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猪迎鼠待团圆，惊悚江城恶疫煎。
别子辞亲临救险，悬壶济世挽狂澜。
毒魔肆意淫威虐，天使倾心昼夜旋。
祈愿阴霾全扫净，还吾华夏艳阳天。

【艺术心声】

七律·赞白衣天使
□ 万春芳

编者按：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市文联组
织我市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深入实际，通过书法、绘画、诗词、歌曲等艺术
形式，创作出一批有深度、有温度、暖人心的艺术作品，着力展现黄山人民
在抗击疫情中同舟共济、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

【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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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入阿尔卑斯

我在，别人就安全了 包德静/作

一千多天，十六个国家，两百多幅
画作，彩墨山水画家胡慧用深情的笔
墨记录着一带一路的精彩，也构建着
属于他自己的绘画梦。

1963 年生的胡慧是黄山祁门人。
从小他就喜欢写写画画，美丽宽广的
山河大川、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给了
他童年美的启迪，并成为他宝贵的绘
画素材。参军后，他被分配在部队文
化站做宣传干事，依然从事与美术相
关的工作。此后，他上学，在专业院校
美术系深造。上世纪 90年代初期，胡
慧成了一名职业画家。自此，他的生
活变得纯粹，阅览天地之美成为他生
活的一部分。酷爱旅游的他，十几年
间，走遍了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览
遍名山大川、民居古镇，边走边画。

从小练就的美术功底，加之在部
队担任宣传干事期间对于宣传画、版
画、招贴画等多元化的美术历练，让胡

慧熟练掌握了水彩、油画、版画等诸多
画种的实践技巧，而游览学习各国美
术馆及世界艺术大师的画作又给了他
影响、启发。浓彩横涂，淡墨轻痕，胡
慧的画作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融
入现代艺术风格，别致独特，令人耳目
一新。他在丰富明亮的基调里，吸纳
水彩画的表现手段，创新出一种属于
自己的“彩墨画”风格。并用了四年时
间梳理积累，创作出了《美丽中国行》
系列画作，全方位、多层次展现了中国
美丽、丰富的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

此系列画作于 2019 年在黄山市
美术馆展出，献礼新中国70周年，得到
了广泛的赞誉。

国内的风景独好，但胡慧还是开
启了国外的游学征途。每年，他都会
制定计划，跑 4 到 5 个国家，旅游，采
风，寻找灵感，到目前为止已经跑了 30
多个。

胡慧的外国游报的都是纵深团，
每次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艺术是
终生的，也是耗时的。没有一定的时
间基础，你根本无法了解自己所在的
地方，又谈何创作。”是的，每一种艺术
创作都不仅仅是单一的艺术，绘画更
需要对创作对象的历史、人文以及当
下所在环境下展现出的时代美有着密
切的联系。在时间充裕时，胡慧可以
安然写生；而当行程匆忙时，他只能先
用镜头记录，待寻觅到时间，才将自己
脑海中的深思与镜头下诸多斑斓的场
景通过彩墨重现画纸之上。游历的国
家多了，胡慧累积了大量的素材。突
然有一天，他想，为何不画出来呢？以
我之笔，画所见所闻，以我之画，记一
带一路。

于是，从 2016 年开始，胡慧正式
创作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这
一画就是三年多。

胡慧的画构图精美、大巧若拙，淡
妆浓抹，彩墨相宜。用笔灵秀，用墨华
润，笔墨犹如滔滔的新安江水，自由奔
放、酣畅淋漓、开合有度。用重彩描绘
云贵高原的红土，以泼墨展示塞外天
山的绿原，再到淡妆点缀的江南油菜
花，都使得胡慧的绘画色彩斑斓，气韵
澄澈，观之令人耳目一新。胡慧的朋
友，知名画家申皖如曾称赞他：许多画
家是在前人的画作里寻求符号，以寻
求灵感感悟，求得新的绘画语言，而胡
慧却把手直接伸向了生活。

刘海粟大师当年所言“黄山是我
师”，不正是以生活为师吗？

胡慧同样选择了这样一条扎实而
单调的艺术之路，潜心画艺，不慕名
利。每年旅行和创作的费用都是他省
吃俭用得来。在他书房的案桌上，整

齐叠放着 50幅画作，都是胡慧自己从
已完成的 200 多张作品中精挑细选出
来的。“一般一个国家会有十余幅不同
的画面创作，最多的达到 30幅。像俄
罗斯的海参崴、圣彼得堡，我就专门飞
去了两次，取景、写生。”这是一种艺术
激情。

而对于那些不满意甚至是有一丝
瑕疵的作品，胡慧则会撕了，“我很少
卖画，只要还有饭吃，还有路费。”这些
画作可都是胡慧心血所存啊。这是一
种艺术执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笔墨合为时代书。

一个艺术家的时代担当，就是要
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反映这个时代。作
为一名军人，一位画家，胡慧真真正正
将艺术生命与时代使命结合起来，通
过手中的画笔，记录着一带一路上一
幅幅波澜壮阔，色彩斑斓，令人为之怦
然心动的彩墨画卷。

【艺术行走】

赤 子 丹 青 丝 路 情
□ 汪 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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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字结构繁复优美，内蕴
深厚，其表义功能十分丰富，用好一个
字，常会使文章满篇增色，因此，历史
上有过“推”与“敲”的故事，也有过“吟
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名言，更有
帮助他人改动一字，从而使原文更加
精准、顿时生色的佳话。

据宋代陶岳的《五代史补》记载，
说唐朝有一个诗人齐已，原名胡得生，
潭州益阳人（今湖南益阳）人，出家在
大沩山为僧，是晚唐一位非常勤奋的
诗人。某年冬天，他在大雪后的原野
上看到了傲雪开放的梅花，于是诗兴
大发，创作了一首《早梅》：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
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
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
诗人以清丽的语言，含蓄的笔触，

刻画了梅花耐寒傲雪的品格，素艳的
风韵，坚强地盛开，并以此寄托自己的
意志，抒情含蓄隽永。对于这首诗，作
者自己觉得很满意。但有一个叫郑谷
的人看到后，经过思考、推敲，将其改
为“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郑谷
看来，“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认
为数枝就不叫早梅了，齐已得知后，对
郑谷这一改动非常佩服，当即称郑谷
为自己的“一字之师”。

其实，类似的事例从古至今着实
发生过不少，不妨再看几例：

郭 沫 若 的 一 字 之 师 。 1942 年
夏，郭沫若新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
原》在山城重庆演出，为体验演出效
果，郭老特意到台下观看，一切都比
较满意。只是有一句台词，听起来还
不够味、不够劲头。就是婵娟斥责宋
玉时说道：“宋玉，我特别恨你。你辜
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骨气的文
人。”到底哪儿不够味呢，一时又找不
到答案。第二天，他问饰演婵娟的著

名演员张瑞芳，张瑞芳亦有同感，但也
感到无法解决。而正在化妆的演员
张逸生却突然插了一句：“把你是，改
为你这不就行了吗？”即“你这没骨气
的文人”，不就够味了。郭沫若听后感
到很是满意。1942年 5月 30日，郭沫
若特地写了一篇《一字之师》的文章
记述了这件事，称张逸生是自己的
一字之师。

谭鑫培的一字之师。有伶界大王
之称的京剧须生泰斗谭鑫培有一次演
出《击鼓骂曹》，演到祢衡唱：“昔日太
公曾垂钓，张良进履在圯桥”时，听到
台下有人喊倒好，谭鑫培在台上认准
了台下那个叫倒好的人，散戏后立即
去找他，那位观众说，谭老板你唱错字
了，那个“圯桥”的“圯”字，不应该唱

“吉”，而应是“圯”（音 yi，“移”）。谭
鑫培恍然大悟，深深拜谢这位“一字之
师”，以后再唱时就改了过来。

宋振庭的一字之师。曾任中央
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宋振庭，被公认为
是一位理论水平比较高、知识较为渊
博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他曾亲自讲过
自己读错字的故事，他说，自己在担
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时候，
讲话、作报告不止一次地把造诣读成
造（zhi），但是听众碍于他的职务、地
位，明知读错了，也不好意思给他当
面指出来，有一次，一位下属实在忍不
住了，就对他策略地、征询似的说，宋
部长，诣这个字是不是还有一种读音，
是“yi”，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于
是他恍然大悟，他说，如果不是这位同
志巧妙地指出自己的错误，我还会继
续读“造纸”，会造一辈子的“纸”。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一
个人只有虚怀若谷、谦逊好学，不断学
习和吸收他人的长处与智慧，纠正自
己的错误，才能不断地增长知识、提高
素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一 字 之 师 传 佳 话

【文海泛舟】

吉隆坡早晨

恶疾扰湖北，防控遍中华。摩
肩接踵街市，寂静遣生涯。尽皆关
门闭户，行旅舟车罕至，牵动万千
家。医护并肩战，英勇斗顽邪。

火雷神，拔地起，世人夸。病魔
肆虐，仁术施诊化尘沙。隔离观察
其变，阻断传播途径，求索探萌芽。
且待春风至，火树盼银花。

水调歌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姬臣

楚天风雨，乌云霭霭扰。梦里
不安氐惆辗，妖雾何时终了？

白 衣 驰 援 路 上 ，九 州 共 织 棉
袄。最喜立春来到，七彩霓虹普照。

清平乐·立春战疫情
□ 王瑀

□ 和 靖

正感到惊奇，米儿她爸说：“罐子
里面全是腌豆角，还没腌熟呢。”说着
他自己把罐子捧得高高的，让方有根
看底部。方有根看了看，见底部没有
字，不免有些失望。

米儿她爸说：“这几样肯定是旧货，
你只管拿去，你的朋友说不定会喜欢。”

方有根正想说几句客气话，门外
有人喊了一声“爸”，方有根抬头一看，
是米儿挽着一只竹篮子回来了。

米儿猝然看见方有根，不由脸上
一红，嗫嚅地低声打招呼：“有根哥，你
来啦。”

方有根显得有点拘谨，说：“来了
一阵了，许叔让我陪他吃酒呢。”

米儿她爸喝得满脸通红，问：“米
儿，拔着竹笋了吗？”

米儿朝她爸倾了倾竹篮子，说：
“拔着了，还不少呢。”

米儿她爸喷着酒气说：“好好好！
快到灶下去做咸肉竹笋滚豆腐，有根
最喜欢吃这个，我还要和有根多吃几
杯。”

米儿说：“你少吃几杯，省得等一
下又人事不知了。”米儿说着，看见桌
上放的盘子油壶罐子，不解地问，“爸，
你把这些东西摆桌上干嘛？是不是吃
醉了？”

米儿她爸大声嚷嚷起来：“什么？
我吃醉了？我这辈子什么时候吃醉
过？你女孩子家懂什么，有根有个朋
友托他访旧货，我这里刚好有几件，就
送给他了。怎么啦？你舍不得？再过
一些时日，我把你也送给他。”

米儿嗔了她爸一眼，恼羞地说：
“懒得理你，没正经。”说着挽着篮子到
灶下烧菜去了。

方有根陪米儿她爸继续喝酒，米
儿她爸酒兴上来了，天一句地一句地
乱扯，方有根心思根本不在这儿，但还
不得不装作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未完待续）

文 博 游 戏文 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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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之光 徐向东/作

人民院士钟南山 魏恒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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