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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军

人生的坎坷磨难都会成为
艺术家才智的一部分。梵高如
果不贫困潦倒，也许不会有画
作《向日葵》和《星空》。

我 市 画 家 翟 贺 伟 也 是 如
此。他在学艺的路上，凭着顽
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在
我市画坛站稳脚跟，现为市美
协理事，中站区美协副主席。

1966年4月，翟贺伟出生在
洛阳市伊川县的农村，家境贫
寒。“母亲喜欢绣花，绘画功底
扎实，受母亲的熏陶，我从小
就爱画画。”翟贺伟说。一次，
母亲让他在绣花布上描牡丹，
他描得像模像样，受到了母亲
的夸奖。那个年代，农村会画
画的人极少，身边的几本画书
成了他学画的摹本。

好景不长，翟贺伟上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母亲患上了抑
郁症，发病时生活无法自理。
父亲长年在外地打工，身为家
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年仅7岁
的他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弟弟妹
妹的重任。每天早上，翟贺伟
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火做
饭。家里穷，没有粮食，他们
就天天吃清水煮红薯。灶台
高，够不着，就垫几块砖，踩
上去煮红薯。等他做好饭，照
顾母亲和弟弟妹妹吃完饭，再
到学校时，已是第二堂课了。

就这样，翟贺伟用弱小的
肩膀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躲到屋子里画画。画画成了
他唯一的乐趣。

上到初三时，由于长年照顾家庭，翟贺伟学业
上有许多欠账，特别是理科。有一次上化学课，老
师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他不会。老师指着他的作
业本反面的一幅画说：“你学习不咋样，就知道画
画！”老师的一番话让他心里很难受。同时，他暗下
决心：“我就要当个画家让你们看看！”

初中毕业后，正逢实施农村家庭土地承包责任
制，翟贺伟家中分了几块地。为了养家，他回家务
农，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人疲惫不堪，但在一天劳作
之后，他最享受的就是拿着小木棍在地上画、拿着
笔就着做饭的小案板在废纸上画的过程。

“我不能当一辈子的农民，我要改变自己的命
运，当画家！”翟贺伟不甘心。

他跑到县教育局咨询，怎样才能报考美术类的
艺术院校。当得知需要有高中学历且通过素描、速
写和色彩等专业考试时，他傻眼了。因为他根本就
不知道什么叫素描、速写和色彩。

怎么办？1985年11月，翟贺伟得知郑州轻工业
学院举办美术专业考前学习班，专门教素描、速写
和色彩知识时，觉得机会来了！翟贺伟借钱跑到郑
州，一打听，学费要200元，这对他们五口之家一个
月仅30元的收入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砸锅卖铁也要送你去学！”看着儿子消沉的样
子，翟贺伟的父亲坚决地说。

四处借钱，终于借够了学费，19岁的翟贺伟开
始接受正规的美术专业培训。那年冬天，他每天吃
的是萝卜咸菜，手脚都冻烂了几层皮，生活条件极
其艰苦，但他如饥似渴地学着。培训结束后，他参
加了洛阳师范学院的美术专业课考试，并顺利通过。

两块敲门砖，只剩下一张高中毕业证了。
1986 年 9 月，翟贺伟到伊川县二中高三年级就

读。因为没有上过高中，他比其他学生更加珍惜这
个宝贵的学习时间，拼尽全力恶补文化课知识。通
过一年的努力，1987年6月，他顺利通过毕业考试，
拿到了高中毕业证。那年高考，他以全县美术类考
生文化课最高分的成绩考入洛阳师范学院。

从此，翟贺伟的人生发生了改变。1989年，大
专毕业后，翟贺伟被分配到焦作市矿务局王封矿子
弟学校当美术教师。1998年，他调入焦作四中当美
术教师至今。

经过生活的磨砺，翟贺伟对自己的事业和未来
进行了规划。他一边悉心教导学生，一边开始做企
业形象策划工作。据了解，他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市
最早一批做这方面研究的工作者之一。多年以来，
他为省内外30多家企业和团体设计过LOGO。

“风萧萧，雨萧萧，沧海一粟走波涛；日朝朝，
月朝朝，韶华天命眺云遥。”这是翟贺伟51岁生日写
的自勉联。虽年过半百，在艺术的道路上，他仍求
索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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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翟贺伟在画室研修。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本报记者 王玮萱

如何更好传承焦作文脉，让优秀传统文化更
好服务于当前社会经济建设呢？

我市著名书法家、市文联主席米闹说，焦作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多，但形成品牌的不多。在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所有关心焦作文化事
业发展的人为此很困惑、很迷茫，也一直在寻找
出路。

日前，记者将米闹，焦作市雕塑研究会会
长、焦作市美协副主席薛骏猷，焦作书画院副院
长、山阳印社社长谢小毛，焦作市艺术研究所所
长胡红兵，约在一起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

作为我市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参与者，
他们围绕如何更好传承焦作文脉这个问题，指点
要领，言之殷殷，情之切切。

薛骏猷最近在策划一场焦作雕塑创作史上里
程碑式的展览，名为“厚土”，这是一场以焦作历
史名人故事为创作原型的大型雕塑展。

在查阅资料时，薛骏猷第一次知道南宋画家
李唐是我市孟州人。他说:“在中国绘画史上，李
唐成就非凡。他擅长山水、人物创作，其作品风
格开创了南宋水墨苍劲、浑厚一派之先河，是南
宋四大家之一。其存世作品有《万壑松风图》《清
溪渔隐图》《烟寺松风》《采薇图》等。最令人骄
傲的是，他是我们的老乡，但这些资料我以前不
了解。”

“李唐”让薛骏猷反思：焦作人对身边文化到
底了解多少呢？深度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
是从了解开始的。没有文化，何谈文化产业？

此时，谢小毛也有感而发。他说，广东省肇

庆市是中国四大名砚——端砚的原产地。端砚历
史悠久，相关史料浩瀚如烟。作为一名金石创
作者，有一年，他到肇庆市参观，看到的端砚
却令其大跌眼镜。“由于对端砚文化缺乏了解，
为吸人眼球，许多当地人便随意地、不负责任
地将端砚文化与当代一些潮流文化结合，使得
这里呈现的端砚文化品位不高，甚至有些低
俗。”谢小毛说。

由端砚文化的传承问题，谢小毛想到了我市
的绞胎瓷。“可能因为绞胎瓷工艺断代时间太长，
传承者们尚无法深刻理解绞胎瓷工艺的文化内
涵，以至于我市绞胎瓷产业在发展了十几年后，
看起来仍没有沉下去。”谢小毛说。

最近，新编历史豫剧《韩愈》喜获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胡红兵作为编剧谈及获奖感受时说，
如果不对韩愈进行深入研究，就不知道韩愈当过
监察御史一职，也不可能更好地传承韩愈文化。

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手段的驱
动下实现完美升级，服务社会经济建设？关键在
于传承，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广泛宣
传、深入研究。

那么，该如何深入挖掘焦作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呢？

米闹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功在当今，
利在千秋，是一项循序渐进的事业，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纲领性的规划来引领未来。”

薛骏猷说：“焦作不缺优秀的文化资源，也
不缺文艺人才，但要让文脉无限延续，还需要提
纲挈领的顶层设计。”

谢小毛说：“深刻的文化传承，需要靠传承
机制去实现。”

胡红兵说：“深入宣传、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需要有计划地去实现。”
文化传承要靠人。薛骏猷说，宣传、发掘传

统文化是焦作当代艺术家们的责任和义务。同
时，政府也应该培养好、保护好、利用好本土的
艺术家们。

除此之外，政府引领，提升全民审美素养、
让全民崇尚艺术也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
径之一。

未来城市的竞争力要靠特色文化。谢小毛介
绍，北宋画家、温县人郭熙的《早春图》在中国
乃至世界美术史上都非常知名。有一年，河南省
美术家协会组织了一场郭熙作品研讨会，反响强
烈。在此之前，全国已有多家书画院开始研究郭
熙作品。可在焦作，研究郭熙的人不多。

“把特色文化找回来，把文化招牌立起来，
焦作文化传承需要这样做。”谢小毛说。

胡红兵说，当前焦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急需
三步走：第一步，全盘摸底，提升特色；第二
步，扩建平台，整合资源；第三步，整体规划，
协调发展。

平台需要扩建，机制需要确立，发展需要
创新，全民审美素养需要提升，而解决种种问
题的关键在于焦作文脉传承需要高质量的顶层
设计。

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
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已
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成为树立文化自
觉与文化自信的关键环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焦作文化传承之路任
重道远。

《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怀川文脉》系列报道之①

传承文脉需要顶层设计
开栏的话 焦作历

史文化资源丰富。卜子
夏、司马家族、竹林七
贤、韩愈、李商隐、郭
熙、李唐、许衡、朱载
堉、陈王廷等一批享誉
中外的历史文化名人是
这片土地的骄子，绞胎
瓷、太极拳、“四大怀
药”等是这片土地的金
字招牌。即使在当代，
焦作也涌现出了一批如
中国油画泰斗靳尚谊这
样的大师级人物。焦作
文物、非遗资源数量早
已跻身全省前列。

那么，面对如此丰
厚的文化资源，我市该
如何传承文脉，打造文
化新高地呢？

连日来，记者带着
这个问题走访了我市各
领域的文艺精英，倾听
他们的心声。

自今日起，本报推
出 《坚定文化自信 传
承 怀 川 文 脉》 系 列 报
道，精准传递焦作文艺
精英对焦作文化事业发
展的关切之情。

本报讯（记者王玮萱）为加强馆际交流，提升博物馆
藏品的利用率，近日，市博物馆组织百余件精品文物赴西
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参加“留住历史的色彩”大型展览。

据了解，在此次参展的百余件精品文物中，有2007
年从中站区靳德茂墓出土的21件元代彩绘陶俑及近些年
来我市出土的多件陶仓楼。

据市博物馆馆长郭继斌介绍，我市是文物大市，古墓
葬及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在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以陶
质文物居多。为了加强陶质彩绘科技修复力度，从2012
年开始，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市博物馆与西安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通力合作，经过3年的努力，顺利完成了焦作靳
德茂墓元代出行仪仗方阵陶俑及30件陶仓楼的科技修复
保护工作。2015年，市博物馆与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再
度合作，启动了54件彩绘陶仓楼的修复保护工作。此次
展出的文物均是双方合作后修复好的精品文物。

另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结束。

我市百余件精品文物亮相西安

8 月 9 日上午，由焦作市文联、焦作市美术家协会、
焦作市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化羽飞天”——谢小毛书
画展，在焦作市金海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举行。通过自学成
才，在书法、国画、篆刻、诗词等领域均有建树的谢小
毛，其作品博采众长，近年来渐入佳境，现为焦作书画院
副院长、山阳印社社长。此次共展出谢小毛书画作品88
幅，展期至8月18日结束。

本报记者 顾培利 摄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影报道

石佛滩摩崖造像历史悠久，
名气很大。

近日，记者来到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石佛滩摩崖造像
一探究竟。

沿着丹河一路北上，在博爱
县许良镇下伏头村附近，石佛滩
摩崖造像就建造在丹河东岸的石
灰岩峭壁上。

石佛滩摩崖造像距博爱县城
北9公里，丹河水自北向南从此缓
缓流过。这里山峰连绵,太焦铁路
从其不远处穿山而过,火车的轰鸣
声不绝于耳。

据史料记载，摩崖造像开凿
于隋炀帝大业十一年至十二年
（615～616年） 间，初创时为隋朝
皇家所封“同义寺”，至唐代又开
凿一批佛龛。

据当地老人回忆，1958 年修
建太焦铁路时摩崖造像被毁了一
批，现在能够看到的摩崖造像分
布在南北长 60 米、高 20 米的石
佛滩陡直的崖壁上，共有龛 59
个，各种佛像 78 尊，造像题记
10方。

在博爱县博物馆提供的摩崖
造像研究资料中显示，所有龛像
均为浅浮雕，最大龛像高 110 厘

米、宽66厘米；最小龛像高24厘
米、宽20厘米，龛像厚度在4厘米
至18厘米之间。

摩崖造像分布在三个区域。一
区位居造像区北端，下部接近水
面，有龛像5个。二区在一区以南
12.8 米，有龛像 50 个。三区在崖
壁的最南端，与二区相距25.8米，
边缘龛像与丹河桥连接。

据群众反映，三区龛像原有四
五十个，20 世纪 50 年代末，修筑
铁路时被炸掉，现仅有4个，有圆
拱龛和方拱龛两种，多残。

大部分龛内雕刻有一佛二菩
萨。其中，龛内的佛刻技艺精
良，刀法细腻，线条流畅，阿弥
陀佛面部丰腴，神态慈祥，两侧
菩萨长帛飘动，一副世俗妙龄女
郎形象。在一方铭记下有题记

“唐开元二十一年”，可知为唐代
作品。

1986年11月21日，河南省人
民政府公布石佛滩隋唐摩崖造像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图① 石佛滩摩崖造像局部。
图② 龛内栩栩如生的一佛二

菩萨。
图③ 石佛滩摩崖造像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佛滩摩崖造像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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