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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坚持

他从无奈下岗变身纸雕大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曼 实习生 朱婉倩 通讯员 石智卫 文图

在洛阳市老城区热闹的丽景门景区内，每日都有
无数游客到这里参观充满历史韵味的街区。就在这个
繁华热闹之处，却有一个不同其他的安静所在，这就是
纸雕艺人刘心的工作室。从2002年国企下岗，到
2015年刘心牡丹纸雕入选“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十多年的时间里刘心一直在为纸雕艺术不断努
力着，他说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了解传统技艺，也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喜欢上纸雕这门传统艺术。

因为热爱
一头扎入纸雕创作

刘心的工作室坐落于老
城区西大街，可谓是一个闹中
取静的好场所。初见刘心时，
他正坐在工作台前凝神聚力
地雕刻着，右手拿着刻刀，灯
光调至最亮，埋头盯着眼前的
放大镜，一定一转间，手里的
莲花已见雏形。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美
术、剪纸这些，也是机缘巧合
才走上了纸雕这条路。”刘心
告诉记者，因为家庭条件不
好，他并没有过多发展自己的
这一爱好。直到成家后遇到
美术专业的妻子，刘心才又渐
渐开始学习和了解剪纸艺术，
工作出差之余也会特意留心
当地的剪纸技艺。

2002年刘心下岗了，面
对养家糊口的问题，刘心第一
时间想起了纸雕，“作为民间
艺术，入门相对比较容易，材
质成本比较低，投资也不需太
大，这对于我来说都是再好不
过的选择。”然而没有任何美
术功底，只能靠自己一点一滴
地摸索。网络、书本，都成了
刘心学习纸雕的阵地，加上往
年在外地参观学习的技术，很
快刘心的创作就步入了正轨。

“我到现在还记得，卖出
的第一幅比较满意的作品是
一幅关公像。”刘心告诉记者，
这幅关公像从设计到完成，陆
续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中间
设计几经修改，才最后成型。
当年，这幅关公像被一名游客
一眼相中，150块买下了这幅
作品，“虽然钱不多，但对于我

是莫大的鼓励，有人认可我的
作品了。”

从那以后，刘心创作纸雕
的信心就更足了，他更是将
《清明上河图》创作成纸雕。
清明上河图长卷约长7.8米，
花费制作时间长达半年。“这
幅作品复杂就复杂在人物多
且小，神态很难雕刻得逼真且
传神。”刘心说，整幅图场景比
较大，稍有不慎出现失误，就
会出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的情况。

希望能为传统艺术
注入新的活力

十多年来，刘心利用创作
空隙不间断学习，他曾特地到
陕西、山东、浙江等地拜师学
艺过，“纸雕也属于剪纸的一
种，只不过二者的工具不
同”。刘心告诉记者，南北方
的剪纸艺术还是存在着许多
差异，比如江南的剪纸更为精
细、雅致，而北方的剪纸则比
较粗犷、豪放。为了更好地展
示纸雕艺术，刘心将南北方的
剪纸特色巧妙地融汇在自己
的作品中。在他的作品中，既
有南方剪纸的精致，又有北方
剪纸的粗放，形成了独具个人
色彩的纸雕作品。

2015年，刘心纸雕获得洛
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他
的纸雕技术不仅赢得了政府
的认证，在全国同行中的知名
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刘心的
工作室里，展示着许多刘心设
计和制作的纸雕作品，虽然大
家都会对纸雕的精妙发出赞
叹，但是刘心对自己的作品却
并不满意，“一幅作品看久了，
总有那么多不完美的细节，到
现在没有太满意的作品。”刘
心说。

坚守变电运维一线20余年

“赵三多”被授予“河洛工匠”称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汤新娜

本报讯 赵莹娟是国网栾
川县供电公司栾川变电运维
班班长，20余年，她坚守变电
运维一线，为栾川电网建设发
展、服务地方发展奉献力量。
在今年洛阳市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大会上，她被授予年
度“河洛工匠”荣誉称号。

1998年，赵莹娟入职栾川
县供电公司，成为潭头变电站
的一名运行工。初次接触变
电站内复杂设备和接线图，让
她着实感到一名运行工所肩
负的责任与压力。于是，她默
默在心里给自己制定了多问、
多看、多想的“三多”准则，遇
到不懂的问题及时请教；老同
事和其他专业人员工作时站
在旁边仔细看；凡事进行分析
总结，举一反三。为此，她被

同事们称为“赵三多”。
入职没几年，在单位组织

的多次变电运维专业技术比
武、技术考核中，赵莹娟都名
列前茅，并连续两次在洛阳市
农电系统变电值班员竞赛中
荣获个人第一名。

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同时，赵莹娟还制定了一套详
细培训计划，把自己所学业务
知识传授给站内新同事。她
所带的18名徒弟中有10名通
过高级工鉴定考试，取得高级
工证书。

同时，赵莹娟在站内创新
开展“我教你学，互助互进”的
业务授课活动，效果显著，并
在变电工区得到了全面推行；
自我总结出“三心二意3+3”
工作法，在公司基层一线得到

广泛推广。
为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难

题，她组织人员对运行工作中
的难题展开攻关，参与研发的
《自动防盗报警装置》《降低户
外二次设备直流接地故障率》
等QC（质量管理）活动成果，
多次荣获省、市级奖项，并有
三项专利得到国家新型实用
型专利授权。

洛阳市第三届职工职业
技能竞赛个人金牌、洛阳市

“技术能手”、“洛阳市五一劳
动奖章”……基于自身奋斗努
力，近年来，赵莹娟获得荣誉
众多，2012年，栾川县供电公
司在栾川变电站成立“赵莹娟
劳模工作室”，2015年，该工作
室被洛阳市总工会评为“优秀
劳模工作室”。

洛宁首例
营运司机醉酒驾驶被处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张伯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
宁县公安局获悉，洛宁县一
客运司机杜某驾驶中型普通
客车，行驶至洛宁县洛书大
桥北处时，因酒后驾驶被交
警大队四中队民警杨江波查
获，经鉴定，杜某血液中酒精
含量为121mg/100ml，属于
醉酒驾驶营运车辆。

据杨江波介绍，事发当
天他们在洛书大桥执勤，看
到一辆中型客车驶来便示意
其停车接受检查，司机杜某
下车后神色慌张，且带有满
身的酒气，经现场酒精呼气
测试结果为104mg/100ml，
涉嫌醉酒驾驶。经司法鉴
定，杜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21mg/100ml。据杜某交
代，他是在前一天喝的酒，没
想到还能被查出来酒驾。目
前，车辆已经被暂扣，司机杜
某也将接受进一步处罚。

“由于车上还载有10余
名乘客，经过联系乘客被转
移至其他客运车辆上。”杨江
波说，这起醉酒驾驶营运车
在洛宁县尚属首例。醉酒驾
驶营运机动车的，属于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
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
驾驶营运机动车。

法官提醒

千万别盲目为他人担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王毅博 朱丙奇

本报讯 千万不要因为
碍于面子，一时头脑发热为
朋友做担保人。不信？来看
看下面的例子吧！这是一起
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案
件。原告刘×于2018年底
向伊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后经调解，被告张×、
王×需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刘
某欠款6万元，其中，王×作
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期限届满后，刘×多次
向两人索要无果，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5月21日，申请人刘×
说看到王×的车在洛阳某商
场地下室停着，执行干警立
即驱车前往。“王×，跟我们
回法院吧！”刚带着妻儿吃完

饭的王×看到执行干警时，
一下子傻了眼，后被带回法
院调解。

“法官，我只是担保人，
当时作为朋友，碍于面子帮
张×签个字，这还钱不关我
的事。”被执行人王×还认为
自己只是签了个字，法院没
有权力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执行法官见状，将担保需承
担的连带责任及相关法律法
规一五一十向其说清楚，并
把拒不履行执行款的严重法
律后果向其释明，被执行人
王×听完执行法官的话，这
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
即给亲朋好友打电话筹钱，
一次性将本案案件款全部履
行到位。

律师协会召开2019年度
医疗法律业务研讨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韶萌

本报讯 5月25日，由洛
阳市律师协会主办，交通事
故医疗法律业务委员会、河
南京洛律师事务所（筹）承办
的2019年度洛阳市律师协
会医疗法律业务研讨会在河
南京洛律师事务所（筹）举行。

本次会议特邀了洛阳市
律师协会会长王红举、副会
长索亚星、副会长于娟、副会
长张振龙等医疗纠纷案件专
家参会，由洛阳市律师协会
交通事故医疗法律业务委员
会主任魏海涛主持，主要研
讨医疗纠纷案件的关键问题

以及律师专业化、团队化发
展方向的必要性、紧迫性。

洛阳市律师协会会长王
红举对本次会议致辞，他表示
即将成立的河南京洛律师事
务所填补了洛阳市专业医疗
律师团队的空缺，点赞该律所
的发展理念设计以及配套的
硬件设施。然后对处理医疗
纠纷案件律师专业化、团队化
的展望，洛阳市律协交通事故
医疗委员会应当脚踏实地，探
索一套适合洛阳律师的发展
模式和办案流程，成为医疗纠
纷案件专业化的领头人。

正在创作纸雕作品的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