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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日益增
多，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面对疫
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局势，各方力量联防
联控，八方资源紧急支援，展开一场全国
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我市文艺工
作者也积极行动起来，加紧创作，推出了
一批批抗击疫情、歌颂医务工作者的文
艺作品。

几乎在第一时间，以鲜活画风驰名

同行圈的周玉明，放下手上其他作品的
构思和创作，投身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做些
什么。”周玉明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华
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
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版画）研究会会员,
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董继宁美术馆
特聘画家，湖北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

院教师, 美术作品参加国家及省市展览
并获奖。

2月初，周玉明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咸宁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奔赴在抗
击疫情一线。首批支援隔离病房的医护
人员是该院呼吸内科的护士吴亚梅，吴
亚梅和身旁的“战友”来自全院各个科
室，之前彼此几乎是陌生的，有几个97年
的小战友，还有部分是有孩子的妈妈，来

隔离区支援任务艰巨，大家都做好了持
久战的准备，把家人安顿家人好，义无反
顾冲上前线。

“我自己是当老师的，这些孩子，很
多都和我的学生差不多大，都是家里人
手心的宝。他们连请愿书、‘生死状’都来
不及签，就匆匆上战场了。”周玉明内心百
感交集，身为艺术工作者，自己唯一能做
的，就是用画笔记录这份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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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XIANNING用画笔礼赞“最美逆行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彭禹希 田丽

车埠位于赤壁市西北部，素有”赤壁
河西走廊”之称。它东连京珠高速公路
入口，西邻赤壁三国古战场，南接新店和
茶庵，北与嘉鱼县隔河相望，距市区12
公里，是周边临湘、嘉鱼、赤壁、崇阳的水
陆要冲和货物集散地。清末民初，商贸
城镇伴水而兴，车埠与新店、石坑、黄龙、
汀泗桥、泉口并称为蒲圻六大集市。解
放后，历为区、乡、人民公社和镇政府所
在地。

相传，赤壁之战前，江南大旱，百日无
雨，田地龟裂，禾苗干枯。但陆水河中水
源充足，川流不息。为了把水运上岸灌溉
农田，在蒲圻屯田的东吴名将陆逊发明
了水车，解决农民抗旱的燃眉之急。他
首先在城西十里处筑起埠头，用水车日
夜提水灌田。后来，人们把陆逊水车提水
的地方叫作车埠。作为地名，车埠一直沿
用至今。

该镇烟竹坡是土地革命时期赤壁第

一次农民起义策源地。枫桥为赤壁市第
一个区苏维埃政权所在地，曾涌现出徐敬
之、汪子霞等一批革命先烈。

该镇大力发展小龙虾产业，采取多种
措施支持稻虾综合种养，实现农业、水产
融合，推动二、三产业发展，达到渔粮互
补、群众致富脱贫的目的，走出了一条产
业扶贫的新路子。每年度举办的小龙虾
美食节，通过“虾王争霸”、“厨艺比拼”、

“钓龙虾摸泥鳅”比赛等节目，让游客亲身

感受小龙虾美食节华丽盛宴。先后成立
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80余家，落实稻
虾联作、轮作面积4万亩，小龙虾年产量
突破400万公斤，产值过1.5亿元，一个

“健康养殖十餐饮服务十节庆文化”的精
准脱贫产业越做越大。

车 埠
○ 周瑞云

地名趣谈

内冲村是湘鄂边陲药姑山南部的一
个古老村落，是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的唯一
一个瑶族村，隶属于湖北省通城县大坪
乡。从大坪乡集镇驱车沿新修的旅游公
路进到药姑山南麓东冲水库大坝脚下，就
可以看到用青石垒砌上置牛角造型书有

“内冲瑶族村”的标示塔，再驶上高高的大
坝 ，旅游公路在右侧旁水库的深山峡谷
中前行约二公里，就到达了三面环抱巍峨
群峰的内冲村。

内冲村曾是古瑶民在药姑山的家园
千家峒的主要寨落之一。据地方志记载，
药姑山古代叫龙窖山，是瑶民早期的千家
峒，瑶民的先民们一直在这里安居乐业生
活。后来瑶民被迫举族南迁，从而离开了

药姑山。瑶人虽走，几百年过去了，他们
的建筑遗址，他们的生活文化习俗，却在
药姑山区较好地保存了下来 ，给内冲村
留下了浓郁的瑶风遗韵。

内冲村寨后的大风磅，在满坡的树林
杂丛中 ，至今掩藏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瑶
民建筑文化遗址。有颓圮的石屋基，有高
大矗立的石壁，有平整宽阔的石道，有整
齐规则的石渠，有石桥，有石阶，有石
井。建筑石料大都是天然的石条、石块，
没有现代的机械打磨切割，没有现代的水
泥石灰凝固粘合，但建筑石面砌叠得非常
平整光洁，严丝缝合。在一座高高的山峰
坡上，用石块垒起一个呈梯级结构规模庞
大的文化遗址，历经千百年的沧桑风雨，

还很完整地藏匿在大山之中，令人对瑶族
先民的智慧和力量不胜钦佩。

在村寨三面的群峰上，随处可见一叠
叠梯田的遗迹。这些梯田上生长的早己
不是庄稼，而是参天的古木，茂盛的荆棘，
但石砌的地磡还是完好地矗立在坡坡坎
坎之间。此处还收藏着一块瑶民先民用
过的祭祀神案。神案用青石雕凿而成，四
脚是虎爪，柱上雕着犬的图腾。村民们日
常生活中用的很多石物，如烤火用的石火
盘，加工粮食用的石磨，盛水用的石缸，石
糟，石凳……都让人大开眼界。

内冲村的村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
人，汉子，妇女，在山野劳作时，还习惯头
裹包巾，身扎腰巾。他们中的有些人，还

能传唱瑶民的歌谣。
现在内冲村正在挖掘深厚的古瑶历

史文化，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成
“中华古瑶第一村”，建起了遥望千年广
场、古瑶文化博物馆、古桥遗址、湿地公
园、民俗商街、滨湖康养中心等景观项
目。随着杭瑞高速从药姑山麓穿过，大山
开启了通往外面世界隔掩的门窗，一个个
寻梦者纷至沓来，一个瑶族风情的内冲村
惊艳在世界的瞳孔里。

内冲村
○ 郁林

咸宁风物

嘉鱼

掀起网络“读书热”
本报讯 通迅员邓丹报道：“妈妈，这本书上写的爷

爷好厉害呀，像我的爷爷一样，你的爷爷也有这么棒
吗？”近日，在嘉鱼县图书馆书友网络群，一个四五岁左
右的小朋友在听完妈妈给他语音阅读的绘本《爷爷一定
有办法》后，一脸真诚地问道。

“近期出于防疫需要，我县小学、幼儿园尚未开学，
我们鼓励读者们自行在家阅读。”县图书馆管理员罗冰
山告诉记者，工作人员们会针对读者咨询阅读的相关内
容进行线上问答，线上互动后，读者们可建立微信阅读
群、QQ群等，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这样也方便，配合居家隔离，也解决了出行实地阅
读不便的问题。”退休教师、阅读爱好者王嘉告诉记者。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市民们更好地掌握了新冠肺炎的基
本症状和防控知识，为师生开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更
在特殊时期，使读书分享会让全体读者在读书中求知充
电，将读书学习活动变为拉近彼此、互通心得、共同防疫
的新空间。

市文旅局

调研通山古民居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市文旅局、通山县

文旅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深入一线，调研湖北省文物
保护单位通山县江源村古民居。

“古民居是历史文化遗存的特有形式之一，更是地
方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和民俗文化的集中代表。”
工作人员们佩戴口罩，实地考察了古民居建筑群，详细
了解古镇古民居规划设计、功能布局、环境整治及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等情况。并探讨古民居开发保护的思路
和举措。探索其与经济、文化、旅游等融合的方式，使古
民居与现代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发挥古民居
在城市文化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据悉，该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当地民居以
明清民居为主体，存量多、品类齐全，宗祠、寺庙、家居、
牌坊等均有遗存。这些明清民居建筑风格上融合南北，
连贯东西，而又自成一体；建筑技艺上独特精湛，三雕
（木雕、砖雕、石雕）艺术题材广泛，构图新颖，体现了古
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和艺术创造力，堪称明清时期
民居建筑奇葩。后期，该县将加大宣传力度，以旅游促
进保护，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努力做好传统村落和古民
居保护利用工作。

市博物馆

征集抗击疫情见证物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彭禹希报道：17日，记

者采访市博物馆获悉，该馆正在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的见证物。

疫情期间，我市涌现出了大批可歌可泣、充满正能
量的感人事迹。在咸宁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我市迎来
了云南省10多支医疗队，不仅有500余名医护工作者争
分夺秒救治咸宁病患，更有日夜兼程为咸宁“搬家式”援
助了急缺的医疗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

“目前已联系了云南医疗队，让他们帮忙收集这场
战疫中的见证物。”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博物馆作
为历史文化载体、公益性文化机构，既致力于收藏、保
护、传播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进程中的丰厚物质遗存，
更关注对历史文化见证物、时代发展见证物的征集和研
究，博物馆将记录下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点点滴
滴，保留下这段特殊的记忆。

据了解，此次征集活动采取自愿免费捐赠方式进
行。所有征集物品经鉴选后入藏，博物馆将为捐赠单位
和个人颁发捐赠证书，对未入选的物品予以退回。疫情
结束后，博物馆将策划推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展
（暂定名）》巡展。

征集内容包括各级党委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发布的行政命令、通知、公告、倡议书等
相关文件（原件），云南医疗队援助咸宁抗疫一线人员的
医疗用品、文字记录、图像资料，本地医疗单位抗疫一线
人员的医疗用品、文字记录、图像资料，广大市民及各级
机关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担任联防联控志愿者的工作笔
记、工作设备等相关物品或图像资料，各社区、街道防疫
管控的相关文字、图像资料及有关物品，表达抗击疫情
主题的摄影摄像作品、书法绘画作品，与此次疫情防控
相关的其它各类见证物。

咸安

广场舞线上教学正酣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跟着老师在微信课堂

学习，时间灵活又方便！”16日，记者采访咸安区三元社
区广场舞队获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队员们积极响
应号召，居家不出门，利用教学小程序，开展线上广场舞
课堂共享，展示风采。

“学员们将自己的舞蹈视频发布在微信群或者朋友
圈，以点赞数和综合考评为依据打分，跳得好的有线上
小礼品。”59岁的队员冯水莲笑着说，“无接触广场舞”是
指在疫情期间，广场舞爱好者为了减少与人接触，通过
线上视频一起跳舞。线上课堂非常便捷，成员们上传1
分钟以内的短视频，舞种不限，服装道具不限，唯一的要
求是防疫期间居家拍摄，目的就是推动社区广大广场舞
爱好者防疫期间在家“舞”起来。活动刚刚开始，便受到
队员们的热捧。

“疫情防控工作还没有结束，一定不能放松。成员
们在家跳舞，也有时间创新编排新节目。”舞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希望线上课堂推出后，能有更多的广场舞爱好
者跟着在家动起来、舞起来。在丰富自己生活的同时，
科学健身，增强体质。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

牵动着每个人的心，面对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有一群“逆行者”放弃

休假，放弃团聚，奋战在战疫最前

线，守护众多群众的健康安全，成为

守望春暖花开最美的希望。

疫情发生后，我市画家，湖北

科技学院教师周玉明用水彩画的

形式，创作了一组向抗击疫情的

“逆行者”致敬的作品，用手中笔

墨号召市民群众防控疫情，为全面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加油鼓劲。

为了记录下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的点点滴滴，保留下这段特殊的记忆，自
2月26日起，咸宁市博物馆携手云南省
博物馆，鼓励、号召社会各界捐赠疫情见
证物，作为“城市记忆”留存。第一天得
知消息后，周玉明马上就联系到了博物
馆工作人员，积极参与。

周玉明的《必胜》也是这次征集的
“防疫见证”作品之一，并规划参与咸宁
市博物馆后期策划推出的《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纪实展(暂定名) 》巡展。

何为“绘画”？周玉明有自己的理
解，“须‘言之有物’”。周玉明每次给学
生授课时，总会强调，绘画的“纯粹性”，
既要看艺术品味的高低，也要有“诗意的
人文关怀”。画家要有超凡脱俗的心境，
那种媚俗、躁动、功利的无病呻吟之作，
会仅仅只是“一幅画”而已，缺少内在的
力量。一场疫情，有太多令人感动的故
事需要记录，疫情会结束，春暖花开还会
远吗？当那些令人动人的回忆在画面中
定格，周玉明的绘画艺术也有了永恒的

艺术魅力。
“云南省这次对口支援我们，他们

山高水长的情谊，咸宁人民不会忘
记。”周玉明长年去过各地写生，彩云
之南也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我的创
作不会停止，后期只要有机会，我非常
希望能和云南的艺术同行一起，共同
举办作品展或者其他形式的交流。”周
玉明也呼吁更多的本地文艺工作者，
投入到防疫主题创作中来，记录珍贵的
社会正能量。

像周玉明这样，积极创作正能量的
文艺工作者，我市还有很多。一件件生
动形象的文艺作品，抒发了战胜疫情的
坚定信念和美好祝愿，正在激励着广大
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文化的力量。

以文艺抒发正能量

文化视点
wenhua shi dian

艺术来源于生活，周玉明是一位很敏
锐的画家。差不多每一年，他都会花大把
时间去大自然、基层社区、田间地头写生，
感受最真切的生活气息，搜集绘画素材。
年年绘画，今年大不同。因为疫情的原因，
年初到现在，周玉明在家基本足不出户，刚
好有充足的时间构思防疫主题绘画。

此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读报纸，看

电视，用网络，周玉明也从众多新老媒体
上看到许多令人动容和肃然起敬的图
片，他心中有了丰富的灵感，更觉得要把
画画好。

“就以医护人员为主题，画面背景简
约化。”画面的效果、色彩、构图大小、笔
触等，周玉明的在脑海中早已斟酌了无
数遍。构思好后，周玉明的创作可以说

是一气呵成，花了两天左右时间。载着
满满的感动和敬佩，一个个感动的瞬间，
化成明亮的线条和色彩，在周玉明的笔
下喷涌而出。

画面中央，以咸宁市中心医院吴亚
梅护士为原型的医护人员和同事穿着防
护服，蓄势待发。虽然看不清他们的容
貌，但能感觉到他们坚毅的眼神和决心：

我们承诺来到任务艰巨的隔离区，做好
持久战的准备，把家人安顿好，义无反顾
冲上前线。 画面充满感染力，激动人
心。周玉明给作品取名《必胜》。

细品《必胜》，充满浓郁的写实风格，
虽然这幅画只能描绘抗疫的局部画面，
但它表达了为防疫工作无私奉献的英雄
们是人民群众守护天使的主旨。

笔墨记录感人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