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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画在玻璃上的“山水、人间”
手艺人陈玉昆：昔年一个人作画，配7个油漆工 现在技法濒临失传

玻璃画是一种在玻璃
上用油彩、水粉等国画颜料
绘制的图画，观赏者可以利
用玻璃的透明性，在着彩的
另一面欣赏。它兴起于清代

乾隆年间，一度流行于达官显贵乃至市井民间的殷富人家，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技法濒临失传。

如今，玻璃画已经很难寻觅，但那份遥远的玻璃画情结
却依然留存许多人的心中。近日，记者在宁乡市沩山乡见到
了玻璃画创作的老手艺人陈玉昆。

作画，核心是细微工艺

走进75岁的陈玉昆家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壁的“玻
璃画”，陈玉昆告诉记者，画玻
璃画的核心技术包含划边框、
线条勾勒、填色、刷底色等细微
工艺。 要想达到正面欣赏的最
佳效果，在背面作画时，应先画
近景，再画远景，先浓后淡、先
实后虚、先上后下……

“首先得把玻璃洗干净，然
后用白纸垫在下面， 再用毛笔
画底子出来， 我说画画用手不
是真用手， 是画底子有些地方
要衬明暗时要用手按， 再画好
后等墨水干。 涂底色要分出明
暗， 要把这个光部跟暗部都要
配出来，颜色就不要重复涂了，
明暗就在这个墨上分出了明
暗， 之后只要衬色涂上颜色再
在面上涂一层白漆……” 陈玉
昆告诉记者。

陈玉昆家中至今保存着一

张他画的雕花床。 他颇为自豪
地告诉记者， 别看这张雕花床
已经上了“年纪”，但历经岁月
侵蚀，画中的色彩却依然鲜亮，
这也是玻璃画最大的魅力。“只
要不打坏玻璃， 可以几百年不
掉色。”陈玉昆说。

爱上，便是半个多世纪

陈玉昆的父亲是当地颇有
名气的手艺人， 从小他就爱跟
在父亲身旁模仿学习， 父亲在
玻璃上画，他就在废纸上画。没
想到，一画就是半个多世纪。

陈玉昆说， 最流行的是上
世纪七十年代雕花床， 基本上
是每户人家的标配， 雕刻好了
的床，拿着嵌上玻璃，镶上玻璃
画。 他挑工具的扁担都会被人
抢，“搬家、娶媳妇都要雕花床。
在上面画梅兰菊竹、鸳鸯戏水，
等等。根本忙不过来，我一个人
作画，配7个油漆工。”

这些年，玻璃画开始逐渐淡出市场，玻璃画的需求量
也逐渐缩小，早年陈玉昆虽然收了几个徒弟，但仍挽救不
了失传的危机。这也就是尽管已经75岁，但他仍坚持每天
作画的原因。他说，不知道玻璃画以后还会不会复兴，但
他在有生之年一定会一直专注地画下去。

听说本报开设了《守艺人》专栏时，陈玉昆显得很激动：
“真高兴你们有这样的心意，让大家还能记起这些传统手工
艺。希望有更多的人学玻璃画，让玻璃画永远流传下去。”

陈玉昆老人已经从事玻
璃画创作半个多世纪，如今虽
已年过七旬却仍坚持画画。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蔡臻 刘石江 摄

让玻璃画永远流传下去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蔡臻 刘石江

3月25日深夜， 滴滴总裁柳青
带高管前往湖南常德，探望遇害者
陈师傅家属，随后前往灵堂吊唁。

见到被害司机陈师傅家人，
柳青说：“非常难过， 公司最核心
的团队都来了， 代表公司14000
人，想表达的是，在这个时候跟家
属在一起。”

现场陈师傅的妻子田女士几
次失声痛哭。

柳青说：“陈师傅非常受人尊
重， 平台上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
师傅。知道这个事后，心情非常复
杂难以表达。两个孩子，爸爸不在
身边，以后会有很多困难，我们将

尽最大力量帮助到这个家庭。”
“这次来，是受程维和全体同

事的托付， 我们这个团队想照顾
平台上的司机， 希望将来能做得
更好。”柳青表示。

被害司机的妻子田女士与柳
青紧紧拥抱在一起，几度痛哭：“这事情
为什么发生在我老公身上，太残忍了。”

田女士在现场说， 感谢滴滴
前来看望家属， 对滴滴的处置表
示认可。柳青表示，感谢派出所和
常德警方这么迅速破案， 希望凶
手受到法律制裁。

随后， 在陈师傅家人的同意
下，柳青及滴滴工作人员一行前往

灵堂吊唁。 随行的滴滴员工称，公
司将积极配合警方， 提供所有证
据，帮助家属争取合法权利，也将
尽一切所能，帮助家属，帮助孩子。

据常德警方通报， 犯罪嫌疑
人杨某淇 (男，现年19岁，武陵区
人)搭乘网约车从武陵区前往江南
城区。3月24日零时左右， 杨某淇
下车时乘司机陈某不备， 朝陈某
连捅数刀致陈某死亡。 杨某淇事
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据杨某
淇供述， 其因悲观厌世早有轻生
念头， 当晚因精神崩溃无故将司
机陈某杀害。

24日上午，在收到关于“网约
车司机被害”的信息后，滴滴立即
与常德警方进行了核实， 并配合
警方调查工作。随后，滴滴湖南的
员工前往探望和慰问家属， 协助
家属料理后续事宜。

24日晚上，滴滴发声明表示：
“目前， 我们已经成立了应急处置
小组，一方面全力配合警方展开调
查工作；另一方面，已派出工作人
员前往探望和慰问司机师傅家属，
协助家属料理后续事宜并将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 ■记者 潘显璇

滴滴总裁柳青深夜看望常德被害司机家属：
“会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个家庭”

3月25日深夜，滴滴总裁柳青带高管前往常德，探望遇害者陈师傅的家属。

解散（清算）公告
平江县虹桥镇加油站投资人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决定解散本企
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艾阜成 13874001757

遗失声明
慈利县寅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11 年 12 月
6 日核发注册号 43082100000
0083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
30821772252347；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722
52347；声明作废。

◆邓可因不慎遗失警官证，丝质
警号 2 枚、铁质警号 2 枚，号码
为：4308051，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楚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陶鹏，电话 15874136229

清算公告
衡阳市晖环渣土物料运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丁隆伟，电话：18607477878

遗失声明
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教育局遗
失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
算收据，字轨:湘财通字(2017)，
册号：第 00003243 册，一共 25
份，第 00081051 号 起至第 000
81075号止，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县中洲仁义石英砂矿（普
通合伙）经合伙人会议决议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周凯军 13647403568

◆喻涵(父亲：喻竟学，母亲：熊
利)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70956，声明作废。

◆王柯荀（父亲：王益锋，母亲：田
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265544，声明作废。

◆王柯荃（父亲：王益锋，母亲：田
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2655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县中洲仁义石英砂矿（普
通合伙）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71000163101； 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
章（周凯军）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岳阳全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 万
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联系人:易伟 13707309392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顺昌融达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解散，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杨龙，电话 18873000733

遗失声明
湖南中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书 13份，编号 2000849、
2000845、2001953、2001250、
1506272、1506273、1506279、
1506280、1506281、1504123、
1504124、1504125、1613408，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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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生遗失湘 H20229 道路运
输证,证号 430903012534，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卢洋万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0910536200923，声明作废。

◆刘青山遗失制冷证、焊工证、
高空作业证，编号：T430124
197010291912，声明作废。

◆熊海文遗失湖南科技学院
2016 届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育技术专业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毕业证书，编号：1055112
01605001797，声明作废。

◆熊海文遗失高级中学教师资
格证，编号：20164301442000186，
声明作废。

◆文寒竹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业
证，证号:105421200805000578，
声明作废。

◆王颖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30381199606223328，声明作废。

◆刘意涛（身份证：4301211980
10137929）遗失房款发票 2 张：
时间 2013 年 2月 7日，发票金额
236121 元 ，税证号码：200525
34（发票联）；时间 2014 年 12
月 24 日，发票金额 150000 元，
税证号码：20042240（发票联）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慈利县生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专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文中
全 联系电话：18627443336
慈利县生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专业合作社

注销公告
慈利生安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文中全
联系电话：18627443336
慈利生安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陈中贤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号：
431216120180， 发 证 日 期 ：20
16 年 10月 08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同城汽车经纪有限公司湘
潭分公司遗失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303043
207067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久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
104MA4PNJH617)遗失单位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神赞园油茶种植专业
合作社遗失经冷水江市工商行
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
年 9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一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13813384492197，声明作废。

◆李逸柯(父亲：李硕昊，母亲：丁
胜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N430021516，声明作废。

无名氏，男，约 56 岁，
身高约 168 厘米，体型
偏瘦。 2011 年 8 月 27
日群众在东山村桥下

发现后报警， 由长沙市黎托派出
所将其送入我站， 因疑似精神障
碍转入长沙市精神病院治疗 ，
2019 年 3 月 17 日在院因病抢救
无效宣告临床死亡。 现发布认尸
启事， 请知情者在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与我站联系，逾期我站将按有关规
定处理，电话：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认尸启事

遗失声明
美乐家（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税号：92430105MA4W4TW3
X6）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72320，发票
号码：23638520，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