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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晨报》“老年大学”版
即日起开启征稿活动， 意在使
该版成为广大中老年读者展示
交流的平台。
一、稿件要求：
1、 稿件形式不拘， 字数不

拘。 凡与生活有关的随笔、游
记、诗歌、书画、摄影等作品均

可。
2、稿件所反映的思想内容

应积极向上，文字表达清晰，情
感真挚。

二、投稿方式：
1、发送稿件电子版至邮箱：

1808500954@qq.com。
2、邮寄地址：济南市泺源

大街 2 号大众传媒大厦 F24
层，邮编：250014。

征稿启事

大师的平常心

为朗诵，他节衣缩食；为朗诵，他抛家舍业；为朗诵，他精打细算；为朗诵，他看淡名利；为朗诵，他能豁出一切

84岁殷之光：别叫我艺术家 叫我朗诵者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齐白石”这个名字
了，是在一个肥皂盒上看到的。水绿与柠檬黄浓
浓淡淡相间的盒盖上是齐白石画的大白菜，大
白菜翠绿而又莹白，饱满水灵，醒目的“齐白
石”的黑色落款就在白菜旁边。 这个铁质的肥
皂盒陪伴了我们一家许多年，“齐白石”这个名
字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当年， 许多家庭的墙壁上都张贴着齐白石
的画或挂着齐白石画的挂历， 很多日用品也喜
欢用齐白石的画做装饰，只要稍一留心，“齐白
石”这个名字就会映入眼帘。 特别是在精神生
活极度贫乏的七十年代， 齐白石的画几乎覆盖
了生活中所有的美。 齐白石的画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点缀，是平淡中的诗意。它已成为我
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齐白石的画是带着它平民气息的高贵走进
我们生活的。他喜欢用水墨，素朴的水墨为他的
画渲染出古雅、高贵的气息。 在水墨的背景中，
他使用各种鲜艳的色彩， 点染出生活的生动和
温暖的烟火气。 寻常的风物毫无隔阂地走进寻
常百姓的心里。

苍凉遒劲的水墨的枝干上， 盛开着团团簇
簇的梅， 如一瓣瓣美人的红唇， 含着盈盈的笑
意，透露着早春的清新和喜悦。 水墨的叶子，簇
簇秀美的小叶中，一两簇红红的樱桃在羞涩着；
或是水墨的阔大的叶子，低垂的叶片下，一衬
立刻营造出日子的优雅与生动；即使是单调荒
凉的冬日，水灵灵的大白菜也会透露出日子的
滋润……齐白石的画将素雅与鲜艳有机地统一
在一起，总透露着生活安宁明亮的气息和温暖
幸福的底蕴。 看看那一对相依的悠然的鸳鸯，
看看那锦绣盛开的牡丹，看看那气度优雅的水
牛，看看那飘逸火红的枫叶，看看那活泼灵动
的虾……没有惊涛骇浪，没有惊世骇俗，有的是
寻常日子的点点滴滴和平静光阴里的斑斑驳驳
……大师以他宽广的胸襟和气度， 以他在岁月
的沙石中历练出的珍珠一样晶莹圆润的童心，
滤掉了生活中的尖刻和凛冽，把从容和温暖指
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安详岁月里的美好与幸
福。

大师欣享了九十三度春秋的春华秋实，留
给我们斑斓祥和的无数岁月。

(山东莱阳一中语文组 姜鸿)

在北京甘家口大厦附近一栋
不起眼的老楼的一所不起眼的单
元房里， 殷之光先生吃力地站起
身和笔者握手。这几年，笔者几次
采访殷老，都被临时“打断”，未
尽兴也。此次约好的采访，又在半
小时前改变了采访地点。

快乐地奔忙着———这对于
84岁高龄的殷之光来说，已是一
种生命的常态。

即便当年做完心脏支架手术

不久， 他也照样坐着轮椅准时出
现在演出现场……舞台上击鼓长
歌《满江红》，生活中说话，也常
做“击节”状。

朗诵是他的生命活泉， 也是
他全部爱恋之所在。

为朗诵， 他节衣缩食； 为朗
诵，他抛家舍业；为朗诵，他精打
细算；为朗诵，他看淡名利；为朗
诵，他能豁出一切。 心脏手术前，
他曾特意叮嘱家人， 如果我不行

了，一定要把“殷之光杯朗诵艺
术大赛”的费用留出来……

一个人为朗诵奋斗了近 70
年，除了他殷之光，还有谁能这么
痴狂？！

殷之光活得很真： 真实、真
挚、真诚、真切。 他站在你面前的
时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座山、
一个神。他可以亦师亦友亦玩伴，
在你面前打电话，他的无遮无拦
甚是生动活泼……

在朗诵方面，他创造的诸多
纪录前无古人，后人也恐难超越：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朗诵为专
业的艺术团体———北京朗诵艺术
团， 至今已在全国各地演出近
5000场，受到各界好评且一直自
负盈亏；他是第一个连续十年自
掏腰包为老百姓举办朗诵大赛的
人；他在首都文艺舞台上创办的
“星期朗诵会”，至今深入人心；
他被誉为“建设精神文明的轻骑
兵”、“千年诗国的云雀”、“城市

里的乌兰牧骑”……
殷之光回忆建团之初的“窘

境”时笑着说，他捡废品和砍价
儿的功夫就是那会练出来的，
“最初是从别的单位借了三间平
房，门窗桌椅都得自己想辙，能修
的修，能捡的捡。 ”直到现在，殷
之光也爱逛批发市场，“几年前
我发明了用打鼓为朗诵配乐，效
果非常好。 我最初用的鼓就是从
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买的， 大中
小三号，150到 200元一个，大号
我给砍到 100元， 交钱时我跟摊
主说，那两个鼓也卖给我吧，中号
的我给 80元，小号的 50元。摊主
说您可真会砍价儿！ 鼓架子也是
我自己买材料找人焊的， 漆是我
自己刷的。 那会儿经常到外地演
出， 睡觉就在学校拼几张课桌解
决，吃饭，有面包和水就行。 ”

殷之光说： 我一生只做了一
件事，就是朗诵。 假如有来生，我
还要朗诵！

如今，殷之光更愿以“朗诵
者”自称。“艺术家、大师太多了，
我就不凑热闹了。搞朗诵，收入和
付出是否成正比，不是我考虑的。
而由市场决定的东西不一定是正
确的。 只要老百姓喜欢听我们的
朗诵，我们就去演出，义不容辞。
现在我每年能有四五十场演出
吧。以前多的时候一天要赶三场，
一年两百多场演出。这几年，主要
是腰不好。舞台是站上去的，不是
占上去的。 所以我一直在坚持治
疗、服药，越是这岁数儿，越怕让
观众失望。

著名诗人臧克家曾送给殷之
光一首诗：“你的一张口打动过
多少人？ 到处传播社会主义最强
音。一腔热情像翻腾的沸水，你是
诗歌朗诵的一名功臣。 ”有段时
间， 殷之光不敢把臧老手书的赠
诗挂在家里， 臧老后来对他说：
“我说的是‘一名功臣，又没说你
是唯一功臣。 大胆挂。 ’”(张琳)

剪纸《福寿双全》 作者：山东老年大学 唐霞

布艺《虎佑平安》 作者：山东老年大学 范道玲

面塑《鸳鸯戏水》 作者：龙口市 于淑菊

摄影《舞动世界》 作者：袁风荣

国画《香远益清》 作者：滕州市 蒋知含

安兴旺、袁霞：本院受理
原告庄全新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鲁 0113民初
65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
容如下：由安兴旺、袁霞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 67200元； 二、 由安兴
旺、 袁霞自 2018年 2月 24
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以
67200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
支付逾期利息。 案件受理费
1480 元由安兴旺、 袁霞负
担。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归德法
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秦克锋： 本院受理原告

崔荣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
189000元及利息（自 2016
年 6月 30日起以 189000元
为基数， 按年息 24%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暂计至 2018
年 7 月 30 日利息为 90720
元）； 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全
部由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
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
2018年 11月 2日上午 9 时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靳鹏、倪蒙、刘芳勇、雷

鸣、尹继宝：本院受理原告蔡
绍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靳
鹏偿还原告 2016年 7月 17
日的借款本金 40 万元以及
逾期付款利息 186933.33 元
（以本金 40万元为基数，按
月利率 2%， 从 2016年 7月
26 日算至 2018 年 6 月 26
日止）， 并要求判至实际给
付之日；2、 被告靳鹏偿还
20168月 9日的借款本金 10
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
44200元（以本金 10万元为
基数，按月利率 2%，从 2016
年 9 月 2 日算至 2018 年 6
月 26日止），并要求判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3、 其余被告
对上述请求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4、 被告承担本案的保
全费、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蔡士江、张振英：本院受

理原告尹洪英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8） 鲁 0112 民初 24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1、
被告蔡士江偿还原告尹洪英
借款本金 37100元；2、 被告
蔡士江支付原告尹洪英逾期
借款利息， 自 2018 年 4 月
10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以 37100元为基数， 按年利
率 6%计算。以上 1、2条所判
款项， 均限被告蔡士江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 3、驳回原告尹洪英德其
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728元、 公告费 600元均由
被告蔡士江负担。 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