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龙区蒲山镇教育志

首期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丁上万）

近日， 历时 1 年编纂的《卧龙区蒲山镇教育
志》（1949-2018） 正式出版发行， 首期发行
2000 册，是卧龙区蒲山镇中心学校编纂的第
一部教育志。

该志严格按照志书的体例要求， 横排门
类、纵叙史实。 上限 1949 年，下限断自 2018
年， 全面记述了卧龙区蒲山镇教育历史演变
和发展状况。 全书共设 10 章、15 余万字，体
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 7 个部分，设
计彩页 30 页，黑白 321 页。

一册教育志，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的
缩影。纵观全书，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卧龙区蒲山
镇教育事业各项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内容和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是卧龙区蒲山镇一
部综合性、专业性融于一体的专著，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和可读性。 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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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辛 50 米画作《一江春水惠京津》近日完工———

一幅书画长卷 一首丹江赞歌
□本报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吴浩雨 文/图

市图书馆

举办中秋书展
本报讯（记者 马苏）9 月 10 日起，市图书

馆开展“月亮的味道”———中秋节主题书展。
据悉，市图书馆从万千藏书中选取与中秋

节有关的经典书籍， 内容涵盖了绘本故事、科
普、文学、民俗等不同体裁，在少年儿童图书馆
一楼大厅东设中秋主题专架， 并收罗中秋主题
的各类图书向读者展示借阅， 为传统节日的到
来增添一缕墨香。

活动旨在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民俗文化，更
好地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引导作用，让
小朋友们切实感受节日气氛， 过一个难忘而有
意义的中秋佳节。 书展时间为 9月 10日至 20
日，欢迎广大读者前往参观。 ⑦3

日前，淅川画家王克辛历时一年绘出 50米丹江长卷———《一江春水惠京津》，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王克辛笔名
三千山人，今年 83岁，淅川县盛湾镇人，从教师到专业画家，从内地到南方，一直前进在书画艺术的道路上。

《一江春水惠京津》追求苍远肃穆之境，大胆运用了泼墨画法，在熟悉的丹江景致中融入了抽象的意境。 王克辛师法传
统、师法自然，画出了千里丹江的气势与厚重，画出了时代风貌与巨变，画出了他的深情与痴情。 打开长卷，细细品赏，似有
滔滔江水奔涌而来……

50 米画卷 神韵无限
丹江源于秦岭之中，

汇聚荆楚大地， 她怀抱汉
江之水，担当世纪重任，浩
浩汤汤向北而去， 润泽北
国。 王克辛耗时一年多时
间完成长 50 米，宽 1 米画
卷《一江春水惠京津》。

一点点打开画卷，如
同一步步寻找丹江的源

头。一座座山峰簇拥而来，
一道道河流海纳而来。 草
木、花香、鸟语、云朵、关
隘、 古镇， 装点着千里丹
江，镶嵌在 50 米画卷里。

一幅画， 涵盖着笔墨
山水造诣与对自然历史的
把握和阐释。《一江春水惠
京津》以长卷形式，用画笔

将丹江两岸繁杂的景物纳
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
中，画中山脉众多，但气象
各异，其间穿插人文经典，
构图疏密有致， 注重节奏
感和韵律的变化， 笔墨章
法都很巧妙。

王克辛用手中的画
笔，怀着对滚滚长河的敬

畏，倾注一腔热情，把丹
江以史诗般的画卷呈现
出来。 王克辛的画笔，游
走在抽象与具体之间，且
游刃有余 。 他的丹江长
卷，从第一笔开始已经抵
达内心，画家一笔一笔地
画，一笔一笔地走向丹江
的尽头。

国学讲堂《南都赋》

传递文化自信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李柯）日前，

卧龙区举办国学讲堂《南都赋》专题讲座。 邀请
南阳师院教授聂振弢做汉代著名科学家、 文学
家张衡《南都赋》专题讲座。

聂振弢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从
考据、辞章、义理方面，解读了《南都赋》关于南
阳地理位置、宝藏矿产、山岳峰峦、树木禽兽、祭
祀礼俗、新声妙曲等内容，以精致的工笔为我们
描绘了一幅恢宏壮观的汉代南阳全景画卷，对
我们增强文化自信，了解南阳“既丽且康”的灿
烂历史、 精心规划卧龙腾飞蓝图提供了鲜活翔
实的史料。

卧龙区相关负责人强调，要充分发掘卧龙
区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实力， 为卧龙区文旅产业
发展助力。 卧龙区文联全体同志及文学艺术协
会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⑦3

山水长卷 礼赞丹江
一幅山水画卷，必然有

着居所之美，人文之美。 画
卷中春花烂漫，红的、黄的，
寓意时代的丰富多彩，奇险
山水中的人间花开，给人带
来无限惬意与希望，令人热
血沸腾。

丹江自然长廊也是历
史文化长廊。《一江春水惠
京津》 画中有山， 山中有
水，水中有山。 王克辛在细

节上的巧妙处理和构思，环
境的改变和移位，表达了特
定时间和不同的风俗，为全
画展开推进，作了很好的铺
垫。 王克辛的丹江画卷，充
满着历史情韵与时代力
量，是丹江山水的赞歌，是
人类与自然变化的壮歌。

在着色方面， 画卷所
有山的线条是墨色， 而色
彩全部用深绿和三绿着

色， 充分体现山水着墨特
点。 这幅长卷，既有对丹江
远景的整体的大笔勾勒，
又有近景的细节刻画；既
有对丹江奇异景观的生动
描写， 又有浪漫美丽的想
象。 以山、水两条线交错融
为一体， 在瑰丽的丹江自
然风光中，画出了“千里丹
江润北国”的真挚情感。

王克辛的丹江长卷，

充分吸取了李可染、 张大
千、 关山月等大师的画风
特色，重视意象的凝聚，线
性笔墨结构与团块性笔墨
结构相结合； 大胆运用了
泼彩画法， 在熟悉的丹江
韵味里融入了抽象的意
境；将光引入画面，通过逆
光效果，表现山林晨夕，使
作品增添朦胧迷茫、 流光
徘徊的视觉感受。

画纳百川 讴歌时代
王克辛在 10 多平方

米的画室中春夏秋冬，寒
暑往来，作画不辍。

王克辛上世纪 90 年
代南下深圳，潜心学习岭
南画派技艺。 他对绘画创
作不敢懈怠 ， 深圳似乎
成了焕发他艺术青春的
舞台 。 王克辛从波涛汪
洋的丹江岸边而来，胸
中藏着山水与绘画的创
作渴望 ， 在大师作品面
前，内心的艺术梦想似乎
被点燃了。

王克辛在丹江岸边长
大，下海、远游、追逐梦想，
丹江在他的内心有足够的
厚度， 因此他要用手中的
画笔去描绘，去书写。画卷
的创作， 是他对自己提出
了挑战。

丹江曾是商业交通要
道，有自然天险，也有古镇
城落，有古刹寺庙，有历
史遗址。 王克辛回到历史
中，行走在山水中，在浓
密的雨林里穿梭，在宽阔
的谷地落脚；在峡谷中急

速前进， 在水流平缓处歇
息。《一江春水惠京津》的
创作历时一年多时间，凝
聚了王克辛毕生的艺术
积淀。 他徒步去写生，在
深山里住老乡家。 画画需
要专心、用心、忘我地投
入 ， 他冬天画到手脚麻
木， 夏天画到汗湿衣衫，
一些好友亲眼目睹了他
的创作过程，无不油然起
敬，赞叹不已！他的丹江长
卷， 使人触摸到历史人文
重大的创作素材， 感受到

自然风光的瑰丽多姿，更
使人深切感受到当下日新
月异的变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通水 5 周年，《一江
春水惠京津》落笔装裱，实
现了他内心的强烈心愿，
把根植于青山碧水的源头
活水， 把丹江的瑰丽风貌
和精神内涵竭尽全力用画
笔呈现给人们。 他用一幅
长卷， 为我们展开了丹江
历史、现在和未来。 ⑦3

《一江春水惠京津》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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