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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今年72岁的画家蔡皋在长沙一栋普通
的高楼屋顶上种了18年的花草。她用文字和
素描记录花、鸟、树、虫、泥土与时光，让庸常
的小日子散发着太阳香气，让朴素的人生高
贵而精致。

12月15日下午，冷冷的冬雨飘着，但
四面八方的读者仍蜂拥至梅溪书院，参
加她《一蔸雨水一蔸禾》（中信出版社出
版） 的新书分享会， 大家都想亲眼见见
“蔡奶奶”， 解密如何在都市中创造一个
自己的桃花源。

一蔸雨水一蔸禾的感恩
“一蔸雨水一蔸禾”。蔡皋在六七岁时

听外婆跟别人聊天，品评人物时讲了这一
句，虽然当时不懂，但用几十年的人生懂
了。在乡下教书的6年，自然懂了“雨水”和

“禾苗”的关系，一辈子做好事从不求回报
的外婆也教会她懂了“一蔸雨水一蔸禾”的
深意。蔡皋总是笑，因为外婆喜欢拿着镜子
对人家说：“你看你生气的样子，很不好看，
生气不好看。”

“我是哪蔸禾？在哪里接了什么雨水？”
蔡皋一辈子感激那些养育过她的雨水，滋
润过她的人、事。

蔡皋感恩赐予她的一切。 除了接雨
水， 她清晨会欢喜地去接太阳。 狂风来
了，她感恩它扫走了落叶。她喜欢花草，
走到哪里种到哪里。 在屋顶上种出了一
个花园， 甚至偷偷地在单位办公楼墙角
撒下爬山虎的种子， 现在已是满墙的绿
意，让人们来上班时心情舒畅。她懂得欣
赏人，只要那人有一点好，她就喜欢那个
人。蔡皋也希望这本《一蔸雨水一蔸禾》
变成雨水，给人们滋养和希望。

芝麻豆子白菜葱里的感知
“人可怜在于感知能力越来越差，不知

道处事精明之时，自以将精明的诗情和浪
漫，连同它们的气味、色彩一并吹散了。”也
许，这就是蔡皋告诉我们她拥有“都市桃花

源”的第二个秘密。
你抬头看过云吗？ 蔡皋看到天上的云，

一抹一抹，有一朵却像鸡冠花一样直了上去。
草丛里有秋虫在唱，你看到了它的音乐让清
早的色调变成银红了吗？你也喜欢吃芫荽，你
知道种的时候要骂骂咧咧吗？你看到过莲花
开，但你从清早到傍晚，不同的时辰去看，会
像看莫奈的日出一样。很多人围着烈士公园
去兜圈，但鲜少像蔡皋看到时间像水纹一样
一个圈一个圈泛开来。种棵白菜，蔡皋也把它
当成花看。

孩子都跟蔡皋谈得来， 连主持人汪涵
的儿子也喜欢和“蔡奶奶”玩。她跟5岁的
汤木里去逛超市买零食，两人都非常快活。
那些有趣的对话让很多人汗颜： 什么时候
我们丢失了童真，变得如此无趣？

作家何立伟是蔡皋的粉丝， 他认为蔡
皋和丰子恺一样，一生只关心4件事：天上
的神明和辰星、地下的儿童和艺术。她用审
美的眼光打量一切， 平常的一切就都变成
了艺术。

日常，是每个人都可守护的
桃花源

蔡皋干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吗？没
有。 就像她另一个粉丝龚曙光说的，《一
蔸雨水一蔸禾》 记的也就是一个退休老
太太一本日常生活的流水账， 没有太多
故事，也说不上有多么大艺术构架，无非
是早起、晚睡、种花、买菜等琐事。但人人
从里面看出了幸福感。

一个老太太把她每个日子的收获给
你看， 她把岁月打磨成很圆润的一颗颗
鹅卵石给你看。我们看出了什么呢？那就
是如你我般的小人物， 不一定非得有人
生的大目标，不需要去世外寻找桃花源。
就在这个都市里， 把每天庸常的日子过
好，过得温暖，在细小的事物里得到内心
的安宁，就是幸福。

这就是“都市桃花源” 的第三个秘
密：守护好你的日常生活，你就拥有一个
桃花源。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李林英）记者今天从联合利国文交所获
悉，将有一批海派名家精品画作亮相2018荣
宝斋（桂林）长沙秋拍。

冯超然与吴湖帆、吴华源、吴待秋合称“三
吴一冯”。 在拍卖市场上， 冯超然的画作价格
高，销路好。本次上拍的《乘舟访梅图》出自冯
超然出版的画册集，创作于1922年。

陆抑非是杰出的中国花鸟画大家和美术
教育家。本次上拍的陆抑非《花鸟》得其作品
之精髓，重彩工笔，艳而不俗，工而不滞，笔墨
生辣而不失清丽典雅。

有“海派”四大名旦美誉的江寒汀的《花鸟》
色彩丰富，画工细腻，画中鸟儿栩栩如生。画家
张大壮曾赞誉：“寒汀笔下鸟，天下到处飞。”

此外，还有朱梅村、乔木、袁松年、张辛稼、周
彬、吴征、吴青霞等大批海派名家的画作。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邓崛峰 喻玲

“不论你是别人冷眼里的牛顿，抑或是别人
讥笑里的爱迪生，在我心中，你就是最闪亮的那
一颗星星！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我爱你们。”近
日，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能容纳1500人的大
会堂座无虚席。 来自该校各学院和子弟学校的
10名教师，以“师声传师心，师德铸师魂”为主
题，发表精彩演讲。

短短2小时的演讲，他们或深情叙述与学
生相处的点点滴滴， 抒发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与敬畏；或深度挖掘身边教师的先进事迹，展
现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使命与责任……讲到
感人处，令不少听众动容落泪。

交通学院周骞老师身患重病， 却仍然心
系学生。2013年周骞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需
要住院治疗。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对医生提出
要求：放疗化疗一起上！两个多月之后，周骞
出院了，不顾医生全休半年的建议，很快回到
了课堂上。

住院期间，周骞将学校工会给予的住院补
助金全部捐给了家庭贫困的学生。2016年，周
骞获得了学校首届教学贡献奖。并不宽裕的他
将2万元奖金悉数捐出，用于帮扶贫困学生。

国际学院有一群年轻的“留学生管理工
作者”，用爱心守护着国际学生。今年9月，长
沙理工大学迎来了来自48个国家的157名留
学生。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买手机、办
银行卡这样的事都需要陪着去办理。 这些年
轻教师像是全职妈妈一样，不厌其烦引导。

一天夜里， 赤道几内亚籍留学生王平突
然发高烧，王荟惠老师赶紧把他送往医院。王
平得了疟疾，医院没药，王荟惠在网上四处求
药，办理转院，折腾一宿。等到王平稳定下来，
天也快亮了，王荟惠赶回学校上班。接下来几
天，照顾饮食，日夜陪护，与医生、学校、大使
馆各方沟通，细致周到。

通过演讲， 人们了解到汽机学院蒋仁言
老师，任教33年，连续4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
者榜单，仍痴爱课堂，即使脖子上挂着绷带，

左手打着石膏也要一丝不苟上好每堂课；水
利学院樊鸣放老师用实际行动诠释师德真
义，传递榜样力量；土木学院付果老师以一个
“匠人”的情怀面对结构模型，为学生倾其所
有。

演讲结束后，20名今年新入职长沙理工
大学的教师代表进行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
为准则宣誓。 长沙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付宏渊
和校长曹一家分别为新入职教师代表授予校
徽。

“听了他们的演讲，我非常感动，并深刻
理解了肩负的教学责任和育人使命， 深刻感
受到自己必须对每一堂课负责， 对每一个学
生负责。我会努力拼搏，成为一位‘四有’好老
师。”新教师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刘佳
男说。

长沙理工大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师队伍
建设，近年来涌现了全国优秀教师叶泽、肖健玲
和国家教学名师李宇峙、 袁剑波，“最美教师”蓝
茵茵等一批师德师风先进典型。

画家蔡皋
“都市桃花源”的3个秘密用心点亮生命中的每一颗星

海派名家精品画作将亮相
2018荣宝斋（桂林）长沙秋拍

刘小平书法篆刻作品展开幕
12月16日，刘小平书法篆刻作品展在湖南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作品百余件，包

括甲骨文、金文、草书、楷书以及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1月15日，免费向公众
开放。（刘小平，邵阳人，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