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抱朴守正品端良，当代书画一
圣手”，这是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
会主任、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给
《张增荣书画集》作序的标题。能得
到一位资深外交家兼诗人的高度评
价，在国内书画界十分罕见。显示了
张增荣几十年奋发进取的坚实足迹
以及他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与成就。

苦练出灵性
1964年10月，张增荣出生于夏

邑一户具有文化修养的农耕之家。
在父母耳濡目染下，他自幼开始临
习柳公权《玄秘塔》、王羲之《兰亭
序》，10岁临摹中国画。那时的家
乡生机盎然，雨水从农田退去，田
垄里留下的鱼虾、青蛙等小动物给
他的童年增添了无穷乐趣，这些小
生命给了他最初艺术启蒙，他把捉
来的鱼虾放在水盆里观察，然后画
出它们的模样。从小学到高中，学
校凡有写字画画的事情都少不了
他，有时还做些小工艺品，成了当
时学生中的“小能人”。

1982年10月，张增荣当兵来到
新疆。凭着书画基础，他被分到连
队当文书，经手办的黑板报、墙
报，字迹工整，插图美观，多次参
加竞赛获奖。后来入党提干，但他
研习书画的习惯持之以恒。他的生
活津贴大都用来购买笔墨纸砚或著
名书画家的书籍，用心拜读，仔细
品赏。只要有空，就到单位饲养场
地，专注观察鸡、鸭、鹅等各种动
物的一举一动，用心勾勒临摹画
技。成功属于勤奋者。他常常在夜
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徜徉在
艺术的海洋里，恣意挥洒，激情创
作，熬过一个又一个通宵。在兰州
军区组织的竞赛、展览中，多次获
得大奖。

在新疆服役期间，一次他看到
一位锡伯族老人和妻子推着满车画

轴艰难地行走着，汗水湿透了衣
服。张增荣主动上前帮着推车，一
直把两位老人送到家。一番交谈
后，方知眼前的老人竟是赫赫有名
的新疆著名书法家格吐肯。后来，
张增荣经常去格吐肯家帮着洗洗盆
子和毛笔，询问一些书法技巧。终
于，老人被他勤勉好学的精神打
动，破例收下他这个汉族弟子，并
送给他“艺海无涯”几个大字。

2000年10月，张增荣转业至市
委老干部局，负责老年书画院日常
管理工作，这给他施展才华提供了
良好环境，但他总不满足当下取得
的成绩。多年来，他一直把齐白石
大师作为自己心中的偶像，渴望能
得到齐老后人的指点与教诲。2005
年夏，齐白石嫡孙女齐秉慧到商丘
讲学，张增荣被朋友推荐去见齐女
士。他精心准备一幅《虾趣图》，题
款处写着自己的期盼：“我画神虾十
年整，笔墨功夫似传情；日积月累
学白石，老人指点才透明”。拿着画
作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他终于
见到了白石大师的后人。齐女士热
情地接见了他，并仔细地观看了他的
《虾趣图》，觉得很有潜力可以提升，
当即决定收下这位门生，还现场做了
示范。张增荣感动得彻夜未眠，写了
一篇“我向白石孙女学画虾”的文章，
发表在《京九晚报》上。

张增荣利用节假日或出差的机
会，拜访齐女士聆听教诲，接受指

教。尤其是在画虾技法上，他达到
了“灵动传神、墨趣横生”的程
度。在作画现场，只见他一张宣纸
铺展，几枝画笔轮换舞动，从虾头
起笔，笔走龙蛇，八笔勾成虾身、
虾尾，然后画虾钳、虾须，虾钳曲
伸似刀，虾须细如发丝，一只虾一
分多钟画就。他的虾画系列作品，
既传承齐派艺术奥妙，又颇具自己
的独创风格，被誉为“中原虾王”。

拓新笔生辉
齐白石大师有句名言：“学我者

生，似我者死”。此话深刻道明了继
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张增荣牢记
大师的教导并积极创新，进而创造
属于自己的绘画艺术语言。构图
上，他把传统中国画花鸟的构图加
进一些美的元素，使图式面目一
新；技法上，将潇洒的粗笔写意与
精致的工笔勾勒融为一炉，使粗细
完美结合，浑然一体；用色上，以
大自然本色为主，辅以浓淡渲染，
营造朦胧之感，增强优美效果。如
他创作的《荷塘清趣》，数株荷花在
大片荷丛的衬托下，或娇艳盛开，
或含苞未放，或花残风韵存，两只
水鸟舒展双翅，欲栖又飞，几只水
虾在荷叶遮蔽下恍动畅游，若隐如
现，趣味盎然。

他画的牡丹饱满大气，富贵稳
重。他观赏大量不同画家的牡丹作
品，悉心研究，苦思冥想，总结得
出画牡丹要超凡脱俗的关键，一是

调佳色彩，二是结构形态。准确把
握住这两点，绘画牡丹别开新篇。
作品《牡丹图》，粗壮的枝杆上，几
朵牡丹盛开怒放，花形结构优美，
色彩华贵雅致，每一枝、每一叶、
每一花都在浓淡明暗中跳跃、鲜
活、律动。遒劲的枝干，透露得是
牡丹的风骨；黛绿的叶片，传递得
是牡丹的稳重；紧簇的花团，绽放
着牡丹的雍容华贵，好一幅“一夜
春风至，满城国色香”的景象，行
家誉之为“传神写照”之作。

画技伴人生
2010年仲春，张增荣带着几件

新作进京向恩师求教。齐秉慧认真
听了他近年来创作的心得体会，又
仔细观看了他的作品，然后饱含深
情为他写了一个条幅：“如鱼得水”
四个大字，既肯定了他挥洒自如、
游刃有余的画功技法，又殷殷冀望
切记人与艺术即是鱼水关系，艺术
属于人民，从艺者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一直以来，张增荣从未忘记自
己是一位从老百姓中走出来的艺术
家。以书画服务人民，做到作品与
人品兼修。多年来，他为人和善，
做事低调，善于帮助别人。民权县
王公庄村是闻名遐迩的“画虎第一
村”。2009 年初，张增荣专门去王
公庄作了一番学习考察，然后撰写
出一篇《关于中国画虎第一村的发
展与思考》的文章，对该村画虎人

才发培养、画室画院的发展等作了
精辟论述，文章受到省市主要领导
的高度重视，为王公庄画虎产业的
提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张增荣喜欢参加慈善活动，为
受灾地区、孤寡老人、孤儿院等，
以义卖的方式捐献书画是常有的
事，但他却不刻意留下记录。他认
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有一颗善良
的心，这样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
2015年 8月，商丘市义工联联合京
九晚报和书画界人士举行“金秋助
学，爱心拍卖”活动，张增荣奉献
出 1件作品，筹款五万多元，助寒
门学子20余人。

难能可贵的是，张增荣的书画
成就大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从
部队到地方，多次变换岗位、职
务，但他并没有因为痴迷于书画艺
术而影响本职工作，反而把各项事
情做得十分出色。他把从书画艺术
中焕发的激情转化为做好实际工作
的动力，把工作实践中所感所悟当
作艺术创作的源泉，二者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在部队，曾荣立三
等功两次；在地方，他多次获得先
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还
曾被省关工委等部门授予全省青少
年主题教育“优秀工作者”称号。
他数十年临池不辍，奋力登攀，最
终步入书画艺术的殿堂。他的作品
在国内外获各种奖励百余项；曾被
国家美术馆、清华大学等单位收
藏。2016年 8月，其作品和肖像被
印制在有“国家名片”之称的美国
邮票上；2018 年 5 月，他的作品
《富贵门庭》被中联部礼宾司赠予
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
夫。他先后被授予“中国美术百
杰”“中国当代书坛画苑中坚人
物”“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艺术家”
等荣誉称号。

抱朴守正品端良
——记我市著名书画家张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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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写真

本报讯 （记者 高会鹏） 近日，
河南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父亲的黄岗镇》由河南文艺出版社
正式出版，新华书店开始发售，该书
由宁陵县八零后青年作家马东旭创
作。

记者看到，全书共分四辑，收录
散文诗 280余章，作者立足豫东大平
原，以“脱贫攻坚”为题材，自觉承
担起新时代文学使命，唱出对家乡最
深沉的眷念与家乡之美，直面生活中
的苦和乐，从自然中洞悉人性的辉
光，从记忆里延伸亲情与故土的审美
意味。

马东旭介绍，第一辑 《葛天笔
记》是一幅历史的画卷，呈现宁陵县
作为中国葛天文化之乡的文化魅力，
对葛天文化作深度挖掘和诗意呈现。
第二辑《父亲的黄岗镇》是父辈的，
而不是子辈的；是记忆的，而不是现
实的。这是一种文明的衍化和纠结，
也是一次人生现代性价值的探寻。第
三辑《姐姐，我转动所有的经筒》中
的“姐姐”是情感倾诉的对象。在对
现实生活的思考中、在对“姐姐”命
运的感知中、在自我人生价值的确立
中，以一种独特的向度达成精神操守
与人格结构的独立。第四辑《申家沟
及其他》回应现实又超逸现实，为我
们构建了一个博大、旷远、澄明、无
瑕的自然与神秘的文化精神，以及充
满神性魅力的世界。

该书得到耿林莽、王幅明、霍俊
明、周庆荣、黄恩鹏、蒋登科、范恪
劼、崔国发、薛梅、苗雨时等诸多知
名作家的联袂推介。

马东旭善于运用舒放、自由、缱
绻的散形文字表达心灵的“激情”和

“梦幻”，其内在的底里却是浓重的、
颤抖的“良心的惊厥”。其笔下的

“申家沟”已成为河南文化地理的一
张名片，其以散点式笔法推进，以局
部带动整体，更多长镜头效果，将热
爱土地的灵魂缓缓升起，宛若夜空中
高悬的明月，清冷中有明媚的恩慈。

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父亲的黄岗镇》出版

本报讯（记者 袁正建）近日，从
中国曲艺家协会传来消息，由我市著
名剧作家任金义创作、梁园区民二小
学五年级学生王书涵演唱的河南坠子
《起跑线》，入选全国第九届少儿曲艺
节目展演。

《起跑线》演唱的是幼儿教育成长
方面的内容，以儿童的口吻诉说了家
长让孩子们参加各种校外培训的苦
衷。该剧目今年 8月上旬将赴江苏省
张家港市现场演出。由于疫情尚未结
束，展演时间缩短，全国仅选出 35个
优秀节目。《起跑线》是河南省入选现
场展演的唯一节目。

任金义的作品《起跑线》入选
全国第九届少儿曲艺展演

“商合杭沿线行”之湖州篇 ②

1400年前，隋炀帝从洛阳出发，乘坐
龙船，在大运河中迤逦前行，动辄数月，
才能到达江南。

沿途，隋炀帝经过商丘，龙船就停靠
在南关码头，留下了很多美丽的传说。可
以肯定的，他也一定会经过浙江湖州，最
终到达目的地。

湖州—商丘，两个城市那时候已经联
系到了一起。除了隋炀帝，颜真卿等名人
也沿运河往返于两地，留下了很多名作。
那个年代，因为运河，两个城市在经济文
化等方面，就有了许多交流。

隋炀帝肯定不会想到，1400年后，高
铁的开通，让两个城市关系更加紧密。3个
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往返两地。

7月 1日，商合杭高铁正式开通，“商
合杭沿线行”商丘全媒体采访组乘坐首趟
列车，前往湖州发现，“在湖州，看见美丽
中国”已经成了当地最响亮的标语。绿水
青山的湖州，确实是美丽中国的缩影。让
我们一起挖掘这个城市身后历史文化底
蕴，打卡他们的网红景点。

A 体验：3个多小时到达湖州

7月 1日上午，记者赶到商丘站，安检
之后，不用取票，购票信息都在二代身份
证中，经过安检之后，顺利地到达候车厅。

宽敞明亮的候车厅内，不少市民正在
候车。其中，市民陈雷雷也是赶往湖州的
乘客之一。

陈雷雷的堂妹大学毕业后在湖州工
作，后来在当地结婚。几年来，陈雷雷一
直都想前往探望，但乘坐高铁，需要在徐
州或者南京转车，普通车又太慢，所以一
直没有成行。

“我知道商合杭高铁正式开通的消息
后，马上在网上买了票，能乘坐首趟高
铁，还挺有纪念意义！”陈雷雷说，妹妹知
道了高铁开通，更是高兴，因为回老家更
方便了。

“商丘好人”代表李东亮也受邀体验首
趟高铁，他高兴地说，商合杭高铁的开
通，代表着商丘可以直达长三角地区，对
我们和南方发达城市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
深远意义。

9时31分，G3113次列车准时进站。在
站台上，不少市民拿起手机拍照。他们

说，能够乘坐首趟商合杭高铁，都非常幸
运，必须得留下照片纪念。

列车开动后，时速始终保持在300公里
以上，但车厢内非常平稳，记者的水杯就
放在座位前面，一滴水也不会洒出。

列车员告诉记者，她们也是第一天在
商合杭高铁上班，大家都非常高兴，希望
她们的服务可以让乘客满意。

大家欣赏着窗外的美景，在飞驰的列
车上谈笑风生，3个多小时后，列车准时到
达湖州站。

B 湖州博物馆，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到达湖州后，湖州传媒新闻中心的费
艺丽老师推荐，如果想了解湖州的历史，
可以去湖州博物馆，因为它浓缩了这座城
市的历史。

在湖州博物馆，办公室主任胡红霞热
情接待了我们，并带领我们参观。

胡红霞介绍，千百年来，湖州沿岸的
人民依水而居、傍水而作、因水而兴，带
动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运
河孕育了湖州丰富的丝绸文化、湖笔文
化、茶文化、渔文化、船文化和桑基鱼塘
等，这些，在博物馆的展品中都可以体现。

湖州丝绸，已有 4700 多年的历史。
1958年，在湖州南郊的钱山漾出土了一批
丝线、丝带和没有碳化的绢片。经研究，
这些物品来自 4700 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早
期，这是世界上发现并已确定的最早的丝
绸织物成品。

胡红霞说，在湖州，能够与丝绸齐名
的是湖笔。关于湖笔的展品，在博物馆就
有多件。

湖笔起源于湖州善琏古镇，这里正是
天下挥毫之人和笔工们向往的“圣地”。相
传，战功卓绝的秦国大将军蒙恬率兵东征
西讨，至善琏，与其夫人卜香莲共授制笔
之技，所以蒙恬也被誉为“笔祖”。

小镇很小，面积仅 50余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也不过3万。但就是在这块不起眼的
土地上，有着流传了 2000多年的技艺，培
育出无数如今引以为傲的制笔巧匠。在镇
上唯一的古街尽头便是善琏湖笔厂——这
是湖州最大的一家笔厂，湖笔就是从这里
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在博物馆，关于桑基鱼塘的展品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胡红霞说，湖州荻港村也
是个古村，位于南浔区和孚镇南部，紧依
和孚漾，中国大运河的支流穿村而过。河
港两岸芦苇丛生，村子因而得名荻港，更
有“苕溪渔隐”的美称。荻港最出名的而
是一种保存最完好的传统低耗、却又高效
的农业循环生态模式——桑基鱼塘。

在与运河打交道的千百年里，湖州人
民将地势低下、常年积水的洼地挖深变成
鱼塘，挖出的塘泥则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作
为塘基，上面种上桑树，桑叶可以拿来养
蚕，逐步演变成为“塘基上种桑、桑叶喂
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
桑基鱼塘生态模式，最终形成了种桑养蚕
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的
水乡典型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景观，不得
不佩服当时人们对资源利用的智慧和对生
态的最大保护。

多年来，南浔区对原生态桑基鱼塘开
展修复性保护，使其成为传统养殖业向纵
深发展新途径，推进村民致富，成为新的
旅游景点。2014年 5月，湖州桑基鱼塘系
统正式入选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单位。

胡红霞说，湖州还出产名茶，是茶圣
陆羽写出茶经的地方。商合杭高铁开通
后，商丘和湖州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希望
商丘市民有空也来湖州喝茶。

“原来有运河，现在有高铁，商丘和湖
州这两座城市真是有缘，有空我也去商丘
玩。”胡红霞说。

C 打卡网红景点，记者带你玩转湖州

湖州毗邻太湖，是太湖周边唯一一座
以湖命名的城市。前些年，因为污染，太
湖沿岸让人敬而远之。现在，经过治理，
湖州南太湖新区已经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特别是月亮酒店和彩虹桥就建在太湖

边，早已成为网红景点。
当天傍晚，在费艺丽老师带领下，记

者赶到南太湖新区，这里湖波荡漾，风景
迷人。不少游客正在这里游玩。

湖州喜来登月亮酒店位于新区内，是
按照七星级标准打造的酒店，建筑师巧妙
的把建筑和太湖水景相结合，营造出一种
诗意的人造自然景观。月亮酒店充分利用
滨水优势，力图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环形的建筑体和水中的倒影相连，营造了
一种真实和幻象交接的超现实图景。在阳
光的照射和湖面的反射作用下，曲线的形
体晶莹剔透，宛如玉镯。而在夜晚降临之
时，楼体的内外照明又让整个建筑通体光
亮。酒店周围和水面都弥漫着柔软的光
线，犹如湖面之上浮起的一轮明月，与湖
中倒影交相呼应，现代意境之中又颇具古
典气韵。

费艺丽老师说，月亮酒店，有着中国
最美七星级酒店之称，是湖州人文和自然
的新象征。

彩虹桥就在月亮酒店旁边，彩虹桥建
造成抛物线模样，通体被七彩灯包裹，非
常漂亮。很多游人在彩虹桥上游玩，都拿
起相机，记录此刻的美景。

费艺丽说，湖州还有南浔古镇、莫干
山风景区、安吉江南天池、中国大竹海等
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商丘市民来湖州玩。

“商合杭高铁开通后，两个城市的联系
更加紧密了。听说商丘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城，商丘古城、永城芒砀山等地方也很好玩，
有机会一定去商丘转转。”费艺丽说。

在湖州，读懂“美丽中国”
文/图 商丘日报全媒体采访组记者 张 坤

湖州美丽的彩虹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