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生活没有意思，那才是悲
剧。”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
一——斯蒂芬·霍金如是言。他将
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部精彩的喜剧
电影。本周佳片即是《霍金传》。

霍金21 岁就被诊断出患有肌
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

症”，被医生预言只能活两年的他，却一口气活到
了76岁，成为这类病史中极为罕见的医学特例。
他证明了宇宙大爆炸奇点的合理性；发展了爱因
斯坦的相对论，建立了黑洞辐射模型。哪怕你是
个物理学渣，看不懂霍金的深奥理论，但依然能被
他那份对生命、对学术的坚持所感动和鼓舞。
霍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

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论和黑洞面积定理。他曾
经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热
门电视喜剧《生活大爆炸》中饰演他自己。这不是
霍金首次参演影视剧作品，在多年前的著名科幻电
影《星际迷航：下一代》中，他就曾经饰演过自己，还
与扮演牛顿、爱因斯坦的演员打了一场扑克。在
《辛普森一家》里，他还以自己的卡通形象出演，坐
在会飞的轮椅上英雄救美。
Discovery频道耗时三年制作了三集纪录片

《与霍金一起了解宇宙》，其间霍金曾多次坚持对
剧本大幅修改，最终这部纪录片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很多宇宙的基本常识。也正是在这部纪录片
中，霍金称外星生物可能真的存在,但是人类与其
接触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跟很多人心目中严肃的物理学家形象不同，

霍金是科学家里的段子手，坐着轮椅却困不住他

有趣的思想灵魂。“今年我得了一次心脏病，结果救护
车把我送到电脑城去修了。我有天身体不大舒服，不
过他们很快把我治好了——原来只要把我先关掉，再
重启一下就OK了。”这是他曾经说过的段子。2017
年，霍金接受访谈时说，如果可以带三个人去荒岛过
余生，他的名单是玛丽莲·梦露、爱因斯坦和伽利略。
重点是，排名分先后。霍金还超级爱跟身边的科学家
打赌，而且常年保持败绩。1975年，他和美国物理学
家基普·索恩打赌，然后他在1990年输了。1997年，
霍金和索恩又打赌，他认为信息一定会在黑洞中丢
失，这次霍金在2004年认输。2012年，霍金又输了戈
登·凯恩100美元，因为他打赌希格斯玻色子不会被发
现。其实从这一个侧面也能看出霍金对于科学的精
神，不断探索并勇于自我修正。除此之外，霍金还热衷

于恶作剧。他不能动，但还是
接受了“冰桶挑战”，当然他没
有自己上阵，而是让子女代替
他用冰水浇头。
电影人当然不会错过如

此精彩的科学家人生故事。
和《美丽心灵》一样，霍金的
传记电影是少数在传主在世

时拍摄完成的。其中2014年由詹姆斯·马什执导、埃
迪·雷德梅恩主演的电影《万物理论》，一举赢得了第
87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这部《霍金传》，比《万物
理论》早诞生10年，影片以21岁患“渐冻症”的霍金
在剑桥的生活为主线，再现了霍金科学研究的历程。
在《霍金传》里，我们能看到霍金在得病之后最开

始的反应，当生命以两年的时间开始倒数，他将如何
应对。有一次，一位摄影师拍完状况不佳的霍金之
后，犹豫地问了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再给我一个词，
表明一下您想对这个世界说的话？”然后他看见霍金
用手指，无比艰难缓慢地敲出了3个字母：W—o—
w，Wow！这也是很多影迷看完《霍金传》后发出的
感叹，不管是对霍金本人，还是对这部电影。

6月26日22:19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
约《霍金传》，6月27日15:08“佳片有约”周日影评
版精彩继续。

临高县在海南岛的西北，临高角位
于该县北端，是琼州海峡突出的一个岬
角，三面环海，风光旖旎。我曾三抵临
高角，为的是采访和拍摄被评为世界历
史文物灯塔的临高灯塔及周边灯塔村
的故事。灯塔距海岸线尚有一段距离，
当我们从海边遥拍灯塔大全景时，发现
真正濒海而立的则是一座巍峨的纪念
碑。读过碑文，向海远眺，但见碧波万
顷、苍苍茫茫、不现彼岸，心中却晓对面
即为雷州半岛，于是碑文所
描述的海战奇观便在眼前
跃动开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
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
成立。迎风初展的五星红
旗，激励着在“奋勇前进，解
放全中国”口号中向着雷州
半岛挺进的解放大军，他们
誓言渡过琼州海峡，一举解
放海南岛。

然而，国民党的海南岛
守军早已布好严密防线。
以封锁琼州海峡为目的的
立体防御工事，密密麻麻地
构筑在适宜登陆的重要地
段，且配置了重兵和强大火
器。临高角也即将迎来炮
火洗礼。曾经的海军军官、
时任海南海事局海口航标
处处长刘德珍告诉我：“临
高角是解放海南一个最重要的登陆点。
临高灯塔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
为一个重要标志，解放军就是以这个为
参照物登陆，且登陆成功。”

有临高航标站站长王建作为向
导，我看到，绿树掩映的灯塔下，仍有
当年遗存的战壕与暗堡。当时，由于
临高角刚好处于琼州海峡正面防御的
重要地段，需加强布防。所以，灯塔村
的很多村民被强行押到灯塔下，挖掘
这些纵横交错的壕沟。但是，村民又
趁机将这个迷宫一样的战壕网一一记
在心里，通过灯塔村的秘密交通站传
递给解放军，使渡海大军对临高角海
岸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共产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也将共产党的事业
时时挂在心上……

时为《中国海事》杂志主编的马亚平
说：“据我了解，在1949年12月，海南的
解放军琼崖支队符英华同
志为了配合渡海战斗，曾
带领八位同志秘密渡过琼
州海峡，赶至中国人民解
放军40军，向渡海部队首
长汇报了海南整个敌情。

4个月后，这八名同志就成为渡海战斗
的向导。”
1950年3月26日夜，中国人民解放

军40军一个加强团的2937名勇士，由
临高人符英华引航，分乘81只木帆船，
从雷州半岛向着海南岛的临高灯塔进
发。由于登陆点选在防御正面，所以这
次军事行动带有明显的强攻强渡性
质。27日在临高角东北20公里处登陆
后，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顺利同

琼崖纵队的部队会合。灯
塔村的村民喜出望外，迎接
着解放军的到来。临高县
美夏乡灯塔村村民王光炳兴
奋地回忆道：“这里就欢迎着
喽！全部支援战斗去了！这
个地方是革命老区、抗日老
区，见解放军过来了啊，全村
都煮饭啦，欢迎啊！”1950年
4月17日拂晓，解放军第15
兵团40军18000人终于在
临高角全线登陆……
如今的临高角，已成为

临高县最著名的旅游景
点。纷至沓来的旅游者，不
仅可陶醉于美丽的自然景
观，也可领略它独特的人文
历史和红色文化。解放大
军登陆的地方已建起“解放
公园”。百年灯塔的前方，
也以渡海战船的造型建起
一座40军海南岛战役牺牲

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侧面镌刻着长
篇碑文，碑文不仅记录着烈士的英名，更
弘扬着英雄的气概。
观看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时，发

现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这些
战功赫赫的名将，竟然也都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主将。这令我十分惊讶，因为
他们也是我在临高角解放公园纪念碑
碑文上见过的名字，正是他们率部飞渡
琼州海峡，一举解放了海南岛。后来在
天津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又发现这批将
领也是解放天津的主力。捋一下时间
线和路线图，不得不对这样的铁军肃然
起敬：1949年辽沈战役结束后，他们马
不停蹄，奉命入关，力克天津；1950年3
月便已神奇地出现在中国最南端，千
帆竞发，势不可挡，令国民党名将薛岳
精心构建、号称坚不可摧的“伯陵防线”
轰然崩塌；仅仅半年后，他们又挥师北

上，悄然进入了冰天雪地
的朝鲜战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从一支党领导下的
军队无坚不摧的南征北战
中可见一斑。

夏装体验慢生活
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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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传》：
用生命拥抱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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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是天津市中心一条充满经济
活力与现代气息的主干道路，在此徜徉我
们可能不会想到这条道路曾是天津的护
城河——墙子河，也曾是革命年代共产党
人在天津最为“偏爱”的活动区域。据统计，
南京路两侧共有革命旧址、遗址25处，其中
党的重要机构、重要会议地18处。一条道路
能够聚集如此多的革命纪念地，一定有某种
必然性，分析这种必然性有助于理解近代
党在天津的城市工作特点，有助于理解天
津这座城市在党史上的重要意义。

近代天津被称为“超殖民地”城市，20
世纪初，九国租界并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天津仍长期保持“一市五治”的城市
空间格局，即华界与英、法、日、意四国租界
各占一方，五个行政机构、五套法律体系同
时存在，导致了城市管理上的孤岛效应和
缝隙效应。一方面，租界在事实上是“国中
之国”，历届中国政府乃至抗战初期的日本
占领者，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管辖权。
而租界在政治上又标榜“民主自由”，这就减少了反动势力对革命
活动的干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为党的城市工作提供了一个相对的
“安全”地带。另一方面，在河陆相接、租界毗邻、华洋接壤之地会形
成制度管理上的缝隙区。因为各租界执法主体以及法律体系的差
异，导致界内警察不能也不愿越界执法，而河道上的桥梁更是三不
管、没法管的地方。但这些政治管控薄弱的地方，正是党的地下工作
者最为“偏爱”的区域，因为在此开展革命活动，遇到紧急情况可迅速
转移至河对岸或至他国租界，进而增加了租界警察的执法抓捕难度，
提高了革命活动的隐蔽性和紧急情况下快速转移的灵活性。

墙子河沿岸党的重要机构和重要会议地多，与河道两岸的建
筑亦有关系。民国初年，随着租界大批华界居民迁居租界，河两岸
的里弄式民居出现爆发式增长。当时的南京路不是今天的样子，
只能算是城乡接合部，而这些里弄民居大多规模小，居住密度大、
弄道窄而短，封闭性强，居民多为城市平民。由于兼有独院住宅的
私密性和集居住宅的密集性，加之近代城市生活五方杂处、不查户
口，从而为党的城市工作提供了理想的场所。革命者往往以家庭
为掩护，租住在独门独院的里弄内，并将住所作为党的机关驻地，
一些重要会议也会在革命者家中秘密召开。

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天津建
立的第一个地方领导机关，在天津地方党史上有着重要历史意
义。从1924年9月成立至1927年8月撤销，中共天津地委先后7
次转移办公地，8处地委机关中的7处位于墙子河两岸。大革命失
败后，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继续开展北方革命斗争，中
央决定筹组中共顺直省委。1927年8月，顺直省委在距墙子河不
远的英租界耀华里（今耀华中学游泳馆所在地）正式成立，代行
天津市委职权。顺直省委曾先后在紧邻墙子河的日租界神户里
（今和平空竹园所在地）和法租界老西开大吉里（今米莱欧百货
所在地）召开省委会议。抗战前夕，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曾选址松
寿里（今崇仁里小区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市委机关转移
至英租界墙子河南侧的福顺里 12 号（今诚基中心所在地）。
1938年9月，按照中央指示，中共河北省委撤往冀东，在津成立
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简称点线工委），领导北平、天津、
唐山3个城市党工委和北宁铁路线沿线党组织的工作，其中天津
城市党工委也选址福顺里。抗战初期，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
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队部曾选址小白楼保善里14
号。队长郝贻谋的家在河边的顺和里（今市卫生局党校所在
地），是队部的重要活动地，队部成员曾在此成功复制冀东13县
军事地图，并通过秘密交通站送往冀东抗日游击区。

在一座硬件设施完备的近代大城市，党的城市工作才能方便、快
捷、隐蔽、有效地秘密开展。比如，近代交通通讯网络对于党领导的
政治斗争至关重要，因为地下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地方党组织
与中央之间，都必须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而城市中的党组织
多数时间里处于秘密状态，党员的住处、联络地点、联系方式时常
变换。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是很难开展工作
的。天津作为近代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北方经济中心，这里
能够提供红色政权所必需的、而北方广大农村根据地所不能提供的特
有战略资源和情报资源，因此成为党领导北方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

解读一座城市的红色故事，不仅需要时间坐标，还需要空间上
的坐标。南京路上的革命旧址从时间和空间上见证了近代党的城
市革命活动轨迹，集中体现了革命活动在选址上的考量因素以及
党对城市空间的自觉利用，是城市肌理与红色基因的完美结合，生
动绘制了近代天津红色文化图谱。

社会节奏越来越快，“智能”已使一切都
变得风驰电掣。“快”起来的人们又打造出一
个旅游新诱惑——到乡村体验慢生活。实际
上，生活工作节奏之快慢，如今已不分城市和
山野。我们必须一面适应这个无所不在的
“快”，一面营造一个工作之余的休闲之
“慢”。无论在哪里，都可以从满腔热情投入
工作的空隙中，享受慢生活的心灵恬静。
从夏装上就可以寻回古人夏日曾有的凉

爽。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宋人《槐荫消夏
图》，元代刘贯道也留下《消夏图》。这两幅画
的区别是，前画作者佚名，后画为元大家。前
画描绘在室外，后画描绘在室内，甚至后置屏
风上画有一屏风及四人，可谓之重屏。前画
只为休憩者一人，后画则榻旁有两侍女。前
画中人睡得正酣，后画中人似在沉思，相同的
是都在榻上，都着长衫长裤。
常听人问，古人夏天也穿那么多层大而

肥的衣服，怎么不热呢？首先说，这不是重体
力劳动者，他的经济条件足够置办舒适的服
装面料。因此引出一个重要话题，中国人在
世界纺织业的伟大贡献。
从野蚕家养到缫丝织锦，中国人长时期

在全球保持着唯一和领先地位。从黄帝元妃
螺祖（先蚕）到民间蚕神马头娘，中国蚕丝有

着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活灵活现的美妙传
说。从长安到伊斯坦布尔以至波罗的海，蚕
丝作为主角，走出一条跨越两大洲，绵亘五
百年的丝绸之路。而后，蚕丝又乘船七下西
洋，从泉州到达红海，辟成一条海上丝绸之
路……能给世界各国人民带去震撼的丝绸，
价格曾经几倍于黄金，难怪中国古人夏装穿
起来那么惬意。

21世纪的科技已非昔日可比。但是，几
乎无可挑剔的化学纺织面料也难以与蚕丝相
比。蚕丝应该说是有生命的纤维，它与人体
接触后给着装者带来的舒适感，远不是涤纶、
氨纶和蛋白纤维可以相比的。蚕丝面料做成
的衣服，穿在身上，那么舒服，
以至从肌肤到心灵。今人若穿
纯丝，可能熨烫起来有些麻烦，

但是聪明的科技人员想好了，把化学纤维与蚕
丝混纺，使其优势互补，既透气、吸汗，又能挺括，
当然蚕丝要多一点。葛布和麻布更凉爽，经水
养又经水沤制的植物纤维自身就凉飕飕的。这
种衣服面料至20世纪60年代还穿着相当普遍。
肥大的袍衫并不会热，只要面料不闷，衣服

本身即创造了一个通风的环境，要不阿拉伯人
在那么酷热的沙漠地带，怎么还穿宽大袍子
呢？我曾经在服装收藏家何志华先生那里，看
到过一件清代夏布宽大上衣，面料非常薄，纤
维的经纬走向清晰而且稀疏，可是整件衣服并
不透明。何先生双手提起衣服，让我们对着光
看衣服后背，啊，太神奇了！原本什么都没有

的蓝色衣衫后背，竟然有一个大
大的圆形图案，一圈一圈的，有
福禄寿字。也有各种花叶，完全

由小孔组成。把衣服穿在身上，又什么图案都
没有了。我当时就想，难怪古人夏天不热，这
种衣服透气且不沾身，再加上若隐若现的小孔
图案，无疑更凉爽了。
20世纪90年代时，我住在柳州路，地震后

盖的低层高密度的楼，前后各一院，有大树遮
阴。夏日炎热，我只要打开房门，仅留铁艺安全
门，再打开小院门，通透的风清爽宜人。但是，
90年代后期不行了，原因是安装空调的人越来
越多。我家再吹进的风已不是自然风，而是别
人家空调外挂机吹出的热风。先别说全球气候
变暖，就我们身边，再也不易找清爽了。21世
纪以来的汽车尾气，更使我们也只能开空调。

越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越需要我们调整
生活态度。工作之余且得空闲时，穿上一件纯
棉或混纺丝质夏装，一双麻底拖鞋，手摇一把纸
扇或蒲扇，重要的是把心静下来，哪怕一会儿，
想来是很放松的。不要觉得这是在逃避生活，
也不是偷懒。从远处说，这是在重温中华民族
的古老创新及聪明才智。从近处说，则是使身
心在回归原生态与虚拟慢生活中得到片刻休
息。如果从大处说，我们的夏装，我们所有的日
用品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都直接关乎碳达峰
与碳中和。夏装体验慢生活，于国于己于人类
都不失为一种现代化自觉行为。

党员干部“十不准”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焦裕禄

决意从身边群众关注的具体事情抓
起，立规矩，明是非，严督查，坚决刹
住领导干部及亲属“看白戏”之类的
歪风！
1963年1月18日，焦裕禄亲自

动笔起草了《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
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以县
委、县人委的名义下发。通知明确要
求党员干部做到“十不准”：一、不准用
国家和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
礼。二、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三、
不准赌博。四、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
粮食做酒做糖。五、不准用集体粮款
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
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
六、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

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
装、道具，铺张浪费。七、各机关、学
校、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
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
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农、副
产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
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
卖给国家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
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
顾。八、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
其他部门索取物资。九、积极搞好集
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十、
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
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十不准”条条剑指问题，有人看

后面红耳赤，群众看后拍手称快。十

条禁令要求明确，抓手具体，便于监督，成
效立现。“看白戏”之类曾大模大样在兰考
招摇过市的潜规则，销声匿迹了。

物质匮乏年代，诱惑和考验人的，往
往是不那么起眼的“一”。焦裕禄可贵的
政治清醒在于，始终守住“一”的底线，一
丝一厘公私分明，锱铢必较严于律己。

1963年1月中旬，焦裕禄下乡回来，
家人告诉他收到60元救济款。焦裕禄一
问，原来，县直机关党委考虑到他家生活
困难，就把他列入了救济名单，经县委办
公会研究批准张榜公布。焦裕禄连夜找
机关党委负责人退回救济款，中肯地说：
“我行政十四级，在县委机关工资最高，
妻子还挣钱，怎能吃救济呢？救济对象
应是工资低、身体有病、家有突出困难的
干部。”

机关党委重新研究救济对象，重点照
顾了八位最困难的同志。

转眼就是入夏。省里有位李处长到
兰考，调查来信反映焦裕禄多占福利费的
问题。张钦礼把县直机关发放救济款的
情况，一五一十作了说明。李处长调查核
实后，赞扬焦裕禄不谋私利，对这件事处
理得也很好。不久，省委办公厅一位领导
同志打电话给焦裕禄说，省委相信你们，
就放心大胆地工作吧！

田生回来了
一会儿，保三儿回来了，冲小回

招手说，你过来。
小回就起身跟着过来了。保三

儿拉开货架子，开了暗室的门。小回
进来一看，愣住了。暗室里站着个人，
竟然是田生。田生看着小回，只是
笑。小回一下子扑过来，看看旁边有
保三儿，才没抱他，拉住他的胳膊说，你
这几年都在哪儿啊，怎么一直没消息？

田生告诉小回，他当初从北藕村
回来，没过几天就离开天津去外地
了。也是最近，才又回来。田生对小
回说，现在全国的局势已经大变，可天
津的情况，也更复杂了。

小回问，你这次回来，还走吗？田
生说，看样子，暂时先不走了。

保三儿让小满去街上买了一刀烧
纸。半夜，带着小回来到胡同口。保三
儿教小回，先用火通条在地上画了一个
圈儿。纸就在这圈儿里烧。烧纸一点
着，小回的泪就止不住了。保三儿叹口
气，喃喃地说，来子兄弟，你闺女小回，
给你烧纸来了。又回头对小回说，在心
里念叨着点儿，你爸听得见。

小回抹着泪，把纸烧了。在旁边又
画了一个圈儿。保三儿看看她。小回
说，也给麻秆儿爷爷烧点纸吧。保三儿
“哦”了一声说，是，他家已经没人了。

小回烧完了纸，回到鞋帽店，脸上
还带着泪痕。保三儿和小回来到暗室，
看看没事了，就说，你们先说话，我去街
上给田生买点吃的。说完就又出去了。

田生这才跟小回说，这次又启用
这个暗室，也是没想到的事。他刚回

天津时，本来是想找王麻秆儿。可来到
侯家后一打听，才知道王麻秆儿已经死
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了。再来鞋帽店这边
看看，铺子还开着，但里边的人已经不认
识。当初在侯家后，田生只认识来子和
王麻秆儿。现在王麻秆儿已死了，当时
来子也生死不明，这一下线索就全断
了。但田生来鞋帽店附近转了几次，保
三儿在铺子里已注意到了。
保三儿是拉胶皮的出身，见的人多，

眼也毒。田生穿的衣裳虽跟天津人没什
么两样，可毕竟细皮嫩肉，眼里也有事儿，
细看，还是跟街上的人不太一样。保三儿
从窗户往外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个一般的
年轻人。当初这铺子出事，来子让日本人
抓了，保三儿虽然详细的不清楚，也已听
街上的人议论，说来子是跟城外的人有牵
连，所以才让日本人的探子盯上了。这
时，保三儿想了想，就从铺子里出来。
田生一见保三儿出来了，扭头要

走。保三儿立刻叫住他。田生一听这人
叫，只好站住了，慢慢转过身。保三儿走
过来问，你要找人？田生说，我，路过。
保三儿说，你路过哪儿？我看见了，你在
这门口儿转悠好几圈儿了。
田生一听，知道这人已注意自己了，

就说，没事儿，闲溜达。

102 8 迷上绘画
一旁观看作画的王辛耕简直

看呆了：啊！江老师的速写寥寥
数笔，便抓住了人物的外貌和性
格特征，不仅画得“像”，而且比本
人更阳刚、更好看，这大概就是艺
术的力量、美的力量吧！惊诧之
余，一种欣赏美、创造美的渴望悄
悄潜入他的心田，学画，也成了他
课余的第一爱好。

从此，王辛耕成了江老师宿舍里
的常客。江老师是江阴人，二十多岁，
上海美专毕业后，只身一人前来荡口
小学任教。他为人热情开朗，对学画
者来者不拒，悉心指导。“学画并不难，
但要从基础开始”，江老师说道。说
着，他从书柜上取下一个球形石膏模
型，摆在一张小桌上，然后用台灯布了
一下光线。“学画，首先是锻炼你的造
型能力。这个石膏球，你想办法把它
画圆了，画成球的形状，画出体积感、
光线感，就算迈出了学画的第一步。
要知道，当年，欧洲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的达·芬奇，就是从画鸡蛋开始走上绘
画道路的。”
“懂了，江老师，我一定按您的要

求去做。”王辛耕频频点头称是。但一
拿起铅笔，他又不知从何下手了。
“这样，你先打草稿，勾出球的轮

廓，分出明暗面，然后用线条
排出暗面、反光面和阴影部
分，一步步来，不能着急。注
意，你要以‘线’画‘面’，这与
中国画中的‘线’是完全不同
的概念。”

王辛耕边体会老师的话，边按老师叮
嘱的步骤，起草，画轮廓，分明暗，一次次
修改，一遍遍深入，直到画圆了，像个球
了，有重量感了，才暗自得意地用征询的
目光看看江老师。
“球是像了，可是像铁球，不像石膏

球，”江老师笑道，“为什么呢？你的暗部画
得太深、太匠气了，没有了石膏的质感。”
王辛耕又画了一幅。这次好些了。

江老师很满意：看来，孺子可教也！
画完石膏，又画静物。静物都是就

地取材：水杯，墨水瓶，陶罐，王辛耕逮着
什么画什么。除了给王辛耕开“小灶”，
江老师还带学生们到户外写生。小镇风
光好，处处都入画。有一次，王辛耕画了
一幅“卖鸡桥”的水彩画，画出了白墙黛
瓦、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意境，色彩饱
满，得到了江老师的称赞，被作为范图挂
在教室里。四年级时，无锡举办全县小
学生绘画比赛，江老师便推荐王辛耕代
表学校参加。比赛现场，来自全县的

700个小学生一起画静物写生。
好大阵势啊！王辛耕心想。但
他并不怯阵。他取出画笔，端详
着眼前的素描对象：一张铺着衬
布的茶几上，放置着一瓶蔷薇，
四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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