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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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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近远品牌设计：VI标志包装

画 册 台 历 挂 历 13598837225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 6094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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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贷款

车房抵押速贷
低息当天放款 15037159463
贷 款 快 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急 用 钱 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认证咨询

资质快办86180256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化妆品●保健品证63612933
●专办生产型企业 86560456
●免费注册低价验资6365975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低办公司资质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医疗器械药品13838389446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58899
机电●石油●矿山 63697099
消防●照明●承修 63830333
钢构●防水●环保 63512939
输变电●装修装饰 63863366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53302664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各类建筑资质二升一53302667
环评消防快办
河南环评消防审批 86172660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 15515888182
免费注册68268888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生意投●咨询
项目投资孵化 商业模式优化

连 锁 合 作 ：400-0789-639
疑难税务代理
全省税务案件代理 6577156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招聘

●家电电工教师 15038039611

求职

●高会计求兼职 15093083067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专本硕/资格证会计

经济医护建造师 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太让人震惊了！太让人悲
痛了！”11月8日下午，省文联副
主席，省美协副主席、秘书长刘
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唐玉
润老师一直是书画界学习的榜
样，他的去世，是河南书画界的
一大损失。”

“一直觉得唐老师身体挺好
的，状态也不错，思维也很清晰，没
想到……”刘杰回忆起去年和唐玉

润接触的几次往事连声感慨，“唐
老师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牡丹，非
常有功底，深受群众喜欢。在河南
美术界，他是一位非常慈祥、随和、
谦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我是下午才知道唐老师去
世的消息，心里一直堵得慌。”11
月7日晚，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老一辈艺术家里，他不仅有

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在教书育
人方面对于河南书画界的贡献，
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作为唐老
师的学生，云平说：“唐老师不仅
教会了我们写字画画，更教会了
我们怎么做人，无论是艺术成就
还是人格魅力，我都非常敬仰
他。唐老师的去世，让我们失去
了一位长者、一位老师、一位受
人尊敬的艺术家！”

□记者 张晓东 文 王建立 摄影

核心提示 | 11月7日下午3时48分，河南著名书画家唐玉
润因病逝世，享年92岁。唐玉润，字秋山，生于古都咸阳，后移居
郑州，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书画家，其书画作品曾在中国美术馆
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展出，受到好评。

唐玉润的书法作品，为中原父老所认识是源于遍及中原的匾
额和标牌，雄强劲逸的“唐体”覆盖郑州大街小巷，如著名建筑“中
原大厦”“紫荆山百货大楼”“河南饭店”“格林兰大酒店”……有人
称郑州的牌匾为“唐玉润书法碑林”。

唐玉润的花鸟画以牡丹著称，他的牡丹以其鲜明的“唐氏风
格”既得到同行的钦佩与赞叹，也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在中原被
人誉为“唐牡丹”。

“他是一位很慈祥的父亲！”
11月8日晚，唐玉润先生的儿子
——著名画家唐海在接受大河
报记者采访时说，父亲是一个乐
观的人，可能对疾病有些忽视
了。“从去年开始，身体就不太
好，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病什么
的，这次可能也觉得还是小病，
就没太在意，结果因脑梗去世

了。”唐海声音有些嘶哑。
唐玉润有四个子女，在父亲

的影响下，都选择了书画艺术的
创作之路。“我哥哥是画山水的，
我是搞花鸟的，我妹妹也是画花
鸟的，我弟弟是搞书法的。”唐海
说，“他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
他因材施教，比较宽容，不会限
制你的选择。”

唐海说，自己的创作风格和
父亲完全是两个路子，“他偏向
任伯年这些人的风格，而我比较
喜欢石涛、李苦禅。”对于儿子的
这种“离经叛道”，唐玉润没有任
何指责，而是鼓励、引导他选择
自己喜欢的艺术，“我今天取得
的那些成就，可以说，都是父亲
教育的结果”。

唐玉润不仅是一位书画
家，还是一位教育家。他先
是在郑州解放路小学任教，
后转入郑州市第十八中学任
美术教师。他的一生一半献
给了艺术事业，另一半献给
了教育事业。

“1981 年年底，唐老师
调入十八中，十八中也是郑
州第一所美术高中。听说唐
老师到了十八中，1982年的
美术班报名非常火爆。”原郑
州十八中校长周德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两个班，70
多个学生，这在当年已经是
非常不得了。”

周德合在解放路小学就
读时，唐玉润是他的老师，后
来他到十八中任教，又和老
师共事。在他的印象中，唐
玉润是一位有艺术成就、有
极高名望但就是没有架子的
老师：“他上课非常灵活，同

学们都是围在他身边，听他
讲写字、画画，他从来都是鼓
励学生，他留给我印象最深
的一句话就是如何教学生练
好毛笔字——‘现在毛笔不
听你的话，你多写多练，时间
一长，毛笔自然就听你的话
了’。”

1985年，唐玉润离休，
但他的心从来没离开过学
校。1988 年，周德合邀请
他回校给高二的孩子们上
一堂书画课。“我开玩笑
说，唐老师，可没有出场费
啊。唐老师认真地说，要那
个干啥？多准备点纸，只要
孩子们要我的字、要我的
画，我都给他们写、给他们
画。”周德合感慨地说，唐
老师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
从未提过报酬，“在学生眼
里，他永远是一位和蔼可亲
的老师”。

著名书画家唐玉润因病去世

一生如玉一生如玉 润泽四方润泽四方

忆恩师：他永远和蔼可亲忆父亲：对子女因材施教

忆同行：失去了一位长者

2009年5月，唐玉润在一次画展中现场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