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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迷路被困
警民连夜救援

富阳区第三届美术作品展，
132 件作品正在展出

富阳美术界百花齐放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市民记者 王群华 通讯员
李苏洋）几天前，银湖街道市民潘某在如意尖迷路，
急需救助。接警后，银湖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救援，
并联动杭州红十字狼群救援队和村里熟悉山路的村
民。
民警了解到，迷路的潘某是重庆人，30 岁左右，
来杭州出差，趁空闲爬山。他听闻如意尖风景秀丽，
便顺着游步道往上走，结果走到后面没有路可走了，
在大山里迷路了。眼下天黑得快，潘某准备不充分，
只能报警求助。
民警叮嘱潘某千万不要乱跑，原地等待救援。
民警和救援队员根据潘某的描述，分析出他大概位
置，
兵分两队救援。
虽然有定位，但是在漆黑的夜幕下，茫茫大山里
找人谈何容易。这些山林平时很少有人走，晚间气
温低，潮湿的山间起了薄雾，山高路陡，荆棘丛生，给
搜救带来很大困难。救援队员们打着矿灯，边呼喊，
边寻找。
晚上 9 点 19 分，一组队员听到被救者的声音，激
动地朝声音方向靠近。但是，山路难行，即便知道方
向，要找到人，还得花不少工夫。考虑到潘某的手机
电量极低，随时可能没电关机，若不及时找到他，天
黑之后，
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行走的脚步越来越急。
晚上 10 点 40 分，救援队伍终于在一个山腰上发
现潘某，好在他身体无碍。下山的路依旧不易，有队
员在前面探路，不时提醒后面的队友。有的地方是
悬崖峭壁，只能用绳索下降。将潘某带下山后，救援
队员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身上的衣服都被林间水
汽浸透。

扫一扫 看视频

记者 许媛娇 骆晓飞 通讯员 柴惠琴

公望美术馆正在展出的是富阳区第
三届美术作品展，主题是“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展期至 11 月 27 日结束。近日记者
走进公望美术馆，跟着副馆长姜健一起看
展。
在正式看展前，先要了解这次展览的
基本情况。
“ 这是全区绘画艺术家和爱好
者的作品展。”姜健说，展览从今年 3 月开
始征稿，收到了 180 余件作品，经评审，评
出入选作品 120 件，其中优秀作品 10 件，
此外，
还有 12 件特邀的名家作品。
市民观看展览

能看出富阳美术界百花齐放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是各具特色的，本次展览
展出的作品也同样各具特色，中国画、油画、版
画、布贴画、雕塑、综合材料等。全区美术工作者
用手中的画笔，展现富阳的山水风光、人文历史、
城乡建设和精神风貌。
富阳本土画家何荣发的中国画作品《风雪抗
疫》是本次展览的特邀作品，在画中，可以看到漫
天飞雪，市民打着伞，整齐有序排队做核酸，仔细
看，会发现核酸检测顶棚上挂着横幅，上门有“镬
子山社区”的字样，有这个细节，这件作品一下子
就和我们拉近了距离。据作者介绍，这是 2022 年
春节疫情期间，他透过家里的窗户看下去的场
景。
“ 这两年，抗疫题材是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
艺术家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抗疫助力。”姜健
说。
在整个展厅中，何勇的作品《家》是唯一一件
雕塑作品，这是一个组合，由 4 件作品组成，每一
件作品刻画的都是家里的不同景象，并且这个
“家”有年代感，会让人陷入回忆。
“何勇是富阳比
较优秀的雕塑艺术家，这些年主持参与过一些国
内大型主题创作。
”姜健补充道。

在雕塑作品旁，陈旭的油画作品《桂花西路》
吸引了记者的眼球，感觉画面看上去有高级感，
但说不出什么原因。姜健解释，这件作品的色调
比较协调，视觉感官就会好，作者刻意弱化了人
物描写，反而注重明暗对比和城市纵深感，让作
品的立体感更强烈。
夏伟中的油画作品《立》也很抢眼，画面中描
绘的是一名建筑工人站在钢架上劳作，主题是
“立”，作者用艺术的方式表达着富阳这座城市正
在全面“立起来”
的状态。

能看出艺术界的传承与创新
在看展过程中，姜健提到，有越来越多富阳
人开始关注绘画艺术，在这次展览上也有不少
新面孔出现。姜晓明是富阳本土画家，他的油
画作品《春江待渡人》是本次展览中的优秀作
品，虽然是西方油画，画面中透露的却是东方意
境。介绍姜晓明，并不是要探讨他的画作，而是
他的影响力。
“ 他带动了很多人学习绘画，在这
次展览中可以看到有很多是他学生的作品。”姜
健说，比如徐灵程的《江南忆》、周珍珍的《富春
江畔》、缪柳青的《登城春望》等，这些作者跟着

姜晓明学油画，时间久了，也有了可以展出的作
品。
“画友们进步杠杠的。”这是姜晓明发在朋友
圈的一句话，后面还附上了大拇指和玫瑰花的表
情，配图则是“画友们”的入展作品，在他看来，这
些都是他的“画友”，他们在一起学习交流，也在
一起进步。
“ 很多人都说，富阳有了美术馆之后，
有更多机会欣赏艺术作品，也有了学习艺术的动
力。”姜健坦言，公望美术馆这个艺术阵地正在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艺术也需要有新意。我们看到了楼建飞的
中国画作品《月是故乡明》，这幅作品，看下半部
分，像是油画作品，作者采用了焦点透视的方式，
描绘富春江的景色，上半部分则是中国画画风，
表现出太阳和云彩。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尝试中西结合这种绘
画方式。”姜健说，还有一些作者则是脑洞大开，
不再局限于传统绘画模式。比如说，吴湘云的水
粉画《潮玩富春》，整个画面可以说是错乱的，画
面中元素很多，商城、宇宙、建筑工地、游乐场，这
些元素全都放在一起，打破了我们认知中的时
空。姜健说，艺术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让参观
者有更多想象空间。

司机同路人当街争执
路过民警发现其酒驾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叶婷婷)车子停在
路边，司机却忙着同路人吵架。路过的民警上前劝
架，这名司机忽然安静了下来。这其中有问题！眼
光敏锐的民警一细查，
果然……
前几天晚上，三山派出所民警周锡锋下班后，前
往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核酸检测，途经工
农路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小车，车子旁边两人正在
扯着嗓子争吵。
周锡锋上前了解情况，没想到，其中一名年轻男
子看到有警察来，立刻停止了争论。
“没事没事，小事
情。
”
男子似乎急着想让民警离开。
周 锡 锋 做 完 核 酸 检 测 后 ，事 情 又 有 了 新 的 发
展。
“ 刚刚停在这里这辆车呢？”周锡锋转头一看，只
见刚才吵架的那个年轻男子坐在驾驶室，正在把车
往旁边路上开呢。
周锡锋仔细回想，这个男子刚刚说话口齿不清，
满脸通红，跟人争论时脾气非常暴躁，像是喝过酒。
而现在，他竟然在开车……这下周锡锋算是明白了：
“难怪这小子刚刚急着想让我走，
看来是心中有鬼！”
好在车子刚起步，周锡锋立刻跑上前，将司机劝
下车，并带回派出所，同时联动在附近巡逻的交警。
交警到达三山派出所后，对司机进行酒驾吹气检测，
检测数据显示 166 毫克/100 毫升，已超过醉驾标准。
随后，
周锡锋将司机交由交警进一步检测和调查。
在此，民警再次提醒，眼看又到年底，饭局多了
千万别贪杯，酒多伤身，酒后驾车更是害人害己，一
定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五年奋进，共筑精彩人生”富阳区残联人物系列报道

羊晓君：笔墨书写奋斗人生 初心反哺家乡发展
记者 倪华华
位于富春江畔的羊晓君书法工作
室，进门可见四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温
润的阳光毫无顾忌地照射进来，空气里
还隐约透着墨香。这就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隶书委员会委员、杭州市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羊晓君的工作室。
羊晓君，富阳人，没有让人羡慕的高
学历、值得炫耀的家学渊源，更不幸的是
他先天身材羸弱，右眼失明，左眼高度近
视。面对命运向他立起的一道道坎，
他迷
惘过、
徘徊过，
却从未放弃过。他克服比常
人更多的困难，
凭借颖悟之质、
执着之心、
勤苦之力，
从一名业余的绘画爱好者成长
为知名书法家，是富阳书法的领头人。
2019 年，
他荣获全国自强模范，在人民大
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他的成功：
不是偶然，而是坚持与奋斗
中 学 毕 业 后 ，羊 晓 君 没 有 找 到 工
作。困顿之时，他常去隔壁一家生产竹
丝屏风的工厂看师傅在屏风上绘画。久
而久之，他对书画产生强烈兴趣，便跟着
学，后被工厂收去做学徒，专画工艺画。
“其间描写画下落款的字时，我心里似乎

有一股水流在激荡。”羊晓君说，于是他
决定，随心走，
开始学习书法。
1982 年，他开始学习书法后，因其视
力残疾，学习书法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放
弃，每天临帖 100 张、200 张……刻苦但
进步很小。一次偶然的际遇，当时全国
知名书法家华人德先生到访富阳，他拿
着习作请教，得到极大鼓励，更坚定人生
奋斗方向。
1987 年冬天，他登上拜师求艺的长
途列车，在下着小雪的凌晨两点到达苏
州大学，在值班室等候华人德老师。一
直等到上午 10 点才见到华老师。华老
师十分惊愕，遂想起“程门立雪”的故事，
在看完他临习的作品后，毅然把他收到
门下。此后，他就通过写信或寄作品的
方式向华老师请教。
之后，他还拜时任中国书协副主席、
浙江省书协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朱关
田为师，还得到书法大家沙孟海、启功指
点，书艺猛进。
“ 启功老师告诉我苹果树
上的苹果有大有小，但只要鲜甜爽口都
是一样的，人亦如此，关键在其价值。”羊
晓君告诉记者，从那以后，他与身体的不
完美和解了，并立志在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都要自强不息，尽力创造完美，实现自
我价值。
“笔成冢，墨成池”的苦练，虔诚好问

羊晓君书法作品
的向上，受教名师的机遇……30 余年来，
他以厚重正气、雅逸朴茂的书风，为书坛
所重，其中隶书最为有名。其作品曾荣
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第三届
全国楹联书法大展金奖，全国第四届电
视书法大赛一等奖，第四届中国书法兰
亭奖佳作奖等荣誉。同时，他还先后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美术馆、浙江美术
馆、台湾孙中山纪念馆等举办个展，影响
广泛。

他的力量：
不为自己，而是付出与奉献
成名后的羊晓君，依然保持着朴素
求真的本色和感恩社会的初心。他坚持
文艺为民，用艺术语言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热心服务群众与广大文艺工作者等，
引领富阳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我的工作目标与职责，就是要把富
阳的书法以及其他文艺创作实力提上

去，让富阳的作者走向全国。”在担任富
阳文联副主席等职务期间，他主抓书法
等文艺工作，富阳成为杭州地区首个“中
国书法之乡”，创建 35 个富阳书法村和 4
个浙江书法村，以及 4 个杭州书法村和 1
个书法街道。组织开展创建
“中国书法之
乡”
“三送一展”进农村文化礼堂，以及策
划著名作家走进富阳、
全国书法名家作品
邀请展、首届“孙过庭奖”全国行草书大
展、
海峡两岸书法交流展等活动。在其带
领下，富阳全区已拥有中国书协会员 22
名，
浙江省书协会员 80 名，
区书协会员近
400 名，
领先全国区县书协，
形成老、
中、
青
和少儿稳定的创作群体，并在国家级奖
项、
展览中屡获佳绩。
羊晓君常说，他自己就是一路受到
别人帮助走过来的，所以帮助别人也是
回馈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用艺术
创作回报社会，投身各项公益事业，积极
响应各级部门开展的爱心之旅、希望工
程、扶残助困、文艺下乡等活动，捐赠大
量书法作品，免费带教残疾人家庭子女
学习书法。
如今，在群星灿烂的书坛上，羊晓君
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真正的人生
强者的符号。他的自强不息，他的奋斗
与创造，传递出充沛的正能量，浸润着富
春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