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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各个
方面，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所在。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生状况
得到了持续改善。无论从政策制定
到具体实施，都让老百姓感受到了
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自身的
生存状况得到很大程度的好转。当
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过程中也出
现了腐败严重。但瑕不掩瑜，老百
姓心里自有一杆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大力开展反
腐，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风
气，赢民心；另一方面破解难题，发展
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民
生的进一步改善奠定了基础。

这五年，正值国际风云变幻，全
球经济低迷的动荡之际。我国的经
济发展亦遭遇瓶颈，结构调整、转型
发展，成为共识。面对困难与挑战，
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习近平
主席向全世界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得到广泛积极响应。这一走出去
寻求共赢的发展战略，必将成为推
动我国与世界共同进步的新动力而
被载入史册。同时，还组建成立“亚
投行”，筑起“蓄水池”，粮草先行，给
灰暗的全球经济前景送去了一道亮
光。对内的经济发展，在“稳中求进”
总基调引领下，砥砺前行，出现了令
人可喜的局面：一座座桥梁如彩虹
般飞架，一条条高铁连接着东西南
北；更有互联网经济蓬勃兴起，大飞
机制造圆了几代国人的梦想；还有
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
正向我们走来。这一切，都为淘汰
落后产能，破解转型难题闯出了新
路。也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使人民群众的钱包一天天地
鼓了起来。养老金年年增加，薪资
增长更自不待言。2016年，上海人
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 5万大关。

“吃住行、游购娱”，可以直观反
映主要的民生状况。俗话说，安居
乐业。现在，绝大多数百姓衣食无
忧，住得宽敞。在上海，有多种类型
的住房可供选择。面向大众的商品
房、中低收入人群的经适房、旧区改
造的动迁房，还有满足职场新人的
公共租赁房，这些基本可以覆盖上
海市民的居住需求。家庭拥有两套
住房的已不鲜见。四通八达的轨道
交通，则为老百姓提供了便捷、经济
的出行方式。轨交与公交车、短驳

车组成了一张完善的公交网，使生
活在上海的市民不用为出行发愁。

近年来，“大妈”一词屡见报端。从
最初的跳广场舞大妈，到之后的抄黄
金底大妈，中国大妈在全球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前者，把大妈们的娱乐活
动从室内的麻将桌拉到了室外的大
广场。忙完了一天的家务活，踏着轻
松欢快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那是多
么的舒畅开心啊！后者说明什么已无
需赘言，常识告诉我们那是吃饱喝足
有余钱后才能做的事情。从娱乐的丰
富性来说，广场舞仅仅只是娱乐百花
园中的一朵小花儿。戏剧、音乐、电
影、卡拉 ok，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各种
游乐园等应有尽有。阳春白雪下里巴
人，各种娱乐热闹非凡，经常是一票
难求。那么，购物是个什么图景呢？每
年的“双十一”需要秒杀，快递小哥们
忙得没功夫睡觉。出国旅游最少不了
的项目，当然也是“买买买”，机场退
税长龙几乎都让同胞给包了。凡此种
种，不一而足。至于旅游，那就更令人
惊讶啦。农家乐、主题游，国内游、境
外游，吸引了成千上万各年龄层次的
百姓。情侣档、家庭档、同学档、朋友
档，凡到假期多在天南地北地穿梭。
以前见面的问候语是：吃了吗？现在
见了面问的是：又去哪儿旅游啦？现
在，淡季和旺季界限模糊。国内的旅
游景点通常是摩肩接踵，人满为患已
成常态。再来看看出国游吧：从新马
泰起步，北美、欧洲、大洋洲，南美、非
洲、南极洲，国人的足迹已遍及全球。
多数情况下，在各个景点你总能遇见
很多同胞。曾几何时，看见南京路一
辆辆大巴上的老外我们不无羡慕，梦
想着能像他们那样去周游世界。仅仅
短短的三十多年，我们便也活成了梦
想中的样子甚至更好。

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一个拥有
近十四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能让大
多数老百姓过上这样的生活何其不
易啊！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还有几亿
农民也能过上共同富裕的小康生活。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GDP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
长后，依然保持在 6.9%左右的速
度，真可谓奇迹。但是，在对抗“中等
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艰
难险阻。只要我们万众一心跟党走，
筚路褴褛，奋勇向前，就一定能抵达
更加美好的彼岸，过上更加幸福的
生活，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生改善赢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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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绿橙红秋月白，
咖香影动醉酒浓
滨江饕餮食千国，
流水如车马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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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交响曲《英雄的诗篇》，谨
以此诗献给日前辞世的著名作曲家
朱践耳先生。《英雄的诗篇》是朱践
耳先生赴苏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部交
响曲·大合唱。作品以长征为核心主
题，运用毛泽东早年的六首诗篇，构
建成气势磅礴而绚烂多彩的交响套
曲，展现了作曲家饱满的革命热情
和精湛的艺术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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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积石的诗书画
印无所不工，享誉沪
上，堪称“四栖”昆乱不
挡。其中，何兄更是以

“文人印”著称而独步
印坛且桀骜不驯———那是诗，那是
书，那是画，那是美轮美奂的人文气
象，养眼、养心而沁人情怀。

虽说，我与何兄神交多年，他的
多部印著是我书架里的座上宾，时
时伸手可览，却缘悭一面。年前，在
一个文人雅集上比邻为坐，才有初
识，把盏论道，《“印象”何积石》就是
我对他的最初印象。近期，何兄在微
信中不时晒出有关印学的诗作，令
我再次走近他的诗印世界。如果说，
诗表现了性情，那么，印则彰显了境
界———何兄将两者为己所用而傲视
群雄，凸显着一种艺林稀见的文人
风骨，出其右者，鲜有人也。

今天，何兄就是带着诗人的情
怀，天真的稚气，面对社会，面对人
生，知好恶而随性取舍，认真感化。
即以诗赋的形式，通过印学的内涵，
加上与社会关系的演绎，旁征博引，
见解不凡，蔚为大观。从而，成就了
何兄一部跨界的诗集《印学百咏》。
这是熔性情、学养于一炉的厚积薄
发，一部旷世之作。其中，何兄别出
心裁地延请众多书家朋友为其诗挥
毫作书，把玩印、诗、书之瘾而成一
绝，成为中国历代印文化史的“花样
年华”，堪称“字里金生、行间玉润”
———这种创制，唯有何兄所长。真可
谓前不见古人，后来者相勉，共塑时
代文化的新景象。从而，成为本书的
一大亮点、看点，令笔者啧啧称道，
赞誉有加，“教我如何不想她”。

一个个印，赫然在目；一首首
诗，旁白印史；一帧帧书法作品，一
并串联成了一部独特的中国印史文
化。可以说，《印学百咏》结集了数千
年印章文化的继往开来，以印式、印
史、印人、印话，洋洋大观，可谓形神
大备，所蕴含的美学思想而成了一
部印章符号的“信达雅”，竟一举成
就中国印史文化上的一个绕不过去
的学术地位。

那是性格高古的何兄，对印章

艺术情有独钟而神游于方寸之间，
醉心于朱白之美而底气十足地著书
立说，游目驰怀地将古文字起源、印
学流派、与艺术气象……渐渐地梳
理出中国印史的渊源与发展。

左“手”右“节”谓“印”。从爪从
卪，会意。初意为跪着之人，用手按
压；随后假借于印，另加“扌”旁而造

“抑”字。小篆字形，像用手抑人使跽。
本义向下压。许慎在《说文解字》对印
已作为权力的象征描述。“夫标记符
号，图腾炫耀，辟邪祈福，凭信示权，
尽其所能，意义非凡也。”随着时世演
变，渐渐印章刻划，以图文见世，透露
出具有一种符号属性的文化理念，更
延伸出种种的人文信息，领略到时代
的生活场景而风情万种。

何兄曾直言“篆是技巧，刻也是
技巧，技巧加技巧，尽是小道；印乃
事物，章既符号，可以无限意境，由
此生发也。”包括真草隶篆，包括肖
形图案，呈现出的线条生动有趣，无
不藉以宣泄印家的素养和心境———
何积石是也。

如果说，印是一个点与点而缀
连成一段印史；那么，诗与书则是一
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而外延、辐
射出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那就是
他的《印学百咏》。既咏出了中国古
文字之起源的新声，又咏出了印史
流变的轨迹，更咏出了文人墨客的
气息与印学艺术的美感。“钝刀千载
梦搜寻，太古印魂追到今。苦乐其中
春意在，和诗投老有知音。”可见，何
兄用《印学百咏》道出了印中的人文
情怀，成就了印与诗的联姻，成就了
诗与书的联袂。

“以古文字为刻”的印章艺术，
利用凹凸雕刻留白的线与面的交
集，将其工艺的手法与粗细线条的
转折排列，自成难能可贵的比例。

“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
人”。那是一种动态的美感与情趣，
无不一种宣泄。那是艺术家将学术，

素养化作个性所表现出
来的一种“自觉”而成就
中国之印学，弥足珍贵。
或“飘风骤雨”“落花飞
雪”“神鬼惊”的万千气

象；或“龙蛇走”“楚汉攻战”的宏大
意境而令人心醉神往，无以释怀。

何积石《印学百咏》，可谓人文
景象、云蒸霞蔚。既是表达内心充满
的文艺气象，又是记录了社会文明
发展的轨迹，见证了中国印史的深
化与变迁。“因为权力象征的玺印文
化主导了人们生活，使社会的审美
意识从单纯的实用性中艺术起来。”
何兄如是说。再有花乳石以新质料
的出现，始有文人参与，遂派生出印
章艺术的多姿多彩，印人辈出，渐成
流派。

斑驳强挺的浙派、刚健妸娜的
邓派，以及黟山派的挺劲光洁和吴
昌硕的高浑苍劲而精骛八极、心游
万仞之美；续而有了钱瘦铁、来楚生
的“印相”大观而源远流长……故将
前者称为古代篆刻艺术，后者称为
自文彭、何震为渊薮的“印相”而开
宗立派。“白文如晴霞散绮，玉树临
风；朱文如荷花映水，文鸳戏波；其
摹汉人急就章，如神鳌鼓波，雁阵惊
寒。”何兄在《读印》一诗中描述,“喜
事如缘共静斋，昏灯似豆伴书呆。有
言自拥名山认，更觉热肠时代猜”。
无疑提升了印文化的认知高度和境
界。两汉魏晋的文官铸印，武官凿
印，也称急就章。“流年征战忘生死，
累月贪功泪未知。急就章前贤杰表，
菩提树下洗心时”。

窃以为，印法无法，道在其中，
知长避短，抒情百种。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艺也术乎，灵性超然，盖经
意不经意之间。内美殊胜，大道至
简。诗文如此，书画如此，印学亦如
此，中得心源乎。正如有人评说“凡
事不在意，不在意中有在意；凡事在
意，在意中有不在意”。前者指人胸
襟，胸怀广阔却也有着原则、立场和
隐性的难弄；后者指人细节，在大系
统大体系下做好每个小细节，却绝
不斤斤计较、固步自封———直抒己
见的何兄何尝不是。

“印人”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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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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