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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他，就走进了丰富

多彩的人生。

眼前，是一位年逾八旬

的 老 人 在 画 板 前 挥 洒 水

墨。这位老人，就是中国工

艺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扶

贫基金会理事、《中国 21世

纪中华书画名家大典》编委

会特约顾问、吉林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吉林市美术家协

会 名 誉 主 席 潘 学 友 。 他

1934年生于吉林市，1957年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华东

分院舞台美术系。曾任吉

林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文庙

博物馆馆长、吉林市首任画

院院长等职务。

潘学友出生于艺术之

家，母亲为吉林省极富盛名

的民间剪纸艺术家“潘老太

太”。书香门第的耳濡目染，

潘学友少年时就显露出过人

的艺术天分。1950年抗美援

朝战争打响后，正上中学的

他就义愤填膺地画了一幅题

为“打倒麦克阿瑟”的漫画，

还荣获了吉林省美术作品大

展优秀奖，从此他成为名扬

校内外的“小画家”。

1959年，潘学友大学毕

业，分配到吉林市群众艺术

馆任美术创作室主任。海

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对艺术全身心的耕耘和探

索中，他的画艺进步很快，

也有了耕耘后的甜蜜——

1964年，他创作的两本连环

画——《价值的秘密》和《苹

果园中》一炮打响，由辽宁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1998年，应吉林文史出

版社之邀，他与人合作出版

了一部涵盖其100余幅作品

的大型绘画图本《东周列

国》，三部连环画面向全国

出版发行，引发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攻关不畏难，学艺无止

境。潘学友从艺历来注重大

胸怀、大视野、大境界。为了

让自己的艺术道路走得更

宽，走得更远，1971年，他利

用进京参加“全国首届群众

艺术馆长”培训班学习间隙，

有幸拜会了中国近现代国画

大师刘继卣先生，从刘先生

那里，谦虚好学的他领悟了

很多，对中国国画创作有了

全新的理解。

2014年金秋，习近平总

书记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

号召：“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

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

大地。”这让潘学友至今都感

到记忆犹新。“作为一名艺术

工作者，就是要常下去走

走。因为只有你下去，才会

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

作源头与活水。而当我们的

双手与生活紧握、与人民相

拥时，我们为生活而画、为

人民而浓墨重彩的创作激

情才会蓬勃而发。”这成了

潘学友不时地与同行和弟

子们常说的话。正是凭借

脚踩大地的决心，潘老笔下

的作品才总是那样吸引人、

鼓舞人、感染人。

经过几十个春秋的不

懈奋斗，如今，潘老的画作

已入“老境”，其创作题材和

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动物又

有人物，既有花鸟又有山

水，尤以人物画和动物画见

长。他的老朋友——著名

画家杨懋森用 16个字这样

点赞他的作品：用笔洗练，

构图精巧，色彩艳丽，风格

多样。的确，我们不妨看一

看他新近创作的国画长卷

《钟馗嫁妹图》—— 这幅长

6.5米、宽0.6米，由24个人

物、7 头驴、2 头牛、5 头骆

驼、5只仙鹤及满车的嫁妆

所构成的《钟馗嫁妹图》，前

半部画的是钟馗，只见这位

“阴曹”官员威风凛凛，腰间

挎着宝剑，手里摇着纸扇，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身

后则是装满金银财宝的牛

车，后边跟着他的妹妹。在

侍女的陪伴下，钟馗之妹满

头挂珠披翠地坐在送亲车

上，车后是敲锣打鼓、吹拉

弹唱的送亲鼓乐队，再后则

是驼着礼物的5头骆驼。端

坐在婚车上的钟馗妹妹脸

上的情绪被画得惟妙惟肖，

那欢喜与忧伤相交织的复

杂 神 情 让 人 犹 如 身 在 画

中。整幅画作给人以强烈

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画

家对中国大写意绘画艺术

的把握达到了高妙之境。

在艺术的道路上，潘

学友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

绩——

1993年 12月，应邀赴韩

国参加“第十一届美术大展

与国际公募展”。他的国画

《兔》《鹰》《张国老骑驴图》被

韩国官方博物馆、友人收

藏。韩国现代美术人协会聘

请他为招待画家。

1995 年 6 月，参加由韩

国现代美术人协会、韩中书

画交流促进会联合举办的

“最优秀作品展”，作品入

选《韩中优秀画家选拔交流

展图录》。

2006 年 8 月，《钟馗送

福》参加纪念朱德同志诞辰

120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中国当代名将名家名人

书画展。

2010年，同著名画家杨

懋森、宋欣程、安云鹏三人在

吉林市艺术中心举行了画

展，获得圆满成功并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63年来，潘学友以他诚

信的为人、厚实的学养、老

到的画功，赢得了人们的尊

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

此，真心祝愿潘老艺术生命

常青。

水墨人生吐芳华
□潘洪伟

又到一年毕业季。无数莘莘

学子结束了自己的学业，对自己

几年的大学时光进行怀念，一起

旅游、聚餐、拍毕业照、谢师……

其实，这个时刻，他们自己也成为

了学校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而那

些大师们如何对待毕业季，则更

让我们津津乐道，给生活增添了

无穷的趣味。

胡适先生每到学生毕业，总

要向他们阐释人生的真谛。

1929年胡先生给当年的毕业生

赠言是：“不要抛弃学问。”这是

因为，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

部分是为了一张毕业文凭，不得

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

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

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

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

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

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

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

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

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

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

太晚了。胡先生还引用了易卜生的“你的最大责任是把

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以鼓励毕业生，同时敬告他们：“学

问便是铸造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读来

心生敬佩，令人深思！

闻一多先生对待毕业季，不仅安抚学生，更一扫文人

古道长亭惜别时孱弱感伤的人生情绪。1933年，闻先生

写给当年毕业生的赠言是：“一个真正的兵，要离开营盘，

守壕冲锋，把死人踩在脚下，自己也许也挂了彩，这人才

渐渐像一个兵了。”打了败仗，带着遍体鳞伤回来，剩下了

一丝气息，甚至是连最后的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兵最大

的出息，最光明的前途，是败，败得精光。”“朋友们，现在

我将送你们这支生力军去应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

再遇你们，要看见你们为着争一个理想而赢来的那遍体

的鳞伤。去了！我祝福你们——败！”“恭维的话、吉利的

话，是臭绅士的虚伪，我们弃，想你们也厌恶。”这些话，是

对青年发自内心的生命呐喊和号召。读来铿锵有力，震

耳欲聋！

钱穆先生对待学生们的毕业季，常给他们带来温馨

的关怀。1962年，钱先生给当年的毕业生讲了一个故

事：有一僧，一夕在某祖师处侍立。祖师说：“更深了，何

不去？”那僧人珍重便去。却回，曰：“外面黑。”祖师点纸

烛度与僧，僧拟接，祖师复把烛吹灭了。那僧于此大悟，

便礼拜。诸位此时毕业离校，正如那僧人夜深宜下。但

外面漆黑，那是诸位初进社会会有此感的。所以诸位当

离校而去之际，总会要诸师长有些赠言，正如那僧人珍重

出去了却又回一般。那祖师点与他纸烛，却又一口吹了，

这正是一番最亲切的大教训。因为外面虽黑那僧人还具

有两眼两脚，大可放胆直行而去，不必疑惧却回。僧人所

悟便悟在这上，可见关键还在青年人自己这边。读来恍

然大悟，催人奋进。

回顾大师们对待毕业季，会发现他们的话不掺半点虚

假，全是肺腑之言，衷心之语，油然体会到大师的真诚和伟

大。此时此刻，我们的毕业生也即将踏入社会，不妨抽出

片刻的时光，留意大师的毕业季，也许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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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年过

三十，我还是孤孤

单单一个人，父母

整天打电话催促，

让我快点解决婚姻大事，正好就遇到了

她。”

“同事介绍的，没感觉她多好，但也说

不出有什么不好，不冷不热地谈了半年，

然后就结婚了。”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婚姻也

不过就是如此吧，谁知道，突然又遇到了

你……”

她半夜还睡不着，躺在床上，脑海里

反反复复，全是他和她聊天时写下的这些

话。

他们的相识，缘于一次团购。当时，

他们都在一个聊天群里，不知是谁提议

的，要大家报名一起去花卉市场购买君子

兰。

他们都喜欢种花，活动当天，几百个

人参加，她惊讶地发现，他和自己的审美

观那么一致，于是，两人从赏花、选花到买

花的整个过程，一直走在一起，大有相见

恨晚之意。

此后，他们经常一起聊天，偶然，也一

起出来喝茶。那天，他喝醉了酒，冲动地

握住了她的手，就在她脸红心跳，不知所

措之际，他忽然叹息着说：“你，为什么不

早一点儿出现呢？”

她这才知道，他结婚已经半年，妻子

是朋友介绍的。他说，他和妻子之间，从

来没有过电光火石的感觉，不过是柴米油

盐地过着琐碎的日子。可是，她的出现，

让他体验到另一种滋味，仿佛遇到了心目

中的女神，那种感觉说不出的美妙……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抽回了自己的

手，潜意识中，不想和已婚男人有任何瓜

葛。

可是，他不依不饶，天天在QQ留言，诉

说自己的不得已。他还说，既然遇到了

她，就想自私一把，为自己活一回。所以，

他想和妻子离婚，可是她已经怀孕两个月

了，必须等。他问她，你能等我吗？后面

是一串串的问号……

她此前也从未爱过，于是不知所措，

满腹心事，满脑子问号，整个人，迅速憔悴

了许多。

一天，闺蜜来，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

去脉，冷笑着说：“你真傻，他今天能把怀

孕的妻子弃之不顾，一心想寻找婚外恋。

那么，你怎么能保证，将来有一天，自己跟

了他，不会有同样的下场？那时，你就不

再是他的女神，而是他制造的又一个悲剧

的女主角……”

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呀，她真

傻。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等，

而是他根本不值得等。

她想，别再把自己当成谁的女神，还

是回到凡俗的烟火中，梳梳洗洗，好好过

自己的日子吧。

你不是谁的女神
□张军霞

中年男人刘小宝

在城市小巷子里开了

一家卖小吃的馆子，

他脸上长期堆着笑，

眼袋很深，肉也很松弛，远远望去，是一尊开

怀弥勒佛的样子。

刘小宝的饭局很多，这个城市里的名流

显贵，还有市井人物的聚会，差不多都有刘小

宝在场。我有时想不明白，琢

磨刘小宝的饭局咋就那么多。

后来想明白了，刘小宝是一个

奉承话不离嘴的人。刘小宝张

口就说奉承话，而那些听到奉

承话的人，也是心如蜜甜，要么

性情高涨，眉飞色舞，要么酒量

大开，搂搂抱抱。人都喜欢听好

话，很少厌恶说奉承话的人。并

且，刘小宝说的奉承话，是那么行云流水，水

到渠成，很少感到肉麻和矫揉造作的痕迹。

有一段时间，灰色的情绪如墨汁散开，深

刻地浸染到我的生活里去了。我在电话簿里

想找几个朋友喝酒，上百个电话号码，挑来选

去，最终还是选择了刘小宝。那次刘小宝端

详着我，认真地说，看你印堂发亮，我保证，很

快就要交上好运。刘小宝的话，顿时说得我

心花怒放。果然，我随后命运的天空大亮，诸

事顺风顺水。刘小宝这个安慰天使，他的奉

承话成了我的心灵鸡汤。我还总结出一个道

理来，许多情绪糟糕的时候，大都是被自己想

象出来的恐怖给吓坏了，事情远没有那么灰

暗，往往退后一步，海阔天高。我感谢刘小宝

这样的朋友，他说的奉承话，对我来说，是一

种正能量。

有人说，像刘小宝这样喜欢说奉承话的

人，兴许就是为讨得一杯酒喝，在社交舞台上

混个可怜的小角色。那次我生气了，大声为

刘小宝辩解：“小宝是内心善良，他让大家高

兴，相互珍惜友情，有啥不好！”

老牟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一个朋友。那

天我爬山，在半山腰遇到这个光头男人，他

见我满头大汗，把带的瓶装水递给我喝，还

赞扬我看起来好有男人味道。我毕竟是一

个虚荣的“软壳动物”，竟掏心掏肺地给他说

了很多心里话。就这样，我和喜欢健身的老

牟成了朋友，有天在山顶的石头上，我用小

石子写下了老牟的名字，把他当作可以一起

变老的朋友。

老牟是一家工厂看大门的保安，也是一

个奉承话不离嘴的人，他喜欢看书，阅历又丰

富，别看他话并不多，但差不多每次出口的

话，都让大家觉得恰到好处的舒服。老牟和

陌生的路人也乐滋滋地常打招

呼，像家里天天办喜事似的。有

好多次，我看见老牟把路人逗得

哈哈大笑。在路上遇见小孩子，

他也要上前去亲热地抱一抱，露

出慈爱的笑容。我有天同老牟

在一起谈心，我说，老牟，你这样

长期说人的好话，舌头苦吗？老

牟告诉我，他还侍候着93岁的老

母亲，每天也是这样把半痴呆的母亲当小孩

一样逗，都成习惯了。老牟说，他4岁那年父

亲就离世了，是母亲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拉

扯大，小时侯，母亲就告诉几个孩子，人生虽

苦，要对人多说好话，好话说多了，自己的日

子也就好了。

尘世艰难且幸福，人生悲喜交集，就把善

意的奉承话，当作贫瘠的土地上开出的花朵

吧。

说好话的人
□李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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