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漫画家李昆武获得了“法

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此勋章用

于表彰全世界在艺术或文学领域表

现突出的人士，我国曾荣获此勋章

的包括莫言、张艺谋、李安、贾樟柯、

郎朗、成龙等文艺界名人。2010

年，李昆武以软笔水墨漫画的方式

创作了长篇自传体漫画书《从小李

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由法

国达高出版社出版后，在读者中掀

起波澜，又被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引

起漫画界的广泛关注。

“我从小喜欢画画，这种喜欢完

全是野生的，基本没受过专业培训，

只是发自内心地喜欢。”17岁参军

后，在紧张的部队生活中，绘画为李

昆武的精神世界增添了很多色彩，

“连队指导员看到我的专长，安排我

搞宣传工作，也算是和绘画沾了边，

自此这支画笔再也没有放下。”

25岁复员后，李昆武到云南日

报社工作，他的绘画世界多了“新闻

眼睛”，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

观察和思考。“云南拥有特别丰富的

民族文化形态，我开始有意识地用

漫画形式展现这些社会现象及民族

风情。”

那些年李昆武与天津还有过几

段缘分。早在1981年他就到过天

津，“我那时候刚刚参加工作，天津

有一个美术展览，我便坐着火车到

天津来看展览。”1987年，中国第一

届新闻漫画研修班在天津举办，李

昆武回忆说：“当时全国每个省都有

人员参加研修班，我是云南省的唯

一学员，这个研修班算是我漫画生

涯的起点。那也是我第二次到天

津，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

的印象。”

几十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李昆

武用手中这支画笔，以中国水墨的

形式，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忠实记录

着历史与现实，道尽了小人物的心

路变迁，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文化，讲

述了无数动人的中国故事。

年近古稀的他仍笔耕不辍，更

难得的是，在他胸腔里跳动的始终

是那颗细致入微、积极奋进的年轻

之心。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中

国的漫画创作者离世界漫画领域的

天花板还有不小的距离，以中国思

想之博大，以中国故事之浩瀚，以中

国人才之优异，只要走对了路，持之

以恒，没有道理不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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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急性筋伤手到病除，曾为五六万名患者解除病痛

找出人体经络的奥秘

口述 王玉仁 采写 何玉新

年逾七旬的王玉仁是南开区明丰

医院的中医主治医师。他曾下乡插

队，做过赤脚医生，返城后通过业大自

学成为中医师，后到东北拜师学医。

多年来，经他之手累计治愈的患者达

五六万人，实践过程中，他对“一切筋

伤都是由‘骨错缝，筋出槽’引起的”这

一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治疗急性

筋伤达到了“手到病除”的境界，被患

者赞誉为“手上长眼的医生”。由他创

办的“王氏筋伤正骨复位诊疗技艺”成

为河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王玉

仁说：“实实在在地为患者治病是我的

初心，中医是古老的人体科学，钻研中

医理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抱负。”

插队时当上赤脚医生

决心研究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我是1951年生人，上中学时成绩
很好，考试总是第一名，人长得也白
净，老师特别喜欢我。那个年代都得
上山下乡，老师跟我说：“这批是北郊
区（今北辰区），下批是外地，你去北郊
区吧。”我觉得老师不会骗我，得听老
师的话，1969年1月，我到北郊区南王
坪公社田庄大队插队。我们这拨儿刚
走，后面的同学就去了黄骅、青县。
乡下缺医少药，红医站没有药，农

民们得了病就干熬着。我叔叔喜欢中
医，我受他影响，也在王串场医院跟军
医学过针灸，懂一些皮毛，看到村里人
腰疼腿疼，走路费劲，我就试着给他们
扎针灸，扎完果然见好。一来二去，我
在村里有人缘儿了，生产队长也觉得
这个小伙子还行。1969年 4月1日，
村里培养我当赤脚医生，推荐我到二
中心医院红医连实习。

在红医连可以吃食堂，不用自己
做饭，条件比农村好多了，我特别知
足，别人干8个小时，我干16个小时，
抢着干最脏最累的活。赤脚医生得会
百科，各个科室都去。外科有一位史
克俭医生，病人都找他换药，我觉得一
定有原因，就帮他干活，后来他把换药
的窍门儿告诉我了，什么情况下换什
么药，什么时候用黄药布，什么时候用
紫碘，什么时候该涂凡士林……都得
分清楚，不能乱用。我只帮他干了一
点点事，他告诉我的知识，我受益一辈
子。多年后我遇到一位患者，腿上的
冻疮半年没治好，我按史克俭医生教
的办法，给了他一瓶紫碘，让他一天涂
三遍，三天后就痊愈了。

半年后我回村当赤脚医生，白天
下地干活，晚上手提煤油灯，背着小药
箱，用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挨家挨户给
人看病。要是外村人请我出诊，我还
要饿着肚子往返十几里路。

村里有一位周大嫂，患腰椎间盘

突出症四五年，找我看病。她家仨孩
子，条件不好，每年年底还欠队里二十
多块钱。我自己省钱给她抓了三服汤
药，又花3毛5分钱买了个药锅子。喝
完汤药倒是有好转，但一停药又疼。
我每天晚上给她扎一次针灸，半年过
去，病情未见好转。
我看到她背着秫秸秆，弯着腰，一

瘸一拐地走，心里不是滋味，就建议
她：“您去天津的大医院吧，我治不好
您的病啊！”她听完哇哇大哭：“我去
过，大夫让做手术，手术费150块钱，
我哪有钱啊？我只能靠你，你行，你得
给我治好了！”她这份信任让我感动，
忙安慰她：“我一定好好研究腰椎间盘
突出症，继续给您治疗。”没想到的是，
这句话成了我一辈子的诺言。

自学取得中医师资格

到东北拜名师学医术

1975年选调返城，南王坪公社卫
生院想留我，我妈妈身体不好，想让我
回天津照顾她。我们那批选调是去大
港，回不了市里，正犹豫呢，邻村有个
四嫂子病了，请我去给她扎针、开药，
聊起选调的事，她说：“我老伯在北郊
区管分配，让你四哥带你去问问。”
不久后，在四哥、四嫂子一家的帮

助下，我被分配到天津墨水厂。但厂
保健站已经有五位大夫了，我只能干
工人。干了一年多，又在一位患者朋
友的帮助下调到前进制鞋厂保健站，
终于干回了本行。后来我考上了职工
大学中医专业班，每周工作之余，三个
晚上一个半天上课，坚持四年，毕业后
取得中医师资格，调到红桥区三条石
医院针灸按摩科，成为正式的中医。

刚到医院就有定额，每个月得给
医院挣够350块钱，才能拿到我的100
多块钱工资。可是平常给患者开个方
子，忙活半小时，只能挣两毛钱挂号
费，怎么才能挣到350块钱？有一天
我在急诊室值班，有人带着孩子来看
脱臼，胳膊耷拉着，当时我就给孩子的
关节复位了，查了一下收费标准，两块
钱。这一下子为我打开了思路，这个
容易完成定额啊，颈肩腰腿疼的病人
最常见，腰部治疗费更高，4块钱，这
些我都能治。

有一次，我帮一个朋友买完药送
过去，在他家遇到从东北来天津行医
的单玉清。我看他给人治疗的手法很
特别，跟他聊了几句。他问了问我的
情况，又说：“小伙子，你想跟我学吗？”
我说当然愿意，他说：“咱们隔着皮肉
看不见筋骨，我能摸出来，这是我的饭

碗子，但我也不能让它失传了，你要想
学，到东北找我吧。”他给我留了地址，很
快离开天津去深圳行医。
那段日子，我走路、吃饭时都在揣摩

单医生的医术，睡觉时也琢磨，辗转反
侧，夜不能寐。我跟医院请了事假，坐火
车去黑龙江伊春，找到单玉清的“泰安诊
所”。到那之后磕头拜师，平常就是干体
力活，天天熬药，我勤快、有眼力见儿，师
父爱吃饺子，我就给他包饺子，他夸我包
的饺子好吃，特别香。

这项医术的创始人叫王快手，生于
清光绪年间，十几岁时当了兵勇，被随军
郎中收在身边做学徒，在实践中摸索出
治疗扭伤、挫伤、摔伤的方法。其子王金
来随父学医，创办医馆，收单玉清为徒。
单玉清是1921年生人，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提出“一切筋伤都是由‘骨错缝，筋出
槽’引起的”这一理论。在泰安诊所待了
两个月，我学会了师父的基本手法，临走
时，师父给了我一本书。

回天津后我慢慢琢磨，在“正骨八
法”的第一法“摸法”上下了苦功夫，悟出
一套治疗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疗法。经过
几年的实践，颈肩腰腿疼的患者能不能
治好，我拿手一摸就知道，患者的痛点和
关节微小错位一摸就可以了然于胸，找
到病灶，医治起来就简单了。

倾注心血写论文

脑子里想的全是中医

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位老大娘检查，
发现她的右膝比左膝病重，大娘觉得奇
怪：“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手
上长眼了？”就这一句话，在患者中传开
了，来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2006
年，我调到河北区北洋医院，后来又调到
南开区明丰医院，收了刘建忠、韩飞、郑
鹏三个徒弟，“王氏筋伤正骨复位诊疗技

艺”也成为河西区的非遗项目。
简单来说，“骨错缝，筋出槽”是一切

软组织损伤的根源。骨错缝，是指骨关
节间隙错开了一道缝，现代医学称为关
节微小错位；筋出槽，是指关节间隙中的
软组织，因突然受到急性关节微小错位
的挤压而离开了原来的解剖位置。这两
者具有因果关系，是暂时性临床症状。
王氏筋伤正骨复位诊疗技艺的手法

特别简单，就一句话——在旋转中牵拉，
检查和治疗同时进行。在急性软组织损
伤初期，医生给患者的关节微小错位恢
复原位，便可以杜绝软组织退行性病
变。治疗后患者卧床休息几天，就会完
成人体自愈力的正位修复。
我没忘记当年插队时对周大嫂的承

诺，一直深入研究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
疗。根据人体解剖学“腰椎三关节复合
体”结构的力学原理，我发明了“脊柱调
衡治疗床”，取得国家专利，治疗急性腰
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明显，发病后24小时
之内来就诊的患者，经治疗后疼痛立刻
缓解或消失。曾有患者说，治疗后感觉
腰椎间缝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打开了。

我倾注心血写了一篇论文——《用
中西医解剖定位对比法揭开中医气血论
的真相》。中西医对“血”的认识是相同
的，但对“气”的认识完全不同，中医理论
所说的“气”，其实是西医解剖学概念的
“神经”。我认为揭开气血论的真相有三
个作用：一是证明中医理论是科学的；二
是早日找到经络的真相，因为经络是人
体气血运行的通道；三是为实现中医现
代化做好理论准备。

我脑子里想的全是中医，徒弟让我
拍视频上抖音，我说不行，我得保住我的
精力，继续研究中医。中医学博大精深，
我愿意为中医再贡献一份力量，把我能
想到的都说清楚了，表达出来，流传下
去，才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

讲述

印 象

软笔水墨漫画
展现纪实力量

李昆武 漫画就像电影一样精彩
文 张一然

2003年，我去法国参观安古兰国际漫画
节。那是漫画界的盛会，走进现场后我大吃一
惊，我发现他们将漫画变成了电影分镜头，真正
地用漫画来讲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西方
漫画是怎么回事，给我的触动相当大。后来我
把这种方式称为“纸上电影”。
中国传统漫画大致分为独幅画和连环画两

类，概括来说，一幅图画配一段文字，想要看懂
整个故事还是要依靠文字，图画似乎只是点缀，
比如过去的小人书。欧式漫画可以将情节解构
为各种分镜，用两三幅分镜，也就是包含电影推
拉特写等技术手段的漫画画面，来讲述一段完
整的情节。比如在我的作品《我的母亲心真》第
一页中，配字只需一句话，“1930年的昆明”，就
好像电影的旁白，主要是依靠画面传递信息和
情感，其实后来连这一句也删掉了。这种创作
方式的场景感、代入感非常强，会给读者带来很
好的阅读体验。相比之下，我们的连环画、小人
书就有些呆板，画面是静止的，必须搭配一段讲
述情节的文字才能将故事进行下去。
所谓“欧漫”“美漫”，被西方人称为“第九艺

术”，是与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并列的，
面向全社会的读者。而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
漫画是儿童读物，虽然有时也会提到漫画艺术，
但并没有真正上升到艺术层面去认知。

西方的漫画书籍制作都非常精美，我看有
不少书籍，标价都在二三十欧元，很贵，但很多
人非常痴迷，所以漫画市场很好，有不少人珍藏
了自己喜欢的漫画书。而我们过去的小人书基
本都是手掌书、口袋书，用纸、印刷、装帧都比较
一般，大多数读者也没有收藏的意识。不过也
有优势，就是价格便宜，便于携带，普及度比较
高，大家都看过小人书。

虽然在漫画节上我受到很大震撼，但当时
我觉得，这些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那么庞
大的读者群，出版社不可能参考欧式漫画的模
式。2005年，国内的漫画市场依旧是非常传统
的，书的价格也比较低，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高水
平的漫画创作者。

现在我们漫画的整体水平提高很快，但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希望中国漫画有一个特
定的“身份”，像绘本一样，突破童书或者连环画
的定位，从而造就属于自己的市场。总之，我希
望中国也有一种专门属于成人的读图故事书。

骑自行车行走云南各地

用漫画形式表现民族风情

记者：上世纪90年代您创作的《云南十八

怪》系列漫画作品，是对云南风光、民俗风情的

总结和提炼，现在已成为云南的文化名片之一，

当时为何会创作这样一系列作品？

李昆武：这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初衷，用现在
的话来说就是“走进生活”。上世纪80年代初，
我骑着自行车行走云南各地，尤其是边疆地区，
深切感受到云南不同地区的特色民族文化。我
走走停停，顺其自然地了解、体验生活，并没有
什么行程计划，只是在忠实地记录我看到的事
情，拍照片、记笔记、画速写，但更重要的并不是
这种有形的记录，而是精神层面上的感染与认
同。我当时也并不是刻意地对当地人的生活感
兴趣，就是非常自然地到了一个地方，跟当地人
聊天，去感受他们的辛苦与乐观，自然而然地产
生了情感。有了情感，就很容易感同身受，画笔
的灵魂油然而生。随着创作的深入，我发现漫
画是表现民族风情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幽默
轻松、喜闻乐见，于是我就采用漫画形式创作，
陆续创作了各种“怪”，大概有近百种。

记者：我觉得这些“怪”其实是表达了您对

云南大地的挚爱。

李昆武：云南民俗文化非常丰富，歌谣、民
谣、童谣都有这种“怪”的内容，我就深入地挖掘
历史，继续以漫画方式，将云南民俗故事化。我
最终选了自己采风记录中比较突出的“怪”，取
名为“云南十八怪”，也算是对当地民谣一种补
充和完善，没想到火遍全国了，宣传了云南的文
化。当然有些“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复存
在，比如，“好烟见抽不见卖”“火车没有汽车
快”……其实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又有
人把原来的“老太太种田能手多”改编成“老奶
奶上树比猴快”，还加上了“背着娃娃谈恋爱”啥
的，我认为这是对云南民俗文化的误读。

记者：那时您一个人骑自行车深入村庄与

边疆，现在回忆起来，有哪些特别难忘的事情？

李昆武：当年边疆很多人没到过省城，省城
也很少有人会到偏远的地方去。所以，当地人
看到我感到很新鲜，我看到他们也很新鲜。我

骑车到西双版纳的那一年，那里偏僻、穷困、落
后，是一片原始地带，而现在的西双版纳已经成
为著名景区，现代化程度不亚于省城昆明。从
文化角度来看，我特别庆幸自己当年拥有了对
当地原始、质朴、自然生活的真实体验，现在高
铁通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当年的荒僻、孤独，
乃至于艰苦已经体验不到了。今天回头看，应
该是抢救性记录的感觉，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
这种体验也是弥足珍贵的。

以欧式分镜漫画

讲述中国人的故事

记者：您以欧式故事性漫画的思维创作了

《从小李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是什么促

成您实现了这种转变？

李昆武：2003年，我在法国接触到欧式漫
画，受到很大启发。2005年，我和法国作家欧
励行合作一本叫《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漫画，他
负责文字，我来画画。可画了一些之后，老觉得
不满意，笔下的人物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
只是在完成命题作文。那年10月，中法漫画交
流会在北京举办，我去了现场，与法国达高出版
社负责人见面。他认为我的个人经历很有意
思，建议我和欧励行合作完成一本自传性的漫
画。就这样我开始创作《从小李到老李》，第一
册我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收获就是彻底掌
握了一种讲故事的艺术语言和思维方式，我称
其为“纸上电影”。它不是讲事件，而是画历史、
画生活，通过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记录了一个国
家几十年的发展变化。这部作品最初在法国出
版时命名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生》，一共三册，从
1950年开始讲到改革开放以后，大概有3000幅
画，全部是我手绘而成。

记者：《从小李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

目前以16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您作为创作

者，谈谈为什么这部作品能引起那么多的关注？

李昆武：一开始我心里也没底，想不通外国
人为什么喜欢这个题材。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
日益增多，我发现，原来我们也有偏见，我以前
总以为西方人盯着我们是在猎奇，但慢慢的我
知道，其实他们很早就对猎奇没了兴趣，他们感
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会变化这么快。越看不懂

就越想懂。他们希望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经
历中找到中国发展的答案。我在比利时参加首发
式时，遇到一位胖胖的读者，他对我说，他很喜欢
这本书，要拿着去找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讨论。旁
边的人告诉我，这位是布鲁塞尔的市长。最令我
感动的是一个四口之家，这家的男主人衣服上都
是油渍，应该是一名工人，他已经看过书了，来的
目的是看看画书的人，他说这本书让他走进了中
国。还有一位瑞典老人，专程到昆明找我，告诉
我他怎样用这本书教育了游手好闲的侄子。
可见，每个人都在书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
西，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有奥秘的话，首先是我表现了中国普通
人的生活、真实的情感、细致的情节和环境，
再加上用欧洲读者看得懂的叙述形式，也就
是分镜式的图像小说，所以才受到了欢迎。

生活是我的老师

社会是我的课堂

记者：近期您出版了纪实漫画作品《我的母亲

心真》，讲述一个女孩出生于旧中国，在乱世中顽

强成长，总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努力地学习、生活，

树立起见解和理想。我看过后感觉这部作品完全

是电影式的漫画，借由一位普通女性的真实经历

展现出历史的厚度，请您谈谈创作初衷。

李昆武：我在创作《从小李到老李》时就触发
过这个念想，真正想画，是在母亲去世以后。从艺
术手法来看，长期积淀是值得的。这本新书的故
事和分镜感更成熟了，绘画风格是跟着故事走的，
我只有一点要求，就是画出最适合的画。

记者：您曾说《我的母亲心真》是您创作生涯

中最看重的一部作品，为什么？

李昆武：尽可能多花时间陪伴母亲，是我40
岁之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总一起聊
天，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我们家的故事。2018年
年初，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两个月后，我接到法
国出版社几位朋友的慰问，他们希望我画一画我
母亲的故事。我当场就答应了，因为我心里埋藏
着对母亲深厚的爱。但是，当我提笔时才发现，一
旦纸上出现母亲的身影，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
情绪。过了一年多，我才逐渐可以静下心来创作，
又用了将近一年，完成了《我的母亲心真》。我画
过很多故事，但没有哪一本像这部作品这样让自
己如此投入。我想它首先是真实地表现了1930
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故事；其次，也是更重要的，
是展现了亲情，不仅是我对母亲的，也包括对她的
父亲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的亲情。虽然他
们的日子也是磕磕绊绊，但晚年还是和谐地生活
在一起，我不仅是见证者，也成了记录者。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自己的人生积淀、真情实

感，对于创作者来说，怎么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故事

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李昆武：我没受过任何绘画的专业训练，4岁
时父亲带回一本漫画书，我照着书中人物的模样，
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漫画。可以说，生活是我的
老师，社会是我的课堂。从表现形式来说，我画的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漫画，而是连环画与漫画的结
合体；从艺术内涵上来说，我画的是未经加工的原
生态的生活。我觉得画画就像理发一样，重要的
是把握分寸、顺其自然，每个人内心流淌出来的那
种自然而然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李昆武自述

漫画是“第九艺术”
不应局限于儿童读物

李
昆
武
作
品
《
我
的
母
亲
心
真
》

李昆武
漫画家，1955年生于

昆明，早期作品连载于《幽默
大师》《中国漫画》。出版《从
小李到老李》《伤痕》《我们这
一代》等三十余部漫画书，
曾获中国漫画金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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