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自健和星云大师在一起 中新社 王保胜 摄

李自健在“人性与爱”巡展开幕式上 中新社 王保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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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健，湖南邵阳人，一位
具有国际影响的油画家。 他旅
居美国，云游世界。 自 1992 年
开始，便以油画“人性与爱”为
主题，开始全球巡展，走过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2010 年春
天， 开启了为期 3 年的祖国巡
展，共集结 250 多幅油画作品，
已走过了包括台湾高雄在内的
23 个主要城市，观众达 170 万
人，留言 4 万多条。 人们称赞他
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
位用绘画艺术传递爱、 传递真
善美的文化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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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开幕时，星云大师来了

画展开幕式很隆重。 李自健的致辞充满了激情，
充满了感激，也极具感染力。 他那随意的发型，很传统
的衣着，很友善的笑容，还有那略带邵阳口音的普通
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享誉国际的高僧、书法大家星云大师坐着
轮椅静悄悄地来了。

大师仿佛从荧屏中走来，一串黑色的佛珠佩在金
黄色的僧衣罩衫上，格外庄严、飘逸。 如同弥勒佛一般
的拱手示意，欢喜笑容引来阵阵掌声。

李自健迎上前去，激动地说道：“星云大师已是 87
岁高龄，他近年来眼睛视物模糊，行动缓慢，但依然神
清气朗，思维敏捷。大师是我的恩人。大师一生致力于
推动人间友爱，倡导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方便，
给人希望。 没有大师的关爱，也就没有我李自健的今
天……”

李自健 1954 年出生在湖南邵阳一个小工商业
者家庭。 3 岁时，父亲遭受冤狱，母亲受牵连，8 个兄

弟姊妹生计无着。 15 岁开始，他就挺起瘦弱的身板，
开始拉车、挑沙、当纤夫、做小工……历尽艰辛与磨
难。 1977 年恢复高考后，他以出类拔萃的美术功底考
取了广州美术学院。 在绘画艺术道路上摸爬滚打历
练了 10 多年后，只身前往美国求学。 最困苦的时候
曾在美国街头与流浪人为伍。 熬过最艰苦的一段时
光后，遇上了星云大师。 大师很喜欢他的画，以前见
过他的作品。 大师主动提出以 50 万美金的资助让他
画 100 幅以人间爱心为主题的油画。 从此，他得以潜
心作画，创作了一大批表现人性与爱的现实主义油画
作品。

其中星云大师建议他画的《南京大屠杀》这幅历
史巨作，以完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那个令人震惊的
历史场景，高扬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坚忍不拔的民
族气节。 这幅画极具感染力，使无数人的心灵为之颤
动。 这个时期的作品都为他后来走向世界的“人性与
爱”主题巡展打下了坚实的基底。

■ 答谢午餐上，讲述常大哥的故事

开幕式结束后，李自健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中央大
厅举办了一个答谢午餐。 他特别跟大家介绍了一位来
自天津的铁路退休工人。 他亲切地称呼他为“常大
哥”。

他与常大哥的故事，令人感动。
1974 年国庆前夕，李自健与三个青年画友从邵阳

辗转去北京，参观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建国 25 周年全
国美展。

一路上，历经周折，仅有的一点路费用完了，为了
去北京看画展，几次爬上货运列车，几次被驱赶下来，
几次逃票，几次被发现，被罚款。 国庆节的前一天，李
自健和他的伙伴们爬上了“唐山—北京”的一列慢车，
躲进车尾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 还是被列车长发现
了。明天就是国庆了，这可是去北京的最后机会啊。李
自健苦苦哀求：“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学画画的，我
们去北京看画展，钱用完了，三天三夜没吃饭了。 ”

列车长仔细讯问后，又看了看李自健的画箱和画
作，然后说：“我相信你们。 明天就是国庆节，北京管得
很严，没有省一级证明即便有钱也买不到票，今晚跟
我在天津下车，在我家住一晚，明天再想办法送你们

去北京。 ”随后弄来几份盒饭。
李自健回忆说：“那是我人生最温暖的时刻， 那顿

饭也是我人生记忆中吃得最香最美的一顿饭。 我还记
得饭里面还有牛肉炖萝卜。 ”

这位列车长姓常，叫常振生，唐山人。
26 年后，《环球时报》第一次载文帮李自健寻找这

位叫常振生的大哥。 为了便于寻找，李自健还凭着 26
年前的记忆，画了一幅常大哥的肖像。

之后，湖南电视台《真情》栏目组专门到唐山、天津
等地帮助找寻这位消失了 26 年的好心人。 那一天，在
《真情》 节目录制现场， 当李自健突然看到常大哥出现
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猛地冲了上去，大喊一声：

“常大哥，我的恩人！”俩人紧紧相拥在一起，李自健泪流
满面。

往事如烟，真情常在。
李自健深情地说：“如果常大哥当时把我当作坏人

送进派出所，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有今天的成绩，我
要感谢我这一路走来，许许多多像常大哥一样关爱我、
扶持我的好心人、 热心人。 我要把他们的爱牢记在心
里，融入我的作品中，传递给这个世界。 ”

画展开幕，把李自健忙得一塌糊涂。
李自健办展览有个原则，就是：自力、自主、自费。他

没有策展人、经纪人，也不拉赞助，妻子和他精干的小团
队就是他的帮手。从联系展馆、邀请嘉宾到布置展厅、接
待讲解，事无巨细，他都亲力亲为。

说来也巧，当他接受记者采访，介绍《汶川娃系
列》创作过程时，才从记者口里得知，几个小时前，四
川雅安芦山发生了 7.0 级地震。李自健陷入了沉思、悲
痛之中……

2001 年至 2007 年，李自健多次往返美国洛杉矶
和四川都江堰之间，并多次深入到汶川、北川等地的
偏僻山村写生，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艺
术作品。 其中以汶川女娃江竹为模特创作的《晨鹭》、
《听泉》，十分纯真与生动，受到了广泛好评。

2008年 5月 12日下午， 李自健在长沙家中拿着
画笔在油画《晨鹭》前重新润色时，感觉房子一阵不停
地摆动。 原来是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 汶川？ 这不就
是眼前画中这个山村小姑娘江竹的家乡吗？ 她家所在
的桃坪羌寨就离汶川县城一山之隔，不到十公里啊。 李
自健心在悲鸣，拿笔的手在颤抖。 他压抑内心的悲痛，
尽可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将这幅画继续画下去。

三天后，《三湘都市报》记者一个偶然机会走进李
自健的画室，看到了这幅作品，得知作品背后的故事
后，他感动了，马上采写了一篇题为《听泉的汶川女
娃，你在哪里？ 》的新闻特写，配上画作，以半个版的篇
幅发表在次日的《三湘都市报》上。 一时间这篇报道被
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旅美画家寻找汶川女娃”很快成
了网络上的热门新闻，传遍四方。

一天又一天， 李自健彻夜难眠，“可爱的小女娃，

你还活着吗？ 不管你是否活着，我都要用画笔把你最
动人的美留在这个世界上。 ”他含着泪开始创作《听泉
的汶川女娃》这幅作品。

就在这幅作品即将完成之时，消息传来：“桃坪羌
寨还在，小江竹找到了！ ”

李自健当即决定把这幅作品捐赠给湖南省红十
字会。

“捐钱不捐画。 ”这是李自健以前参加所有慈善的
惯例。 但是这一次，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捐出这幅饱
含深情的画作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了。

在赈灾义卖现场，电视台主持人让李自健讲述了
这幅作品的创作起因和背后的故事，并电话连线上了
远在汶川灾区的小江竹。 小江竹哭泣的声音在大厅里
回荡：“李叔叔，我们的房子垮了、教室垮了，没有地方
读书了。 呜———呜———呜……”哭声令人心碎，李自健
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全场一片静默、一片悲戚。

这之后的日子， 李自健心里每天被一个大写的
“爱”字撞击着。 天灾面前，那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人
与事，不正是“人性与爱”艺术创作主题最生动、最深
刻、最真实的诠释吗？ 这对苦苦探寻、持续拓展“人性
与爱”创作表现新领域的李自健来说，正好开启了一
扇新大门。

一场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一次次唤醒许多人对人
性的深沉思考，进而凝结起人类世界无与伦比的人间
大爱。

面对四川雅安的地震灾情， 李自健又在思考什
么？

我们相信，大爱无疆，李自健会重新启程。 继续用
他的画笔，用他的真情去传递人间的大爱。

■ 展览开幕当天，四川雅安发生了地震

乳汁 油画 李自健

些日子， 李自健打电话给我，
为期 3 年的“人性与爱”祖国

巡展将在北京举行， 也将为这次巡
展画上一个句号，希望我能参加。我
立刻欣然答应了。

4 月 20 日，展览在北京国家博
物馆如期举行。展览规模宏大，人如
潮涌。 每一幅作品背后都浸润着一
个爱的主题， 都闪烁着真善美的光
芒。 这个震撼过世界许多地方的巡
展，赢得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
同年龄、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广
泛赞誉，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
超越了画展本身的意义。 联合国原
秘书长安南曾写下这样的赠言：“李
自健先生， 我的夫人和我都被你的
奋斗和善良所感动， 你是一位很好
的艺术家， 你对世界和平所作的努
力，体现在你以‘人性与爱’为主题
的环球巡回展览中， 这对你的艺术
和你的国家是一份献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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