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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烂漫，烟雨缥缈，乡村艺术公园宛如仙境。

乡村艺术公园内，乔沟村在外打工的周元六，
返村办起了农家乐。

游人在这里能欣赏“洛阳三彩”。

走出艺术扶贫新路子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美丽的山谷边，6666只大缸组成了一个大型陶艺
装置《容》，蕴含着有容乃大的胸怀；2016只星空盏组
成了一幅命名为《宙》的壁画，宛若星空，有奔向宇宙之
感；缸做花盆、缸是指路牌、缸之路……这个处处可见
缸的地方，就是洛阳三彩国际陶艺村。

洛阳三彩国际陶艺村建造在洛宁县罗岭乡前
河村的花树凹山坳中，这里装点的 9999只大缸，有
最早五千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留下的，也有近年烧制
的；有来自欧洲的，也有本村民用的；有圆的、扁的、
方的……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令人大开眼界。

为什么用缸装扮陶艺村？创建人郭爱和讲出了

其中的奥秘：中华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杰出代表
就是祖先发明了彩陶。彩陶是我国最有成就的原始
艺术，缸是彩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藏带有彩绘的“伊川缸”（仰韶文化）就是历史见证。
仰韶时期祖先就烧缸，华夏五千年不熄的窑火一直
传承到现代，缸是中国文明、陶瓷文化发展的历史见
证者。

郭爱和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大
师，从事三彩釉画创作 30多年，继承和创新了三彩
釉画的烧制技艺，使“洛阳三彩”以异乎寻常的速度
成长为国际陶艺界的先锋陶瓷艺术形象。他创建

“洛阳三彩国际陶艺村”，为的是把“洛阳三彩”艺术
融入大自然，用艺术家的眼光与智慧、“洛阳三彩”

的元素打造出中国第一个“乡村艺术公园”。2015
年 9月，他与前河村花树凹村民组的 8户农民，签订
了土地流转合同，规划区域达 3000亩左右，在不大
拆大建的基础上，遵照“保留原始风貌，留下时代烙
印”的原则，以大山作画布，陶瓷做画笔，挥毫泼墨，
描绘美景，彻底改变这个缺水、缺电、路难行的穷山
沟面貌。

如今，大山里的“陶艺村”，已成为城乡人们向往
的地方。今年春季，很多人们到这里踏青赏花，享受
大自然和陶瓷艺术，最多日客流近万人。旅游拉动使
附近农家乐生意火爆了，花树凹村8户农民的农家宾
馆也动工了，郭爱和用艺术手段创新了精准扶贫新模
式，走出了一条“艺术扶贫”新路子。⑨1

改造了的老房子，注入缸、盏、耐火砖等陶瓷元素，建成
的“洛阳三彩”创意展示中心。

陶瓷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风景如画。

新绿吐翠，陶瓷相伴，乡村艺术公园醉游人。

据新浪网报道，遇上有人向你乞讨，再说没零钱，可别怪行乞者使出
“绝招”!最近有网友曝出，在济南王府池子附近，一名乞讨人员拿着一个
筐子，上面一张二维码照片亮了，网友惊呼，现在乞讨都信息化，可以微
信支付了，太不可思议了。5 图/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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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安

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

重点高校今年继续增加农村和贫

困 地 区 学 生 的 招 生 人 数 。 据 此 ，

2017 年“国家专项计划”定向招收

贫困地区学生 6.3 万名，较 2016 年

增加 3000 个名额。本届政府成立

以来，这一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

生专项计划已经 4 次“扩招”。从

2013 年到今年招生季结束后，将有

累计超过 25 万名贫困学子通过这

一专项计划圆梦重点高校。（见 4
月18日《新京报》）

此前，有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城

乡 大 学 生 的 比 例 分 别 是 82.3% 和

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

农村生源还占 30%以上。有专家认

为，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

数没有减少，但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

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只要

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

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

代地穷。”教育公平本是最基础的

公平，因为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的

基本权利，同时教育也以其巨大的

力量来塑造公平。现在一些地方，

教育不但没有起到缩小贫富差距

和城乡差距的作用，反而因为教育

资源不公加深了贫富差距和城乡

差 距 ，这 不 能 不 引 起 全 社 会 的 关

注。时下，农民子女被高学费低就

业“驱赶”出大学校门，无疑是教育

的“硬伤”，这说明学会“缝补教育

伤口”，仍是当务之急。

资源公平是实现教育公平的

关键所在。不难发现，农村大学生

比例之所以逐年降低，既有现在农

村的教育质量不高、特别是优质师

资配备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又有

农村学生家长对大学毕业生就业

的不乐观预期。因此，要维持公平

的教育机会，首先就要做到教育资

源的均衡化，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

入，如此才能遏制农村大学生入学

比例下降的趋势。目前，大量的重

点学校、示范学校、优质的教育资

源都集中于城市。农村条件差、工

资待遇低，优秀教师流向城市，大

中专院校毕业生不愿到农村任教，

从 而 导 致 城 乡 教 育 资 源 严 重 失

衡。因此，实现教育公平起点应是

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确保农村学

生接受教育起点的平等。另一方

面，应着力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

平。要缩小城乡大学生比差，就要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采取切

实措施治理教育高收费、乱收费。

现在高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择

校费动辄上万元，农村学生岂敢问

津？而上高中的机会不均等，必然

带来城乡学生大学入学比例的差

异。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本身就

是消弭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

均衡器、助推器。对于农村孩子来

说 ，接 受 良 好 教 育 是 改 变 自 身 命

运、改变家庭命运、进而改变农村

面貌的根本希望。因此，我们有必

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农村教

育，重铸农村孩子的“大学梦”，修

复所有孩子实现个人价值的公平

之路。5

□雷红寰

4月 17日多家媒体报道，一代经

典《西游记》导演杨洁女士于 4 月 15

日因病去世，享年 88岁。86年版《西

游记》于 1982年开拍，1986年春节在

央视首播。一经播出，轰动全国，老

少皆宜，获得了极高评价，造就了

89.4%的收视率神话，重播次数超过

2000次，成为一部公认的经典。

为什么《西游记》能火 30年？因

为它是一群艺术工匠们打造出的艺

术精品，有厚重的艺术工匠精神：淡

泊名利的本性、以苦为乐的韧性、探

索求新的个性、精益求精的心性。今

天的影视从业者要多学习这种精神。

淡泊名利的本性。艺术创作是

在生产精神产品，要想让人物形象、

艺术形象和气质光彩起来，艺术工

作者自身先要精神光亮起来，淡泊

名利，无私奉献，将每一个角色和桥

段，当作义不容辞的职业行为、公共

担当，当作艺术生命的燃烧。就像

86 年版《西游记》，杨洁说：“一开始

没钱，都义务劳动，后来才有钱，我

拍一集是 90 元，猴子、八戒是 80 元，

沙僧是 60 元，就那么一点报酬。”超

越了名利束缚，才能让艺术创造力

得到激情迸发。

以苦为乐的韧性。只有经历和

品味了超凡的苦、意想不到的波折考

验，艺术工作者的体验才会更深，艺

术创造才有望达到“人优我特”。86

年版《西游记》，导演带领团队走遍了

大江南北，拍摄时，主创人员多次遇

险，导演有次差点从山上跌入悬崖，

师徒四人在拍摄走过瀑布的场景时

也差点脚滑跌落。这种苦和累，让演

员有了更深刻的角色体验，也为观众

带来耳目一新、让人震撼的视觉冲击

力，提高了电视剧的新颖度、观赏性。

探索求新的个性。电视剧拍摄

等艺术创作，要想得到新颖别致的

视听效果，当然也要创新，善于将新

技术、新元素和新观念，为我所用。

只有手段新、形象活，艺术气质和质

量高，才能以新取胜，获得成功。86

年版《西游记》很注重创新，比如杨

洁导演大胆采用西洋乐队、电声乐

器，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媒体批评

“太洋气”，她硬是顶着压力做好了

这件事情。还有特技镜头，新的“颜

值”，增添了电视剧的观赏性。

精益求精的心性。86 年版《西

游记》前后拍摄 6 年，就是要精雕细

刻，为了一个好镜头不惜踏遍万水

千山，甚至承受很多风险。且在拍

摄和制作上非常认真，敬畏艺术规

律，不妥协，不放弃，坚守纯粹的艺

术理想，终于铸就精品。

让我们记住杨洁导演——一位纯

粹的艺术工匠，继承她的工匠精神，创

作奉献出更多的影视精品力作。5

教育公平关键在于资源公平
资源公平是实现教育

公平的关键所在。要维持

公平的教育机会，首先就

要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

化，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

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

铸农村孩子的“大学梦”。

杨洁走了 留下艺术的工匠精神

数字阅读不能只看“数字”

2017 中国数字阅读大会日前在杭州召开，会

上发布的《2016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

2016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突破 3亿，数字阅

读市场规模已突破百亿元大关，站上 120 亿元历

史新高，增长率达 25%。

数字阅读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碎片化”“低质化”、低俗、盗版等现象也一定程度

上制约着整个行业前进的脚步。数字阅读要想获

得健康发展，就必须突破这种制约，而不能只是看

到白皮书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组数字。

互联网时代，数字阅读不仅是一个人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提升修养最重要的方式，也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增添内生动力、不断强大的重要基础。

因此，一方面，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提供数字

阅读内容和服务企业的管理，规范他们的经营行

为，通过强化内容建设，不断提升数字阅读的档次

和品位。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通过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引导培养公众健康阅读的习惯，给读者

更多健康的、有营养的、有价值的精神钙质。只有

这样，数字阅读才能传递出更多正能量，数字阅读的

“数字”才会更有意义和价值。2 （刘根生）

呼唤“适老化”智能家电

大尺寸液晶电视摆在面前，却不知如何用遥

控器切换平台；新款微波炉十多个按键，反倒连热

碗剩饭都要提心吊胆；全自动洗衣机十余项功能，

多半只能当成摆设…… 如今，家电纷纷标榜“智

能化”，但操作复杂、功能繁多的“高科技”产品，让

许多老人感叹无从下手，真正贴近老人需求的“适

老化”家电难觅踪迹。（见4月17日《北京晚报》）
社会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的占比越来越大，

他们也需要使用既经济实惠、又方便简洁的各种

新型家电产品。况且，现在很多老年人也有不菲

的退休金，家电生产企业不应该眼睛只盯着年轻

人，而将老人遗忘。

老年人需要“适老化”的智能家电。一方面，

现在的智能家电功能多样化、集成化，使得老年人

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单为老年群体开发

设计的智能家电几乎为零。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

步退化，他们特别需要操作更简洁的智能家电来

提高生活质量，提供生活便利。

笔者期盼生产企业能有独到的商业眼光，看

到“适老化”智能家电的“钱景”。首先，应推出各

种智能家电的简化版，功能简洁实用一些，使用方

便些，争取让老年人可以“一键通”。另外，家电产

品要增加为老年人设计的语音提示、到时提醒、声

音控制等多种贴心服务的功能，让老年人的晚年

生活更加智能化。5 （邓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