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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出差去武汉，兄长何
永胜给我看他的书法作品，随后
他说，有个人的画你要看。他拿
出了一大本作品集，那是他在中
国美院的同学郭睿的画集，我把
这本画集背回了北京。后来，郭
睿兄还曾在那本画集的扉页画上
了一只小昆虫。郭睿兄在中国艺
术研究院学习期间，我经常去他
的住处聊天，聊得最多的是他的
老师邵坦中先生。

邵先生是一个略有些沉闷的
人，除了谈绘画时兴致盎然，别的
话题并不多言。他让人想起在田野
里耕作的农民，是沉默的、勤劳
的、喜悦的。我看过邵先生画画，
真如在田地里耕作一般。那是我第
一次去杭州先生家里拜访他。先生
说，来，我们画画，你还没见过我
作画。邵先生用三十多分钟画了一
只鸭子。在这只鸭子活灵活现地走
入我的生活之前，我先被先生的画
室震撼了。

我见过很多画室，大大小小
的，大都是优美的，有点情调，雅
致、空灵、古朴，当然不乏空大
的、虚假的，飘着俗气的画室。邵
先生的画室其实称不上画室，那是
他画画的地方，也是他生活和劳作
的地方。

在那里，那些文人的格调是没
有的，我在那个画室里看到了闪光
的东西，那些油油包浆的笔杆。先
生内在的精神高度和亮度，让他无
需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映衬或暗示。
我的书房比邵先生的大，书桌、书
柜和摆放着茶具的罗汉床也闪着朴
实的光泽，还有兰花、香炉这样那
样的点缀。但我知道，自己是对不
住它们所表现出的沉静的，只不
过，我需要那些东西来暗示自己，
来抚慰自己，要心平气和，要沉
静。

先生和我把画板放到餐桌上，

铺上宣纸。我在旁边侍立，先生独
自进入他的世界：那是江南生活的
一个瞬间，一只鸭子潜入水里，追
逐两条小鱼，鸭子的脚掌还露在水
面上。

只有明亮的眼睛才能看到这一
切，并用沉静的笔墨把这瞬间的、
动态的美留在画面上。

一年春天，去杭州，有幸又一
次去拜访邵坦中先生。回来在宾馆
里打开邵先生的花鸟长卷画册和朋
友欣赏。对我而言，这不是第一次
看邵先生的花鸟长卷，但每次观
看，都充满喜悦。面对画册，我们
感叹不已。我们住在风景区华美的
宾馆里，当邵先生的画打开，你会
觉得周边所谓的华美的一切都黯然
失色。窗外的阳光照过来，画里的
一切似乎都活泼起来，你会觉得，
这花鸟长卷更像是故乡河流的一段
记忆的底片，风中荷花的幽香伴着
蝉鸣声让你突然沉入喜悦之中。

面对邵先生的画作，你很难想
到技法层面的东西，当充满生命力
的形象涌现在你的面前，你所想到
的只有那来自大自然的精灵。我记

起童年，河边，在阳光下，可以看
到清澈的河水，下面是机灵的小
鱼，阳光照在水底，鱼的影子在沙
子质地的河底拂过。有时候，我
想，邵先生画中的鱼，和我故乡的
鱼极为相似，都是生灵，真正自由
的生灵。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看到
其中的美好，那种美好会让你瞬间
不知所措。

在先生的画中有一个特别的审
美对象，那就是花卉或植物的

“根”。在小品画《鸭戏图》中，他
用酣畅淋漓的笔墨画了水生植物芦
苇的根，在构图上，芦苇的根将潜
水追逐小鱼的鸭子以及逃跑的小鱼
隔开，起到稳定画面的作用。在另
一幅题为《睡莲》的画中，睡莲水
中的根更直接地成为审美的对象，
成为画面的主体。在我的记忆里，
这幅画给我的震撼不在于花的美，
而在于美的原因，那就是这些茁壮
的根。虽然是小小的水生植物，但
其“盘根错节”的气势让人惊讶。
虽然是一幅小画，但对理解邵先生
的画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隐秘而精
彩的脚注。它的存在为我们认识先

生在当代大写意花鸟领域中的价值
打开一个入口。

在传统的文人画中，更多的是
表现某种寂寞的美，那种美是一瞬
间的、凝固的，但寂寞背后却藏着
平和、喜悦乃至活泼的心。在当代
画家中，这种寂寞的情绪少了，而
更多的是对形式美的追求。当代那
些优秀的画家大都有着相对高超的
造型能力，他们向传统学习，并把
这种对形式美的追求推向某种极
致。在各种画展中我们常可以遇到
这类作品，毫无疑问，审美的愉悦
是有的，但总是气息弱些。除了审
美的愉悦，缺乏对我们生命的启发
与震撼。而先生带给我们感动，就
是来自大自然的气息。

我记起作家苇岸文章中的一句
话，放蜂人是大地上寻找花朵的
人，季节是他的向导。邵先生对大
地之美的捕捉超过当代任何一个画
家，他也是在大地上寻找“花朵”
的人。

古人说，画是诗之余，诗是文
之余，文是道之余。对邵先生来
说，画不过是一种形式，要理解
它，是要超越画的笔墨层次，从
道的层次来理解。他是大地上的
隐者，是大地沉默的代言人，他
用画传达着大地伦理，是“道”
的守望者。在一篇短文中，我曾
写下我的敬意。我知道，短短的
文章无法表达我所遇见先生画作
的喜悦，但我相信我靠近了先生
的世界。邵先生和他的画让我断
断续续地思索许多有关、无关的
事情。他对物质生活的洒脱，对
各种文人小情趣的不在意，对绘
画的投入和对画坛种种怪现状的
担忧，都给我很多启发，我相
信，在当代，无论是绘画界还是
文化界，邵先生达到的精神的厚度
和艺术的高度是这个浮躁时代最沉
甸甸的收获之一。

大地隐者和代言人
——读邵坦中先生绘画随感

张树伟

⦾审美课堂 近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93岁的退休数学教授潘鼎坤
讲授古典诗词、对联的视频在
微博、朋友圈被争相转发。老
人在视频中呼吁：“一定要把
中国真正宝贵的文化传承下
去。不能让唐诗宋词这样的好
东西在我们手里绝了。”一位
数学教授为何对古典诗词有如
此深厚的感情？笔者日前走访
了潘鼎坤教授。

崔凯：您为什么要开设古
典诗词的讲座？

潘鼎坤：我常在报纸上看
到一些不合平仄、韵律的诗
词。我也问过在校相关专业的
学生，学没学过怎样作诗，都
说没学过。我以前回老家的时
候问我们家族中读大学的年轻
人，他们也说在学校里老师不
教这些，自己也不会写。

今年年初，古典文学专家
霍松林先生去世，在报纸所刊
载的各界追悼诗词挽联中我看
到一些不合规律的作品，当时
心里就想，西安作为十三朝古
都，有那么厚重的文化基因，
一座独一无二的唐诗之城啊，
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人不会
写古诗词、对联实在不应该，
写出来了不合规律更不应该。
古都西安都是这样，何况其他
地方，我越发觉得唐诗宋词不
能在我们这一代绝了。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想斗
争，我觉得我要做一次文化界
的陈胜吴广，我就给学校宣传
部打电话，自告奋勇要开一次
讲座，我原本想通过这次小讲
座让学中文和爱好中文的学生
写诗、写对联能合乎规律，没
想到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

崔凯：您对古典诗词的钟
情与热爱一定有家学渊源吧？

潘鼎坤：我的家乡在浙江
缙云姓潘村，那里是一个山清
水秀的地方，也有着非常悠久
的文化教育传统。我家应该算
是书香门第，我的祖父是清朝
的拔贡，在当地很有名望，清
亡以后就在当地以教书为生，
一年也不过20块大洋，这些

钱对于维持一个家庭是很困难
的。我父亲由此认为读书、学
文化没什么用，不如种田实
在，因此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想
让我跟他一样在家好好种田。
我外祖父是秀才，在当地开设
私塾，他经常跟我母亲说要让
我读书，读书才能有大出息，

“学点本事，随身带，火烧不了，
水淹不着，谁也抢不走”。我童
年时代就在外祖父的私塾中接
受了七年启蒙教育。

崔凯：私塾学习对您有什
么影响？

潘鼎坤：七年的私塾学习
奠定了我的传统文化基础，那
时候我们都是先学习诗词格
律，再熟读并背诵《千家诗》《朱
子家训》《幼学琼林》等教材。
老师每天都会检查背诵情况，
不会背就受罚。在私塾里我们
学生都是出题互相对对子，老
师罚学生也是这样。有一次我
背诗文卡壳了，老人家站在我
跟前故作沉吟道：“书生，书真
生。我看你怎么对？”我灵机一
动，说：“父老，父未老。”对仗工
整且合乎实际，外祖父很满意，
于是免除其他责罚。

1939年，原在萧山的省
立湘湖师范学校迁到松阳，我
有幸到这个学校读书，一些大
学的老师为了躲避战乱也都到
这个学校来教书，而且不收学
费、饭费，我在此期间学习很
优秀，并且获得了学校的奖
励，我父亲才改变了以往轻视
读书的看法。

崔凯：您觉得古典诗词有
什么魅力？

潘鼎坤：小时候读巴金的

小说《春》，觉得写得很好，
由于篇幅太长，真正的内容没
有记住多少，但是其中主人公
高觉新所读唐代李商隐的一句
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却让我牢牢记住，
至今难忘。在我看来，古典诗
词的魅力胜过任何文学作品，
它用字很少，但短短几句话就
能打动人心。说到打动人心，
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正月
二十日夜记梦》是最令我动情
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
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
满面，鬓如霜⋯⋯”我每读一
次就掉一次眼泪，感同身受，
想起一起生活了70多年先我
而去的老伴。

记得梁实秋在回忆录中说
梁启超先生在课堂上讲中国古
韵文 《桃花扇》，其中“哭
主”一节里有“高皇帝，在九
天，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
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
梁启超竟然悲从中来，痛哭流
涕。讲到杜工部的“剑外忽传
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一
句，又张口大笑。当然首先是
大师授课的投入和真性情，但
传统诗词魅力对他的影响是显
而易见的。

革命先驱李大钊写过很多
诗文，但“铁肩担道义，妙手
著文章”这一句被争相传诵，
深入人心。1945 年下半年，
我正在仙都中学读书，当时正
逢国共谈判，语文老师把毛主
席在重庆给柳亚子的《沁园
春·雪》在班里悄悄给我们
读，大家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人
才华如此之高、胸怀如此之
广。我们当地是偏僻的山区，
在那个交通信息都不发达的年
代，远在千里之外的诗词都能
传到我们这个小小中学的课堂
上，足见影响之大。

崔凯：古典诗词对您个人
有什么影响？

潘鼎坤：人生在世，总会
有很多坎坷和不幸。对于我来
说也是这样，遇到烦心事和困难

的时候，我就读读古诗词或自问
自答解忧，心情就会平复。“文
革”中我被无端批判，造反派贴
出的大字报中说我“脸皮比城墙
还厚”，我当时看了就作了两句
打油诗以自嘲：“脸皮城墙厚，心
眼天地宽。”有很多人遇到事情
就想不开，我觉得人只要心胸宽
广，再大的坎坷也能过去。清代
的官员邓廷桢作了一副自勉的
对联，我就觉得很好：“饿死不如
读死，文通即是运通”。作者本
义当然是说读书和作文通达的
重要性，在我看来，有喜欢的书
读、有文章写，就是人生在世最
大的幸福。

崔凯：一般人很难把大学
数学老师跟古典诗词联系起
来，数学和诗词之间有什么联
系吗？

潘鼎坤：我学习数学，是
因为当时为了大学毕业后能有
一个铁饭碗，找到好工作。那
时候的秀才多，语文教师不
缺，但数学教师非常缺少。虽
然一直从事数学教学，但我仍
然喜欢读古代文学特别是古典
诗词的书。我在教学中也一直
跟学生强调，古典诗词和数学
之间是有关系的，微积分学是
唯物辩证法在数量关系方面的
化身，我曾在课堂上引用南唐

后主李煜的词《虞美人·春花秋
月何时了》中的句子来解释有
限与无限之间相互对立、相互
衬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我觉得诗词和数学具有相似
性，两者都强调对称美。诗词
是描写内心世界最简练、最透
彻的语言，而数学是描写自然
规律最简练、最准确的语言。

崔凯：古典诗词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古典
诗词传承方面，您认为存在哪
些问题，有什么建议？

潘鼎坤：眼下，国家大力
倡导、领导人率先垂范，这让
我们感到传统文化复兴有了希
望。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基本的写作
能力都不达标，甚至有些学生
连请假条、书信都不会写。我
们培养出那么多文科学生，但
有多少对古典诗词格律真正了
解的？我有这么一个认识，在
大学里也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
教育，不应该让大学语文成为
选修，现在大学生都要考英语
四六级，汉语四六级考试也应
该普及。与国际接轨当然很重
要，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应
该因此被轻视甚至丢掉，像唐
诗宋词这样的宝贝更不应该在
我们这代人手里断绝掉。

我曾经在课堂上说过，自
己没有心脏病，也没有高血
压，每月还领着国家给的不菲
退休金，不对社会做点有意义
的事情，一把火烧了感到挺可
惜的。所以我还要在有生之年
的每一天里都做一点有意义的
工作，继续为古典诗词这样的
优秀传统文化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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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崔凯

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
实施，古老的敦煌重现昔日荣光，再
次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互鉴的重
要枢纽。日前，一场由高中生办的

“丝路遗珍——青岛二中敦煌艺术
传承展”在青岛万象城举行。这场
展览旨在通过展示敦煌石窟壁画艺
术，表达当今中学生对于“一带一
路”战略的积极响应，对于传承敦煌
艺术、弘扬传统文化作出的努力。

这场中学生自己办的展览得到
了敦煌研究院和中国敦煌石窟研究
保护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据青岛二
中敦煌学研究会会长、高一学生王
新宇介绍，本次展览分为“一梦敦
煌”“近世敦煌”“花开敦煌”三个
展区，展示敦煌研究院及中国敦煌

石窟研究保护基金会提供的敦煌壁
画“一比一”复制品、敦煌石窟老
照片、敦煌经卷照片及青岛二中尚
艺社团制作的敦煌艺术品等。

王新宇是这场展览的主要策划
人。他从小就喜欢古典美术和历史，
敦煌壁画的绚丽、宏大深深吸引了
他。“我特别喜欢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的
文化，甘肃、河南、陕西、宁夏、青海我
都游历过。”王新宇告诉记者，丝绸之
路不仅展现着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更
承载着文化交流的使命，他所在的“青
岛二中敦煌学研究会”两周一次的活
动将“丝绸之路”列为同学们共同研究
的方向。“从敦煌艺术出发，我们社团
20个学生把学术沙龙的范围扩大到
整个丝绸之路的研究上。”他说。

中学生自办敦煌艺术展
本报记者 孙军

六一前夕，文化部公共文化
司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中国儿
童剧场联合举办“迎六一‘文化
暖心’慰问未成年人专场演出”。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教育部体卫
艺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
关工委办公室、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有关负责同志与500多名首都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困难家庭学
生共同观看了童话剧《小蝌蚪找
妈妈》。

受邀前来观演的500多名未
成年人来自朝阳区安民学校,90%
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低保
家庭的孩子。由于家长工作性质
等原因，这些孩子平时少有机会
在家长的陪伴下走进剧场观看演

出。此次慰问演出，为孩子们提
供了走进国家级艺术剧院近距离
欣赏高水平儿童剧演出的机会。

童话剧《小蝌蚪找妈妈》向
孩子们展现了一段精彩的生命历
程，艺术化地阐释了母爱的温暖
与光辉，孩子们也在这段旅程中认
识自己，认识周围的世界，领悟到
真爱永存，生命不息。童话剧《小
蝌蚪找妈妈》自2005年推出以来，
凭借极高的艺术品质和观众欢迎
度，获得包括“五个一工程”优秀文
化作品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二
期）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院团
优秀剧目展演优秀演出奖等殊
荣。该剧已经成为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

童话剧《小蝌蚪找妈妈》温暖童心
缇妮

文化部发布
2017年“遗产日”主题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 6 月
10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日
前，文化部发布了今年遗产日非遗
活动主题、口号和重点内容。

今年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的主题为“非遗保护——传承发展
的生动实践”，口号为“保护非遗
——在生活中弘扬，在实践中振
兴”“保护传承非遗，展现生活智
慧”“活力社区，活态非遗”“振兴
中国传统工艺”。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是
今年遗产日的主场活动，以“传承
发展的生动实践”为主题，将于 6
月 10 日至 18 日举办。此外，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相关单
位，包括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
习培训计划参与高校等，都将组织
丰富多彩的非遗宣传活动。如：上
海将在大世界举办“百年薪传承
——非遗嘉年华”，河北将联合北
京、天津在廊坊举办“第三届京津冀
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文化部恭王
府将举办“非遗服饰秀”，中国昆曲
古琴研究会将举办“良辰美景——
古琴昆曲演出季”，国家图书馆将举
办“非遗讲座月”，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将举办“融古铸今——2017 中国
国际当代金属艺术精品展”。

法国现代绘画杰作
走进清华

本报讯 （记者 焦以璇） 提起
西方绘画巨匠，毕加索、莫奈、库
尔贝、苏拉热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如今，他们的原作齐聚中国，为中
国艺术爱好者带来了一场视觉盛
宴。“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
画之路（1800—1980 年）”近日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此次展
览共展出来自法国圣艾蒂安大都会
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 51 件风格各
异的现代艺术作品，集中展现1800
年至 1980 年间西方现代艺术充满
矛盾和创新的崎岖之路，及其社会
文化精神和艺术风格、观念的裂变。

展览按时间和风格分为六大主
题单元：对风景的新感知，西方艺
术中的人物与肖像，从立体主义革
命到纯粹主义，超现实主义、梦境
与无意识，回归物质，在具象与抽
象之间。作为圣艾蒂安大都会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莫奈作于 1907
年的圆形画作 《睡莲》 也在展览中
亮相。睡莲是莫奈作品中屡屡出现
的创作主体，在莫奈生命的最后
30 年里总共画了 250 幅睡莲。此

次展览的 《睡莲》 作于 1907 年到
1908 年间，画面呈圆形，显现出
莫奈对日本建筑和艺术中圆形开阔
元素的兴趣，以及日式创作风格的
重要原则：拒绝透视，抛弃水平
面，开扩空间等。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主办，法国驻华大使馆
支持，展览面向社会开放，将持续
至8月31日。

首都师范大学
研讨少儿歌曲创作

本报讯 （记者 梁杰） 首都师
范大学首届“美焕文心”艺术季系列
活动——音乐学院“与梦飞翔”少儿
歌曲创作大赛颁奖音乐会，近日在
首都师范大学举行。颁奖音乐会上
演出了《童心是一粒种子》《姥姥抱
抱》《小池》等12首获奖歌曲。

在随后举行的“美焕文心”少
儿歌曲创作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
绕“在中小学推广优秀少儿歌曲的
难度在哪里？有何解决对策？”“少
儿歌曲创作有何重要性和特殊性？
符合时代特质和当代意趣的少儿歌
曲，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有何裨
益？”“在科技手段和资讯如此发达
的今天，怎样利用新科技搭建新的
平台，使优秀少儿歌曲更好更快地

传播，与更多的人分享？”等话题
展开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尽管
少儿歌曲的创作、推广存在种种困
难，但是音乐界、全社会依然要通
力合作，为少年儿童创作并留下一
批经典歌曲。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
望和未来，只有创作出符合时代要
求、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音乐学习
能力、积极向上的作品，才能更好
地培养儿童的艺术文化素养，保护
儿童的童真童趣。

西安举办首届小红鸟
绘本剧表演大赛

本报讯 （问水） 日前，西安市
政府联合相关部门和文化单位举办
了 首 届 “ 小 红 鸟 绘 本 剧 表 演 大
赛”。西安市 207 家幼儿园及阅读
组织参赛，4000 个家庭参与绘本
剧表演，800 多个绘本剧视频参与
初赛选拔，100 个参赛节目进入复
赛。西北工业大学幼儿园的 《大卫
不可以》、西安市第五保育院的

《大脚丫跳芭蕾》 和西京医院幼儿
园的 《米莉的帽子变变变》 闯入前
十。获奖节目家庭及幼儿园纷纷表
示，绘本剧表演大赛调动了家庭及
幼儿园参与绘本阅读的积极性，很
多父母第一次认识到绘本阅读对孩
子未来的积极影响。

春兰擢茎 方茂其华 邵坦中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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