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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坛硬汉”史一墨
湖南日报记者 朱智

成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自宋刘彝山水画论著
《画旨》，原意说的是绘画与行路的关系，认为就丹青艺术
而言，行路比读书更重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湖南画家史一墨没有进过高等学府， 高中毕业后从
洞庭湖边出发，用20多年时间，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及东南
亚多国胜景，将游历的感悟作为取之不尽的丹青素材，终
于形成独一无二的绘画风格。近年来，他的作品多次入展
全国美展并被收藏。画家、艺术评论家颜新元说他的作品
有“神性”，作家叶梦称他是“行走江湖的画坛硬汉”。

今年7月20日，记者再次见到了史一墨，与初识之
时已相去整整10年。

湘江边，万达百货广场47楼，“史一墨工作室”在楼
层西头，那里正好俯瞰湘江。

这是一个50多平方米的通间， 除了一张茶几一套
沙发和一个办公桌，整个房间被画作充斥，规格不同，
风格迥异，或悬于墙，或倚靠墙根挤成一堆。

他还是那么黝黑健壮， 上身的白色和领衫好像10年
前见过的模样，不过已经薄如轻纱，下身牛仔式褐色短裤
一看就是今年这个暑季的新装，显得十分朝气，微卷的板
寸头衬着乌黑紧贴的短须，执着的个性显露于形。

“有的作品下周一就会被人取走， 你来得正是时
候。”递过茶，一墨和我开门见山聊起了他的画。

在记者的印象中， 木讷的一墨不善闲谈， 至爱聊
画，聊他自己的画，他说自己就是为画而生，为画而活，
为画而交朋友，为画而娶妻生子的。过去他随身有3个
布袋，里面装的都是自己的作品，现在布袋丢了，取而
代之的是省会闹市中寸土寸金的工作室。

刚刚封笔的作品《热带雨林》立在进门对直的墙根格外
显眼。作品以蓝色为底板，绿色为基调，将热带雨林中的各
色树木、果实、飞鸟依自然特征恰到好处地显隐在画面。

一墨说， 现实生活中绝对没有与这幅画完全相同
的地方，他徒步走过的热带原始丛林不少，多次在脑海
里曝光后就形成了这种感觉，这个味道。画面中有云南
西双版纳的风味，也有泰国、缅甸、越南等地的风情，还
有伊斯兰宗教的色调。

一墨礼赞生命的美妙，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比
如对人、动物、植物的描绘，他经常巧妙地用夸张的笔
调从性别特征切入，雄性健硕，雌性丰腴。向天鸣唱的
《群鹅》中，公鹅胸肌发达，鹅婆肥肚圆润。他有时把青
翠的远山也赋予生命， 而且是性别不同的生命，《深山
访友》里的远山，有的妩媚，有的雄峻。一墨说，生命皆
美好， 他从不画没有生命的静物，“让无生命静物的光
学美留给其他画家去表达”。

一墨鞭挞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无声胜有声，妙
不可言。《飞鱼》中，画面被简单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下
为水，是污染了的浑浊水；上为天，一半空气清新于左，
一半空气污浊为右，洞庭湖常见的鳊鱼跃出污秽的水，
在空中“腾云驾雾”，正从污浊飞向洁净，画面就取鱼的
头部进入清新空气的瞬间， 一半已经霉烂见骨的身子
还停留在污浊的空气里。由鱼及人，这是一种生命的呐
喊：“保护环境已经刻不容缓”。一墨说，鞭挞社会问题
是画家的责任。 环境污染问题是他行走各地的切身感
受，此画是他不得不说的话。

一墨的远行非常艰辛。 一个人背负行囊在奇山异
水间攀岩，在荒郊野岭中徘徊，挨饿是常事，涉险是常
事， 好在他从小就在洞庭湖边赶湖鸭子出身， 有过历
练，不以为艰辛，反以为快乐。

临别时一墨对记者说，他还会远行，与以前不同，
将带着妻子和不满2岁的儿子一起行走，不再去深山老
林，去沿海都市。一路行走的史一墨，要用脚印铺成厚
实而宽阔的艺术道路。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暑假来临， 各种文化补习班又挤满了
学生们的身影。7月20日， 在湖南师大附中
梅溪湖中学科技夏令营， 师大附中的特级
教师们用40个“学霸”实例与孩子们分享：
盲目游走培训班意义不大， 自主学习才是
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

自主学习比填鸭教育科学
“人格自尊，行为自律，学习自主，生活

自理。”这是师大附中实行新课改后对现代
中学生提出来的“四自”培育目标。每位孩
子入校后都会领到一本《自主学习手册》，
用以记录自主学习中的各种问题。 教师以
学定教，学生先学后教。

“许多学霸学习计划性很强。”今年全
省理科第一名孙嘉玮的班主任、 附中化学

奥赛教练蔡忠华观察到， 孙嘉玮有一个专
门用来记录每日计划的小本子， 临睡前会
逐项注销完成事项。有同学提问，计划被打
乱该怎么办？蔡忠华说，读书计划是一边学
习一边调整的过程， 刚开始可能是50%没
有完成，慢慢地，可能只剩下30%、20%的
任务没有完成。 只要你坚持制定计划2个
月，就能养成好习惯。“学霸”们一般制定计
划的能力强，执行力也强。

课堂45分钟比补习班重要
师大附中特级教师杨帆发现， 自己所

带的很多“学霸”，使用的手机与一般学生
不一样。别的孩子用智能手机，学霸们往往
使用的是“老人机”———只能接打电话。少
了很多干扰，他们更能专心学习。

姚文衍、 姚文杰是2012年毕业于师大
附中的双胞胎，分获湖南省生物竞赛金牌、

亚洲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分
别被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录取。双胞胎
的学习秘诀就是：从小学到高中，从不上补
习班，不熬夜，而是将课堂45分钟变成真正
的高效课堂。

“孩子一进高中， 很多家长就买很多
‘高大上’的资料。其实，这样很不好。‘学
霸’们在把课堂知识、课本知识学透学扎实
的情况下， 才会尝试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杨帆介绍， 附中同学组成各式各样的学习
小组，互相帮助，交换思考问题。

情绪压力要及时缓解
2011年毕业于湖南师大附中的易可

欣，考上北京大学。他曾是第42届国际奥赛
物理竞赛金牌得主。

“很多场合，他表现出超于同龄人的沉
稳。私下里，他却是爱哭脸的学生。”杨帆回

忆说， 易可欣在一次国家队选拔赛一门考
试中没考好，一边拿着卷子，一边在操场上
哭，第二天却劲头十足地出现在考场上。这
次比赛后， 他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当场录
取。“哭脸和暴走， 是他缓解情绪的两大法
宝。”

杨帆说，在紧张的中学学习阶段，孩子
们会遇到各种情绪问题，这是正常的。关键
在于，“这些情绪，你可以跟老师说，跟同学
说， 跟父母说， 就是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
去。”

作为家长， 又该怎么帮助孩子缓解学
业压力呢？2014年全省文科第一名陈博川
是杨帆的学生。杨帆注意到，每次陈博川成
绩出现波动下滑的时候， 陈博川的妈妈就
会喊孩子进饭馆吃饭， 以庆祝孩子通过考
试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压力缓解， 心态良
好，陈博川迎来了高考的成功。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余志林

“送来时，CT片双肺都是白色，两次
洗肺一共灌洗2万多毫升血性浑浊液体，
总算是救过来了。”7月21日，接过老方亲
手送上的锦旗，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附
属医院职业病三科主任肖雄斌感慨不
已。

昏迷8天后死里逃生，1个月后能康
复出院，50岁的老方笑称“自己从鬼门关
走了一遭”。

老方来自湖南平江县。6月20日中
午， 他乘坐的一辆满载金矿尾矿的农用
车发生车祸，倒栽入水塘。由于吸入大量
尾矿粉末及污水，老方当时就没了意识。
当晚， 他被送到了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附属医院。

“当时，患者意识模糊，在吸氧9升的
情况下， 血氧饱和度仅39%（正常应在
90%以上），呼吸频率达36次/分（正常20
次/分），CT检查显示，两侧肺叶均为‘白
肺’。” 肖雄斌解释，“白肺” 一般是指的
重症肺炎在X光等检查下的表现， 因肺
部显影呈一大片的白色状而得名， 形成

白肺一般都预示着肺部有90%被炎症所
侵润，死亡率极高。

必须做肺灌洗！
6月20日晚10时40分， 老方被推进

手术室。经评估，肖雄斌决定先为他灌洗
症状更重的左肺。“患者的灌洗液为暗红
色，提示肺泡机械损伤很重，整个灌洗过
程也很痛苦， 灌洗500ml就需要通气10
多分钟。”肖雄斌说，平时洗肺约2小时就
能完成，当晚进行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艰
难手术，灌洗出8000多毫升血性混浊液
体。渐渐的，老方血氧饱和度缓慢上升至
70%左右。

走下手术台时，已是第二天凌晨5时
左右。但老方还没有恢复神智，医护人员
仍在紧密观察他的生命体征。

6月22日，肖雄斌决定为老方灌洗右
肺。“在灌洗过程中发现血氧饱和度较第
一 次 明 显 上 升 了 ， 基 本 能 维 持 在
80-85%，说明通过灌洗左肺情况有了明
显好转。”肖雄斌说，右肺灌洗出13000
多毫升血性混浊液体后，希望出现了。

6月27日，老方出现了无意识的眼球
转动，晚上出现了躁动，咬管。28日，昏迷
了整整8天的老方终于恢复了神志。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进入三伏天以来，湖南
省会医院收治的中暑人员增多， 甚至出
现了重度中暑身亡的病例。7月21日中
午， 湖南省人民医院为近300名农民工
举办急救训练营， 现场讲授预防中暑与
急救知识。

“重症中暑是一种致命性疾病，若不
及时处理，可引起抽搐，器官功能障碍，
病死率高， 千万不可认为中暑是小病而
掉以轻心。”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韩晓彤介绍， 该院今年已经接诊了多起
因中暑而入院的患者， 近日还收治了一
例重度中暑男性患者， 送到医院时已经
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高烧40℃不退，不
幸身亡。

韩晓彤提醒说，出现轻微的头晕、头
痛、耳鸣、眼花、口渴、全身无力等症状即

可能是先兆中暑。除以上症状外，还发生
体温升高，面色潮红，胸闷、皮肤干热，或
有面色苍白、恶心、呕吐、大汗、血压下
降、脉搏细弱等症状则为轻微中暑，继而
出现突然昏厥或大汗后抽搐、烦躁不安、
口渴、尿少、昏迷等症状时，则很可能是
重症中暑了。一旦出现中暑症状，第一步
应立即让病人脱离高温环境转移至通风
处，就地平卧、解开衣扣、以利于呼吸及
散热。第二步是物理降温，用冷水或稀释
的酒精擦浴，或用冷水毛巾或冰袋、冰块
放在患者颈部、 腋窝或大腿根部腹股沟
处等大动脉血管部位，帮助散热。第三步
可使用风油精、清凉油或口服十滴水、藿
香正气水等防暑药物。若病人高温持续、
昏迷不醒， 则可用大拇指按压病人的人
中、 合谷等穴位， 立即送到就近医院进
行抢救。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余蓉）7月
20日晚， 长沙市一中学生陈展鸿从丹麦奥
尔胡斯载誉归来。 在刚刚结束的第26届国
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中，他夺得金牌。这也
是该校夺得的第26枚奥赛国际金牌。

陈展鸿是长沙市一中高2015届24班
学生。高一时，陈展鸿的成绩保持在年级前
10位，理科优势尤为突出。他选择了生物奥
赛项目。进入奥赛班后，全校只有他一个人
进入了省队。

在长沙市一中， 陈展鸿有自己的学习

室。他自学完了大学本科的《动物学》、《生
物学》等课程。同时，不断练习生物学奥赛4
大类6个科目的实验。陈展鸿的指导老师陈
新奇说：“这种自主学习能力， 将让陈展鸿
终身受益。这段寂寞的时光，也能让他对人
生可能出现的困境，更有勇气去面对。”

长沙市一中副校长张万敏介绍， 自上
世纪80年代， 该校开始学科特长人才培养
的探索， 成绩斐然， 至今已获国际奖牌37
枚。学校选拔人才的方式，却并不是“优中
选优”，而是让学生自己根据兴趣来选择。

电影《受降前夕》洪江开拍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陈薇）由潇湘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湖南省文联、湖南潇影第二影业有限公司等
投资的电影《受降前夕》，今天在怀化洪江古商城举行
开机仪式。

据悉，电影《受降前夕》讲述的是1945年8月14日，
日本天皇录下了停战诏书， 日本少壮派好战分子企图
对在芷江的洽降仪式进行破坏。 一支日本特遣分队潜
入芷江， 被围歼后， 一漏网间谍潜入洪江执行B计划。
一场甄别日本间谍的战斗由此展开。

《受降前夕》由谭仲池担任编剧，导演为周琦、马德
林。据周琦介绍，该片规避了宏大叙事，从小处着眼，选
取了比较独特的视角和故事结构，以“小人物”来博“大
市场”。宋禹、牛军、黄精一、黎心韵等剧中主演，亮相活
动现场。该片预计9月中旬与观众见面。

又到暑期补习班火爆季。湖南师大附中特级教师建议———

盲目补习不如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让他更有勇气
长沙市一中学生陈展鸿获奥赛国际金牌

三伏天中暑者增多
近300农民工到急救训练营听课

五旬男子车祸后吸入大量尾矿粉末及污水，昏迷
8天后死里逃生———

“洗肺”洗出逾2万多毫升血水

7月21日，“欢乐潇湘·城步奇石展”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举办。共展出精品奇石250方。
展品有风物独特的画面石、惟妙惟肖的象形石、独具人文理念的景观石等。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严钦龙 摄影报道

科教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