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华

新年伊始，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走近科学》
栏目精心打造的一档全新科学节目《解码科技史》，
于1月28日播出，节目打出的口号是：“让躺在教科书
中的历史活起来。 ”首期播出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
任吴国盛教授讲解的《瓦特与蒸汽机》。 新颖的节目
样态， 打造出独特的科普表达方式：“边聊边玩边
看”，努力营造轻松有趣开放的氛围。

央视的《我爱发明》《机智过人》、东方卫视的《少
年爱迪生》、湖南卫视的《我是未来》、浙江卫视的《铁
甲雄心》、深圳卫视的《极客智造》、山东卫视的《奇迹
时刻》……近来，一向被人们视为神秘、高冷的科技
类节目密集登台，与文化类节目一样，渐渐成为了荧
屏热点。 仅央视科教频道今年就推出《解码科技史》
《创新一线》《飞向火星》《智能中国》《科学总动员》5
档科技类创新节目。 科技+演讲、科技+悬念、科技+
实验、科技+造星、科技+教育……“科技+”正在成为
电视节目不断创新的富矿。

央视近日开播的6集纪录片《创新中国》是世界
上首部利用人工智能模拟人声完成配音的电视节
目，该节目用高科技“复活”了4年前病逝的配音名家
李易的声音，让他“继续”解说纪录片。《我是未来》则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让已灭绝的猛犸象走上了舞
台。 能歌善舞的机器人、 能听懂人类语言的各种电
器、 能帮助人类“再次行走” 的脑机接口设备……
通过荧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让观众大开眼界。 上海
电视台《少年爱迪生》，更是吸引了32个国家和地区
的数千位怀着科学梦想的少年踊跃报名。 其中不乏
发明小达人， 美国华裔少年饶帅利用美国国立癌症
数据库加上计算机技术开发出“预测”肺癌患者诊疗
手段和生存率的“智能医生”；澳大利亚10岁华裔少
年尤马作为全球最小的手机APP开发者， 已开发制
作了6款APP；山西少年王文鹤去年在日内瓦国际发
明展上获得金奖， 这次带来了他设计的人体外骨骼
系统……

《解码科技史》，顾名思义，这档节
目将讲述人类科技发展史的故事，这也
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档以科技史为主体
内容的科学节目。 主创团队汇聚了国内
科学技术史专家， 科技节目制作精
英，大众传播专家等。 历史，大家都
不陌生。 但将科技和历史结合起来，

在我国却是一个不太普及 、 甚至稍显冷僻的词
语。 其实， 科技史中的许多故事离我们并不遥
远：砸中牛顿脑袋的苹果，瓦特家烧开水的大壶，雷
雨天放风筝的富兰克林， 鲜花广场上布鲁诺的火刑
柱……这些科学家的小故事通过教科书的流传，潜
移默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许多大科学家走上科
学道路的启蒙，往往就是这些看似很简单的小故事。
《解码科技史》 的选题策划正
是从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科
学小故事出发，选取公众熟悉
的、广泛流传的科学史内容进
行重新解读，寻找让人眼前一
亮的独特视角，发掘出这些熟
悉事件背后你并不了解的有
意思的细节和故事。 例如，瓦
特发明蒸汽机真的是受到开
水壶的启发吗？富兰克林雨天
放风筝不怕被电死吗？万有引
力的发现难道就是一个苹果
这么简单吗……

节目以这些故事为切入
点，为观众展现出这些故事背
后，那些人类认识自然、改造
世界波澜壮阔的历程。节目挖
掘科技发展历程中最有趣、最
接地气、最能激发兴趣、启迪
智慧、情感共鸣的内容，以独
特的视角，轻松有趣的方式解
读科技的发展历程、科学家的
喜怒哀乐、科技创新的时代意
义， 促进公众真正理解科学。
由此来实现从科学小故事到
科技史的升华。考虑到青少年
是科学普及的主要对象，节目
在众多实验中，特别设计了启

发青少年用各种科学方法自己解题的科学验证实
验。 晦涩难懂的科学史、科学原理经过思考和动手变
得生动有趣， 把青少年教科书上的相关的教育内容
转化成了科学实践活动。 此举不仅极大激发了参与
学生的积极性，也取得了一致好评。 节目播出后，期
待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科学实验活动中
来。

千万不可低估广大受众的文化、科技兴趣。 近年
来文化、科技类节目渐成热点，足以证明这一点。 科
学节目渐热有不少原因：国家对科技的扶持，荧屏对
“泛娱乐化”的抑制，人们对新科技的浓厚兴趣等等。
更重要的是，一些科学节目还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
这更让人充满好奇心和敬畏感。

多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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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谦

1960年， 风华正茂的连环画家贺友直带
着沪上的文艺气息， 两度来到益阳农村体验
生活。 他历经4年，创作了一部堪称新中国连
环画史上里程碑的作品———以周立波原著为
脚本的同名连环画《山乡巨变》。 出版，获奖，
再版，贺友直连同《山乡巨变》声名鹊起，享誉
全国。 这一切，深深地影响到了一名十几岁的
益阳少年。 虽然他只远远地仰望过贺友直的
身影，拜读过他的画稿，但这足以令他与连环
画结缘， 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连环画创作之
路，成为一名把文字故事“翻译”成图画的画
家。 他就是陈安民。

陈安民， 1948年出生于益阳市。 小时
候， 家里每天给他5分钱买口粮， 他把3分钱
买烤红薯， 两分钱去看路边的小人书。 他的
中学老师杨世石为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
把连环图画挂在墙上要大家临摹， 而此时的
陈安民， 画越画越好了。 后来， 他考入湖南
省艺术学校， 系统地学习绘画和舞台美术。
凭着对连环画艺术的一份执着和痴迷， 陈安
民从未停止过学习和探索的步伐。 毕业后他
被分配到了常德地区歌舞团。 1971年， 当时
该团排练了一个节目 《心明眼亮》， 讲述一个
赤脚医生“又红又专” 的故事 ， 有出版社想
出这个剧的连环画书。 当时一名颇有名气的
画家在接到这个脚本后， 感觉吃力， 迟迟不
能交稿。 于是， 出版社找到了陈安民。 这部
连环画虽是特殊年代的产物， 但这第一部作
品的问世， 给年仅23岁的陈安民打开了一扇
窗户， 顿时变得“心明眼亮” 了。 之后， 他
又接了 《元宝案》 《孔雀胆》 等故事脚本。
40多年来， 陈安民为省内外多家出版社出版
长、 短篇连环画40余部， 独幅插图累计3万
余幅。 成为各大出版社争相约稿、 连环画坛
赫赫有名的画家。

《西游记》是连环画的老题材，是连环画
里的“骨子老戏”。 1980年，陈安民接了湖南美
术出版社的《西游记》之《狮驼伏三魔》《勇擒红
孩儿》。 他的创作画面生动、精准，牛魔王和红
孩儿的造型已然深入人心， 而妖魔及诸位神
仙将更是呼之欲出、活灵活现，妖怪的洞穴、
上界的天空、仙山，水底的龙宫、波浪，打斗的
气氛。 描绘得虚实相间，气势磅礴。 1985年电
视剧《西游记》剧组，也参考了这套连环画的

场景与造型。
1995年， 在绘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

《曾国藩之血祭》时，技艺娴熟的陈安民完全不
用铅笔起稿， 根据脑海中浮现的图画直接上
正稿。 在巴掌大的稿纸上， 线条自由驰骋，故
事画面丰富多彩，故事画面丰富多彩，使得这
部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陈
氏线描”风格。这部书是陈安民最满意的作品，
第一次出版5万册，加上后来的再版图书销量
超过20万册。

毛笔白描为国画的传统技法， 线条流畅
清晰，黑白分明，易于被接受。 同早期的连环
画家顾炳鑫、赵宏本、刘继卣一样，陈安民也是
用毛笔白描绘就而成。 陈安民用流畅而有节
奏感的线描勾勒， 细致地刻画人物面部细腻
的表情，又能生动地勾描出人物多变的姿态；
这种线条糅合了铁线描和钉头鼠尾描的手
法，形成了自己的线描语言。 连环画就像拍摄
电影一样，陈安民常客串不同的角色，一会自
己当做导演，然后再做各色演员，最后又要变
身摄影师，选取最合适的镜头，在脑海里形成
一幅幅画面， 最后用画笔把这些鲜活的造型
勾勒下来。

陈安民艺术生涯中,前20多年侧重于白描
连环画创作， 后20多年侧重于水墨连环画的
创作与探索。 作品以地方戏曲、 少数民族、民
风民俗题材为主。 他笔下的人物有情感，有温
度，描绘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 广览陈安民的
水墨人物作品， 从缜密精微的水墨白描到粗
放的水墨写意，莫不收放自如，结构、线条、色
彩、笔法既丰富灵动又和谐统一。 这当然离不
开他在水墨上的修炼， 但我更认定是他数十
年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驻守和修为， 而觉悟着
的内控力在一种心无旁骛的状态下的天然呈
现。 他的作品首先征服人眼球的，是基于写实
主义的白描， 在西式写实技术与中式浪漫格
调的融合中，找到了鲜明的中国语言，勾和描
两种笔法交替呈现。 这是源自汉代画像砖，以
及吴道子、李公麟、陈洪绶等老祖宗传承下来
的功夫。

画了40余年连环画的陈安民， 转型水墨
画之后，没有沉溺于写实主义的羁绊当中，而
是以温润、华滋之品格，以雅丽、清朗、恬静之
诗境为根本美学追求。 古人衣褶飘带、水墨戏
曲人物、城南旧事等等内容，在诗境的构图和
行云流水的线条烘托下跃然纸上。

《无问西东》问苍生
孙先富

看了正在热议中的《无问西东》。 被电影里的一些“经典台词”
深深拷问，久久不能忘怀。 那些不时萦绕在耳畔的台词给人震撼，
让人静思。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这句台词第一次出现是在陈鹏（1962
年的清华大学生） 用铁锹亲手埋葬小时候的三个小伙伴之一的女
伙伴王敏佳，扭打另一个小伙伴李想时，从心底里吼出了这句话，
给李想彻骨的震撼，使他深深地忏悔自己的不仁义、不道德。 为达
到“支边”的目的，不敢主动而勇敢地承认自己也是给“许老师”写
信、攻击许老师夫人的人之一。 第二次出现是在电影的结尾。 张果
果（当下清华大学生）被父母“挟持”去给李想扫墓的路上，张父在
回忆李想支边最后时期， 把生让给他们夫妻俩， 自己不带任何干
粮、空着肚子去寻“救兵”，用生命给张夫妇俩换来新生，留在世上
最后的那句话还是“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用生命的代价告诫活着
的人，过去了的已经过去，不必太多纠缠，重要的是该弄明白当下
怎么活，怎样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加快乐。

“这个时代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
与同情。 ” 这是另一句直抵心田的台词。 第一次出现是在沈光耀
（1938年的清华大学生）正犹豫不决是否投笔从戎时，被飞行员考
官的这句话深深撼动，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考飞行员的体检台。第二
次出现是在沈光耀不停地单飞向灾民空投救济品，被教官训斥“不
要命了”，沈同样以这句经典台词回敬教官。 最终是“三代五将”的
沈家后人沈光耀开着重伤的飞机，带着重伤的身体，撞击敌人的军
舰，用生命释放出“无畏与正义”的伟大光芒。

“不要被繁忙所迷惑，不要被世俗所引诱，活出真实的你自
己。 ”这句经典台词也是贯穿全片的主题思想。 第一次出现是清
华大学学生吴岭澜正在人生路口彷徨不定， 一个偶然的机会
（1924年） 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我们必得证明我们存在的理
由， 有什么东西可以从家里拿出来算是你们给这新时期的敬
意”，使吴岭澜茅塞顿开，明白了读书为什么，更明白了人生当怎
样度过，不能辜负新时代，总得“拿出点自己的东西”，终成一代
清华名师。 第二次出现是在1938年吴教授在云南西南联大给学
子们上课时，教育学子们要去发现自然界的美，要抛弃恶俗与成
见，拿出自己的光亮来。 当然，被世俗观念所左右的许老师与供
他读大学的夫人痛苦地结婚，婚后同在一个屋檐下，没有半句话
可讲，冷漠与蔑视将他夫人打得“心身俱疲”，最后她因诬告王敏
佳，被王敏佳临危不惧所震慑而投井自杀。哀，莫如心死。这何尝
不是用生命的代价，呼唤“沉睡”的人们，拿出勇气来，冲破恶俗
的藩篱，活出真实的自己。

这部影片中还有许多戮击人灵魂的“经典台词”，让人过目难忘。
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一千个人的眼里，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
因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不同， 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就不
同。 这个世界不缺乏美，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光。 美无处不在，美其
美，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是为道也。

谢军

最初记识杨辉是从他设计的图纸上，因我调到娄底政府机关
从事房地产管理工作的缘故。 他的建筑画居然如美术作品一般雅
致动人,细品其落款也是洒脱、隽秀。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欣喜地发
现，杨辉其实是个沉醉艺海的文人。

到他的工作室,看着他的画,渐渐领会他心中的境界,通过疏
密、虚实、轻重、浓淡变幻的笔墨,他创作了大量有情趣、韵味的花
鸟、人物和山水画，这些作品鲜活地展现了他的才情。 一个小有名
气的注册工程师、设计师,居然还是颇有道行的画家。

杨辉艺术追求上有一颗赤子之心。 他不修边幅，生活简单随
意。 工作室的方便面、面包、饼干居然是他的家常便饭。 艺术之路
一向都是美而艰辛。 他跋涉多年的求艺路上,既有鲜花,也充满了
荆棘。小时候,一本破旧的连环画,是他的至爱。课余时间里,他更多
的是用手中的笔临摹着书里的画。书本上、作业上,衣服上、墙壁上
都有他“不务正业”的涂鸦。 为此他没少挨老师和父母的批评。 而
一读起《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他就是世上最快乐、幸福的
人。 一截粉笔头,会被他雕成人物、花鸟;钢笔筒上,用线条描刻,画
出动人的故事……正是这份痴迷,成就了他对绘画艺术的执着。大
学里，他学的是新闻,但绘画的情结却在心头积淀得很深很深。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为了“喝”到源头活水,他跑遍了大半个中
圆,背坏了好几个背包,换了好几台相机。 他不羡慕都市霓虹,一心
探寻最神往的境界,名山大川、敦煌壁画、西域风情……他善于发
掘美好的东西,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描绘出来,哪怕给人带来一点
点心灵的慰藉,一如冰山的雪莲,倔强绽放,扮美世间。他崇尚“文人
相重”，相互学习,不少当代知名艺术家,皆为其师、其友。 他崇尚道
家,师法自然,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陶冶自己的艺术涵养,这大概
是他艺名“师然”的由来。

观其作画，畅快淋漓；看其画作，赏心悦目。《秋逸》清雅、脱
俗，一只神武的公鹦,信步闲庭。 将生活中常见的飞禽描绘得极具
生活情趣,令人耳目一新。他善于求笔外之笔，墨外之墨,趣外之趣,
绘其形，畅其神。《十八罗汉图》笔墨细腻,惟妙惟肖,表现出鲜明的
人物个性。《惯看秋月春风》是杨辉早期的山水画,画面中,淡远的
江岸,一叶孤舟横卧,苍茫的情境中,居然没画人物。 但细细品味,萧
瑟气氛中一句“惯看秋月春风”,意味悠长。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辉就有绘画、雕刻作品在国家级、
省级、市级赛事中屡屡获奖,诸多报刊亦发表过其不少作品。 他一
向不事张扬，低调做人、做事。 他说，我不求能有存世大作,但要守
艺术追求的本分：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探索
创新，努力攀登艺术的高峰。

用连环画
传承中华文化

艺苑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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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崇谷书法作品

荧屏看点

“高冷”科学
成为电视综艺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