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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大而浑圆，体硕而雄健，一张笑
眯眯的面孔，谈吐音调平和，富于感染
力。对，这就是冷冰川。

冷冰川生于江南水乡，身材却高高
大大，一副北方人的体魄。俗语称“南
人北相，男人女相”，都是会有大成就
的人。冷冰川占了前者，女相却一丝也
没有；不过有人说他有“男人的腕力，
女人的心思”，看来内在的东西根深蒂
固，再粗犷的外表，还是掩饰不住南派
文人风格的细腻。

冷冰川墨刻三十几年，刀锋流变，
四季更替，草木花卉，生灭枯荣，处处
饱含着手起刀落的移情；花丛中女人体
的表现，丰腴与消瘦，哀伤与欢乐，一
切不变中的嬗变，即使“至于素朴”，
也有刀客情绪的千变万化。冷冰川的作
品，是让人看了一眼就难忘掉的那种。

有人问：自上世纪末“冷冰川墨
刻”横空出世，其作品惊艳，风靡艺术
界，已有几十年的光景，为何这一部
《冷冰川墨刻》去年出版后，再度获得
满堂喝彩？作为这部书的出版人，我以
为，对这部墨刻“编年史”，对冷冰川
其人，还是能够说点什么的。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墨刻是版画
吗？冷冰川说：“我一直觉得，我画的不
是版画，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版画展。”冷
冰川不喜欢版画，“版画必须首先反过来
画一遍草稿，过程中有许多不自然的、工
艺性的步骤，我不喜欢。我喜欢直接在
材料上刻画，觉得那样更自然，更有绘画
性。”当然，冷冰川承认，他最初的创作灵
感脱胎于版画。上世纪70年
代，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冷冰川只能在图书馆
的角落里，从鲁迅先
生早年推荐的文学
著作中，找寻版画
插图，结合文学原
著一起来看，反复
临摹，就此走上一
条 偏 爱 黑 白 的 道
路。他说：“那时虽然
我没看过任何原作，但
是我知道，杂志印出来的画
面颜色靠不住。相对而言，黑白
版画的信息传递比较准确，其原作精神
也能看得比较准确一些。”

其二，何以要这样作画？冷冰川说，
他的创作之所以选择黑白天地，除去上
述原因和艺术因素，还有一点，就是他早
年没钱买颜料。而那时他在一家印刷厂

工作，厂子里的纸板可
以随便使用，他就试验在
纸板上涂上一层“一得

阁”墨汁，再用一把小刀刻
画，由此产生艺术奇观。美术

批评家刘骁纯这样评价他的作
品：“用最普通的小刀，那种可推拉的，

掰掉旧刃颖出新刃的裁刻刀，在黑纸上
刻绘出白色的点线面，刻绘出女人体、花
间词、窗前月以及万种风情。”前不久冷
冰川还说：“其实称我的画为墨刻不准
确，更应该称刻墨。”

其三，为什么冷冰川墨刻的尺寸较

小？对此，董桥先生的解释颇有诗意，
他说自己藏画数十年，就喜欢收藏小幅
的艺术品，诸如“斗方，册页，扇页，扇子，
文人书房的闲花闲草，欧洲画店多极了，
藏书票大小的袖珍丹青也不少，每回去
玩总买得到三两张玩玩”。因此被汤定
之的公子汤新楣先生戏说，董桥的这种
偏爱，叫“《水浒叶子》情意结”。看到冷
冰川的作品，董桥先生不禁赞道：“冷冰
川是茫茫六朝烟水里走出来的人，他一
定看惯这样的颓废这样的思恋，读他几
幅黑白作品和画布油画，我其实也读到
了放大几百倍的《纳兰词》和镶在西班

牙浮雕画框里的《漱玉词》。”
冷冰川说自己的墨刻画线条都是一

刀下来的，刀锋不能停，但人的手臂只
有70厘米，刻刀最多刻到70厘米，很
难画长，最大的画也就70厘米×50厘
米。因此他作画时感觉很压抑，一直遗
憾不能创作大一些的画。近来他将作品
竖起来，才有所改观。

其四，说生命的感悟。冷冰川的人
生观，似乎一直在长短之间游走：坚韧
的创作过程，需要绵长的生命支撑。至
简的工具与材料，为他的天赋提供了创
造空间，但一气呵成的刀工，细密的纹
路，繁茂的花草，天成的曲线，一天
天、一次次、一点点，神游天际，气凝
刀尖，使他必须将生命的时光化为齑
粉，再一丝丝融入点线面之中。此刻，
除去创作的快乐，他只有对生命的珍惜
与依恋。而创作的激情，又需要灵光乍
现式的人生冲动。因为刀客出手，万万
不能手软，不能缠绵，所以他喜爱生命
的迸发，像项羽、吕布那样，寒光闪
处，留下千古一叹，顾不得死神降临，
生命脆断。他甚至讨厌来生的牵挂，因
为他更像是一位高傲的忍者，或古龙笔
下的小李飞刀，出手那一刻，容不得一
丝分神。就这样，在时光的长短之间，
生命哲学塑造了一位骄傲的冷冰川：他
走出南通，成为一座大山；他融入暗
夜，化作一束灵光，在天地轮回间舞
蹈！

最后，面对冷冰川的墨刻，人们谈
论最多的是他的艺术源流。冷冰川承
认，他的创作受到非洲原始艺术、中国
民间艺术、阿拉伯、印度和希腊艺术的
影响；他也曾提到比亚兹莱、麦绥莱
勒、珂勒惠支、毕加索、莫迪里阿尼、
马蒂斯和布朗库西等许多艺术家。一些
采访者推测更多，诸如剪纸、皮影、金
石和雕版，乃至甲骨文、竹简、良渚玉
器和青铜铭文等都用刀，是否也对冷冰
川有影响呢？进一步的联想如《八十七
神仙卷图》和《朝元仙仗图》的人物风
格；还有人由女人体想到东晋佛像，再
想到徐悲鸿和林风眠，再想到塞尚和夏
加尔。以上一切艺术形式的影响，冷冰
川都承认，他说自己做的是笨工，从中
外古版画到当代各式绘画、雕塑，他几
乎临遍了能见到的各式东西美术图式，
边临摹边创作。但冷冰川始终强调：

“我是一个自修者。”
（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著有

《人书情未了》等）

走进冷冰川的黑白世界
俞晓群

这是一幅温暖了几代
人童年记忆的图画，特别
是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出生、后来当了老师的
人，对这幅画有更深的印
象，因为他们上小学时在
课本里学过这幅画，走上
工作岗位又教这幅画。

“《心意》这幅作品
被人教版的小学统编教材
使用了30年。”这幅画的
作者、78岁的李金亭老
师不无自豪地说。

李金亭拿出他收藏的
三个不同年代的小学语文
课本。一本是 1978 年 2
月出版的小学语文第一
册 ， 其 他 两 本 分 别 是
1998 年 1 月出版的小学
语文第十二册和2005年1
月出版的小学语文第八
册。从上世纪70年代中
期到2010年前后，这幅
画出现在从小学低段到中
高段的语文课本里。小学低段的
课本是看图思考问答：1. 放学
后，老师在干什么？2.下雨了，
学生到学校去干什么？小学中高
段是看图作文：仔细观察图画，
然后展开想象，写一篇短文，把
经过写清楚。

《心意》可以算是李金亭的
处女作。说起创作这幅作品的缘
由，李金亭有些激动：“有很深
的历史情结。”1976 年，那段

“让人脊背发凉”的十年动乱刚
刚结束，随后恢复高考，尊师重
教的优良传统被重新拾起，压抑
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而美术
作品成了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

“在动乱年代，批斗老师的
是学生，那么，一场‘浩劫’之
后，首先改变的，也应该是学
生。”所以，美术教师李金亭准
备创作一幅学生给老师送东西的
作品。送什么呢？送书，送教
鞭，送花，或者送美食？都不
妥。“这幅作品其实是大家的智
慧。”李金亭和他当时所在的北
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老师们
一起讨论，最后决定创作一幅学
生雨中给老师送伞的画。为了让
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而真实，还必
须找真实的老师和真实的学生当
模特。“那位女老师叫许嘉琦，
女生叫裘骆红，男生的名字忘记
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人，一
切准备就绪后，李金亭就开始动
笔了。

对于初学绘画的李金亭来
说，要画好这么一幅承载着众人
意愿和时代意义的画，谈何容
易？“大风吹来，雨急而斜，怎
样用毛笔表现斜雨，这是个问
题，如果用笔细描，描出白色的
雨道，但那样缺乏狂风暴雨的自
然表现力。”经过一番苦思冥
想，他有了一个办法，先用矾水
仿斜雨的状态画在宣纸上，再染
上墨，这样有矾水的地方不沾墨
而显出白色，也就有了下雨的效
果。李金亭特别注意画面的细节
表现，老师虽然在教研室里只是
露出局部身体，但她认真批改作
业的姿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简
易的台灯上面，放了一张白纸当
灯罩，体现了老师的清贫和敬
业。对面墙上，还挂了一幅标
语：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门外两
个学生的形象是画面的核心，女
孩子拿着雨伞想往里闯，显现了
马上把雨伞交给老师的迫切心
情，但男孩子阻止了她，不让她
打扰专心致志批改作业的老师。
为了增强画面的美感，丰富画面
内容，李金亭在画面的右上角添
上了在风雨中摇曳的树枝，在左
下角点缀了几束摇摆的鲜花。

“右边那个落款的红章，根
本不敢落上自己的名字。”那个
点缀式的小小红色印章，让人想
当然地认为，肯定是作者的名
字。但当时的李金亭心里还存有
动乱年代的余悸，怕别人说他搞
个人主义，还怕画面上万一有什
么政治错误。他便自己刻了一个
与图画内容贴合的“尊师爱生”
图章盖在上面。

经过两个月的反复琢磨和修
改，作品问世了。首先在中国美
术馆参加了北京美术作品展，和
很多美术家的作品一同参展。紧
接着，被当时的《北京少年》杂
志社用为封面，并被上海人民出
版社制作成大幅挂图展示。以严
谨著称的全国通用教材编写组也
看重了李金亭的《心意》，1978
年春季，正式被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入全国通用小学课本。李金亭
还被中央电视台请去谈创作过
程。就这样，李金亭创作的《心
意》走进了校园，走进了师生的
心里。

题目为什么是《心意》，而
不是 《送伞》《感恩》？李金亭
说：“ 《送伞》 太直白，太狭
獈。《感恩》 又太抽像，太肤
浅。而《心意》既具体，又有代
表性，是站在学生的角度说
的。”《心意》这幅画，在小学语
文课上，引起了孩子们的热烈讨
论，有一个小学生在作文中写
道：“⋯⋯小芳和小明把雨具悄
悄地放在了办公室门口，然后悄
悄离开了。老师第二天查出了雨
具是谁送的，眼里闪着泪花，这
哪是雨具呀，这分明是学生对老
师的一片心意呀！”

《心意》的创作成功，给李
金亭的美术教学增添了信心，也
让他越来越重视毛笔在绘画中的
运用。毛笔在他眼中是奇妙的工
具，神奇的武器。他对学生说：

“这毛笔，笔杆硬，笔尖软，学
美术，要学会持硬控软，软硬兼
施。这笔毛，醮上墨汁，在宣纸
上用意念挥洒。轻则细，重则
粗，水多则淡，墨多则浓。世间
万物便在这轻细浓淡之间展现出
来了。”在李金亭眼中，毛笔是
中华传统艺术的代表。

有感而发，无感不发，画表
心声，这是李金亭的美术创作理
念。他的另一幅作品 《园丁》，
同样以辛勤工作的教师为主题，
1978 年 1 月 22 日被 《人民日
报》以诗配画的形式刊出。“生
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
神”，李金亭的作品几乎都是来
自生活的真实感受，来自教育的
瞬间灵感。每幅画背后都有一个
故事。李金亭有一幅作品名为
《午休》，但画面内容却是一个高
挑美丽的女老师在倒开水。一眼
看去，好像和午休扯不上关系，
但听到下边这个故事，会让人不
由得叹服画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与感受。“那位女老师叫杜嗣
琮，高挑漂亮，温柔善良。教小
学一年级，特别有耐心。每天中
午孩子们睡午觉的时候，她就把
水壶里的烫开水一杯一杯倒出来
凉着，等到小朋友们午休起来，
杯子里的水不冷不热正好喝。”

李金亭说：“作为美术老
师，最大的责任和荣幸，是能够
传递教育正能量。”虽然早在
1980年，他就被中国美术家协会
吸收为“文革”后第一批会员，
而且是美协唯一一名教师会员，
但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名美
术教师。

美术教师李金亭的心意
一幅老画背后的故事

赵伟雁

⦾钩沉

⦾聚焦

⦾资讯

第五届民族管弦乐（青少年题材）
新作品评选揭晓

本报讯 （记者 梁杰） 由中国民族
管弦乐学会和北京市教委艺术教育委员
会共同主办的“第五届民族管弦乐 （青
少年题材） 新作品评选”日前在京揭
晓，并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
了颁奖音乐会。音乐会上，中国广播民
族乐团依次演奏了 12 部获奖作品，这
些题材不同、手法各异的作品展示了民
族管弦乐队丰富的音乐表现手法。

本次活动自 2016 年 7 月面向业内
征集以来，共收到 50 余部应征作品，
其中包括一线作曲家、音乐院校师生、
驻团作曲及港澳台民乐人士的作品。经
过评委们的多轮评选，刘长远等作曲家
的 12 部作品分别获得金银铜奖。主办
方将采取网络乐谱分享等一系列举措，
在学生乐团和校园艺术节、比赛等活动
中推广传播这些获奖作品。

全国校外系统青少年微电影
评展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讯（赵伟雁） 以“我的课外、校
外生活”为主题的2016年度全国校外系
统青少年微电影评展颁奖典礼日前在北
京丰台区少年宫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近700余名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者及中
小学生参加了颁奖典礼。

据悉，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中国教育学会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分会等
联合举办的全国校外系统青少年微电影
作品征集共收到近400部来自北京、天
津、山西、内蒙古、上海、广东等地区
的微电影作品，最终评出百部优秀影
片，其中一等奖 12 部，二等奖 24 部，
三等奖 24 部，优秀奖 40 部。评展活动
还评选出优秀指导教师 13 名以及 5 个
优秀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展映了 《你
幸福 我快乐》 等部分优秀影片。

艺术家必须抱有单纯的信心，因为没有任何恐惧，所以
我们可以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人们说我太单纯，太天真了，我不惭愧。因为是他们的
信心太少了，从不敢梦想我的梦想。

作品越单纯越有味，人越单纯越高尚。
深情无可救药，所以只有越爱越深。
我凭感觉和想象创作，作品无法注解。任何解释都是无

用的。作品完成后可以是一种结果，也可以是一种开始。

冷
冰
川
说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主办的“汉
语盘点 2016”12 月 20 日在北京揭
晓。2016年度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
语、十大网络用语同时发布。今年活
动共收到10000余条网友推荐字词，
投票阶段点击量达587万，微博相关
话题阅读量上亿次。最终，“规”“小
目标”“变”“一带一路”分别当选
2016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
国际词。王立群、于丹等对年度字词
进行了现场点评。

2016年度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
语、十大网络用语是由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依据大规模动态流通

语料库，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在监
测数据的基础上提取的，全面、真实
地反映了中国媒体视野中的世间万象
和社会变迁。

十大流行语是：长征精神，两学
一做，杭州G20峰会，南海，里约奥
运会，脱欧，美国大选，亲信干政，
天宫二号，阿尔法围棋。

十大新词语是：两学一做，冻
产，表情包，洪荒之力，阿尔法围
棋，网络大电影，摩拜单车，山寨社
团，吃瓜群众，闺蜜门。

十大网络用语是：洪荒之力，友
谊的小船，定个小目标，吃瓜群众，
葛优躺，辣眼睛，全是套路，蓝瘦香

菇，老司机，厉害了我的哥。
今年的十大流行语和新词语充分

表达出民众对社会热点和世界局势的
关注，承载着人们对社会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的深刻思考；十大网
络用语，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社交媒
体发酵、传播，迅速进入现实表达层
面，影响甚至波及海外。其中既包含
充满正能量的“洪荒之力”和“定个
小目标”，也有反映科技创新的“天
宫二号”和“阿尔法围棋”；有接地
气、折射百姓生活和情感的“吃瓜群
众”“蓝瘦香菇”，还有戏谑、调侃色
彩浓厚的“全是套路”“老司机”“友
谊的小船”。

“汉语盘点2016”年度字词揭晓
本报记者 王珺

日前，“小雨姐姐快乐故事会——
为京津冀残疾儿童巡演”走进河北省
邢台市、邢台县、鹿泉市等地特教学
校，为残疾学生举办了三场精彩的
演出。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
星星⋯⋯”在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会
场，小雨姐姐邀请孩子们一起唱起了
经典儿歌《小星星》。随后，在优美
的音乐声中，小雨姐姐为孩子们讲了
《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
《爱的味道》《换妈妈》等经典中外故
事。甜美的声音，生动的演绎，给现
场的听障、视障、智障孩子们带来了
不一样的感受，有个孩子说，小雨姐

姐讲的故事不仅可以倾听，好像还可
以触摸。

河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
刘殿波介绍，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在
校学生400多人，来听小雨姐姐讲故
事的主要是听障、视障和智障的学
生，绘本阅读对残障儿童非常好，听
障儿童的听力缺失，视觉补偿，更关
注图画；智障儿童，智力相当于幼儿
园小班的孩子，对于绘本比较容易接
受。

当天下午，邢台县幼儿园的小朋
友和邢台县特教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参
与了“小雨姐姐快乐音乐动画故事
会”。小雨姐姐把幼儿园的小朋友、

残障孩子、老师和家长一起请上舞台
表演童话故事《小红帽》，孩子们非
常开心。

据介绍，这是特幼融合的尝试，
旨在通过对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和幼
儿园的孩子一起进行教育，增进特殊
儿童适应社会的能力。

小雨姐姐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著
名节目主持人，“小雨姐姐快乐故事
会——为京津冀残疾儿童巡演”是全
国首项以关爱孤残儿童为主题，在
京津冀三地共同开展的公益活动，
截至目前，已经在北京盲校、北京
启喑实验学校、通州培智学校、西
城培智学校等演出了14场。

“小雨姐姐故事会”情暖特教学生
筱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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