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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都觉得疑惑，是不是有点沽名钓誉
啊？而且，这该是书评的题目吗？可是，如果读一下夏桂楣的三
卷集《徐悲鸿时代》，就会感到书中的女性对于塑造有血有肉
的徐悲鸿至关重要。这无疑是作家写作手法的高明之处：全书
用四位将徐悲鸿爱恋过的女人贯穿到底，又以徐悲鸿为轴心
串起中外艺术家及其民国时期100多位人物。

该书的定位为“历史文学”，既是文学，就离不开描写，现
在我们就从书中四位主要女性的描绘中，看看对塑造徐悲鸿
所起到的作用。

几年前，就听我的老乡、作家朋友夏桂楣说，他的三卷集
《徐悲鸿时代》正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进行编辑，准备出版。我当
时听了有点瞠目结舌，啊！徐悲鸿时代？还是三卷集，你虽然已
经写过许多长篇小说和美学著作，可你了解徐悲鸿吗？

夏桂楣见我诧异的表情，便对我讲起他与徐悲鸿的渊
源……

夏桂楣自幼就喜欢美术。1959年秋天17岁时，由地图上
都寻不到的兴安盟音德尔小镇初中毕业后，便在一个阴雨天
提着简单行李，搭乘一挂马车赶到泰来，然后坐火车西行呼和
浩特去寻找求学之路。路过北京换车时，一出站口，便看见对
面不远处立着一块招牌；上面画着四匹马，写着徐悲鸿纪念馆
的地址。

于是，夏桂楣提着行李走进徐悲鸿纪念馆：展馆分东西两
个院落，庭院深深、风雅园趣，花影摇窗、绿荫铺地，头顶的树
冠下面悬挂着密密麻麻青翠欲滴的一串串葡萄。他将行李放
在门洞里走进展厅，立刻被徐悲鸿那些大大小小的油画、中国
画、素描和速写所震撼。不但对每幅作品都仔细观览，也在他
用俄文、法语写给外国朋友的信件前驻足，同时，还被安放在
玻璃橱里的衣物和旧皮鞋深深吸引……

夏桂楣正看得入神，年轻、美丽、优雅的少妇廖静文带着
几位外国友人走进展厅，按着顺序给他们讲解徐悲鸿的代表
作《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徯我后》《愚公移山》等作品创作的
时代背景、表现方法和作品主题的深刻意义。夏桂楣便跟在后
面侧耳倾听。参观完两个院落青砖青瓦的十几间平房展室出
来，暮色已降临。

夏桂楣提起行李急忙跑进北京站。可是，应该换乘的列车
早已开走，只好等待第二天的车次。然而，他却牢牢记住了徐
悲鸿的名字，和他的那些鸿篇巨制。

夏桂楣抵达呼和浩特后，进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分
会干起了通联，并跟随画家们学习美术，第二年他顺利考入了
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从此每年两个假期，返乡往
来都要路过北京，全都要涉足徐悲鸿纪念馆，工作之后也是如
此，即便是因修建地铁后来搬至新街口。而且，每每遇到徐悲
鸿的画册和书籍都要购买下来。

直到10年前，夏桂楣已经反复阅读过有关徐悲鸿的专箸
20多部，参观徐悲鸿纪念馆也已达数十次之多。因此，当北京
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炜烨向他约稿撰写《徐悲鸿时代》时，他
便与之一拍即合。于是迈开双脚，抵达江苏宜兴屺亭桥盘亘半
年之久进行采访，然后又跑遍宜兴县城的四乡八镇，以及上
海、南京、重庆、北京等徐悲鸿脚步遍及的地方……

经过长达10年的打造，夏桂楣三卷集的《徐悲鸿时代》终
于摆在我的面前。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很多作家都以对女性的描绘而见其
功力：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小仲马的《茶花女》，莫泊
桑的《一生》无不如此。现在，我便重点谈谈夏桂楣在三卷集

《徐悲鸿时代》中叙述的几位重要女人……
徐悲鸿的第一任妻子徐周氏，是无锡太

湖交渎的姑娘周氏，裹着三寸金莲，没受过
教育，就连属于自己名字都没有。与徐悲鸿
成婚后，她的“周氏”按着俗称变成了“徐周
氏”。

抱有远大志向的徐悲鸿本来不同意父
母为他包办的这桩婚姻，于是逃婚离家出
走。可在父亲抱病出来寻他回家成婚时，他
还是跟了回去。尽管他心中对这种包办婚姻
有着抵触情绪，可他还是逆来顺受，按程序
完成了结婚仪式。婚后，也只是为了安慰父
亲“延续家族香火”的意愿，让他心情愉悦早
日康复，才与徐周氏生下儿子吉生。而在妻

子方面，她知道自己没有文化，丈夫与她没有共同语言，因而
总是受到冷落，可她仍然默默无闻地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从
无一声怨言。

父亲去世，徐周氏哭得悲痛欲绝，徐悲鸿便将她紧紧搂在
怀里进行安慰；妻子病危时，徐悲鸿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准备出
国留学，在儿时朋友朱了洲的催促下，他还是快速奔跑到火车
站回家去看望……

夏桂楣在描写徐悲鸿这段初次婚姻的笔墨中，对于封建制
度下的牺牲品徐悲鸿和徐周氏给予了应有的同情。同时也道出
徐悲鸿是个有情有义之人：虽然父母在婚姻上颠覆了他的意
志，可他仍然不失作为一个孝子的美德，还是满足了他们的愿
望；在对待妻子的情分上，尽管与她没有共同语言，徐悲鸿并不
喜欢她，可却在父亲病故和她病重期间投以从未有过的温情。
而通过对徐周氏的描绘，也不难看出她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任劳任怨，敬仰公婆，扶持丈夫，无声无息。

徐周氏离世之后，徐悲鸿遇到了他的真爱——大家闺秀
蒋碧薇。蒋碧薇是国学大师蒋梅笙的小女儿。她像父亲一样欣
赏徐悲鸿的勤勉奋斗精神、智慧机敏和他雄辩的口才；蒋碧薇
亭亭玉立犹如清风弱柳般的身材，秀美而纯净、洁白如玉的面
庞，她的聪明伶俐，以及她那少女特有的甜蜜微笑，在徐悲鸿
心中挥之不去。

可是，蒋碧薇已在13岁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大户人家
的公子查紫涵。然而蒋碧薇对他并不心仪。就在蒋梅笙的老朋
友康有为和朱了洲的秘密策划下，蒋碧薇勇敢而大胆地与徐
悲鸿私奔，到日本和法国去留学。

在法国8年的留学生涯中，徐悲鸿含辛茹苦，用一个人的
官费勉强支撑着两个人的生活。为了更好陪伴徐悲鸿的留学
生活，蒋碧薇不但要不断陪他去各大博物馆临摹名画，还要经
常为他做模特。此外还要到小学五年级插班学习法语，并去上
音乐课。

可因为战争和国内形势多变，低得可怜的官费往往不继，
蒋碧薇便给百货公司去当收入微薄的绣工，徐悲鸿也找到为
出版社作书籍插图的差事。可这些收入对于两个人的生活只
是杯水车薪。不得已，徐悲鸿只得到新加坡去筹集资金。

不尽人意的是，就在徐悲鸿去新加坡筹款期间，同在法国
留学学习美术的张道藩与蒋碧薇产生了恋情，从而一发不可
收拾……

回国之后，就在蒋碧薇与张道藩如漆似胶难解难分，已与
徐悲鸿分居的情况下，每次开画展，徐悲鸿都容忍蒋碧薇拿走
卖画款的一半——数目相当可观。就在蒋碧薇与徐悲鸿分手
时，蒋碧薇还向徐悲鸿索要100幅画，100万元和40幅古画。
虽然律师都说蒋碧薇当年是与徐悲鸿私奔的，没办过结婚手
续，可以对她的要求不予理睬。可徐悲鸿却不忘旧情，感谢她
在巴黎陪他8年的情谊，还是满足了她的全部要求：日夜兼程
为她画画和筹款，就连腿部浮肿和血压升高也在所不惜。这些
情况说明，徐悲鸿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与蒋碧薇恩断情绝后，经美学大师宗白华介绍，他在安庆
的小老乡孙多慈当了徐悲鸿的旁听生。

孙多慈是安庆中学的高才生。父亲孙传瑗是直系军阀孙
传芳手下的秘书，被传是他同宗同族的亲信，方振武是他的左
膀右臂。就在孙多慈毕业前夕，孙传芳和他的手下涉嫌反对蒋
介石。于是，被“委座”在南京下令全部逮捕入狱。这致使孙多
慈的情绪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投考中央大学文学院名落孙
山，因此来到徐悲鸿手下当旁听生。第二年，便以第一名的成

绩考入徐悲鸿门下。
由于孙多慈的悟性高，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得到了徐悲鸿

的特别关照。就在徐悲鸿与蒋碧薇已经镜破钗分的情况下，徐
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渐渐超越了师生情感……

然而社会舆论使然，二人也想得到解脱：徐悲鸿便要将孙
多慈介绍给他的作家朋友盛成；而孙多慈也要嫁给她的同学
屈义林。由于盛成和屈义林的诸多顾虑均都未能达成协议。于
是，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便被舆论挤压得越来越近了……

可这时，蒋碧薇和孙多慈的父亲孙传媛却站出来粗暴干
涉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恋情。致使二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不能
自拔。孙多慈如果像当年的蒋碧薇一样勇敢地与徐悲鸿私奔，
也就一了百了。可她却优柔寡断唯唯诺诺止步不前，徐悲鸿于
是远走南洋……

最后，在家庭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29岁的孙多慈嫁给
了45岁身为教育厅厅长的鳏夫许绍棣。至此，徐悲鸿已经彻
底绝望。可是，他却并未因遭受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放下手
中的画笔，仍然在酷暑中完成了《愚公移山》的创作。更难能可
贵的是，他并未对孙多慈的软弱产生怨恨。从中可以看出徐悲
鸿是何等坚强，又是多么重情重义、宽宏大量。

孙多慈已经嫁人。徐悲鸿在南洋又遇到了红颜知己李青
萍。她是由上海移居南洋吉隆坡坤城女中的学美教员。徐悲鸿
在为抗战义赈的展览中受到她的全力帮助，他发现她的画风
独特,于是鼓励她出版画册。并为她选画、撰写序言，还为她画
了油画和素描肖像，李青萍也为徐悲鸿画了素描肖像。

在几天的接触中，徐悲鸿发现李青萍举止文雅，气质不
凡，做事干净利落，于是对她产生了好感；而李青萍也在心灵
深处产生了对徐悲鸿的一种无名依恋。徐悲鸿见她的眼里充
满着温婉的目光，于是便向她表达出爱意……

李青萍怔住了，因为她早已发过誓言：不谈恋爱、不结婚，
不要家庭，不依附于任何男人，而将自己一生精力全部贡献给
艺术……

徐悲鸿听了虽然有些失望，可经过一夜的思考也就释然
了：人各有志，李青萍的决定并无过错。尊重她、理解她、爱护
她、帮助她才可得到感情的净化与升华。于是徐悲鸿又找到
她，继续为她选画，并已联系好由《南洋商报》出版。由此可见，
徐悲鸿是何等善解人意啊！夏桂楣在《徐悲鸿时代》中没有直
说，而是用种种细节表现出来。

徐悲鸿爱情的最终归宿，是遇到了年轻漂亮的湖南妹子
廖静文……

1942年，徐悲鸿正在石家花园筹备中国美术学院，要将
藏在桂林岩洞中在日本和法国所购买的美术图书资料整理出
来捐给学校。图书资料的量很大，整理起来非常费力，需要一
位图书资料员，于是通过考试招进了考取第一名的廖静文。

廖静文成了徐悲鸿的学生和助手。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廖静文发现自己的导师孤独而寂寞，总是带着一种忧伤的表
情工作和学习。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徐悲鸿独自出外散
步，长时间不归。出于对导师的关心与爱护，廖静文便披衣出
去寻找。发现他散步，还不时冲着天空发出一声声长叹。她忍
不住，便走上前去追问其中的缘由。徐悲鸿劝她不要管他的私

事，可她却执拗地不肯离开。徐悲鸿无奈，只得抚着她的肩膀，
一边走，一边向她讲述了他与蒋碧薇从相爱到留学，到张道藩
的介入，一直到离异而且不能破镜重圆的种种经历……

不觉一股冷风袭来，廖静文的身子一阵战栗。第二天便发
起了高烧。徐悲鸿得知后急忙给她请来医生，并一直陪在她身
边——只有他知道，她是在夜里出去寻他才患的感冒。

导师的关怀使得廖静文感到非常温暖，与徐悲鸿的关系
更近了，便经常在晚饭后陪他一起出去散步。不料却引起了蒋
碧薇的注意，于是便给廖静文的父亲和姐姐写信，说自己仍然
是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廖静文是第三者插足云云。父亲和姐姐
便都写来措辞严厉的信，让她离开徐悲鸿。她便在一个大雨滂
沱的深夜向嘉陵江码头奔去，不料却趴在泥水中再也爬不起
来，是徐悲鸿将她抱回宿舍。

廖静文别无选择，于是考取金陵大学化学系离开了石家
花园。可是，她仍然惦记着形单影只的徐悲鸿，就在他病重住
院期间，又来到身边照顾他。

操劳过度的徐悲鸿已经达到病危的地步，廖静文便听从
他的好友——成都四川防空副司令陈离的劝导，弃学回到了
徐悲鸿身边。可这又引起蒋碧薇的嫉妒，仍然像之前一样，
一封接着一封给廖静文的父亲和姐姐写信。为了说服姐姐
和父亲，廖静文赶到贵阳师范学院，在学校旁边租一间小房住
了下来。

就在1944年的除夕午夜，徐悲鸿冒着雨雪交加的凄冷，
全身都已经湿透，泥水顺着脑袋往下流，步行赶到廖静文居住
的小屋敲开门……

廖静文的姐姐终于被徐悲鸿对妹妹的深情所感动，遂又
说服了父亲。

1946年1月,徐悲鸿的身体恢复,便与廖静文在重庆中苏
友谊大厦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郭沫若和沈钧儒。

婚后不久,廖静文便随徐悲鸿北上接手“北平艺专”。
徐悲鸿的选择没有错,廖静文虽然与他只生活了7年,但

她却像玛丽厮守雪莱的诗歌一样,为徐悲鸿的作品厮守一生,
无限高扬了他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创作道路。

徐悲鸿于1953年去世后,按着他的遗愿,廖静文将他
1350件作品和1100件唐宋以来及近代名家的作品,还有无
数陶瓷、碑帖和各种艺术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价值在100亿
元以上。

可以看出，夏桂楣在描写徐悲鸿与廖静文情感纠葛的叙
述中，同样投入了真挚细腻的情感，描写得极尽精微，入情入
理，生动感人。

认识夏桂楣先生有40多年了，那时我很年轻，他也风华
正茂。他的文学之路是从绘画开始的，当时是内蒙古科右前旗
文化馆的美术辅导员，我是保门乡文化助理。他画画，我写文
章。他明明画出了名气，可却突然摇身一变，出人预料地变成

“两栖”作家，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传记文学、理论箸作、儿
童文学30余部，都是大部头。

正因为夏桂楣是画家出身，所以，他的三卷集《徐悲鸿时
代》写得非常有画面感——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景物的描写，都
像是一幅画摆在我们面前，使人感受到文学和美术的双重享受。

书林漫步

《《徐悲鸿时代徐悲鸿时代》》中的女性色彩中的女性色彩
□阮 直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
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若要盼得
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这首革命歌曲我从小听到大，它是电影《闪
闪的红星》中的插曲，叫《映山红》，是陆柱国作
词，傅庚辰作曲，邓玉华演唱的一首歌曲。可以
说是红色经典，已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优美的旋
律，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对红军的热爱，对英
雄的崇敬之情。

于是，我记住了映山红。后来，我知道映山
红就是杜鹃花，古诗词中常借用她表达一种哀伤
的情绪，如“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
血，滴成枝上花”。是歌曲《映山红》改变了她的
形象，使她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艺术意象，体现
出革命者的壮志情怀和昂扬乐观的精神。

那年我去革命圣地井冈山，正值春天，漫山
遍野的嫣红灿烂而热烈，如花潮般涌动而来；但
见红花似火焰，如云霞。而举目纵观，则山岭土
坡，田间地头，皆是火红，生机盎然。当时我吓了
一跳，一问，才知道这就是映山红。难怪她会叫
映山红，真是撼人心魄。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

地方，我欣赏到了如此壮观的场景，又怎能不心
情激动，记忆深刻。

终于，我又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场景，那便
是陈奕纯笔下的这幅作品《映山红》。画家创作
的这一艺术意象，是对现实生活情景的生动提
炼，更深刻表达了艺术家的昂扬情怀。正如革命
歌曲《映山红》，国画作品《映山红》，同样是激情
与才华的统一，是对生活典型化的艺术性表现。
其中寄托着画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更是
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礼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自这个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成立后，中国摆脱
了清末以来倍受列强欺凌的局面，获得了新
生，并走上了繁荣富强的民族复兴道路。这是
每一个中国人所欢欣鼓舞的伟大事实。因此，
陈奕纯想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和礼赞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

他首先想到了映山红，因为这种花正是红色
摇篮江西井冈山一带所常见的，而漫山遍野的红
花，正隐喻着革命力量由星星之火到万山红遍。
映山红，顾名思义，她不高贵，不冷若冰霜，相反，

她很普遍，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花，正如杨万里在
诗中说的：“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
红”。更重要的是，她默默地、不争奇斗艳，而是
红遍山崖，给大地增美，为人间添彩。

或者，这就是陈奕纯国画《映山红》所要表达
的艺术思想。这是横幅的作品，面对作品，我们
有一种如置身于山野的感觉，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扑面而来，浓烈、强烈、热烈，蔚然壮观。

扑眼的红，浓淡交错，深浅自然，不造作
不矫情，自然妥帖。陈奕纯没有为了强化主题

而忽视艺术规律，他明白图解不但达不到思想
的高度，反而会弱化主旨，使其不真实，从而
削弱作品感人的力量。整个创作过程，陈奕纯
从容自如，得心应手，大胆的夸张与小心认真
的描写和谐统一于一幅作品，又如此美地呈现
出艺术的高雅与风华。

这种高雅与风华，在画面上表现突出得当，
整幅画是令人愉悦的，花瓣分明的刻画，红而不
妖，红而不艳，红而不俗。画面疏密、浓淡、主次，
妥帖到位，充满动感，映山红争相竞放，那份生动

蓬勃、盎然生气，十分感人。而画中鸟的穿插，亦
不是可有可无的，进一步增加动感。山水的偶然
峥嵘，也使画面更为丰富，深化了作品的意境。
透过画面，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陈奕纯内心对
中国共产党无限的敬仰之情。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这100年，是伟大而艰辛
的。坚贞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用鲜血和宝贵
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画家陈奕纯
以饱蘸热情的笔，献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永远的映山红
——欣赏陈奕纯新作《映山红》□林伟光

赏 析

《图鉴山海》及少儿读本出版 中国传统文化博物图鉴丛书《图鉴山海》是图文并茂的《山海
经》中国画绘本，历时3年策划、整理、创作、编辑出版,旨在以传统
中国画为载体，系统地整理绘制《山海经》中的神灵异兽图像，遴选
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以及海经中的108个神灵
异兽造像。内文配有经文和解说，更易加深理解。图绘以传统中国
画的形式为基础，结合原文描述进行创作，力图忠于原文表述。作
者运用娴熟的传统笔墨，参阅大量古代绘画题材作品，造型上以晋
唐的仙道人物、宋元的翎毛走兽等古代范式为原型，体现传统文化
内涵和审美趣味。

《图鉴山海少儿读本》是基于《图鉴山海》的亲子共读少儿读
本。内文精选李辰著《图鉴山海》中25件少儿喜爱的神灵异兽图
绘，依据原文进行改写，创作儿童易于接受的中英双语故事读本，
增设互动问答思考，提升趣味性。同时在彩色图版的基础上，增加
线描图版便于小朋友设色和临画，增加互动性。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