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画大师 永恒于世

徐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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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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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称得上是最欧洲!最

瑞士的小城"卢塞恩湖因她而得

名"她也因卢塞恩湖而越加妩媚

动人#

此刻我正斜倚在小城湖畔的长

椅上$ 隔湖相望的是朦胧的远山"湖

面上雾霭氤氲"一群海鸟自由自在地

来回飞翔%湖岸边有成片的露天咖啡

座"不少异国情侣对坐着品尝咖啡美

酒%遮掩在教堂塔楼背后的是小城的

长街古巷"络绎不绝的过客在店铺里

用心选购商品&&但我拒绝了这些

诱惑"宁愿独坐在长椅上"静静地享

受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湖光山色$

湖水平缓地流淌着"一阵风儿拂

过"水面上荡起层层涟漪"横亘湖面

的卡贝尔桥栏上垂悬的鲜花微微摆

动" 湖岸边染成金黄色的椴树也飒

飒作响" 迷人的落叶很快铺满了鹅

卵石的路面$

我怀着对大自然的谦恭和敬畏"

恣意欣赏着眼前这梦幻般的 '童话

世界(" 视线又从湖面移到了岸边)

几只天鹅参差站在临湖的石阶上 "

用长喙细细地梳理它们洁白的羽

毛"其间又扑展几下翅膀"将缀在羽

毛上的水珠摇落% 不安分的鸽子却

迈着碎步" 摇摇摆摆行走在街边树

下 "我揉碎面包 "把碎屑投出去 "五

六只鸽子立刻飞过来啄食" 一只麻

雀也跃跃欲试地想挤进来" 但它看

了看鸽子 '高大 (的块头 "只好识趣

地放弃了争食的奢念$

这时"卡贝尔桥上来了两个年轻

女子"她们一个手执小提琴"另一个

支起大提琴"殷勤地为过往游客演奏

莫扎特的名曲%附近山丘上的双尖顶

霍夫教堂" 不时传来一阵清越的钟

声"钟声与琴声相伴"在光影变换的

湖面悠然回荡" 散发出魔幻般的色

彩"使我恍若走入一条'时光隧道($

也许"两百年前"叔本华也像我

现在一样"坐在长椅上望着湖水

发呆"那座简陋的木桥让他感受

到 '皇帝般的尊严 (%也许 "当我

的目光掠过空水云烟的湖空时"

不经意间竟与托尔斯泰的深邃目光

相遇"这片湖水曾使他'全身蔓延着

某种神秘的焦虑(" 以至于 '想抱住

她!紧紧地抱住她(%而错落交织在中

世纪教堂塔楼!文艺复兴时期宫廷邸

宅之间的湖畔酒店" 也许住过英格

丽*褒曼+ 索菲亚*罗兰和奥黛莉*赫

本等影坛巨星% 还有尼采! 歌德!雨

果!司汤达!大仲马!瓦格纳!马克*吐

温&&这些历史名人无一不曾从卡

贝尔桥头匆匆走过"他们是否拥有与

我此刻相同的心情, 然而"在一个被

时光遗忘的角落"能够与这些名人巨

匠'邂逅("我已感到无比的庆幸和宽

慰" 我的灵魂仿佛摆脱了物欲的羁

绊"神游于云湖之上"与天使们亲切

地交谈" 套用一句瓦格纳说过的话)

'卢塞恩的温柔使我把所有的烦恼

-原为音乐.都忘记了/ (

! ! ! !

六十一年前" 我考进徐汇

中学高中部住读" 母校的三年

高中学习生活"历历在目$我是

'百一届(的学生"是在经历了

百年徐汇中学私立教会学校的教育

传统与公立徐汇中学的曲折交融的

转折时期培养的学生$

每天除上午+ 下午安排政治+数

理化+语文+历史+地理+外语+体育+

音乐课程学习外"早上与晚间有两节

课必须在自修室里进行自学"既有严

格的自修纪律"又有一位监学神父陪

护"创造一种培养学生内在的自觉学

习习惯"终生受用$ 下午课余必须离

开教室进入操场健身"跑步+踢球+体

操"有时也进行音乐+乐器演奏等文

娱活动$ 学生学习课程内容丰富"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为祖国培养高级有用

人才"输送大量的后备力量$

母校有百年传统的教育办学经

验"中西兼顾"以人文学科与理工学

科教育并重的治学精神"走的是精英

教育路线$ 记得当年我们曾聆听过数

学课秦子超老师+ 物理课许国保老

师+美术课张充仁老师+英语课朱洪

声老师等的教诲" 他们都是学识渊

博+学风严谨"对学生精心教导+严格

要求的教育大家$ 母校真是名师辈

出"学生受益$

回忆我的一生真的与 '徐汇(有

缘"我在青年时代"经历了三年高中

学习时期"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

建筑学专业"又经院系调整进入同济

大学"毕业后在本市从事建筑设计工

作$ 从
!#$#

年到现在"数十年来我设

计的不少大型工程都在徐家汇地区"

上世纪
%"

年代设计上海体育馆"一

干就是三年 %

&"

年代设计上海游泳

馆" 一干又是两年%

#"

年代设计上海

体育场"又干了四年$ 那时都是到现

场进行设计并配合施工"我天天骑自

行车去工地上下班"不知来回多少次

数$ 从家中经过徐家汇到工地上班"

六十年来不但见证了徐家汇地

区城市化繁荣发展和变迁 "也

无数次地仰望着母校" 看到在

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蓬勃发展

雄姿"激励着我一步步的进取$

值此庆祝母校徐汇中学
!'"

周

年校庆之际"母校现任庄小凤校长等

校领导决定要精心修编校史"聘请上

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史专家马学强研

究员等学者参加编写工作$ 现已脱稿

付印"相信广大徐汇中学师生与校友

以及广大读者"通过本书"进一步了

解百年汇学的传统兴学历史"创学先

辈的功绩"同时也感受到教育改革以

来的母校新面貌$ 修撰校史是件大好

事"对此我深表敬意$ 谨祝母校000

徐汇中学)

百年银杏新姿添，干挺枝繁果实

坚。千载育人为社会，振兴祖国做奉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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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中秋前夕

!此文为"西学东渐第一校#一书

序$作者系上海市徐汇中学第一百零

一届高中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

魏敦山

百年银杏新姿添

游踪漫记 王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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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是漫画大师

张乐平先生诞辰
!""

周年的日子 $

'三毛之父( 张乐平先生以毕生的精

力" 坚强的毅力和非凡的创造力"为

世人留下了巨大的艺术瑰宝$ 他的大

名在中国无人不知$ 即使我在澳洲已

($

年了"每当与侨胞及有些洋人谈及

张乐平先生"他们都知晓'三毛(是他

的杰作"并且赞赏+佩服之极$ 所以

说"我们无论称张先生是中国最著名

的漫画家"漫画泰斗"

)*+!

"德高望重

的一代宗师"最杰出的漫画家"抗日

爱国艺术家"世界级漫画大师&&都

是实至名归"毫不过言$

世人敬爱张先生 " 本人不仅敬

爱 "而且感恩于怀 "他对我的关心 +

指导 "他的音容笑貌 +高贵品德 +平

民风度"永存吾心间$ 我从小喜欢绘

画"但父亲早亡"靠母亲勤俭持家生

活"无法购买昂贵的材料"只能用白

纸+黑墨作画$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看到1三毛流浪记2和1三毛从军记2

画册"真是爱不释手# 画家用精炼的

笔法"勾出一幅幅生动的图画"构成

催人泪下的故事" 我的一颗少年的

心被深深打动了# 啊"漫画有这么大

的感人力量" 于是我由对美术朦朦

胧胧的爱" 变成对漫画艺术的矢志

追求# 我在少年时曾为苏州报纸画

过漫画插图"

!#$#

年到上海念大学"

毕业前正式创作漫画" 并参加上海

市美术家协会漫画组的活动" 有幸

见到了心目中的大漫画家张乐平先

生"他是誉满全国的艺术大师"我是

刚刚起步的新手后辈" 但他毫无架

子" 笑容可掬+ 亲切慈祥地与我握

手+交谈"令吾内心震撼和钦佩# 之

后"我谒见到张家"受到全家的热忱

接待# 有一次我向张先生转达了我

母亲对他的崇敬" 以及她嘱我要好

好向张老先生请教的话" 又谈及了

我们的亲属俞成辉先生曾在抗战时

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任

要职" 认识担任抗日漫画宣传队队

长的张先生" 那时他们经常一起小

酌相叙# 当张先生得知俞教授在南

京艺术学院油画系任教时" 十分兴

奋"约他相聚# 旧友重逢"回忆往事"

分外亲切和感叹#他被俞誉为)'以笔

代枪"呼唤军民抗日救国"披荆斩棘"

历尽艰辛"可歌可泣"真是名符其实

的抗日民族英雄# (此后"张先生对我

更是情深谊长"视我如子侄# 每次我

去拜访" 他时常教我一些漫画技巧"

例如笔法要流畅"图画要精练"尽量

少用或不用额外的文字"要以绘画形

象来表达艺术内容等

等# 这些金玉良言对

我今后的创作思维和

手法有颇大的影响 #

有时他讲述许多不平

常的经历" 令人感动

和起敬# 每当我告辞时"他定要撑着

拐杖"送到楼梯边"十分和蔼可亲#多

年的交往"使我深感张先生不仅构思

超群"擅长漫画创作"而且技法熟练"

功力深厚"他的年画+速写+素描+连

环画+中国画+水彩等都有极高的造

诣"出类拔萃#人们讲他独具一格"我

认为不仅他的画如此" 在为人方面"

他有高超的品格)心地善良+诚恳待

人+嫉恶如仇+有正义感和人道之心"

达到并超越了真正的大艺术家必具

的准则#

张先生在'文革(时的受难和创

伤"非一时可言尽# 虽然受辱+落难"

但仍刚正不阿# 我常去探望他"促膝

交谈"或拍些照片留念"先生亦高兴#

'文革( 浩劫结束后" 他对我说)'小

丁 "很多年没有画 3三毛 4了 "3四人

帮4倒了"我很开心"今天给你画一张

重新出场的3三毛4# (我侍立在侧"惊

喜交加"但见先生站着作画"大笔一

挥"画出一张非常可爱的国画'三毛(

头像"并书写)'粉碎四人帮后"第一

次重画此三毛头像"特以赠兆庆同志

留念#

!#%%

年春张乐平画#(这是先生

对我深情厚谊的象征"也是对'文革(

摧残+终止他正常创作三毛的无声抗

议# 这是我所有的收藏画中最有意义

和最为珍惜的作品#

上世纪
'"

年代到
&"

年代中"我

是张家的常客# 我不仅感受到先生的

关怀备至和温暖祥和"也领略到伯母

冯雏音的知书达理+平易近人+心胸

博大的为人" 以及张家众弟妹的真

挚+热忱的待人接物"这与先生的品

格德行一脉相承"都继承了中国美好

的传统#

!#&(

年"我外拍摄影"跌伤

脚"张先生得知后"十分关注"特地来

探望我" 当时我家中尚未有电话"事

先未知先生要来"而此时电梯正在维

修"我开门但见他老人家手持拐杖走

上六楼来看望+慰问我"我感动不已"

眼泪盈眶"感激之心无以言表# 之后"

1解放日报2 的高级记者杨美蓉曾对

此写过报道文章#

张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画家"他

经常不拘一格"提携年轻晚辈"我曾

有幸与张先生为首的画家们合作过

两张大型漫画刊登在 1解放日报2彩

色画刊上# 我们俩的画稿内容分别是

'铁拳捅破3四人帮4纸老虎(和'狗头

军师长张春桥(#

我虽然学的专业是电影摄影"以

后任专职摄影师" 拍过不少照片"又

跟著名国画家应鹤光先生学国画"但

在张先生的鼓励下" 对漫画最热衷#

在中外报刊发表美术作品逾千件"其

中绝大多数是漫画#

!#&,

年"张先生

说)'你应该整理自己作品" 汇编成

册"对自己是个小结+回顾"对读者也

是个汇报# (当时我正在准备作为悉

尼大学访问学者的事项"无时间考虑

出书# 一天"先生叫我坐下"说)'你快

要出国了"我希望你能出书"今天预

先给你写个书名# (

他用老人略有颤抖

的手 " 书写在宣纸

上)'丁兆庆漫画选"

张乐平题(" 并盖上

印章#随后又即兴挥

毫 "写 '奋进 (两个苍劲大字 "并书 )

'为丁兆庆赴澳留念" 张乐平一九八

六年春(# 我辞别先生"来到澳洲"多

年来一直以'奋进(二字自勉"作为座

右铭# 在澳忙忙碌碌"诸事甚多"直到

("""

年才出版我的画册"但此时先生

已看不到这书了&&我深以为憾# 张

先生是于
!##(

年
#

月
(%

日与世长

辞"此悲讯是从好友郑辛遥先生寄来

的1漫画世界2上获悉的# 我简直不相

信"这位贡献巨大+受人爱戴的漫画

大师竟一去不复返# 我一直缅怀先

生"无法忘却# 我在澳洲"有很多中+

英文报刊采访我"每次我不仅饮水思

源"感激他帮我走上漫画之路"而且

常常介绍张先生的成就和在中国的

影响力"让更多的澳洲人了解和喜欢

这位大画家#

张先生+张师母先后走了&&但

我仍保持与上海的张家及在澳洲墨

尔本的先生的大女儿张娓娓的交往#

每次我回国"不管在沪多久"有时只

是途经转机" 总要抽时间去拜祭先

生+师母#

(""#

年"我是时隔
!-

年后

回国"我在徐汇区五原路张家瞻仰两

老的遗照时" 他们对我的慈爱关怀+

亲切言语"历历在目"好似电影似的

呈现在眼前"我不禁热泪湿襟#

世上有的事说来也巧"今年是张

先生诞辰
!""

周年"我母亲杨永竹诞

生比张先生晚一个来月"今年也是诞

辰
!""

周年# 她在世时是张先生的崇

拜者"她与张先生的母亲一样"都精

于刺绣"能用灵巧的双手绣出美丽的

画幅# 我曾携她拜访过张先生"事后

她对先生赞扬不已"谆谆告诫我不仅

要学先生的画艺" 而且要学他的人

品# '三毛(是先生一生中最成功+最

风靡于世的艺术形象"据专门人士的

可靠查证"'三毛( 的生日是
%

月
(&

日"而我的生日也正好是
%

月
(&

日"

何等的巧合"真是有缘#

!""

年前"张乐平"这位艺术天才

来临人间"天降大任于斯人# 他在画

坛上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创作了无以

计数的+家喻户晓的杰出作品"这是

对社会的巨大贡献"是艺术殿堂里的

无价之宝# 他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漫

画能自立于世界漫画之林及高山之

巅" 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不朽的财

富# 现今张先生离去了"但他的高尚

人品将与他的灿烂作品一起永垂于

艺术青史"永存于世# '三毛(是永恒

的"张乐平是永恒的# 他的荣光与魅

力将永远闪耀在中国乃至世界"世代

相传"经久不息#

———纪念张乐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百姓记忆 丁兆庆

本版电子邮箱：shlx58@ 163.com

刊头书法 吴永兴（作者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本版编辑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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