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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记得倍儿清，这便是人老的基本象征和
标准，近几年我觉得我异常迅速地达了标。

虽已如此，却依旧还是喜欢书，看见厚厚薄薄的书不翻拉几页，手
总是发痒。上午看了几句好诗文，午窗一觉醒来，那些诗文妙句已杳然
不知何去。可去日的那些所闻、所见、所历，却不分时候地老往眼前
来，而且清晰如昨，有时竟还形于梦寐，不想都不行。

可惜的是，过去的这些记忆里没有古贤的诗文，也没有往圣的绝
学，更没有能给世间带来太平与幸福的济世学问。有的尽是些昔日生我
养我的那个村子里的人和事，以及村子里的田畴阡陌、海子老井、菜畦
篱笆、瓜圃豆棚、碾道磨坊、古窑荒冢、杨槐桑榆、梨枣桃杏、种麦收
秋、看场护青、青纱帐、芦苇坑、蚯蚓唱、蝼蛄鸣、燕子麻雀、知了蜻
蜓、天上过巧云、地下飞流萤、禾道铺斜阳、雁行逐秋风、爆竹声里守
旧岁、蓬窗烘砚夜书红、踩高跷、闹花灯等等等等这些说不完道不尽的
乡间风物与俚俗风土。

这就是我的家园。
这个家园不但给了我生命、形骸和灵魂，还把家园里所有的一切都

慷慨地赐予了我。
这个村子民风淳朴，邻里相善，我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清欢岁

月里与村里的黄发野老、垂髫村儿整日家厮混在一起，泥里来土里去，
玩得昏天黑地，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我的童年。这个家园的一切都装在了
我的灵府里，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由于这种刻骨铭心，我从小就形成了“恋家癖”。“恋家癖”小时
初成，长大如故，老了依旧。人说这是“农民式”的恋家，此言如是。
我祖辈农民，根柢在斯，此“式”深入灵府，久之奉为心志，且愈老弥
坚。

小时恋家，恋得母亲都纳闷。走亲串友天再晚也要闹着赶回来，就
是到姥姥家也是如此。有时母亲和姥姥说话说到很晚，晚饭后月亮升起
老高了，也要让姥爷打着灯笼推着小车送回家来。

大了、老了恋家，恋得不能自已。上大学时，刚入学的前两个星
期，心里无着无落，睡不好觉，上不好课，实在无奈只好一个人跑到市
里邮电局，给家里打个长途电话，心里才算着了点稳。一两个月以后我
的心才渐渐地安妥下来。还有一年腊月里，与一干朋友去国外旅游，这
半月对我来说煎熬甚于享受。因为在这个时间里，故乡中国马上在瑞雪
里迎来春节，而在国外则是三十五六度的炎炎夏日，这种极大的温差和
时序的颠倒，仿佛把人从时间隧道里一下子又拉了回去，使我从内心深
处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去国怀乡的漂泊感。这种漂泊感一阵阵地袭上我的
心头。我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过，立马结束行程，回到故乡。

还是一年的大年三十，这一年是母亲过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吃过午
饭，我稍躺了一会，便和儿子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赶到老家坟上请家
堂。这个点已是乡间下饺子的时候，只听得村子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村路上不断请家堂的庄乡，一股浓浓的年味笼罩着周围。我与儿子跪在
父母坟前，一缕斜阳照到我和儿子的身上，也照到父母的坟茔上。此时
北风凄紧，枯草萧瑟，我听着鞭炮对着眼前仅隔三尺黄土的故人，心想
这个村子曾是生我养我的家园，如今老宅还在，只可叹故人驾鹤西归，
人去院空。家园咫尺而不能归，却要在斜阳残照里赶回几百里之外的他
乡，真真的是“反认他乡是故乡”。人在世间，流离飘零，如此无常，
我的心里一阵凄楚与悲凉，鼻子一酸，眼泪唰一下流了下来。此时，我
方体会到古人为何无论发了大财，做了高官，都要“衣锦还乡”“荣归
故里”“告老还乡”的内涵和意义。

古人以“荣归故里”作为一种最是圆满的人生理想。但这种理想谈
何容易。俗语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一个人浪迹在外，寄
人篱下，无依无靠，清冷孤寂，功不成名不就，特别是每逢佳节更是凄
惶零丁。“浊酒一杯家万里”，此时只好孤自伤感徘徊，孤灯下呵开结
冰的秃笔，将那万般思念寄托在八行书里，可这种寄托成月甚至几个月
才能到达亲人手上。那种期盼，今人无法想象。所以，这就很自然地有
了“乡愁”。“乡愁”在古人那里是真切的，是沉重的，是揪心的，也
是刻骨铭心的。

而如今说到“乡愁”，已觉得它酸了、腐了、朽了、矫情了。如今
的“乡愁”二字已悄悄地躲到字典里去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人
手里拥有古人所不能够的玩意。但，倘若眼前忽然间切换了另一个空
间，自驾车、客车、高铁、甚至连飞机也没有的时候，那种内心深处渴
望回归家园的念想，会一阵阵地向你袭来，此时的“乡愁”两个字又会
从字典里一下子冒出来。它让你发呆，让你心焦，让你心神不宁，让你
寝食难安，让你潸然泪下。于是，它不酸了、不腐了、不朽了、也不矫
情了，而在瞬间成了一种比古人更甚的沉重和刻骨铭心！

其实，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的家到底在哪里？按佛家的说
法，过于执着于此，是一种暂时对抗永恒、并无多少意义的事。这也是
一个自古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但越是这样的事，越是让人去求、去
证。特别是人有了寂寞与孤独，摊上了坎坷和苦难，便更想从内心深处
去追问它的意义所在。像苏东坡在心灵上最是孤独无助时，便再次想到
了此处。他的侍妾朝云对他说“能安心处即是家”，这使得苏东坡的心
一下子落了地。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何为永恒？当下便是。

以此看来，活好当下是人生最接地气的事。
人在尘间，不是仙客，也非羽流，困了要睡觉，醒来要尿泡，人间

烟火半日也少它不得。一天里的那三个饱，一个饱找不够，就会坐卧不
宁，心里慌慌。所以，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要有一个家。这个家无论大
小，无论富有与贫穷，无论阔绰与促迫，只要在这个家园里能心安理
得，自由自在，这便是家。人的亲情，人的繁衍，人的天伦之乐，人间
的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只有在这个家园里，才能得以淋漓尽致地演绎和
释放。华夏民族才能永葆生生不息的活力，国家这个大家才能福祉昌
延。

人有了家，还要把心安在家里，像王朝云劝苏东坡的那句话。有了
这种感受，这个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才能使当下升华为永恒，从而
延长生命的意义。如若没有这种感受，家园再豪华，风景再美，空气再
清新，负氧离子再多，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家园主人，而是一个“过
客”。人在此间，脚底是轻的，人心是浮的，像无根之草，也像水上浮
萍，更像是春风里飘荡的柳絮。也会惶惶兮心神不宁，戚戚然郁郁不
快。

中国人最不能忘怀的是家园，最不能忘记的还有一句话：“儿不嫌
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句话已无从知道是何人道出，这句话在中国说
了一代又一代，从乡间到都市，妇孺皆知，好像是它能与时俱进，总不
过时。它像一杆秤，又像一面镜子。人生在世，无论脸面大小，在天底
下能把腰杆挺直了，就不能不敬畏这十个字，不然，总会被世人所齿
冷。

家园，中国人自古还惯以称为故乡、故里、故宅、故园、桑梓、梓
里、乡关等。无论在诗里、词里、文章里看到这熟悉的字眼，心里总有
一种别样的亲切与温馨。因为这里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也是人生圆满
的终点。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地球的哪个点上，只要有了
坎坷、磨难、无奈与委屈，首先想到的还是这个家园。

家园
□ 李学明

和动力——— 首届济南国际双年展
在山东美术馆启动

2020年10月24日，“和动力——— 首届济南国际双年
展”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山东美术馆举行。

在启动仪式上，组委会介绍了本届双年展的主
题、策展人团队、艺术家构成、展览板块单元、组织
筹备等情况，首次公开发布了双年展LOGO标识和主
题海报。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济南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山东美术馆、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承办
的“和动力——— 首届济南国际双年展”正式启动，并
将于2020年12月12日至2021年3月12日在山东美术馆和济
南市美术馆同时呈现。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本届
双年展总策展人范迪安，山东艺术学院院长、本届双
年展艺委会委员王力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本届双年展艺委会委员张子康，本届双年展参展艺术
家代表隋建国，山东美术馆副馆长何茂峰，济南市美
术馆党总支书记刘玉亮等嘉宾，以及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中国
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委员杨卫，山东艺术学院美术
学院副院长孙磊，济南市美术馆副馆长徐琳等本届双
年展策展团队成员和媒体代表出席活动。活动由山东
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本届双年展联
席总策展人张望主持。

本届双年展本着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气质的立展

思路，组建了专业策展团队。
组委会邀请范迪安和张望担任总策展人，邀请德

国哈根奥斯特豪斯美术馆馆长泰丰·贝尔京博士、比利
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汉斯·德·沃尔夫教授、韩国首尔
美术馆总策展人高元硕组成国际策展团队。

在范迪安看来，在山东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化大
省、美术大省举办双年展，具有三方面时代性的意
义：

第一，双年展致力于反映中国美术最新的成果。
虽然一个双年展的规模是有限的，但是济南国际双年
展在遴选艺术家的作品上是严格的，策展团队注重选
择艺术观念、艺术语言、艺术形态上有代表性的艺术
家及作品。因此，本届双年展的策划站在时代前沿，
展览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美术的一个缩影。

第二，双年展致力于国际交流。中国的艺术展要
为国际艺术交流提供更宽广的平台，济南国际双年展
作为国际性的展览自然要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遴选艺
术家和作品。

第三，双年展致力于打造满足人民群众审美文化
期待的新空间。双年展的举办可以更集中地向山东人
民以及各地观众呈现一场视觉艺术的盛宴，以此表达
我们今天所有的艺术组织、艺术展示都是为了人民。

张望介绍，本届双年展将设立山东美术馆和济南

市美术馆两大展览场地，两座极具现代感、设计感的
当代美术馆，一东一西，营造全城联动的艺术氛围。
山东美术馆将主要呈现策展人提名作品展，济南市美
术馆将负责青年策展单元。

本届济南国际双年展策展人提名单元可谓汇聚全
球艺术资源，收到策展人初步提名的艺术家有150余
位，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多轮审议，目前
已确定108位艺术家的近250件作品参展，其中，国内艺
术家66人，国外艺术家42人。

除了著名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之外，济南国际双年
展从首届就致力于扶持新人新作，鼓励本土原创，为
青年策展人和艺术家展示才华、追求梦想提供更大的
平台和助力。为此，本届双年展特别设置了青年策展
项目板块，面向全国45岁以下的策展人公开征集具有
原创性和实验性的展览方案。经过最终评审，“图灵
的爱人”“同胚——— 山东当代艺术切片研究展”等7个
项目脱颖而出，将于12月12日起在济南市美术馆同步
展出，预计展出作品230件。此外，还有13个优秀提名
项目，也将通过线上展览的方式同步推出。今后，针
对青年策展人的扶持计划将长期进行。

济南国际双年展是山东首个由政府主办，按照专
业模式打造的国际化双年展品牌，自2020年起将每两
年举办一届。

大展厅

自约·视界

金日龙抽象艺术二十年 水墨秀

刘树伟写意花鸟作品

私语（作者：刘树伟，女，山东省
沂水县姚店子中心学校美术教师）

展览时间：10月24日-11月8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
央美术学院

本次展览所呈现的主要是金
日龙从事抽象艺术研究与探索25
年来精选出来的60余件作品。在
这些作品的背后，有他从艺40余
年一路走来的影子，近事连着往
事，新作出自积累。

展览时间：10月30日-11月14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
主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

此次展览以百年来中国工笔
画的历史文脉为学术背景和策划
逻辑，以时间与代表性艺术家为
经纬之轴。参展画家既有坚守传
统的先贤耆宿，也有探索现代面
貌的前辈先行者，更多的还是活
跃在当代的中青年实力派。从他
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品味到
古典丹青与现代格调的交响，更
能发现一条源流清明、仪态雅正
的内部轨迹。

新维度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作品展

立本崇元

中国工笔画学术邀请展

展览时间：10月28日-10月31日
展览地点：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工
笔画创作、教学与研究领域，经
过多年的积淀与整合，打造出承
续传统又直面现代的学术品牌。
北京工笔重彩画会是国内较早成
立的专以工笔画创作、研究、展示
等为工作内容的美术团体，集聚
了多方创作力量。二者联合主办

“立本崇元——— 中国工笔画学术
邀请展”，是其共通的学术理想
与艺术主张的一次活化与升华。

展览时间：10月31日-12月31日
展览地点：北京崔各庄国际艺
术金融示范区

此次展览始终围绕艺术家
施馨予关于“人际关系”的研
究方向和社会观察展开，尤其
针对人际沟通在新冠疫情期间
的变化以及疫情所导致的社会
停摆状态展开创作。此外，艺
术家通过对工地闲置材料的巧
妙转换，构建出一幕别开生面
的人与物的对话场景，激发我
们去重新观看这个世界，再度
考量我们所处时代的困惑。

DREAM OF DREAMS

施馨予(CICI SHI)个展

“观想”杨勋个展

展览时间：11月6日-12月13日
展览地点：济宁市美术馆

杨勋的创作从最早的叙事
性、历史性，转向今天的隐喻
性、象征性，从言说到凝视。如
果说“游园惊梦”系列是他将自
我悬置，寻求穿越历史与现实的
边界的话，那么“灵光”系列则
是他目光的停留。杨勋画面中的
光，从剧场化的探照到均匀的平
光，再转换为兀自发亮的“灵光”，
这也是一个“迁想妙得”，从外走
向内，从观走向想，从体走向悟，
从肉眼走向心眼的过程。

李学明，1954年生于山东莘县。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
问。

展览时间：10月30日-12月6日
展览地点：北京 壹美美术馆
学术支持：中国雕塑学会

今天的学院雕塑交流展，目
的不是强化自己的所谓风格和面
貌，而是通过展览和比较，找到
更适合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探
索办学路径和方法，形成学术特
色和优势。

南来·北往

中国当代学院雕塑邀请展

一年一度在聊城举办的以李奇茂先生为主题的书
画艺术交流活动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
台。10月26日，2020李奇茂先生艺术创作回顾暨“墨香
飘两岸 纵笔颂水城”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在聊
城举办。此次活动的主题为“传承弘扬优秀中华文
化，擦亮聊台书画交流品牌”，由聊城市台办、聊城
市文旅局联合主办，线上线下相结合，在聊城、台北
分设会场，共50余位两岸书画名家分别在两个会场出
席了开幕式，近百幅书画精品在这次交流展中展出。

特邀嘉宾、文化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
员唐双宁、山东省美协主席张望等学者、艺术家以及
省台港澳办、聊城市委、市政府等有关部门的领导、
嘉宾和部分台湾嘉宾出席了开幕式。中国国民党前副
主席蒋孝严先生在开幕式上通过云视频致辞。

蒋孝严先生在致辞中表示，聊城我来过好几次，
每一次都留下深刻印象。两岸同源同宗、同文字、同
文化、同血缘，切割不开。今天在聊城举办海峡两岸
书画名家交流展，一方面纪念李奇茂大师，一方面继

续推动、推广两岸文化的交流，非常有意义。要持续
深化两岸交流，将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这次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既是对大师的缅
怀和致敬，也是为回应两岸书画界朋友期望而搭建的
施展才华、提高技艺、增进友谊的平台。近年来，聊
城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持续推动聊台文化艺术各
领域广泛交流、深度合作，为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发挥了积极作用。李奇茂艺术交流系列活动是重要的
平台和契机，必定为服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在开幕式上，来自北京、济南、聊城和台湾等地
的艺术家代表在现场或通过视频致辞发言，纷纷回顾
李奇茂先生艺术创作的历程与成就，并祝贺两岸书画
名家交流展成功开幕。书画家代表向聊城抗疫英雄李
庆芳、周璞、王云霞捐赠了书画作品。因疫情原因，
这次书画展特别采用VR技术制作线上数字展厅，分为
北京、台北、聊城3个展厅，通过扫描二维码可随时随
地欣赏到两岸书画家的艺术作品。

李奇茂艺术创作回顾暨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
在聊城举办

请扫二维码

欣赏两岸书画名家作品

活动开幕式现场

绘者说（5）

范春蓉工笔人物作品

新雨后 （作者：范春蓉，女，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理
事，中国重彩画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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