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场巡展交答卷

2014年之前，马刚的个展大多在欧
洲和美国展出。2015年后，才开始陆续
在国内“露脸”。

从 2015 到 2021 六年间，三场大展
巡回于香港、北京、河南，近 200幅肖像
艺术创作，是艺术家马刚向社会交出的

“答卷”。在他画笔下那些倾注着大量心
血与独特理解的人物，从20位香港风云
人物，到推动国家发展的70位突出贡献
的科学家，再到百年百名卓越共产党人

——马刚创作对象领域的不断扩大，不
仅意味着他主动承担艺术工作者的社会
责任、用作品与大众交流深度的自我追
求，也意味着他对时代、对国家认知的扩
展和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
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
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
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

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想系统地把
这些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画出
来，让国人铭记他们的事迹与精神，献礼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马刚说，“百
年卓越共产党人”包括伟人风范，革命先
驱、先烈，开国将领，科技栋梁、时代楷模
等方面的重要人物。这些倾注心血与思
考的作品，则生动诠释了这份艺术家的

“担当”。

心底有“责”天地宽

不能否认，社会各界如潮水般涌来
的肯定和赞誉，是马刚坚持艺术创作的
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那
一双双兴奋、激动、期待的眼睛——那是
观众看过作品、看懂作品、期待优秀作品
的眼睛。

“我们的社会，任何时候都需要正能
量的鼓舞和引导。人们在经济飞速发
展的时代，对精神滋养、净化、提升的需
要也更加强烈。”马刚说，他笔下的时代
楷模人物，无论是推动社会、科学日新
月异发展的科学家，还是对国家建设做
出卓越贡献的共产党人，无论是造福一
方的专业栋梁，还是坚守岗位用平凡创
造伟大的普通工作者，他们身上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这
正是每一个人终生都需要思考和追求
的目标。

再看当下社会，多少人一边抱怨着
机遇不佳一边得过且过，一边沉迷物欲
一边渴望内心强大？他们苦苦寻觅精
神“导师”、人生方向而不得，抑或在前
进路上孤独彷徨，马刚笔下那一个个充
满着拼搏、探索、不屈精神的时代人物，
不正是他们需要的朋友、灯塔！或许，
这才是马刚的人物肖像影响如此广泛、
深远的意义所在。

坦白说，如果马刚不花六七年的时
间“沉浸式”体验创作对象的生活，“沉迷
式”投入和他并无直接关系社会公众人

物肖像创作，他在其他方面的物质收获
或许能比现在高上一大截，他的腰椎间
盘也不会那么“突出”，但马刚的内心也
就不能如现在一般踏实、安定。

回首当初那个从郑州荥阳走出的青
年画家，他去过世界很多城市看画展，他
的画作也在世界很多城市展出过。如
今，他带着数十年的积累、思考、探索与
创作，又一次以画展的方式主动担起了

“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再一次掏心掏肺
地向公众拿出了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启
发、有所触动的心血之作。

相信凭着这份担当和执着，马刚还
将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左丽慧

艺无止境画其“魂”

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这样评价马
刚的人物肖像画“具有超强的写实风
格、绘画语言具象中有表现、表现中有写
实，他把人物的神韵画得恰到好处”——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的女儿黄道群
在展览现场观看着马刚笔下的父亲肖
像时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67 岁的黄
道群泪光闪烁，平复心情之后才告诉
现场媒体“马刚把父亲画‘活’了，看着
父亲的眼睛，感觉可以和他进行心灵的
对话”……

达到这样的“效果”，只因为马刚艺
术创作的追求：画其“魂”。

确定创作对象、查阅相关传记资料、
观看影像记录……多年来，马刚日复一
日在文字资料里、在影像记录间，无数
次观察、想象着自己创作对象的样貌神
态，无数次在心底和他们切切交谈甚至

争论——以何种笔法、何种样貌神态将
他们呈现到当代万千观众面前？

最终，那些赫赫有名的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叱咤风云首开先河的不同领
域科学家，那些抛洒热血心怀家国的
革命先烈，在马刚的笔下被线条与色
彩，还原成一个个血肉之躯、一位位携
带独特灵魂和思想的“真人”，由马刚
为他笔下的人物寻找到最为合适的面貌
和表达方式。

素描、粉彩、油画等多种材料综合运
用，创作成为一次次实验和对不同纸张、
材料的探索，但马刚再次取得了成功：丰
富的表达方式、绝不雷同地展现出人物
独一无二的精神风貌。小处真实、大处
写意，生动、艺术、传神，令人过目难忘、
耳目一新。

“每个创作对象的人物事迹都很
多，但画面在呈现方式上，只能定格在

某一刻。无论是临终前病床上坚持工
作的场景，还是意气风发憧憬未来，又
或是追寻思索，是我觉得那都是最能
体现出人物精神的画面。”提起笔下的
人物，马刚总是有些情绪激动，在搜集
资料的过程中，他就已经被他们的精
神和事迹深深打动：“我想通过我的画
笔向这些‘中国脊梁’、向卓越的共产
党人致敬，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铭
记他们的事迹，我必须最精准地画出
来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否则，还不如去
看照片！”

然而无一例外地是，现场看过马刚
作品的观众都认为，他笔下的人物艺术
肖像，“很像”，但又不仅仅是“像”。

有什么东西被聚焦凝练到纸上，放
大、定格，渲染、突出，集中了观众对这个
人物的想象和认知，“传神”是观众普遍
的评价，那就是因为“魂”在其中。

6月20日，由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河南省委宣传部、郑州报业集团等联
合主办的“《百年辉煌》——马刚画笔下的100位卓越共产党人肖像艺术全国首
展”在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圆满落下帷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100位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而深受人民信任和爱戴的卓越共产党人以肖像的形式
与首都观众“见面”，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和好评。

为何在今年举办此次展览、马刚近年来的创作有什么新的思考和收获？本
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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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郑州商品房均价
每平方米 12611 元
本报讯（记者 曹婷）记者昨日从市住房保障和房

地产管理局了解到，5月郑州全市商品房销售 20288
套（间），销售面积 228.08万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
米12611元。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 18475 套，销售面积 212.74
万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 12792元。非住宅销售
1813套（间）,非住宅销售面积15.34万平方米，非住宅
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0098元。

同时，5月郑州全市二手房共成交 6650套（间），
成交面积 67.68 万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方米 11135
元。其中，住宅二手房共成交6471套，成交面积65.42
万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方米11148元。

此外，5月在主城区的各区：全市商品住房销售均
价最高的是郑东新区，每平方米22827元；非住宅销售
均价最高的是中原区，每平方米 18609元。二手住宅
成交均价最高的是郑东新区，每平方米18235元；非住
宅成交均价最高的是管城回族区，每平方米13316元。

河南画家马刚：

创作“百年百人”
致敬“百年辉煌”

河南省高校信息
安全对抗赛举行
69所高校187支队伍参加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信息安全与社
会发展密切相关，信息安全人才培养不仅是学科发展
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五届河南省高等学校
信息安全对抗大赛日前在河南大学金明校区举行，来
自69所高校的187支队伍逐鹿中原。

据悉，本届大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河南大学、河南
省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承办，旨在锻炼网信领
域特殊人才，增强师生网络安全意识，提升高校网络空
间安全能力，同时引导学生踊跃参加课外科技活动，激
发学生学习信息安全知识技能的兴趣和潜能。本次大
赛分为线上个人挑战赛和线下分组对抗赛两个阶段，
吸引了69所高校187支队伍的561名选手参赛。

竞赛过程中，主办方还邀请国内信息安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领域的专家作专题报告，
通过交流研讨进一步促进相关教学改革。为了广大师
生能够胜任最近几年教育部、公安部等部委举办的网
络攻防演练活动的护网任务，今年大赛特别增加了应
急响应赛环节，主要培养师生的实战化应急响应能力。

“永远跟党走”

敬老助老获奖原创文艺
作品汇报演出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文 徐宗福 图）21日，“永远
跟党走”庆祝建党100周年敬老助老获奖原创文艺作品
和节目汇报演出部分汇演节目在河南省老干部活动中
心汇演厅录制，从792个文艺作品和节目中脱颖而出的
交响乐、舞蹈、情景表演等16个精品节目精彩纷呈。

今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河南省敬老助老总会联合开展“永远跟党
走”庆祝建党 100周年敬老助老原创文艺作品和节目
征集活动，共征集到原创文艺作品和节目792个，评选
出特别奖5个、金奖29个、银奖44个、铜奖61个、优秀
奖69个，组织奖22个。

“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100周年敬老助老获奖原
创文艺作品和节目汇报演出从中精选了 16个节目作
为演出内容，整台演出在郑州市二七区交响乐团《红旗
颂》气势磅礴的演奏中拉开帷幕。随后，幼儿舞蹈《追
寻红色足迹》、歌曲《再见了，大别山》、情景表演《红色
记忆》、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追寻》、戏歌演唱《老家
河南》、服饰表演《党旗飘飘》等一个一节目精彩上演。
演出在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机关老干部合唱团的《不忘
初心》中圆满结束。

据了解，“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 100周年敬老助
老获奖原创文艺作品和节目汇报演出采取云录制的方
式和观众见面，整场节目定于“七一”前夕在河南广播
电视台新闻频道等平台播出和重播。

截至6月20日

我市新冠疫苗累计
接种910.588万剂次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记者从 6月 21上
午召开的“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
到：截至 6月 20日 24时，郑州市新冠病毒疫苗累计接
种 910.588万剂次，其中，第一剂 569.7146万剂次、完
成率 113%，第二剂 340.8727万剂次、完成率 69%。6
月 18日，郑州市第二剂接种 57.1万剂次，再创单日接
种最高。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加快构筑免疫
屏障，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据了解，郑州市坚持把疫苗接种工作作为疫情防
控的重要抓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加压推进，不
断加快疫苗接种进度，提高接种率。各级党委政府全
面负责接种目标人群的组织工作，一把手亲自抓，亲自
协调、亲自调度。卫健系统负责疫苗接种的调配、接种
实施和安全管理。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
加强联动，做到生产、配送、经费和信息四个有力保
障。街道办事处、社区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作用，组织动
员保障好本辖区目标人群，全面提高接种效率，多方协
作推进接种工作。

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申报启动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省文化和旅游厅
了解到，即日起，该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2021—2023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申报主体为符合申报条件的县（县级
市、区）、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往届已被命名的“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河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都可
重新申报参加本届评审。为体现公平公开公正，各省辖
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从本地遴选出1个申报
对象上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采取差额评审方式最终遴
选出10个 2021—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申报对象，公示无异议后推荐上报文化和旅游部。

按照要求，每个申报主体原则上只能申报一种在
当地最具特色、群众基础广泛，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民间文化资源或艺术形式，既包括美术、书法、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杂技、民俗等传统艺术形式，也包括摄
影、合唱、油画、农民画等当代兴起的文化艺术形式。
各地可根据相关要求组织开展本地区 2021—2023年
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申报单位的遴选推荐、辖
区内公示工作，并于 7月 21日前将有关信息完成材料
报送工作。省文化和旅游厅拟于7月底组织评审专家
对各地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同时组织相关专家和工
作人员对部分申报单位进行现场抽查。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谷长乐 文/图）昨日，“迎百
年 守初心”主题雕塑创作作品展在郑州雕塑艺术馆
开幕（如图）。百件雕塑作品以美为体，以史为魂，用
紧贴新时代的艺术语言表现党史内容，通过典型人
物、事件等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艰苦历程和辉
煌成就。

市环境雕塑建设研究所等单位于今年3月启动征
稿，共收到92位作者投送的140件雕塑作品方案。经
专家组评审，评选出 68件入选雕塑作品，同时确定特
邀雕塑家作品32件，共100件作品参展。

展览分为真理信仰、烽火岁月、革命先辈、和平年
代、伟大抗疫、美好生活、少年梦想等七大篇章。

本次雕塑展将持续一个月，向市民免费开放。

看雕塑作品展
重温百年党史

以人民币计价，引入境外交易者

原油期权挂牌上市
新华社上海6月21日电（记者 陈云富）原油期货上市

三年多后，原油市场另一重要衍生品交易品类原油期权 21
日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为我国首批引入
境外交易者的期权品种之一。

我国是原油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的价格波动剧烈，上
下游企业对价格风险管理的需求巨大。

相比期货标准化合约，期权合约赋予持有者在某一特
定日期或这一日期到来之前的任何时间以固定价格购进或
售出一种资产的权利，而无须负有必须买进或卖出的义务，
从而为不同需求的投资者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投资选择。

据介绍，原油期权行权方式为美式，即买方可在到期日
前任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提交行权申请，交易单位为 1手
原油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和原油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
幅度相同。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祝昉表示，原油
期权上市，将进一步丰富原油价格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期
货市场功能的发挥，提高炼油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推动原
油产业链上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我国炼油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

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火金三认为，随着
原油期权上市，原油市场现货与期货、期权两种工具将形成
三位一体的有机格局，从而为我国原油产业链上的企业提
供更丰富多样和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提升企业稳健经
营的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

上市首日，中石油国际事业（香港）有限公司、托克新加
坡有限公司、招商证券、摩科瑞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富瑞渤
（新加坡）有限公司等多家中外企业和中介机构参与了首批
交易。到中午收盘，原油期权累计成交 2004手，成交金额
2559万元。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原油期权的
设计融合了国内已上市期权的运行经验和原油期货对外开
放的特点，投资者在交易中还需注意熟悉到期日，以及不同
投资者的持仓限额等相关规则和流程，控制好交易风险，科
学合理地运用原油期权这一市场工具。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
者 姚均芳 刘慧）21日，首批9只
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产品
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中国版公
募REITs“首秀”成绩亮眼。

截至当日收盘，9只产品全
线飘红，涨幅最大的蛇口产园录
得14.72％的涨幅，9只产品合计
成交额超过18亿元。

截至 2019 年，全球已有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REITs（不
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2020
年4月，我国从基础设施领域切
入，启动公募REITs试点工作。

“依托 REITs 产品创新，动
员和引导各类要素资源向基础
设施领域聚集，可以切实有效盘
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
增投资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同时也为市场提供
中等收益、中等风险的工具。”中
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主任
陈飞21日表示。

首批 9 只公募 REITs 产品
中，有 5单在上交所上市，4单在
深交所上市，首批产品主要投向
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

据了解，公募REITs上市首
日涨跌幅限制为 30％，非上市
首日涨跌幅限制为 10％，上市
初期暂免收取交易经手费。

基础设施公募REITs来了！
上市首日成交超18亿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记者昨日从省
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获悉，连霍高速郑州中牟段G107
国道与连霍髙速公路新建互通式立交工程，原定于
2021年6月20日结束，因受施工进度影响，该施工路段
辅道通行的限制交通措施延长至2021年8月31日。

2021年 8月 31日 24时前，连霍高速公路郑州中
牟段(K552+490—K554+180)主线双向封闭施工，车
辆继续由辅道通行；辅道为双向8车道，途经辅道车辆
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80公里。

连霍高速郑州
中牟段施工延长
车辆继续由辅道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