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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之爱在画笔中流淌

XIANNING

第三届全国农民诗歌赛

—— 咸宁画家严辉的艺术人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获奖名单揭晓

陈希子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通讯员张丹报道：9 月 9 日，由湖北
省作家协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农业农村局、咸宁高新
区横沟桥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三届
“美丽中国乡村振兴”
全国农民诗歌邀请赛获奖名单公布。
本届邀请赛共收到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5328
名作者投稿 12866 件，其中新诗 3823 件，旧体诗 9043 件。根
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奖结果，结合公示期间收到的反馈意见，共
确定组织奖 3 名，获奖作品 29 件，其中黑龙江农民诗人梁文
奇的《田野上的四个重奏》和湖北农民诗人杨小华的《村里安
装太阳能路灯》分别获得新诗和旧体诗类一等奖。9 月 23 日，
颁奖典礼将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咸宁会场举行，对获奖人员进
行表彰奖励。
“美丽中国·乡村振兴”全国农民诗歌邀请赛自 2019 年成
功举办以来，激发了全国各地的农民用诗歌赞美农村新生活、
讴歌新时代的热情，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增强了
咸宁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了咸宁生态旅游文化品牌。

从江南水乡到西北平原 ，他的作品满是对祖国风光
最真情意切的表达。我市国画创作最具代表性人物
之一——严辉，他用笔墨纸砚，在时代与传统中构建美
学坐标，
在艺术和生活中凸显人的精神和生命状态。

廉政楚剧《钱瑛和她的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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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作画寄情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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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基础的临摹到泼墨写意，如何一步步地
破茧成蝶？如何从自学成才，到不断精进，最后
创作出高境界的艺术作品？成功从来只属于永
不止步的奔跑者。带着好奇和敬意，9 日，记者走
进了本土画家严辉位于十六潭公园附近的画室，
对其进行了专访。
但凡对艺术圈稍微了解的人大多知道严辉的
名气。然而，
他自己却并没有什么架子，
“我没有别
的什么工作，
就是专门画画的。
”现在，
严辉系湖北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咸宁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作品曾多次发表在《解放军报》，
《文汇报》等各大报
刊，
多次参加省市美术作品展览并获奖。
走进严辉的画室中，墙上、桌上随处都摆放
着他的作品，大幕山、十六潭、潜山……咸宁山水
的风貌被他尽收笔间、展现在纸上。
“ 多年采风，
咸宁周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可以说我都十
分熟悉了。”严辉对家乡的山水有着浓厚的感情，
家乡有他的亲人、朋友，也有他的家乡情怀。这
也是他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仍乐于留在家乡沉下
心来作画的根源。
要来采访严辉的媒体众多，都是对方找上门
来。而他刚刚婉拒了一家国内颇有影响力的媒
体，只因为对方要求拍摄的时间过长，严辉并不
想在画画以外的事情上耽搁太多时间，也从来没
有要为自己
“博宣传”
树碑立传的想法。
1966 年出生的严辉，有着一段颇为传奇的人
生经历。小时候淘气逃过课、少年时期在部队当
过兵，在剧团做过舞美、画报创作等职务，师从著
名画家孔奇。严辉还端过体制内的“铁饭碗”，也
曾创过业搏击商海。但最终，他选择了归于宁
静，把所有的精力投注于画笔下的方寸桌台。

文化视点
wenhua shi dian

突破自我创新风格

“艺术创作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面对记
者的问题，严辉认真回答道：
“ 画画的人都怕遇到瓶颈
期，最重要是能不断突破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
路。”传统国画讲究写意，严辉忘不了学画初期，老师就
谆谆教导他，绘画要师法自然，画到极致，要有自己的个
性化表现。为这个问题，
他不断思考、探索。
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严辉视元代画家黄公望和近
现代画家黄宾虹为自己的偶像。严辉介绍，黄公望 50 岁
才开始学画画，84 岁时，被后世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
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全部完成。黄宾虹则是毕生苦
心孤诣，不断提升艺术境界，给后世留下千变万化的山
水构图。
“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
一生。不泯然于众，只遵从内心真实的感受，欣然向
前。”严辉感慨说。
严辉忘不了，某次参加一场知名画展，主办方让大
家各自上交一幅最满意的作品参加。画什么题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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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颖而出？严辉茶饭不思，为了达到最完美的创作效
果，他画了撕，撕了画，反反复复，
“画到想哭的心都有了
……”最后作品借鉴传统笔法，但又不拘泥于传统色彩；
以仿古之法画现代元素，画出了严辉一家之风，顺利参
展，并被主办方收藏，严辉独特的个性化画风也渐为行
内熟知并肯定。
画展并不是选拔性的比赛，包括严辉在内参加活动
的众多画家也都很有名气，如果在已经画好的作品中随
便选一幅参加，也未尝不可，但严辉对待艺术是严肃且
真诚的。
“ 作品一旦交出去，就要面对公众目光的凝视，
我要对观众负责，
更是对自己负责。
”
“作品风格大气隽永，给传统山水画的创新带来新
气象。又能融合中西美术之长，相信其创作的艺术风格
可以走向全国。”业内众多专业人士给予严辉充分的肯
定，认为其画作韵味无穷，笔墨、线条、构图、色彩都有出
彩的地方。

潜心创作以笔诉情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中，山
水画一直是许多画家仰望的境界。因为在中国文人的
意念中，将山水这一客观景物与自己的主观情感相结
合，才能借景抒怀，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生于斯
长于斯的严辉，正是有了对家乡山水的敬畏、感恩和体
悟，有了对故土亲朋的眷念，才成就了自己绘画风格，成
就了自己的艺术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成就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价值。
严辉的大型水墨画《渔溪图》，
风景错落有致，
山峦叠
嶂，
古松苍劲，
全画浓淡渍染，
烟雾缥缈，
一叶扁舟若隐若
现，
尽显恬淡怡然。2018 年，
由咸宁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
局和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举办，
咸宁市画院具体承办的省级
美术展览——第四届
“山水咸宁”
美术作品展，
便收录了严
辉的这幅《渔溪图》，
作品还被录入成册出版。
2019 年，民建湖北省委员会在武汉举办了《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书画作品展》，严辉携其新创作作品在此次展览上参
展，向新中国 70 华诞献礼。
每年的“山水咸宁”活动，严辉都加入其中，感受咸
宁这块土地迸发出来的热度和温度，从而更加激发创作
欲望。
“ 这也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个特定的具体而微的
缩影。”能够和众多前辈同行们参与其中，共同记录咸宁
地方的风物人情，
严辉深感荣幸和感激。
如果严辉走在街上，你可能不会把画家这个身份跟
他扯上关系。没有夸张的发型，也没有桀骜不驯的“派
头”，待人接物低调随和。每天除了作画，就是在研究如
何作画，是严辉几十年的日常写照。时光荏苒，白驹过
隙，当初那个捡粉笔头在墙上扒拉的孩子，已经成为了
大有名气的画家。但在严辉周围人看来，他依然是那个
热爱画画的孩子，
没有丝毫改变。

教育名人张翮
邓永红
张翮（1890-1946），原名传政，字德
庭，湖北赤壁市中伙铺山蟹张家人，启蒙
于乡里，就读于本邑书院。时值张之洞
在湖北创办新学，乃转入省垣“中学堂”，
与同邑刘树杞（1890-1935）同班友好。
辛亥革命成功，
张翮中学毕业，
考入北
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民国五年（1916）毕
业，获商学士学位，毕业后曾由北洋政要
蒲邑张国淦（1876-1959）引荐，
短期就任
北京政府农商部商标局局长，翌年辞职。
不久，张翮辞去局长职务，邀约湖北籍在
北京学者名人集资创办民治中学，任校
长。后扩为民治大学，
续任校长。

整理

北伐前夕，张翮毅然将学校停办返
鄂。为生活计，
曾在武汉自办会计师事务
所。北伐军抵汉，
李汉俊任教育厅长，
经刘
树杞举荐张翮担任教育厅督学，
旋改任省
立第二高级中学（高商前身，
现湖北经济学
院）校长。宁汉合流，
李汉俊牺牲，
刘树杞
接任教育厅长，
任张翮为高商校长。此后
10 年（1929—1938）张翮历任教育厅科
长，
晴川中学、
黄冈中学、
黄岗乡师（现黄岗
师范学院前身）及襄阳中学校长。
1938 年，武汉沦陷，各校随省府西
迁恩施。当时形势危急，交通紧张，张翮
临难受命，被指派为联合中学高商分校

校长。因日机对宜昌狂轰滥炸，长江水
路受阻，张翮率领师生由陆路步行西上，
经长阳，过野山关，历尽艰辛，半月后抵
达巴东楠木园。该地在崇山峻岭中，生
活异常艰苦，全校师生克服种种困难，于
1938 年 12 月 12 日复课。高商分校由此
将这一天定为校庆日。
1940 年，日军西犯，沙市陷落，宜昌
告急，张翮又率师生二度迁移避难，先乘
轮抵四川万县，再徒步折返湖北境内，步
行月余抵达利川汪家营。张翮多方联系
周旋，始得勉强复课。再次迁校，张翮深
谋筹划，历尽艰辛，使工作井井有条，受

到师生尊敬。
1944 年 7 月，张翮调任湖北省图书
馆馆长，即着手清点图书，整理目录，办
图书管理人员训练班，使图书馆很快开
架借阅。抗战胜利，张翮奉命将图书馆
迁复武昌。张翮尽职尽责，所运数十万
册图书及大量崇文堂版片，安全运抵，无
一损失，
受到省教育厅通令嘉奖。
张翮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不入党派，
不慕权势，不谋私利，安于清贫。其为人
处世，朴实而淡泊，在教育界影响颇深，
特别在任高商校长期间，任人唯贤，选用
教师非常严格，所以高商教学质量一直
名列前茅。

咸宁农商行的奋斗者
本报讯 通讯员陈翔、雷涛、王
子燕、谭玮报道：早晨迎露水，白天冒汗
水，晚上趟泥水。这是农商行一名“奋斗
者”一天真实写照。
今年来，咸宁农商行大力践行“奋斗
者文化”。该行给奋斗者画了一个像，一
个奋斗者应该具备：推动发展的实干精
神；热情服务的店小二精神；支农支小的
扎根精神；迎难而上的挑战精神；千锤百
炼的深耕精神；正气凛然的斗争精神；革
故鼎新的创新精神。
一群奋斗者活跃在农区社区。
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1800 余名员
工以服务“三农”为根本点、以支持产业发
展为着力点、以创新产品服务为切入点、
以增强科技赋能为支撑点、以强化基层党
建为关键点，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
式，推进微贷主业，实施“整村授信”，将金
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让金融血
液贯通
“三农”神经末梢。
在社区，1800 余名员工用脚步丈量
坊间，用服务温暖客户心田。农商系统全

面升级“点餐式服务”，深入学校、医院、社
区等特定场景，开展零距离智能金融服
务，以更加功能化的定位深度融入百姓日
常生产和生活。
一批奋斗者在“两个竞赛”的舞台上
比拼，
并探索出了 5 个
“贷”
动模式。
党建互联，让客户享优“贷”。咸宁汀
泗支行，与黄荆塘村签署党建互联互助结
对协议，经村支部推荐名单，对接种养殖
大户，开展整村授信，村支书感慨说：
“信
用 社 又 回 来 了 ！”今 年 一 季 度 微 贷 净 增
2321 万元。
善学勤干，让客户受礼“贷”。赤壁天
骄支行员工，除了参加微贷培训，还自发
形成了“微贷半小时”机制，利用下班时
间共同钻研微贷业务、交流营销经验、反
思工作不足，不断提升业务能力。今年一
季度，微贷净增 3700 万元，客户增长 80
户。
走街串巷，让客户码上“贷”。通山宝
石支行柜员邓融蓉，积极学习微贷产品，
珍惜外拓时间，抓住一切机会向客户宣

成功上演反响热烈

传，90 天营销“码商 e 贷”89 户，投放贷款
560 万元，她说：
“其实只要我们多与客户
沟通，
多留点心，总会有收获。
”
有呼必应，让客户不等“贷”。咸宁浮
山支行，作为本级三家微贷先锋行之一，
从未把微贷当任务，始终坚持以最高目
标、最大任务引领，支行行长说：
“ 微贷是
不能储备的，因为客户等不得，什么时候
需要，什么时候放款。”2020 年微贷净增
6500 万元。
用心对待，让客户有期“贷”。崇阳营
业部副行长胡景，善于鼓励客户介绍客
户，善于挖掘客户需求，每次办理贷款的
同时一般习惯性问两句话：
“ 您的朋友或
亲戚有没有好的需要贷款的客户？有的
话也请介绍过来！”
“ 请问您的手机银行、
扫码付等电子银行产品开通了吗？”今年
一季度获客 106 户，
发放微贷 3550 万元。

咸宁风物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通讯员罗利民报道：
“有情有味，这
才是咱们咸安的钱瑛！”9 月 9 日下午，在咸安区廉政教育暨清
廉咸安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廉政楚剧《钱瑛和她的亲人们》上
演，来自区直和乡镇办场 300 多名党员干部被精彩的演出深
深打动，
热情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
《钱瑛和她的亲人们》讲叙了解放初期，
钱瑛与亲人们团聚，
其间侄儿想开后门找份好工作，
二姐想将装有地产、
田产的箱子
放在钱瑛的家里，以此逃避土改，都被钱瑛严辞拒绝的故事。
“这部戏以小见大，以情动人，没有高大全，非常接地气，让我
们深受教育！”现场的党员干部高度赞扬。整部戏根据钱瑛生
活中的真实故事创作，极具鄂南地区特色和咸安风土人情的
风格，引起了观众的共鸣，让观众对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长钱
瑛党内
“女包公”的光辉形象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和体会。
咸安区文旅局局长李志强表示，
“咸安红色历史资源丰富，
我们充分挖掘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就是要
将红色资源融入旅游发展，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
念，凝聚发展力量。”据了解，廉政楚剧《钱瑛和她的亲人们》在
近期将到全市 6 个县市区巡演，并将参加全省“建党 100 周年
优秀剧目”
展演。

嘉鱼县政协

发行新书《嘉鱼幸会》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员皮道琦、蔡明勇报道：9 月
10 日，嘉鱼举办由嘉鱼县政协编著、长江出版传媒出版的新
书《嘉鱼幸会》发行仪式。
据介绍，
嘉鱼县政协在全国范围内邀请邀请 60 多位作家、
专家、学者、网络大咖来嘉鱼采风，
探访代表性和标志性地点近
百处，全景式了解嘉鱼的底蕴、
“颜值”和发展成就。该书分为
“风物心语”
“湖川合唱”
“源流走笔”
“烟火寻味”
“嘉句诗话”五
大篇章，
收录 60 篇文章（诗词），
篇幅 20 余万字，
并配有 100 余
张嘉鱼主题摄影作品和作家采风花絮。
《嘉鱼幸会》还吸收融媒
体之长，开拓创新，在图片、文字之外，定制了嘉鱼风物手绘长
图、
语音导览小程序等新媒体产品，
更好地在线上传播嘉鱼。
据悉，
《嘉鱼幸会》是“嘉鱼政协文化文史书系”的全新作
品，是继 2013 年和 2015 年，嘉鱼政协已经先后推出《嘉鱼名
人》和《嘉鱼风物》两部图书的又一部力作。嘉鱼县政协主席
葛婷介绍，
“《嘉鱼名人》和《嘉鱼风物》字里行间洋溢的是对美
丽家乡的浓郁乡愁和深厚情意。这份情感，延续到了新书《嘉
鱼幸会》中，
但表达的方式别具一格。
”

我市作家

新著诗集面世
本报讯 通讯员李小蒙报道：近日，我市著名作家李城
外连续推出《咸宁杂咏》
《五七干校行吟》
《城外之旅》
《我的港
湾》
《弦歌集》
《酬唱集》等六部旧体诗集。
李城外现任市政协副秘书长、一级调研员，系中国作协会
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他业余坚持诗歌创作 28 年，创作诗
歌达 1400 余首。其诗平实清新，充满赤子情怀和向善爱美之
心，受到业内名家和读者好评，对宣传和推介咸宁，尤其是进
一步打响向阳湖文化品牌将产生积极影响。

嘉鱼农商行

“嘉蔬贷”助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报道：自 2020 年以来，
运用“嘉蔬贷”+合作社信贷产品，嘉鱼农商行先后
向嘉鱼县富德蔬菜专业合作社及其合作农户发放
贷款 15 笔，金额 650 万元。扶持了该合作社 6 个
绿色蔬菜生产基地、9 个蔬菜品、138 家农户合作携
手发展，解决了合作社蔬菜种植户资金问题,推进
蔬菜种植户做大做强，促进了合作社蔬菜质量效益
双提升。该合作社注册的
“家余富德”商标蔬菜，被
中国绿色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连续两年获评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据悉，近年来，嘉鱼农商行始终坚持服务“三
农”的市场定位，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服务要求，紧
紧围绕蔬菜优势产业，充分发挥农商行金融“店小
二”的扎实作风，服务蔬菜产业。针对蔬菜产业种
植户的融资需求，该行结合实际创新推出了“嘉蔬
贷 ”信 贷 产 品 ，并 先 后 相 适 应 配 备 推 出 了“ 嘉 蔬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贷”+免抵押、支农再贷款、手机银行、扫码贷、合作
社等五大系列蔬菜专用信贷产品，大力解决了蔬菜
种植户的资金需要，助力推动了蔬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
2021 年 3 月，该行运用“嘉蔬贷”+支农再贷
款，向嘉鱼金润农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300 万元，
贷款执行 4.5%的优惠利率，支持该企业快速引进
了大白菜、甘蓝、玉米、南瓜和西蓝花等五大品种蔬
菜种植 7250 亩。公司融资成本降低了，蔬菜品质
得到了提升，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预计当年可实现
销售蔬菜 50 万吨，销售产值近 7 个亿，并为武汉市
农贸市场新鲜蔬菜供给提供坚强保障。
据统计，近三年来，嘉鱼农商行累计发放
“嘉蔬
贷”+系列专项贷款近 3.5 亿元，支持蔬菜种植合作
社及专业户种植面积达 58.7 万亩，蔬菜年总产量
170 万吨，产值达 44.1 亿元。目前，嘉鱼蔬菜畅销
全国，远销日本、韩国、俄罗斯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嘉鱼县先后被国家标准委确定为
“全国农业标
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区”，被省政府命名为
“湖北省蔬
菜大县和蔬菜出口示范基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