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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西南大山深处的沟沟壑壑
里，有个叫“大根”的自然村。那是我
的家乡，位于三县交界处。小山村抬
头是山，走出去还是山。然而，这偏
僻的小山村，却承载了我祖祖辈辈的
整个世界。三十多年前，小山村也是
我的全部世界，盛满了我童年的欢乐
和少年的苦闷。

在那些隐隐约约的记忆中，有关
自行车的片段却时时鲜活过来，在我
的脑海里，一帧帧、一幕幕，仿佛触手
可及。这些往事，我曾讲述给妻儿
听。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母子俩，似
乎在倾听一个久远的传说⋯⋯

那黑乎乎有些笨拙的钢铁架子、
一前一后安着两个大轮子，在上个世
纪80年代第一次出现在小山村时，
围观的村民绝对和我一样，认知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就凭这两个
瘦瘦高高的轮子，踢去撑脚自身都立
不住，还能骑个大活人？

怀疑归怀疑，自打二叔公家的关
富叔把第一辆自行车扛回村后，不足
百人的小山村就被这条“黑鲇鱼”搅
动起来。先是年轻的小伙和姑娘们，
接着是和我一般大的顽童们：小伙姑
娘们做小工挣钱更带劲了，盘算着自
家也尽快买一辆；顽童们则整天追着
自行车屁股，先是看看，接着是摸摸，
再后来就偷偷地骑。

几个月后，村里扛回的第二辆
自行车，就摆在我家正堂里。那是
我未出阁的二姑和小姑合伙投资购
买的、杭州出产的“海狮”，和关福
叔家一样的牌子。之所以说“扛”，
是因为通往山外的小马路，只修到
村口。自行车要进村，得由大人扛
在肩上，爬一段仅半米宽的斜坡小
道，再过一座颤巍巍由四五根木头
钉拢的小桥。

自行车刚进村的头两年，比什么
都金贵，只有车主才能光明正大地扛
到村口的小马路上练车。马路是两
年前新开的，仅两米多宽。内侧靠
山，外侧临江，距河床低则一两米、高
则十几米。泥石路面，沟沟壑壑。练
车时，后面须有一大人叉腿作劲扶着
后座。即便如此，仍有人摔得头破血
流，甚至跌下河床。

十一二岁的我，看大人们练车看

得心痒痒，就趁家人上山下地干活
时，偷学骑车。那时个矮、力小，姑姑
那辆几十斤沉的自行车我无论如何
是扛不到村口小马路的，所以只能在
自家的院子里练。

因为是偷学，没有大人在后面把
车，稳住车是首要任务。因此，起初
我只把左脚踩在左脚蹬上，右脚则踩
地和凌空轮流交替——踩地时，既起
到平稳车身的作用，又可产生前推
力。

当年卖到农村的“海狮”是加重
型的大架子车，我学踩骑时，个子只
高出车把一个头，像大人那样坐在车
座上踩骑绝不可能。于是，我就侧身
把左脚踩在左脚蹬上，右脚则斜穿过
三角架踩到右脚蹬上⋯⋯

1987年秋，大哥考上乡里的枫
坪中学。学校距我们村25里，徒步
上学需三小时左右。那时大我两岁
的大哥，与我一样，已在老房的横弄
里跌跌撞撞学会了骑车。于是父亲
给他买了辆“海狮”，让他和村里同年
级的金云骑车上学。因路远住校，他
们每周六下午放假回家取米菜，周日
下午再返校。

村口的小马路追着欢畅而下的
小溪延伸三四里，至一土名“龙亭”处
有两个陡急的S型坡道。那段几百
米的路，自行车不论上下都骑不了
——往上需卯足劲拼命推，往下得带
刹车拉着走。那时大哥力气小，单凭
自己很难把笨重的自行车从坡脚推
上坡顶。

于是，每周六吃过午饭后，我便
会喊上金云的弟弟金明，早早地走路
去坡脚等放学回来的大哥。他们一
出现，我和金明便远远地迎面跑去，
在各自哥哥的车后，踮起脚尖欢快地
推车。哥哥在前拉，弟弟在后推，即
便兄弟齐心，我们也常常满头大汗，
中途停下休息老半天⋯⋯

两年后，我也考上了初中。在祖
父的协调下，二姑和小姑合资的那辆
自行车暂借我骑一学年，等大哥初中
毕业就把他那辆“海狮”给我。

过了一年，父亲花去家里多年
的积蓄买了辆手扶拖拉机给大哥，
而那辆旧“海狮”自然归了我。许
多年后父亲为此懊悔不已——大哥

28岁那年开拖拉机翻落路边河床，
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1991年秋，我上初三、大妹上
初一。也在那一年，村小撤并到距
离我们村18里外的斗潭小学，三年
级的小妹也住校了。斗潭小学就位
于我们村去枫坪中学的路上，起初
每周日下午返校，大妹就陪着小妹
走路上学。后来，我看着心疼，便
壮着胆子骑车搭载起两个妹妹来。

小妹坐里面，大妹坐她后面，
那短短只有三十多公分长的自行车
后座，即便挤的是两个瘦弱的小女
孩，也捉襟见肘——大妹的屁股有
一小半总是悬空的。因为要住校一
周，那时我们每人都会挎一只小竹
篮替代书包——篮子里装着两个大
牙杯：一杯青菜、一杯梅干菜；外
加几斤米和一叠书，足有八九斤重。

兄妹三人三只竹篮，骑车时，
小妹左右手腕各套一只篮，双手死
抓着自行车车座；大妹则一只手腕
套一只篮子，五指紧紧拉扯住小妹
的衣服，另一只空手则斜插过小妹
的腋下抓住车后座的某处。

就这样，我搭载着两个妹妹骑
行了大约一个学期。后来有一次在
一急下坡处，前轮不小心碰上了路
面的石头疙瘩，后面的大妹被陡然
的震动甩下车，掉下两米多高的马
路外沿。所幸下边不是乱石林立的
河床，而是一丘干涸松软的泥田。

打那以后，大妹就没再敢和小
妹一块搭我的车，任凭怎么劝说也
不行：她坚决让我独搭小妹，她自
己和同学走路。拗不过她，后来我
想出了个办法：先搭小妹骑行三四
里后让她下车步行，我再骑车返回
去搭大妹骑行五六里放下她，然后
重又折回去接小妹！初三最后一学
期的上学路上，我就这样来来回回
骑车，辛苦而快乐地交替着搭载两
个妹妹⋯⋯

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市里上大
学，并留在市区工作，几十年间曾骑
过数不清的自行车，但再无让我印
象深刻的经历。抹不去的，是那个
20多年前在乡间山路摇摇晃晃骑车
的少年身影⋯⋯

（作者单位：浙江丽水日报）

山间，骑自行车的少年
金小林

中国美院的历史已近九十年，
其学术脉络，总括地说有两条：一
条是林风眠先生倡导的东西融合之
路，一条是潘天寿先生开创的传统
出新之路。正是这两条道路彼此相
照，互为激荡，形成学院学术上的
深度交汇，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在
东西之争的大格局中，中国美院始
终承担着继学开今的创新使命。地
缘性的纷争，时代性的畸变，相叠
相生。东与西、古与今、雄与秀揉
捏在一起，锤炼成多元趋新的勃勃
生机，积蓄成生生不息的学术追
求。

潘天寿先生的传统出新思想是
经过长期磨炼与淘洗而形成的。上
世纪50年代中后期，潘先生鲜明
地提出了东西文化的双峰思想，以
高度的自信、宽广的视野，把握民
族绘画汲取众长、必要增高阔的要
义，告诫“失去独立风格无异于中
国绘画的自我取消”。他的警惕

“削峰拉平”之说不唯形象生动，
更为直至今日诸般表象化、平面化
的文化异动现象提供批评的有力话
语。“增高阔”则为中国绘画的实
质提升提供了一种尺度。这种话语
和尺度，既树立起一个文化独立的
轴心，又为时代的创造留下拓新的
空间。从1924年潘先生在上海创
建中国第一个国画系到上世纪60
年代，纵观四十余载的讲坛生涯，
在中国画教习的沉浮离断之间，潘
天寿先生在中西文化互取所长、双
峰峙立的思想背景上，始终独立不
拘，既信心满满又忧思孤诣，既独

立坚守又激扬主张，自觉抗击各类
传统虚无思想和激进变革做法，高
高擎起捍卫中国绘画独立性的旗
帜，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天地立心立
命。潘先生还以他的远见卓识，提
出人、山、花分科教学的主张，添
设临摹课以提高对传统绘画的认识
和技法训练，以明确清晰的教学举
措，创造性地建构起极富特色的中
国画教学体系，开辟了一条影响全
国的中国画国美之路，亲自培养了
一代代杰出的中国书画学子。中国
传统绘画在国美的沃土上，在与融
合之说互动激荡的过程中，持续地
继绝学、存自信、开新篇、立新
人，得以史诗般地播扬。潘天寿先
生正是这场伟大播扬的顶天扎地的
立心者和倡导者。

潘天寿先生的绘画传统很深，
时代精神又很强，其核心处是扑面
而来的浩然大气。他以特有的扛鼎
霸悍的笔法，来内塑诚敬清静的气
息，外练刚烈宏大的质感。他的笔
墨将清明正直的道德理念与审美意
识牵联起来。清明则简，正直则
刚，正是这种至简、至刚，往还似
赠，兴发如答，吐纳而成他的绘画
所特有的浩然大气。一方面，他以
草木树石孕养精神的操守；另一方
面，他又超越人格在草木之上的象
征，而用中国的笔法直呈人格兴发
的本身。某种中国绘画根植于草木
群落的谛念与灵心，在潘先生的绘
画中，还原成寂静而宏博的气息，
凝聚起东方绘画最为感人的力量。

潘天寿先生用巨石磊磊在画面

上造险，又用草木莘莘在石上破
险，铸炼墨线的钢浇铁铸的力量。
中国民族某种至为刚烈的气息，诞
生在潘天寿先生的草木树石的笔头
之上。抑或说，这个笔头以草木树
石本身的方式，乘着积蓄在他的躯
体中的个性能量，挥写出“雷婆头
峰”蕴蓄的雄强霸悍，挥写出抗战
烽火、丧乱离断的悲怀郁结，挥写
出大跃进时代气壮山河的雄强与爆
发，挥写出一位伟大诗人郁积在心
的殷周之血、铁石之身。与此同
时，这铁石之身却不强为，只在微
机处点石成金，以极简的方式，来
完成磅礴吐纳，得入禅画一味、道

技一体的境界。在同一个时代中，
没有哪一个画家像潘先生那样赋予
笔墨以如此浩瀚的骨气，在这气势
之外又如此接近“超以象外、得其
环中”的天心道境。

潘天寿先生曾言：“我这一辈
子 是 个 教 书 匠 ， 画 画 只 是 副
业。”作为中国画和书法现代教育
的奠基者，潘天寿在西风东渐中力
挽狂澜，以宏博的视野、坚定的毅
力，建构起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艺
术教育体系中得以教习与传承的人
文系统。他“两峰挺立”的艺术与
教育思想久久地涌流在中国美术学
院的精神血脉里，铸就了中国美术

学院独特的学术灵魂与使命——实
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当代转化、当代
活化与提升。

一个民族需要怎样的艺术教
育？是不是培养一些画家，附庸风
雅就算？当然不是。真正的艺术教
育是树立一个心灵，就是张载讲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
艺术教育要树立文心，要培养一批
人，通过这些人把这个文心向社会
发散出去，传播给一代青年。潘天
寿先生一生所做的正是立心的工
作，他既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同
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教育家。

潘天寿：以霸悍之笔 塑清静之气
许江

将近 30 岁的时候，
我决定要报考博士。彼
时，我刚刚成家，不顾新
婚燕尔，不顾亲人劝阻，
挑灯夜战，埋头备考。每
每别人问起，我会一脸深
沉地告诉人家：我还是想
好好做做学问。

说这话时，心中甚至
还隐隐升起一丝悲壮，想
起了“三十而立”“士不
可以不弘毅”之类的慷慨
之语。

如今，隔了15年的
光阴再回望那段旅程时，
我不禁汗颜：何谓学问？
学问为何？真正的学问之
道又在哪里？

少年不识愁滋味，在
经历了一番幽幽暗暗反反
复复之后，仿佛，我才刚
刚启程。

而有的人，他们注定
有先觉者的智慧，他们规
避了那些岔口歧路，自信
而坚定地走上一条阳光宽
阔的大道，比如说兰彻。

率真帅气的兰彻来自
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
坞》（2011 年）。当初，
有学生向我推荐这部电影
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对
于印度电影的印象，还停
留在童年时看过的《流浪
者》《大篷车》，以为又是
帅哥美女加歌舞传奇。及
至看了，才知成见害人不
浅。尽管这部电影依然有
着鲜明的印度“标签”，
但其对当下教育的反思与
质询，却不由得不令人心
生赞叹。

电影以倒叙的手法，
从法兰、拉杜寻找多年不
见的好兄弟兰彻开始，展
开对往昔校园生活的回
忆：在皇家工程学院这所
印度传统的名校里，检验
学生的唯一标准就是成
绩，但主人公兰彻却不愿
随波逐流，做那种墨守成
规的“好学生”，他用所
学的物理知识来教训野蛮
的学长，用智慧打破了学
院僵化的教育观念，还用
他的善良与乐观影响着周
围的伙伴，帮助他们重拾
生活的信念。

影片中，一堂机械课
上的问答，幽默而深刻地
揭示出学院教育刻板陈腐
的一面。当教授让学生们
给“机械装置”下个定义
时，兰彻马上热情回应：

“能省力的东西就是机械
装置。机械装置让工作变
得简单化，也能节省时
间。今天很热，按下开
关，得到阵阵凉风，风
扇，就是个机械装置！和
千里外的朋友说话，电
话，机械装置！快速运
算，计算器，是机械装
置！我们周围很多机械装
置，从钢笔头到裤子拉
链，都是机械装置⋯⋯”
但教授显然不满意这个答
案，他用粉笔头粗暴地打
断了兰彻的回答，于是擅
长死记硬背的好学生查尔
图，适时地站起来侃侃而
谈：“机械装置是实物构
件的组合，各部分有确定
的相对运动，借此，能量
和动量相互转换，就像螺
丝钉和螺帽，或者杠杆围
绕支点转动，还有滑轮的
枢纽之类的。尤其是构
造，多少有点复杂。包括
活动部件的组成，或者简
单的机械零件，比如滚
轮，杠杆，凸轮等等。”

“太棒了！好极了！”

教授不由得连连称许赞
叹。

时光如果回溯到 20
年前，我一定也会像这位
工程院教授一样厚此而薄
彼。我们所接受的教育，
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
的知识观、价值观：无论
知识也好，学问也好，一
定是客观的、深奥的、复
杂的、不容置疑的，是需
要用极其规范、科学、文
雅的语言去表述的，但我
们却常常忘记了去追问、
去探寻一下学问与自己、
学问与生活、学问与世界
之间真切的关联。

“盐水具有极强的导
电性，初二的物理知识，
我们都学过，只有他会应
用。”——这是同伴们对
兰彻的感叹，而静心思考
我们现实中的教育，又在
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学以
致用”？

学问，如果不能达致
生命的圆融与圆满、心灵
的丰饶与美丽，如果不能
在更大的意义上去造福人
类，完满世界，那么知识
和学问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又在哪里？

当学问之道日远日
晦，功利之习愈趋愈下，
学校，就变成了高级知识
技能的培训所，而批量生
产的，则是如钱理群先生
所痛心的那种“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于是乎有训
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
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
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
以为丽⋯⋯世之学者如入
百戏之场，戏谑跳踉、骋
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
面而竞出⋯⋯”（王阳明
《答顾东桥书》） 此刻，
灯下，捧读阳明先生写于
五百年前的文字，刹那
间，有一种斯世何世、今
夕何夕的恍惚感。如果学
问失去了内在的价值依归
和德性之维，那么只能是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
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
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
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
饰其伪也⋯⋯”感受着一
代圣贤的慨然悲伤，怎不
令吾辈忧心恻然？

当学问的大道迷失，
兰彻的选择在世人眼中反
而成了林中小径，恰如影
片主题歌中所唱到的：他
如风一般自由/似风筝翱
翔天际/他去了哪里/让我
们去寻觅/我们为脚下的
路途牵引/他却在独辟自
己的蹊径/路途艰难却毫
无忧烦⋯⋯什么是这生命
中最重要的东西？又是什
么决定我们的幸福？兰彻
用生命践行了真正的学问
之道，多年后，当笑眯眯
的他出现在老同学面前
时，连世人眼中的“成功
人士”查尔图，也不得不
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

真正的学问，应该是
能涵养生命、清澈心灵
的，是能够让一个人如风
一般自由翱翔的，是能够
赋予一个人“只身跋涉而
步履轻捷”的力量的。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
回到原点，找到初心，踏
上真正的学问之道。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文学
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目
前主要从事语言教育、艺
术教育研究）

学问之道
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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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梁 杰）
“‘一带一路’国际音乐教育
联盟成立大会暨音乐学术研讨
与展演”近日在中央音乐学院
举行。来自印度、泰国、越南、
伊朗、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斯
洛文尼亚等16个国家的音乐学
院院长、学者、演奏家与中国十
大音乐学院院长、演奏家一起参
加了“院长论坛”“音乐展演”“音

乐工作坊”和“一带一路”乐器展
等活动。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为配合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强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和音
乐教育的研究与交流，落实教育
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而举办的，以期通过音乐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
理解、交融、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国际音乐教育联盟成立

编者按：潘天寿先生是我国 20 世纪杰出的国画家、美术
教育家，是现代中国画教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是为继
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懈奋斗的一生。近日，“纪念潘天寿诞
辰120周年座谈会”和“民族翰骨——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
念大展”在北京相继举行，以其画作、画论、诗词展示了潘天
寿先生在文化、艺术和教育上作出的杰出贡献。本版特约中国
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撰文书写一代大家的艺术造诣和教育情怀。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青
岛市第三届“天琴”杯大学生
戏剧节日前在青岛大剧院拉开
帷幕。戏剧节期间，10 余所
驻青岛高校推送的 15 个剧社
将带来精彩的戏剧展演。

据介绍，戏剧节由青岛市
委高校工委、市团委、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等主办。参赛的
15 个剧社将按照抽签顺序轮流

到青岛大剧院进行展演比赛。
“大戏节”组委会将组织专家
评委、师生代表和热心观众参
与评分，根据各参赛团体具体
表 现 ， 评 选 出 “ 天 琴 ” 杯 大
奖、最佳原创剧目奖、最佳改
编剧目奖、最佳导演奖等，并
将于今年 10 月在青岛大剧院歌
剧 厅 举 办 颁 奖 典 礼 暨 闭 幕 晚
会。

青岛大学生戏剧节学生剧社打擂台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
由文化部主办、北京市文化局
承办、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实施的“群星奖获奖作品全国巡
演北京行”活动近日在京举行。
来自全国 10 个省（市）以及武警
部队的群星奖获奖作品为首都
观众献上一台文化盛宴。此次

“北京行”突出群众原创，反映多
彩生活。参演作品创作、演出团
队主要来自基层文化馆（站），充

分体现了群星奖作品“群众演，
演群众，演给群众看”的特点，节
目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
艺术门类。

群星奖是中国文化艺术政
府奖的子项。2016 年，文化部
组织开展了第十七届群星奖评
奖，2017 年，文化部组织开展
群星奖获奖作品及优秀作品全
国巡演，由示范性巡演、区域
联动和各地巡演组成。

群星奖获奖作品全国巡演开启“北京行”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由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市东
城区教委等共同主办的青少年
戏 剧 教 育 研 讨 会 日 前 在 京 举
行。这是“2017 年青少年戏剧
教 育 成 果 展 演 ” 后 的 一 次 总
结，参演的北京市东城区灯市
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北京
实验学校 （海淀） 小学以及南
京市琅琊路小学等分享了各自
学校进行戏剧教育的心得和特
色理念。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
介绍了具有儿艺特色的戏剧教

育科研成果以及“北京高等学
校 、 社 会 力 量 支 持 中 小 学 体
育、美育特色发展工作”项目
服务北京市中小学的推广经验
与教学成果。

据介绍，中国儿艺近年来
派遣多位国家一级、二级优秀
演员、导演、编剧，为小学生
开展声乐、形体、戏剧表演、
剧本编创、戏剧赏析、道具制
作等共计 10 余类校本及社团课
程，每周开展艺术类课程 160
余课时，惠及4000余名师生。

青少年戏剧教育研讨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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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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