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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14℃/20℃ 大丰：14℃/20℃ 兴化：16℃/21℃ 海安:16℃/23℃

周啟汶

人们常把精巧别致的
建筑视为凝固的音乐，那
附着亦或映衬建筑物的
雕塑，便是华丽乐章上的
休止符。在这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神州大地的紧
要关头，亿万中华儿女不
怕牺牲、排除万难、挺身
而出、奋起抗“疫”。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阻击疫
情、救治病患，涌现出无
数 可 歌 可 泣 的 动 人 事
迹。在许许多多逆行者
当中，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如雷贯耳：钟南山、李兰
娟、王辰……，还有一个
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
名字，他就是当年北京小
汤山医院的设计者黄锡
璆总工程师。江苏省东
台中学高级美术教师吴
春南，凭着雕塑家敏锐的
艺术直觉，驾轻就熟地运
用人物雕塑语言，形象地
刻划了这场生死攸关的
重大疫情中力挽狂澜的
三个典型人物：钟南山、
黄锡璆、李兰娟，创作了
一组堪称经典的雕塑《逆
行三杰》。

选择重大题材，创作
《逆行三杰》人物雕塑，吴
春南的创作动机和创作
构思是严谨、审慎的。钟
南山院士在当年抗击“非
典”疫情中功勋卓著，这
次武汉疫情暴发，他以八
十四岁高龄，冒着被感染
的危险，深入武汉疫区，
果断地向中央提出疫情
防控建议；黄锡璆博士
2003 年“非典”时期设计
北京小汤山医院，2020年
又担任武汉火神山医院
技术专家组组长，他是我
国医疗建筑的泰斗；李兰
娟院士临危献策，针对武
汉“人传人”的疫情，很快
作出判断，果敢地向国家
提出武汉“封城”的建议，
为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贏
得宝贵时间。三位德高
望重的逆行者都是本该
在家颐养天年的耄耋老
人，当此国家危难之际，
毅然出征、为国分忧，献

计献策，参与一线抗“疫”。
吴春南老师以此典型题材
创作《逆行三杰》人物雕塑，
有其独到的眼光，具有时代
和历史意义。

雕塑《逆行三杰》创作，
凝聚了作者对三位专家的
崇敬之情。作品脱离了传
统的创作套路，赋予了雕塑
纪实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存
在”，在人物雕塑的形象处
理上注意“形神兼备”。三
位长者的雕像形象高大，他
们的心理和精神上流露出
的种种表情，给艺术欣赏者
留有无限的遐想空间。在
刀法处理上，作者吸收中国
传统绘画的大写意手法，不
拘泥于人物的精雕细刻，而
注重眼晴、嘴唇的细节描
写，通过紧闭的嘴唇和细微
的眼神刻划，用极细的线
条，或捏、或揿、或捺等雕塑
手法的综合运用，表现“逆
行三杰”挺身而出，为民献
身的大无畏精神。作者还
运用夸张与写实结合的手
法塑造人物形象，比如钟南
山，作者采用了大量直线条
和方块。远视整个钟南山
雕塑即为一座坚韧的高山，
特别是他紧握的拳头，醒
目、夸张、变形的处理手法，
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匠心独
运的创作主旨，正如作者所
言，钟南山“紧握的铮铮铁
拳，悲悯苍生的坚毅容颜”
增强了国人抗疫的信心和
决心。黄锡璆悠然自得、闲
庭信步的神情，与钟南山、
李兰娟两位动态化的人物
形象产生强烈的反差，构成
这组人物雕塑动静搭配、张
驰有节的协调美，作者采用
一座座叠加在一起的医院
楼宇，显示出一种崇高、壮
美的形态，凸显黄锡璆在医
疗建筑领域取得的丰硕成
果。李兰娟形象的塑造，则
一改女性柔美的特质，展现
了鲜活的栩栩如生的巾帼
英雄形象。吴春南老师的
《逆行三杰》雕塑与时代节
律同频，艺术地再现了“逆
行三杰”勇立时代潮头，与
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崇高形象。

与时代同行
——吴春南雕塑《逆行三杰》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3月
25日，金墩社区的徐先生一家人
聚在上海的新居里为老父老母举
行了祭祀仪式。挂在墙壁上的电
视机大屏幕上，亲人的墓碑就在
眼前，老徐领着孩子们一个个上
前敬献鲜花，送上缅怀的献词，
仪式简洁而庄重。

老徐老两口随在上海工作的
儿子儿媳成了上海准市民。他是
个孝子，今年老母亲过世整三
年。按习俗，清明时节祭祀活动
要搞得浓重一些，但疫情防控让
他回乡往返多有不便。近日，老
徐看到我市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清明祭扫有相关通告，心里越
发着急。就在他为这事睡不安

食不香之时，儿媳一句话让一
家人豁然开朗：“网上祭扫既文
明、又时尚，岂不更好？”老徐进
一步了解到，市公墓管理处不
仅在网站上设有“网上纪念”专
区，而且开发了小程序“厚德怀
远”，西郊陵园、东郊陵园的1万
多座墓穴均有相应位置。他安排
家人，每人撰写一段缅怀的话
语，足不出户，网上祭祀，更有意
味。与此同时，他又电话预约，
请西郊陵园在清明节当日代为祭
扫。服务人员承诺，擦拭墓碑、
敬献鲜花、三鞠躬、诵读祭文，一
样都少不了。

市公墓管理处主任王宏斌介
绍，非常时期，他们的服务更温

馨、更到位，一个多月前就着手
对东郊、西郊两处陵园进行环境
提升。九桥的廊台重新油漆了，
都市碑陵外观重整了，墓区的树
木花草精心整修了。为有效避免
人员扎堆聚集，减少交叉感染，
推出网上祭祀、代客祭扫、免费
提供骨灰寄存和鲜花敬献等服
务。

漫步陵园，乐声轻柔。翠绿
的树枝上，飘动着黄色的丝带，
小路边、草坪上，一排排五色小
风车摇动着叶片。王宏斌说，我
们就是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
给逝者一个安静优美的环境，让
他们的亲人更放心。

温馨服务传递缅怀之情

市公墓管理处推出网上祭祀

记者 丁然

“您好，您在海春书局线上书店
购买的书放在小区传达室了，请过来
取一下。”近日，休假在家的大学生小
周接到配送员的电话，立即戴上口罩
兴奋地跑下楼，取他在国贸在线平台
上购买的书。“因为疫情去不了学校，
正好能静下心看看书。”小周抱着刚
拿到的书说道，“满 108元就能免费
配送，我就一次多买了几本。”

打开国贸在线APP中的海春书
局线上书店，好似在实体店挑选一
般，从各类书籍、文具到精美的文创
产品，一应俱全。精细分类，配上实
物图片，在线选书也别有一番味道。
据海春书局统计，疫情期间已有数百

位市民通过海春书局读书群、国贸在
线 APP 等平台线上选购心仪的书
籍。

疫情之下，读书新风尚焕发着书
香东台的精神活力，让全民阅读的
热情只增不减。近年来，我市按照
盐城市全民阅读“十百千万”工程总
体部署和要求，始终把建设书香城
市作为提高城市品位、提升市民文
明素质的重要抓手，全面加强全民
阅读工作。坚持活动引领，全民阅
读氛围日趋浓厚。扎实开展“我为
你诵读”主题阅读活动、“悦读汇”电
视读书访谈节目、与江苏广电总台
城市频道合作举办《我爱古诗词》传
统文化分享会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活
动。其中，依托农家书屋开展的“周

周微阅读”活动，被评为盐城市优秀
阅读活动。加快提档升级，全民阅
读阵地持续提升。突出阅读空间建
设，不断提高阅读资源覆盖面与利
用率，促进全民阅读多元化发展，丰
富群众读书体验。海春书局以“书
店+”模式引领新的文化消费，成为
网红打卡点和高品质文化生活新平
台，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和广泛
好评，被评为盐城市优秀阅读空
间。一批设计现代、环境优美、各
具特色的城市书房、自助书吧成为
市民读书学习、“阅”享生活好去
处，有效提高了群众文化获得感。
对照省四星、五星标准重点打造书
屋11家，对每家书屋更新补充图书、
配送电脑。梁垛镇安洋村农家书屋

被评为省五星级示范农家书屋。瞄
准建设“国内一流、江苏最美”县级图
书馆目标，投资 2.5 亿元建设市图书
馆新馆，建筑面积近 3万平方米，目
前主体工程封顶，进入内外装修阶
段，将建成集图书馆、少儿科技馆、
会展中心于一体的现代大型文化综
合体。

据了解，疫情警报解除后，我市
将继续举办“我为你诵读”、农家书屋

“周周微阅读”活动，进一步丰富阅读
活动。同时，重抓阵地建设，优化阅
读环境，继续加大社会阅读组织和阅
读推广人队伍培育力度，造浓阅读氛
围，不断满足群众高质量阅读、高品
质生活的精神需求，推动东台新时代
全民阅读工作迈上新台阶。

全民阅读温不减 书香东台味愈浓

天空碧蓝，菜花盛开。阳春三月的东台大地，春意盎然，如诗如画。
记者 刘进涛 张珺斌 杨阳 刘煜 摄

本报讯（记者 周宴）3月 25日清晨，天空
阴沉，一场夜雨过后气温骤降。上午 8时许，
雨再次下了起来，雨点渐渐变大变密。“看天
气预报说会下雨，没想到这么大。”家住新宁
小区的咸德根说，前几天气温比较高，他脱下
了羽绒服，换上了单衣，而他出门后发现还是
穿多了。

上周末我市最高气温飙升到27℃，市民提
前感受到初夏的体验。但春天的天气一向不
按套路出牌，“倒春寒”说来就来，阴雨、降温让
市民把刚刚收起的冬装又重新穿上，街头随处
可见身着羽绒服和大衣的行人。

天气预报显示，东台本周多阴雨天气，周
五起降温10℃左右，是入春以来最明显的一次
降温。天气如此多变，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及时
添衣，注意保暖，以防感冒。

“春雨贵如油”。入春以来，我市降雨量比
较少，这场降雨对庄稼来说无疑是好事。在五
烈镇祁联村的农田里，小麦已经十多厘米高，
绿油油的麦叶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这场雨
很及时，浸透了土壤，可以让小麦‘喝饱’。”村
民陆世华高兴地说，最近一段时间，村里沟渠
的水位下降，大家都盼着下雨，这场雨让村民
们省去了灌溉费用。

阴雨加降温
我市迎来“倒春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