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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身美丽乡村的美术馆
位 于 郑 州 西

南的侯寨乡樱桃沟村，
是我省十大美丽乡村之

一。阳春三月，村庄内外，到
处是白的梨花、粉的樱花、红的碧

桃，早熟品种的樱桃树枝头上，也挂
上了绿豆大的果实，一派田园风光。与

其他乡村不一样，这个小村还洋溢着一丝
丝艺术气息：彩色的斑马线，倾斜电线杆画
成的比萨斜塔，引来不少游人打卡。

这源自村庄内藏着一座樱桃沟艺术园
区。樱桃沟艺术园区的前身是村集体企业
的厂房，2017年被改造成艺术园区。它占地
20余亩，由两部分组成，除了十二位艺术家
的创作工作室，还有一座“樱桃美术馆”。

3 月 28 日上午，天气晴好，“樱桃美术
馆”迎来了一群参观的小朋友。不大的院落
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美术馆负责人张跃文的带领下，孩子
们有序参观了油画、水彩、泥塑、装置艺术
等。他们还遇见了 94岁的老民间艺术家朱
还，她创作的泥塑和绘画也在这里展出。朱
还高兴地为孩子们讲解自己的作品背后的故
事，一个鹤发老人被一群活泼的孩子围着，成

了美术馆里最美的一幅画。
建筑师唐克扬说：“美术馆不仅是一个

地点，一种公共形象，一个场域……它也是
一个具体的‘终极空间’，而且是一类‘私人
空间’，需要落实到单数的眼睛和心灵。”

7岁的李雨菡告诉记者，她很喜欢美术
馆里的绘画作品和泥塑作品，拍了很多照
片，准备回家和爸妈一起分享。

孩子与艺术之间，有着天然又微妙的关
联，美术馆像一个魔法空间，让孩子们在此
遇见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樱桃沟艺术园区创办人朱志庆认为，民
办美术馆作为国有美术馆的补充，自身也承
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愿意用艺术的力量，
助力乡村变得更美好，努力为乡村振兴贡献
光和热。

从 2018 年开始，樱桃沟艺术园区设立
了两个公益课堂，一个绘画班，一个综合素
养班，课程内容包括音乐、诗歌、作品赏析
等，周边村子的孩子们都免费来此听课，接
受美育教育。

“我希望经过我的努力，让更多孩子对
‘美’有自己的见解，长大后，能更加热爱生
活。”朱志庆认真地说。

美术馆属于艺术生态的一
环，也是城市公共空间重要载

体，这两种系统都随着城市
发展改变着，面对新的张

力与挑战。
此前，我省有河

南省美术馆、河南
工艺美术馆、郑
州 当 代 美 术
馆、洛阳美
术馆、开
封美术
馆

等，这些场馆，一直是市民周末文化活动的
重要场所。

近几年，一些民办美术馆也开始在城
市“成长”，如升达艺术馆、山海美术馆、河
南石佛艺术公社、昆仑望岳艺术馆等。还
有一些开在乡村的艺术空间，如在新密偏
僻市郊的莫空间，开在乡村里的樱桃美术
馆等。越来越多的美术馆、艺术馆，让民众
下楼在自家院里就能欣赏到艺术作品。

透过美术馆的发展历程，透射出新时
代背景下，艺术日益渗透到普通民众生活
之中，彰显着社会的变化、城市经济和乡村
振兴发展的“履痕”。

我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构建文
化高地方式之一，是通过美术馆的展示，让
中原文化基因逐渐融入当代社会、走进人
民生活，让公共文化的阳光普照城乡、惠民
共享。

2020年，郑州美术馆新馆开馆，为
我省又增添了一处亮丽的文化新地
标。是我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
民众文化获得感的重要举措。

其外形设计新颖，建筑整
体以“斗”形作母体，外墙以石

窟元素为主，意为连接城市的历史与现在，
充分展现出中原大地的人文气质。它一面
世，就吸引了省内外许多人前去“打卡”。

袁程宇最近很喜欢逛展。每周五就开
始预约，周六一早就开车前往。在展厅内，
他每件作品都会细细观看。他说：“这能帮
助我缓解工作压力，为我的生活带来趣
味。更重要的是让我的内心逐渐丰盈，越
来越热爱生活。”

一家艺术机构从业者杨楠介绍，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好，很多家长意
识到“美育”的重要性，开始强化对孩子这
方面的培养。每到周末，她的团队都会带
孩子前往各个美术馆打卡。正所谓：“美育
教育别偷懒，有空常去美术馆。”

美术馆扮演了生活与艺术的桥梁，得以
让艺术走进生活，浸润人心。徜徉在各个美
术馆，间或发现自己喜欢的画家作品，会让
人倍感亲切，心头暗喜，会感到世界上还有
人是自己的灵魂知己，会感到自己不再孤独。

有位艺术家说，观看艺术，无关乎技法、
流派、艺术史，而是出于人的天性：爱美与好
奇心。

在忙碌尘世间，希望有一座美术馆，可
以让人停下脚步，与美好相遇。2

理想和美好的停驻地

生活中，很多人对艺术

的了解，除了书本上的描

述，最具象的认知，应该是

从美术馆开始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各地美术馆也

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除

了国有美术馆一如既往地

承载着收藏、学术研究、展

览陈列、对外交流、教育推

广等公共服务，大量民营美

术馆也在努力发展，培育、

孵化了一批批优秀的艺术

人才。尤其是一些小型社

区美术馆的出现，让越来越

多的观众，在家门口、在社

区就能近距离欣赏到专业

艺术展览。

美好生活，“美”字当

头。那就从遇见一座美术

馆开始吧。

□本报记者 胡春娜

社区里的“孔子展”
走进美术馆，徜徉在色彩与光影的空间

里，能感受到时间静静流淌，人们内心的浮
躁也渐渐被抚平。

每个美术馆，都有一个独特故事，它的
价值不仅仅在于拥有多少展品，曾展过多少
名家画作，更多地则在于让文化延续。

郑州郑东新区一处住宅区，“孔子当代
艺术展”正在院内的本源书院展出。

记者刚走到小区门口，保安马上打招
呼：“你是来看展的吧？进门右转。”按其指
引，记者很快找到了“展区”。

木质回廊下，十来幅画报展示着本次艺术
展的简介和创作过程。沿着檐廊，踏着石板
路，记者走进主展区，此处汇集了我省三十余
位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品类包括绘画、雕塑、装
置艺术等等，对孔子做了多层次的阐释。

记者在展厅看到，很多家庭来观展，还
有三三两两年轻人相约前来。2000多平方
米的展览场地，大家有的在静静看简介，有
的则围着作品看了又看，还有的在轻声细语
交谈着。

河南省本源人文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杨
冰介绍，作为文化供给空间，应该让艺术文
化、传统文化无处不在。本源书院依托公共
空间打造城市文化设施，由“内”到外打造出
公共文化空间体系，令公共文化空间既承载
着城市精神和特色文化，又成为人们观察以
及感知艺术的重要触角。

展览期间，每个周六下午，都会有 10个
孩子在这里做艺术展品讲解志愿者。他们

用稚嫩的声音，为每位参观者讲述着作品材
质、作者用意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

“艺术能发挥的作用是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且持久深远的，在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
办艺术展，能让人们上下班之余、休闲遛弯
时，就能赏文化、品味文化，实现文化生活
化。”杨冰说，社区文化艺术空间能构建起居
民的社交场所，使得大家的交流更亲近，也
让艺术文化真正进入人心，融入血脉。

除了此次艺术展览，此地还结合城市特性、
居民结构、生活需求等，提供个性化主题文化服
务。在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可以
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受众的文化需求。

社区是城市的血管，家庭是社区的细
胞。社区里的公共艺术空间是一个文化场
所，也承担着公共教育的功能。

本次艺术展览策展人齐岸民认为，公众
需求的改变，让人们对艺术空间的期待和要
求不断提升。将此次展览安置在社区，既为
了适应居民生活需求的变化发展，也能以更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广大受众。

记者注意到，此次参展作品中，有个长达
十四米的画卷，用漫画的形式展示了孔子的故
事。据悉，这是一位初中学生的“孔子”作品。

“艺术可以有多重表达方式，孩子在这个
创作过程中的专注、勤奋与灵感本身，可以赋
予艺术最有生命力的美。”齐岸民说，打开美
术馆的大门，让艺术之光照耀进更多的孩子
和家庭，我们的社会也将拥有更开阔的文化
气度。这是他在此地策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丹

晚饭后，漫步在登封市民文化广场，几缕色

彩点亮了眼眸。油画、书法、剪纸按照类别排成

长长的三列，原来是几个艺术社团正在进行阶段

成果展示。围观的人看着、交谈着，我不禁也凑

上前去。

在一幅以“建党 100周年”为主题的色粉画

前，一个小姑娘向人们骄傲地介绍作者就是

她。那可爱的神情引着众人的目光，大家纷纷

上前和她攀谈。我则沿着一幅又一幅画，从水

墨中国走到风情欧洲，从动漫世界移到民俗村

落。

恍然间，想起了我的表妹。记得上小学的

时候，学校美术课上需要的水粉、画笔她总是提

前准备齐全。这些在我看来，她是非常喜欢画

画的，可惜她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了。

后来，我和她的联系渐渐少了。听妈妈讲，

她从来没有放弃过画画，报班进修，外出跟着老

师学习，自己不间断练习。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家长普遍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性，于是她开设的

美术机构里，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

除了耐心教导孩子，周末和寒暑假上课时，

她还会无限量供应孩子们午饭。我以为收费很

贵，问完后直担心她能撑多久。

她说：“只要有孩子喜欢，我就一直做下

去。平日里，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是靠艺术美

来弥补生活的空隙。美无处不在，我现在能做

的就是跟他们一起发现色彩、线条和生活里的

美。虽无用，但有趣。”

老辈人的理想生活是有饭有衣，如果再奢

侈一点，希望钱粮有余。其实每一辈人都是美

的创造者，只是那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艺术对

生活的作用。人们需要艺术，却不自知，甚至还

在某些时候称之为“无用的事物”。我猜当时他

们也没想到有一天不当吃喝的美术馆会成为一

个城市最安静且最有力量的一隅。

其实，“无用”最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

就是体现民族宏大气概的雕刻艺术，登封的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属于立体的实用性艺术，朱

仙镇和滑县木版年画是典型的黄河流域民间艺

术，诸如此类。这土地上生长的不仅有人类、植

物、动物，还有与之相伴相生的美学。

这几年，艺术生活和空间从大城市向县城

的延伸，说明人们越来越需要美的熏陶和浸润，

并以此来提升城市品位和生活品质。这种趋势

最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的转

变，而艺术空间作为一个有形的载体，时刻提醒

人们：美，无处不在。6

“无用”之美

□赵岩

第一次参观美术馆，是硬着头皮去的。

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郑州，提出想去

新晋的网红美术馆看看。作为农村黄土地

上成长起来的孩子，年幼时唯一的追求就是

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几乎没有接触过文学以

外的艺术熏陶。上大学后，在琴棋书画都能

来一下的同学面前，一度自惭形秽，唯有醉

心于写作。此次远方来客一个小小的要求，

总不能拒绝吧。

到了美术馆，也装模作样地欣赏一幅

幅画作。我惊奇地发现，当我凝视一幅经典

作品时，竟然被那色彩给震撼了。明明是静

的颜色，明明画中的天空、人物都比较抽象，

我的整个心神却像是被催眠一样，走进了画

里，流动的水，发展的情节，触手可及的景

物，就连画中人也眼波流转。当我被朋友从

此情此景中“拽”出来时，像是从一个梦里醒

来，从一段时光、一个故事里醒来。

当时，我正处于写作的瓶颈期，在美术

馆和一幅幅画的偶遇，让我焦虑苦闷的心情

逐渐平静下来。

文学艺术并非孤岛，所有的门类都是

相通的。而画作，通过色彩表达，创作出了

更为直观的美。画家的心情、感悟和对色彩

的运用，会穿越时空与我们交流，让人从中

品出千万种滋味。我们欣赏的不仅是色彩，

还有历经沧桑沉淀下来的厚重文化、岁月变

迁。

或许是遗传的缘故，儿子逗号也没有

画画的天分，却喜爱音乐。为了增加他的艺

术细胞，我在一个周末带他去了美术馆。他

忽然指着一幅山水画惊喜地说：“妈妈，这幅

画会唱歌！”虽然我一再强调，在公共场所要

保持安静，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轻轻哼起了

曲子。不通音律的我并没有从那幅画中看

出音符的脚印，但我知道，那色彩和构图，启

发了逗号内心深处的乐感。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画不仅

是画，那神奇的色彩能讲述、会歌唱，并且能

够跨越国度和年代，与观赏者共呼吸。我也

是至此才意识到“美育”的必要性。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美，有些美

你不必精通，但不可错过，因为，每一种美都

可能是一把钥匙，随时可以开启另一种美。

从那以后，我经常会关注美术馆的展

览预告，抽时间带孩子一起去欣赏，那里不

光有书画，也有金石作品等其他艺术门类的

展览。我知道，那些作品中有着我学不会的

技巧，但无法阻碍我与之共鸣的情感。因

为，艺术与生活也是相通的，每一部作品里，

都深藏着人类共同追求的美。6

可以歌唱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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