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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公益活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山东美术家在行动”作品集中展出

把第一排和C位，让给战疫英雄！
◆山东美术工作者创作战疫作品4000余件 ◆向有关单位捐赠战疫作品向英雄致敬

□记者 于晓波 李扬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会场第一排的座位，

留给战疫英雄；台上中央的位置，留给
战疫英雄。其他与会领导和嘉宾，全都
坐到后排，站在舞台两侧，用这一细节
向英雄致敬。

时至初夏，阴霾渐褪，济南美术馆
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盛会”：5月12
日，“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山东
美术家在行动’作品展暨捐赠仪式”如
期举行，集中展出优秀作品，并向有关
单位捐赠战疫画作。

值得关注的是，参加捐赠仪式的医
护工作者代表、战疫英模单位代表等在
嘉宾席第一排就坐，上台时也被请到舞
台中央。

疫情突如其来，山东闻令而动。白
衣战士披甲出征，逆行出征武汉黄冈。
春暖花开，更应铭记所有为疫情防控工
作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战疫打响，山东省文联党组与大众
日报以高度的敏锐性和使命感，携手联
动，在全省掀起大型公益活动“众志成

城 ， 抗 击 疫 情 — —— 山 东 美 术 家 在 行
动”。大众日报客户端开设新闻与美术
融合栏目“图战疫情”，进行全方位推
介报道，受到全省美术家热烈响应。

活动期间，山东美术界与新闻界实
现了同频共振，线上展示与线下展览适
时转换，掀起了一场弘扬主旋律、传递
正能量的抗击疫情接力赛。省美协组织
全省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为战疫英雄和
模范代表，创作了国画、油画、水彩粉
画等各类作品4000余件，陆续在大众日
报、“学习强国”山东平台、海报新
闻、山东艺术网等媒体平台同步连载。

省美协重点组织创作骨干，并向16市
美协、四大企业美协、高等美术院校发起
倡议为全国和齐鲁大地的英雄儿女造像，
画英雄、赞英雄，描绘和记录我们这个时
代的精神图谱。重点发动部分农民画作者
开展农村疫情防控宣传、守护绿水青山、
农业复工生产等专题创作。

山东省美协与大众日报融媒体合作
推出专题宣传报道近百期，联合策划并
推出“抗疫英雄谱”“白衣披甲 决胜
疫情”等主题美术作品展播活动。截至5
月初，总访问量过亿人次，汇聚磅礴力
量。

“所有的作品饱满地呈现了艺术家
对援助湖北一线医护人员的这种发自内
心的崇敬。”省美协常务副主席张宜动
情地说，好的艺术作品是有思想的、有
温度的，也是每个艺术家对爱的一种诠
释。

大众日报面向省内高校发起“开学第一课·师者说”活动———

山东15所高校书记校长开学寄语学子

在黄冈的日子里，其实每一天都是非常
辛苦非常忙碌的，也没有时间及时记录下我
们工作的点点滴滴。通过这些画作看到了这
些非常熟悉的场景，内心非常激动。非常感
谢各位艺术家，把我们在前线工作的点点滴
滴记录在画卷上，让我们(医护工作者)整体
的形象得到了升华。

山东首批援助湖北医疗队

护理组组长 丁敏
逆行的医务工作者以忘我无私，厚德仁

爱的精神和行动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是我们可敬可爱的人。艺术家以作品的方式
反映这一特殊时期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
也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

山东美术家们用手中的画笔为英雄造
像、为英雄颂歌，以此显示出我们上下一心，
共克时艰，彻底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

山东省美协主席 张望

看了这个展览以后，用4个字概括我的
感受，一个是感动，一个是震撼。我们众志
成城抗击疫情，这个展览表现的全都是普通
党员，普通医务工作者。艺术家们、画家们
用画笔表达了对他们的敬爱，也表达了这个
时代作为艺术工作者那份责任和担当。

我们心存感激，感激战斗在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感激他们的奉献与牺牲。

山东艺术学院院长 王力克

作为美术工作者，我很荣幸能够用一杆
画笔表现他们坚毅的风采。张新忠和于正洲
他们既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同时也都是
党员。在这场令人措手不及的疫情气势汹汹
来临之时，他们第一时间逆行冲锋在前，全天
候“战疫”，全力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不停
歇忙碌地工作，他们不幸倒在了自己心爱的
工作岗位上，将生命永远定格。

青岛画院专职画家 赵峰

经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研究
同意，高中(含中职、技工类
院校，下同)、初中学校和高
校非毕业年级及小学、幼儿
园、特教学校自5月中下旬起
陆续复学复课。为此，大众
日报发起“开学第一课·师者
说”活动，面向全省高校党
委 书 记 、 校 长 征 集 开 学 寄
语。

5月11日-14日，山东师范
大学、山东财经大学、青岛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烟台大学、
山东女子学院等十余所高校
的党委书记、校长陆续为学生
们送上开学寄语，引导学生们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理想
信念，在共克时艰、同心战疫
的过程中学习、思考、成长。勉
励学生们面对世界，满怀勇气
和爱心；面对未来，积蓄知识
和能量。不畏艰险、不负韶华，
用青春的热血书写壮丽的人
生，用奋斗、拼搏和担当肩负
起民族的希望。

大众日报客户端首页特
别开设“开学第一课·师者
说”专题进行展示，各高校
的开学寄语掀起朋友圈转发
热潮。党委书记、校长们对
学生们的谆谆教导和真诚希
冀，得到读者网友们尤其是
高校师生的一致点赞。5月18
日起，大众日报官方微信还
将发起“为我们书记校长打
call”活动，敬请期待。

全景展现

战疫一线

真切表达

充沛感情
山东省美协副主席李平

谈战疫作品创作

《争分夺秒战疫情》 □作者：王睿

《黑夜里的曙光》 □作者：王先明

济南大学
党委书记 徐景颜 校长 张士强

希望同学们激扬爱党爱国情怀，肩负起国家
和民族的希望，胸怀理想，勇于担当，凝心聚力、脚
踏实地、增长才干、追求卓越，主动把个人的命运
与祖国发展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找到当代青年
砥砺奋进的时代坐标，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
新创造贡献国家。

临沂大学
党委书记 王焕良 校长 杨波

广大青年是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一代，
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希望大家坚定崇高的理想
信念，秉承“明义、锐思、弘毅、致远”的校训，不惧
风雨、只争朝夕，创造更加优异的成绩，彰显更加
靓丽的青春，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争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有为青年！

鲁东大学
党委书记 徐东升 校长 王庆

当下亲历的这一切，既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
记忆，也让我们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
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披荆斩
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经此一“疫”，同学
们一定能够更好地担当时代的重任，勇攀知识的
高峰，激扬青春、逐梦前行！风已暖，花已开，

是时候我们校园再相见！

青岛大学
党委书记 胡金焱 校长 夏东伟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希望同学们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奋斗精神，增强担负
时代使命的本领。传承青大奋斗基因，扎根祖国大
地，不辜负祖国和人民重托，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努力做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有本领的时代新
人，以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之名，为少
年中国书写青春方案，用拼搏奋斗和担当作为谱
写芳华璀璨的青春之歌！

曲阜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 戚万学 校长 张洪海

重逢让我们汇聚力量，归来更是为了加速前
行。返校之后，希望大家焕发犁牛之子的奋发进取
精神，擦亮不舍昼夜的奋斗信念，让因疫情拖慢的
步伐快起来，把因疫情而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在好
学、勤学、善学之中，不负青春韶华、勇担时代大
任。

山东财经大学
党委书记 王邵军 校长 赵忠秀

四个月时间，你们都长大了，家国情怀沛然，
青春担当向上。疫情日趋好转，师生团聚、教学相
长的惯有常态即将到来。“相信归来时，你已成

长。”期待你们以健康之姿、奋斗之姿，珍惜时光、
不负韶华，以奉献和智慧回报社会，成就最优秀的
自己！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常务副书记 韩金祥

殷切期望同学们抓住时代赋予的大好机遇，
投身医学科学事业，胸怀远大志向，勇于担负起时
代重任，在担当中历练，在奉献中成长，做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以朝气蓬勃的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历史的华章，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绽放光彩。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党委书记 何思清 院长 潘鲁生

希望大家在山工艺这座“设计师的摇篮”，磨
炼意志品质、锤炼过硬本领、涵养家国情怀、绽放
绚丽芳华。未来，牢记母校嘱托，践行“天工开物
匠心独运”的校训精神，以新时代设计者的使命和
担当，坚持为人民而设计，传承匠心文脉、投身强
国伟业，用奋斗为青春镌刻最美丽的注脚！

山东管理学院
党委书记 冯庆禄 院长 邹广德

希望山管学子们牢记“明德弘毅 博学笃行”
的校训，在成长中不改赤子之心，在闲暇中不忘求
知之心，在困境中不乏乐观之心，在踟蹰中不弃笃
行之志，以青春的担当、奋斗的名义，同亿万人民
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
路上奋勇搏击！

山东建筑大学
党委书记 陈国前 校长 靳奉祥

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
山一样的崇高。希望同学们锲而不舍、持而不息、
奋斗不止，在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升华“小
我”，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担在肩上，
把爱国主义和奋斗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山东女子学院
党委书记 郭翠芬 院长 盛国军

曾被呵护的你们，用心研读“同心战疫”这本

无字之书，青春的底色在战疫实践中得以淬炼。
同学们以主人翁的意识主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学、修德，明
辨、笃实，继续书写青春华章，努力成长为能够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紫薇花盛，镜心
波漾，待汝来归。

山东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 商志晓 校长 曾庆良

锦瑟华年因战疫而愈益刚劲，静谧的校园因
你的到来而更有生机。希望同学们练就过硬本
领，投身强国伟业；珍视健康、珍惜青春、珍重
学业，领悟人生真谛、找到生命价值、把握事业
方向。经过战疫洗礼的新时代青年学子，定能不
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焕发别样青春风
采！

山东艺术学院
党委书记 马东骅 院长 王力克

山艺学子要不惧一路坎坷，始终以花蕊的细
腻、泰山的稳健、黄河的奔涌、大海的胸怀，让
艺术紧贴时代，扎根人民，反映生活，在求学问
艺之路上奔腾勇进！欢迎你们平安归来，为国泰
民安的美好期冀、德艺双馨的人生理想，在充盈
着希望与活力的艺术殿堂里自由地生长、永恒地
绽放！

山东中医药大学
党委书记 武继彪 校长 高树中

从“键到键”回归“面对面”，沉寂数月的
校园即将与夏天一同醒来。愿你们以健康之姿、
奋斗之态，珍惜时光，不负韶华，共沐阳光，共
栉风雨。今天学校为你们平安归来全力以赴，明
天你们也定会为守护家国勇往直前！

烟台大学
党委书记 张伟 校长 郭善利

乔木亭亭倚盖苍，栉风沐雨自担当。希望同
学们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
领、投身强国伟业，践行“守信、求实、好学、
力行”的校训，通过刻苦学习做好充足准备，立
志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之花，到奔涌不
息的发展浪潮中实现人生价值！

（学校按名称字母排序）
（隔曹荣梅 张誉耀 整理）

《丹心颂》 □作者：王晓梅

这是一幅特别的作品。
本次创作的出发点，就是讴歌白衣天

使。因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山东的白衣
天使们，包括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医务工
作者，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作为画
家，尽管身处后方，但是心是和国家疫情
防控，以及奋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密切联
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消息，通过各种形式
传来，我们深深为之感动。在这个时间之
内，我设想如何创作一件作品，来表达对
白衣天使的敬意。

作品构思时，出于对白衣天使的敬
意，同时也是出于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出
征的感动，我选择了以齐鲁医院战疫为题
材，目标就是全景式展现。

誓师出征，放在了画面下半部分，画
面的左侧是他们开始出发，画面右侧下半
部分就是胜利归来。画面的顶部，表现的
是黄冈妇幼保健院，也就是白衣天使战斗
的地方。顶部的处理，是身体朝阳，象征
着光明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换来的。画
面的上部，正是在这样一种金色阳光的照
耀下，他们研究工作方案，完成救治病人
等一系列工作。这一部分的创作，花了一
个月时间。

当然，整个画面是以象征意义的表现
手法，表达他们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和过
程。在展览的过程中，在现场我也看到了
众多画家的作品，我感觉到这些艺术家每
一个人都有一颗热血澎湃的跳动的心。

白衣天使面对疫情，能够做到众志成
城。在画这件作品的时候，我是和女儿并
肩奋战，一共画了100多个人物，所以说我
也真切感受到了众志成城的力量。

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我一直在放
着一首歌曲《我爱我的祖国》，我的情绪
激荡其中。在创作的时候，我内心洋溢着
一种感动，对祖国的感动，对白天使的感
动，和对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
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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