子不再似半睡

半醒间灵活!可以在梦里穿梭自如!我

开始记不清了!可我不愿醒来!我极力

回想!可它终究是渐渐消失了身影"我

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看着洁白的天花

板"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梦又丢了" 心

里还残留着它带给我的性情#快乐#恐

惧或者悲伤! 但它到底是消失得一点

踪迹也没有了" 这似乎是一种没有由

来的莫名其妙的感情! 我只知道我做

梦了!难过了!快乐了!可我又不知道

因为什么"这种心情!或者是在我坐起

来的那一刻烟消云散!或者!经久不消

泛滥成灾"

可我依旧喜欢做梦!因为$有梦%

所以才会有梦" 总会有些让我记忆深

刻的梦!百转千回!跨越流年!终究不

能忘却&&谁能告诉我的梦! 请它不

要离开" 或者!不要叫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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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丁志伟的!寻找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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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霄

!!!!!!39

月
3#

日!$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中国美术奖创作奖% 在中国美术馆颁发!

我市青年作者丁志伟创作的(寻找焦裕禄)获

得铜奖*综合材料+" $中国美术奖创作奖%是

经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美术创作类最高

奖!丁志伟的(寻找焦裕禄)获奖!这是我市文

艺界的一件大喜事"

丁志伟!当代艺术家!周口郸城人
;

从事

油画创作和教学工作" (寻找焦裕禄)是他首

次尝试将摄影与美术相结合创作的精品力

作"今年春天!他到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用

相机现场采集观众图像! 制成照片再经裁剪

拼贴! 最终形成包含上万张影像的焦裕禄同

志图像"从摄影的角度上看!这不是真正的照

片! 从美术的角度看! 这也不是传统美术作

品!但是!就是这样一件使用综合材料创作的

艺术品!从传统的摄影中走出来!融入美术中

去!突破了直观的纸质影像概念!融合了丁志

伟对环境与人物#历史与现在#怀念和传承等

诸多精神层面的思考! 最终成为一件多元化

的艺术品! 呈现出丰富的人文情感和珍贵的

艺术价值"这是摄影与美术的完美结合!更是

摄影与美术的跨界创新!庆贺的同时!非常值

得思索"

美术和摄影! 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纷

争的话题" 美术!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人类

史前岩画比文字要久远得多! 而摄影则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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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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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波塔在
38

世纪达'芬

奇研究的针孔成像基础上推出 $暗箱% 的构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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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维米尔使用暗箱取景作画"

3>9"

年! 尼埃普斯将一种沥青熔化后涂在金属板

上!经暗箱曝光后得到一张街景的照片"直到

3>:=

年达盖尔发明 $银版摄影法%! 摄影术

才从真正意义上诞生" 但是基于 $暗箱% 的

实际应用! 美术绘画和摄影只是成品上的不

同! 维米尔与 $摄影大师% 之间! 缺的仅是

按动快门将画面凝结到底片上这一最后环

节"

各种艺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 但艺术之

间彼此借鉴互补#吸收相融!独有亲厚" 传统

照片工艺的手工着色就和绘画密不可分" 在

黑白照片上进行水彩#油性颜料着色!甚至是

金水#银水着色!需要很高的绘画技艺
;

这是

黑白照片的二次创作" 彩色胶卷还没普及之

前!手工着色在上世纪
:<

年代的大上海是一

种时尚! 现在不少家庭里可能也保存有手工

着色的照片" 上世纪
><

年代初彩色胶卷普

及!照片着色才逐渐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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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许士骐在

(心声)杂志发表(摄影与绘画)一文!他从画

家的角度阐述了摄影与绘画的关系,$自然的

摄影而益彰!绘画得摄影而愈实!二者之间关

系如影随形!未克相弃" %记载了摄影史上的

一段难忘历程"

在今年角逐美术国展奖项的众多作品

中!为什么评审团会青睐丁志伟的(寻找焦裕

禄)- 透过表象看本质!我们不妨对丁志伟的

创作思路进行一下梳理和剖析"

丁志伟是$

><

后%青年!$

><

后%大都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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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电影(焦裕禄)!我们感动于焦裕禄

同志对人民的爱#对党的忠诚!他用实际行动

展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是亿万人民心

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焦裕禄精神!无论过

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

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

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丁志伟正是从这

里激发出创作的灵感"

我们常说! 每一种艺术都或深或浅地表

现出哲学观念#情感体验及精神诉求"从丁志

伟完成(寻找焦裕禄)的那一刻起!作品就不

再只属于作者自己"细看画中!艺术家和普通

百姓都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画面中没有艰深

晦涩!没有故弄玄虚!他就是焦裕禄!我就是

永远缅怀焦裕禄的普通人" 无数的人在祭奠

缅怀焦裕禄!无数的人穿越
8<

年时空与焦裕

禄对话!努力追逐与他精神上的契合!作品就

是直白地表达了无数人的情感! 这是一种强

大的人文力量#社会力量" 画外!作品和观众

之间零距离沟通! 形成了记忆层面# 审美层

面#精神层面的共识和升华"正因为这件艺术

品具有大众性#亲和性与娱乐性!观众与画作

产生了感应和共鸣! 因此它的艺术价值和社

会价值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在今年秋天的文艺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

书记说 $社会主义文艺! 从本质上讲! 就是

人民的文艺%" 回溯历史! 每一个艺术家都

不能跨越和摆脱时代和社会环境! 个人的艺

术实践必然离不开其时代和社会的影响! 任

何伟大的艺术家都不能免俗" 北宋画家郭煦

(林泉高致) 中曾写到,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人! 游于艺%" 可见古人早已成熟地认

识到艺术的社会参与功能和社会属性" 于

是! 我们说! 来自于人民! 反馈于人民! 具

有时代特征# 社会情感的文艺! 就是人民的

文艺"

丁志伟用(寻找焦裕禄)来记录社会!表

达人民诉求和时代信息! 恰如其分地完成了

人与社会#人与时代在精神层面的碰撞!形象

地表现出焦裕禄精神从人民中来! 在方寸间

聚合成强大的社会正能量" 社会发展需要正

能量占据人们的精神高地! 构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理论体系需要正能量集结!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更需要正能量的凝聚!(寻找焦裕

禄) 就是这样一件增强社会正能量的优秀作

品"

身处多样多元的当代社会! 我们是不是

应该反思! 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无愧于时代受

人民欢迎的好作品- (寻找焦裕禄)给予我们

明确的启示!我们艺术工作者要活跃思维!摒

弃门派的短浅眼观!心怀宽广地接纳!促进艺

术上的融合! 用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做深度

和广度的精神表达!将来源于生活的片段!抽

离社会表象生活!从而进入到$形而上%的精

神世界之中!将我们#乃至全社会人的内心世

界做更深层和别致的延伸阐释! 融合当代人

的艺术价值观和审美趣味! 体现积极向上的

精神追求!做一个具有丰富艺术素养#强烈社

会责任感的文化人"这样!我们的作品才会深

受人民欢迎!才是一件好作品!一件具有时代

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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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学堂

一
岁月无情世事变!年年元旦!今又

元旦! 人间正道艳阳天" #八面春

风$人心暖!党更纯洁!旗更鲜艳!万里

山河红烂漫%

二
和谐社会爱无边!岁月轮换!真情

永远! 神州人民密无间" 火树银花

庆丰年!歌舞今宵!追梦明天!当今世

界我领先"

学会忙中偷闲
!

薛顺民

!!!!!!

亚里士多德曾言, 放松与娱乐被认为是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这个世界很忙碌!

是现代人最常说的一句话! 似乎忙就是现代

生活一种标准的模式" 也许人忙一点是好

事! 但过度的忙! 除了伤身害体外! 别无益

处可言" 因此! 我们必须学会忙里偷闲! 在

百忙中找个机会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放松

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 从中享受生活的快

乐"

人生在世有诸多欲望! 如果平日把得失

看得过重!把名利财富看得过重!必然陷溺于

无休止的追逐中" 果真如此! 生活中还有什

么情趣! 心中哪还有美丽的风景- 须知人生

不过百年! 声望再高! 金钱再多! 权位再

重! 待离开这个世界之时! 最终还是带不走

一分" 再说人的生活质量没有一个固定的标

准!也没有必要过分去追求!只要心里满足也

就够了! 切莫让生活中的贪心和物欲束缚了

那颗自由的心" 凡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让心

灵从容而充实! 这才是生活和生命的价值所

在"

在墨西哥海岸边! 有位美国商人坐在小

渔村的码头上!看着渔夫划船靠岸"小船上有

好几尾大黄鳍鲔!这种鱼相当高档"商人忍不

住问用多长时间可以抓到这么多鱼! 渔夫说

一会儿就能抓到"商人不解,为什么不多待一

会儿!抓更多的鱼" 渔夫不以为然,这些鱼已

经足够我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了"商人再问,那

么你一天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渔夫言,我每

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就跟孩子

玩!黄昏时晃到村里喝点小酒!跟朋友玩玩吉

他!这一天充实又忙碌" 商人很是惋惜!就帮

他设计!抓更多的鱼!买条大船!组个船队!开

个渔场!形成产业链等等!然后就可安享晚年

了"渔夫言!你所设计的最高境界就是安享晚

年!我现在已经做到了"

诚然!美国商人与那名渔夫!各有各的追

逐目标!各有各的生活方式!没有必要对此做

过多的评价"但究竟哪一个境界更高呢-一个

要做大事业! 谋取亿万家产! 一个要不温不

火!充分享受生活" 单从事业发展而言!好似

渔夫鼠目寸光!但若从享受生活的角度考虑!

渔夫未尝不是一个高人"人生在世!可以说没

有人不希望休息!没有人不希望悠闲!即使是

非常平淡的人!也有休闲的欲望!即使在飞黄

腾达之后!也会为无休无止的忙碌而烦恼"因

此!不管什么人都要学会忙里偷闲!都要善于

用不同的方式享受生活"

第三届电信行业高峰会议在加州的一个

度假村举行"每到会议休息时间!一些老总便

回到自己的房间忙碌!不是和助手商议方案!

就是拼命研究其他公司的资料! 只有环球公

司的老总亨得利与别人不同! 他沿着度假村

的忘忧湖散步!欣赏奇花异草" 刚开始!有的

老总还以为他不重视这次峰会! 或是因贪恋

美景而忘了大事!但出人意料的是!每次发言

他都当仁不让!思维敏捷!侃侃而谈!一直是

峰会的焦点人物"大家甚为不解!问他是否吃

了灵丹妙药!他淡然回答,$是的!我的确是吃

了灵丹妙药!但我吃的灵丹妙药就是.忙中偷

闲/" %

有道是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正如

亨得利一样! 他不是整天钻到事务堆里出不

来!而是善于工作!更善于休息!在休闲中清

空杂念!在休闲中思之更远!在休闲中积聚能

量!让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旺盛的

精力!最终在关键时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也许人类本来就是从休息的乐园中被放逐出

来的!但上帝在命令人类必须工作时!并没有

忘记赐给他们工作中那种悠闲的安慰" 世间

至福就是这种忙中有闲!闲中有忙!在忙闲之

间成就大业!享受生活"

不过! 忙中偷闲决非不提倡忙" 为了生

活!为了发展!为了事业!忙仍然是生活的主

流"即便是绝顶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在成天无

所事事中成就梦想! 也无可能在无休止的娱

乐中闲出宏伟大业"凡事都有个度!既要为生

存为事业而奔波!又不能活得太累!一旦超越

了极限!势必前功尽弃"既要会休息!会娱乐!

又不能休而无度! 玩物丧志" 这个度如何把

握-那便是$偷%的艺术!一句话!忙到点子上!

闲到适时中!在休闲中享受工作!在工作中享

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