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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溽暑，江西南昌行营参谋长
熊式辉的官邸来了一位儒雅的文人，名
片递上，熊式辉赶忙迎了上来，拱手道：

“悲鸿先生乃当今大家，能光临鄙寓，实
乃荣幸之至！”

徐悲鸿彼时已名声赫赫，是中央大
学艺术系掌门人，写生途经南昌，早已有
报媒刊登行踪。主动求见国民党高官，
对于“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的
徐悲鸿来说，显然不是他的做派。

肯让他放弃一回原则的，是素不相
识的傅抱石。傅抱石当时在小学代课，
闻听消息，怀揣书稿、印谱与画作，拜
望了徐悲鸿。徐、傅二氏初见，相见恨
晚，徐悲鸿十分欣赏这个青衫一袭、潦
倒落魄的底层年青人：“你应该去留
学，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限量。至于
经费，我来给你想办法。”遂为他出国
说项，并为熊氏送上“奔马”。傅抱石
因此去了日本深造。

一次偶然机会，徐悲鸿被一幅水墨
人物画打动，马上去弄清作者是谁，彼时
25 岁的黄胄还是西北部队的一名宣传
员。当即徐悲鸿让人写信，叫黄胄再寄

几幅作品来。看了画，徐悲鸿写信给文
化部领导，建议将黄胄调到北京，创造更
好的创作环境。他在不幸中风后，还请
爱人廖静文代笔，给文化部领导写信，二
荐黄胄。

被徐悲鸿发掘于微时的，不止傅抱
石和黄胄，还有蒋兆和、吴作人、宗其香、
刘勃舒、孙多慈、刘艺斯、吕霞光、吕斯
百、李可染等。这些人成为中国美术界
的中坚，其中不乏我国近现代很多大师，
他们各呈面貌，甚而开宗立派，都是在徐
悲鸿的引荐下不断为人所知。徐悲鸿自
己从穷困潦倒的绝境走出来，得到留学
的机会，主要仰仗前辈的赏识。等他的
名气为天下知时，徐悲鸿待晚辈或地位
差距悬殊的同行特别慷慨，尽自己最大
力量成全。徐悲鸿有识人之才，有识人
之慧眼，更有识人的雅量、成全人的热情
和能力。

徐悲鸿的传世画作中有一幅《九方
皋》，取材于《列子》所载的九方皋相马的
故事。画面中，九方皋站在马群中，气宇
轩昂，睿智笃定，有一种指点江山、挥斥
方遒的气度。在后人看来，徐悲鸿不就

是九方皋的化身吗？有人评价说：无论
是此前还是此后，再也找不出一个中国
画家像徐悲鸿一样如此热心于当伯乐，
他培养提携过的人数之多，在中国美术
史上罕有其匹。说徐悲鸿是中国美术史
上最好的伯乐，决不是夸张，而是名副
其实。

除了提携晚辈，他还起用、礼聘了
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古元等最开始
处在教学体制外的艺术家，充实到师资
队伍，让在野的民间画家步入了学府的
殿堂；他作为美术活动家，帮齐白石出版
画册、向欧洲推荐齐白石。这位画坛“最
好的伯乐”，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是巨大
的，乃至今天，仍有余脉。重提徐悲鸿及
其伯乐精神，在当今高等学府还要提倡
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和回归梦
想的语境下，是高校极好的参照系。

徐悲鸿对中国美术的另一大贡献
是，他主张用西方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
画，改良了中国的“八股山水”。当时
的画坛，死气沉沉，以模仿古人为能
事，保守势力相当顽固。他给予猛烈的
抨击，深感“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

已极矣”，提倡对民族艺术加以取舍、改
良，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改良理论：“古法
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
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他对西方艺术的态度是先分辨我们需要
学什么，哪些是精华，不照搬不临摹，
而是有重点地取舍，既要致广大，又要
尽精微。

比如他画的马，完全是水墨，大块
地使用墨色写意，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他很注重体积感、透视感的表达，这是
西方的大艺术家最擅长的，徐悲鸿很巧
妙地用到中国绘画中。这种透视给人特
别强烈的视觉冲击，他常画的奔马、雄
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徐悲
鸿的素描和油画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
味，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作为中
国美术院校最早的海归教授，徐悲鸿凭
着一种成熟理性的专业敏感，在极其艰
难的时代，为中国画蹚出了一条新路。
乃至今日，他担任首任院长的中央美术
学院把“尽精微、致广大”作为校训，
大概就是向这位丹青巨擘和这种艺术创
新精神表达敬意和继承吧。

徐悲鸿：最好的伯乐
赵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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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明：“拾荒教授”传承族群之美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陈碧莹 郭子婷 谢雪清

近日，迎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记
者一行来到了广西贺州学院位于贺
州市八步区的老校区，沿着贺州学院
历史最悠久的一栋老平房的屋檐前
行，就到了李晓明教授的工作室。

一进屋，颇为引人注目的便是
占了工作室大半边的那些略显零乱
的“烂木头堆”“破桌椅”，还有各
式各样的木工工具和雕刻工具。

有人对这堆杂乱的“木头”稍
感兴趣，李晓明便侃侃而谈。在普
通人眼中，这是一堆毫无用处的

“破烂”，但在李晓明眼中，这些都

是贺州多样性族群历史文化的物
证，是不可估价的珍宝。

贺州学院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
院长、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馆长李
晓明，被人戏称为“拾荒教授”。
他十多年如一日，在南岭山区走村
串寨，从学者化身为“拾荒人”，
四处收集、拓印、整理保护贺州多
样性族群文化，带着他的团队创建
了广西高校唯一一家经国家备案的
国有综合性博物馆——贺州民族文
化博物馆，让贺州丰富多彩的民族
文化得以长久留存和展示。

回望教育家

2005 年，研究生毕业的李晓明
原打算继续回湖南怀化工作，却因
为导师的一个电话，来到了梧州师
专 （贺州学院前身）。那年发生的一
件事，让李晓明彻底改变了原先的
研究兴趣和方向。

2005 年底，李晓明来到贺州的
土瑶山寨，进行贫困现状与成因的田
野调查。在此期间，他在一位姓凤的
88 岁土瑶老人家借住。闲聊中，老
人家把自己所收藏的几十册手抄文
献都拿出来，一页页翻给李晓明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李晓明就
对这些手抄文献着了迷。

原来，文献记录了老人的家族
起源、往来账目、山土田地、歌谣
和民间信仰等情况，李晓明立刻意
识到，这对土瑶历史文化研究有着
非常重要的价值。

李晓明动了收购这些材料的念
头。但不管怎么劝说，老人就是不
肯将这些手抄本出让，只同意拍照。

为了保存资料，已在大山里住
了一个星期的李晓明延迟了归期。
他花费好几天，将手抄本认真翻看
一遍，逐页拍照保存。回到学校，
他便立即着手整理。其间，李晓明
发现了许多生僻字，他查遍所有字
典，也找不到这些字。

他眼前一亮：“难道这些就是老
一辈瑶学专家们所谈到过的‘瑶字’
吗？”

带着诸多疑问，时隔两个多月
后，他再次进山，想找老人解答。
然而，在走了 7 个多小时的山路
后，李晓明得到的却是老人已经离
世的消息，而那箱手抄文献，也随
着老人家的离世全部烧掉了。

不甘心的李晓明又在村子里住
了三天，访遍了全寨所有的老人，
却没有一个人能认得那些字。

“真是走了一个人，留下一个
谜！”时至今日，李晓明依然遗憾不已。

这次遭遇深深触动了李晓明。
他想到，能够保留并解答这些手抄
文献之谜的，都是一些八九十岁以
上的高龄老人。他们的离世，往往
意味着大量珍贵手抄文献面临着付
之一炬的危险。

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
他发问：“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消失
吗？不能做点什么吗？”

他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与时
间赛跑，与死神赛跑，抢救老人们
手上还保存着的珍贵民间手抄文献
和历史文化实物。

作为一名民族文化研究学者，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
他身上迸发。为此，他停下了原
有的课题，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十多年来，为了传承保护和研
究贺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他不敢
有丝毫松懈。他一头扎进南岭地区
的大山之中，调查走访了南岭地区
的 300 多个村寨，收集到民间契约
文书 30000 多份、民间手抄文献
4000 多部、碑刻拓片 600 多件、明
清至民国时期线装本族谱 9000 多
册、老家具200多件、粑印4000多
个、牌匾对联 400 多块、雕花板
2000 多 块 、 度 量 衡 器 具 5000 多
件、石雕 400 多件、傩戏面具 300
多个⋯⋯

“这些年来头发熬白了不少，但
是我毫不后悔。”李晓明说。

守护是最好的传承

2012 年底，贺州民族文化博物
馆正式建成开放，至今已接待国内
外 参 观 者 15 万 多 人 次 ， 是 广 西 民
委、贺州市民委“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基地”和贺州的文化名片，是国
家 AAA 级 旅 游 景 区 “ 贺 州 博 学
园”的核心景点，已成为贺州市民
了解贺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

如今，1.5 万平方米的地方民族
文化交流中心正在施工建设，计划
2019 年 6 月竣工，年底可完成博物馆
搬迁、布展和对外开放。“我们还会
更加积极主动地将博物馆建设与学科
建设结合起来，主动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
断提高藏品收集与保护、陈列展览、社
会教育、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水平，办出特色，办出效益。”谈起博物
馆的发展规划，李晓明充满信心。

贺州族群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应
该全方位多角度地保护和传承。为
此，李晓明向学校提出了创办“岭南民
居博览园”的计划，拟将贺州 20 多个
族群不同风格、不同材质、已经废弃或
已列入危房改造和扶贫搬迁的一批古
民居建筑，整体迁建到校园内。

李晓明说：“按照广西壮族自治
区特色博物馆建设规划，应该充分利

用我们的地方优势，用特色博物馆建
设助力贺州学院发展，使其成为同类
高校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这几年，李晓明思考最多的，就
是如何更好地处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
用的关系。

“多族群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保
护和研究建设是一项永久的事业，需
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做接力跑。”李
晓明说，“把这些事情做好做实，并
带出一批对地方历史文化有情有义有
动手能力的年轻学者，是我这辈子最
大的心愿。传承保护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

传承需要代代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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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名女童在家中多次被殴
打的视频被人发布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2018年12月27日，深圳宝安警方通
报证实，殴打者为女童亲生父母，因子女教
育等生活琐事，多次打骂女童，目前已对施
暴者刑事立案侦查，并对二人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同时，也对非法窃取、发布监控摄
像头画面的王某礼、钟某云二人作出行政
处罚。

监控摄像头是女童父亲为了监管子女
状况安装的，王、钟二人利用非法获得的摄
像头账号及密码，多次登录摄像头偷窥，并
下载编辑后发布，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有人同情被处罚的视频发布者：“他们
是在救孩子啊，处罚了以后谁敢做好事？”

说这话的人，法治观念同样淡薄。对
于殴打者来说，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是犯罪，
即便是对亲生孩子也不可以；对于视频发
布者来说，目的正义也不能证明手段合理。

好比前段时间，演员蒋劲夫因家暴女
友在日本入狱，一些明星好友发微博曝光
其女友的“心机”、呼唤“真相”，却引来
众多网友“讨伐”，正是因为这些明星自
觉或不自觉地在为蒋确凿的犯罪行为寻找
合理性。

道德的水位可以讨论，法律的红线没
得商量。一旦逾越，就得接受法律的制裁。

搞双标的“大学生”

《检察日报》最近报道了一则新闻：某
重点医科大学毕业生赵航，嫌弃医务工作太
累，2015年学成毕业后，放弃到医院工作的
机会，走上复制他人信用卡的犯罪道路。

这桩丑闻最大的槽点是，赵航被抓获
后，向办案人员反复哭诉：“我和监室里的其
他人不一样，他们都是犯罪的人，而我是大
学生，我有一身本领，请你们放我出去吧！”

十余年寒窗苦读，该珍惜羽毛的时候，
他没把家人的期待、学校的栽培放在心上，
没用一身本领救死扶伤；锒铛入狱了，又不
知道从哪来的优越感，认为自己和其他犯罪
的人不一样，妄想凭大学生的身份换得优
待。这样搞双重标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关于双标，高晓松在某节目上的一番
话挺有意思。他说，年轻人“要有一以贯之
的世界观，不能要自由的时候把西方的那套
拿出来，要钱的时候把东方的那套拿出来”。

选一条路，一以贯之，别啥都想要。要
是真把自己当成一身本领的大学生，早干
吗去了？

洋教授成网红

60岁的英国化学家戴伟，在快手、抖音
等短视频平台上，靠有趣的化学科普实验
直播，短短数月间收获了200多万粉丝。

这个“胖胖的白胡子老爷爷”在洗洁精
中加入双氧水和催化剂，瞬间产生的气泡
从试管中奔涌而出，直顶天花板。他还表
演吸入密度比空气低的氦气，让声带震动
速度加快，声音变得像唐老鸭。

戴伟在实验中喜欢讲笑话，打比喻。
他把催化剂比作雷锋，把冒烟的烧瓶比作
阿拉丁神灯。

他最受欢迎的视频拥有上千万的点击
量。视频里常传来小朋友的尖叫和欢呼声。

定居中国22年，做科普8年，当得知短
视频软件在农村地区很火爆时，戴伟更来
了干劲，因为这可以让更多平时没有机会
做实验的人感受科学的乐趣。

一位年迈的外国科学家，在中国无偿
做科普，已属不易，而戴伟更难能可贵之处
在于，一肯放下身段，二讲传播方法。

笔者采访过一位教科院的博士，为了
实践教学理念，他常年到各地基层学校给
中小学生上课。他说，自己在教研员中不
算异类也算少数——很多教研员已经不讲
课了，怕“跌份儿”。这些专家，连上讲台都
觉得有失身份，更遑论投身“闹哄哄”的网
络平台了。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学富五车之后，只
会讲天书、不会说“人话”，好像非要把话说
得让人听不懂才显得有水平。殊不知，让
群众喜闻乐见，才是功力。

本期点评 唐琪

双双受罚

李晓明回忆：“刚开始时，不仅
缺少经费，更没人理解。很多人认为
我是一个疯子，还有人说我是贺州学
院的‘垃圾大王’，劝我不如多写些
文章，多出几本书。”

李晓明对这些议论之声一笑了
之，依旧埋头苦干。他要用行动证明
自己工作的价值——

“你们认为我收集的这些东西是
破烂，是垃圾，但我认为都是宝贝，
是民族文化的宝贝，是文化的物证，
我喜欢！”

就这样，李晓明与几个志同道合
的老师常常在周末一同下乡找东西、
扛东西，乐在其中，并慢慢形成了一
个团队。

收集实物的过程，并不简单。很
多东西村民早已废置不用，存于阁
楼，甚至有的已经劈开当柴烧。大家
爬高上低，深翻细捡。这还不算完。
每当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还要跟
村民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捐
赠或者出售。

走进李晓明的工作室，破鱼篓、
烂木头、废旧桌椅堆得到处都是。这
些在普通人眼中只能用于劈柴烧火的

垃圾废料，都是李晓明费尽心思收集
回来的宝贝。

“这是清代晚期的桌子，保存有整
板的樟木桌面。发现它的时候，村民
是将其拿来做切菜砧板。如今经过修
复，再用一百年也不会有问题。”

李晓明反复摩挲着手中的老物
件，一件件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它们背
后的故事。

对这些从南岭山区的村村寨寨搜
罗回来的破旧物件，李晓明从未以金
钱作为标尺进行衡量，而是看重其自
身所蕴含的文化分量。“这些鎏金雕
花板，每一块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
品，是了解和研究南岭地区各族群历
史文化的重要材料。”李晓明说。

李晓明笑说，自己确实是名破烂
大王，三天两头往工作室扛东西，以
至于熟悉他的人们最常打趣的就是：

“李博，您又捡了什么宝贝回来了？”
“捡破烂”捡出一家博物馆，此

话非虚。
如今，在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的

展厅里，分门别类地展示着民俗物
品、契约文书、瑶族服饰、度量衡器
具、矿冶钱币、木雕工艺品、粑印、

手抄文献、石雕、牌匾对联、傩戏面具、
族谱等实物。博物馆共收藏有历史文
化实物 5 万多件，展出文化实物 1.5 万
多件，设 10 个专题展示厅，1 个学术研
讨室、5 个库房、1 个修复车间、4 间办
公室，展厅面积2500平方米。

与此同时，李晓明的科研也没有
落下。从申报讲师到拿下教授职称，
李晓明只用了 7 年时间。近年来，他
发表 90 多篇文章，出版 2 部专著、8
部编著，完成厅级以上科研课题 15
个，获得省级科研成果奖3项。

“这些年来，我们没有休息过一
个周末，不是在村寨里做调查，就是
在博物馆里做文物整理或讲解员。”
回忆起这段经历，李晓明很是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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