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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人物

▲蒲勇健在野外采风绘画

◀▲蒲勇健和他
的绘画作品

活到老 唱到老 秀到老

一位八旬歌痴的快乐生活

写小说 办画展 学钢琴

一位经济学家的跨界人生

许多人学习唱
歌，只为多增加一个
爱好，平日里小唱怡
情，无关唱功高低。
80岁的魏茂金老人
则相反，他唱歌系统
得多：嗓子，每天要
练；怕影响发声，烟
酒辣一点不沾；过筋
过脉的地方搞不懂，
就请专业老师教；唱
功精进了，就走出家
门去秀，各个地方打
比赛超过 30多次，
赢回一张又一张证
书。

“唱歌嘛，就要
比，胜出来的才是高
手噻。”这句话，是魏
茂金的比赛宣言。
莫以为老人在做明
星梦，其实很多时候
赢回的奖品还不够
参赛的路费。能乐
此不疲，只是因为比
赛过程和观众掌声。

慢新闻-重庆晚
报 记 者 朱 婷/文
李化/图

他是一位经济学
家，这些年，陆续引来
不少诺奖得主来渝交
流。同时，10年前，
他开始写小说，当起
文学家；4年前，开始
画画，成画家；如今，
他备好钢琴、小提琴，
拜好师，准备在音乐
艺术上有所成绩……
杂家蒲勇健说，跨界
帮他打通“任督二
脉”，在学术创作中开
辟新天地。

慢新闻-重庆晚
报 记 者 周 小 平
李卓然/文 首席记
者 冉文/图

用嗓
高音低音转换自如

80岁的魏茂金家住九龙坡西彭镇。
11月5日，他和老伴一起出发前往四川宜
宾旅游，临行前一天，记者在他家中看到，
出游的行李还没开始收拾，他就把一张折
叠的纸小心翼翼揣进旅游时要穿的外衣包
包。揣稳当后，又去饭厅调试收录机，一首
首音乐旋律在他的调度下快进快出。“啧，
明天的表演没得问题了！”只见魏茂金头一
昂，面部露出满意的笑容。

揣进包里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有文
字：爱的世界只有你、我从草原来、渴望
……都是歌曲名。同样，收录机里，也有这
些歌曲的伴奏。原来，旅行团的朋友们晓
得魏茂金会唱歌，要他在途中表演节目。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他提前新学了几首。

“都是之前没唱过的，保证新鲜好听。”魏茂
金自信满满。

到底好不好听？魏茂金打开收录机放
出伴奏音乐，当着记者的面，来了一曲《又
见山里红》。“又见山里红，久别的山里红。”
唱到副歌部分，魏茂金美声唱腔开始明显，
声音越发浑厚有力。很快旋律柔和下来，
他又开启低音模式。最后一句歌词，原唱
是以高音收尾，他的嗓音也高了上去，还将
节奏稍稍放慢，以体现自己的唱功。

练嗓
为提唱功请来专业老师
一曲唱罢，魏茂金又来了一首，同样

是美声唱法，唱起来也依旧中气十足，大
气都不喘一下。

老人的儿子魏斌向记者透露，其实，
很多年前，老头子就患有气管炎、哮喘、肺
气肿等疾病。也许是唱歌锻炼气息的缘
故，现在，这些疾病很少再复发，老头子精
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别人听我唱完歌后，都不相信我80
岁了。”老人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唱歌跳
舞，曾经还干过文艺宣传队队长，二胡、扬
琴都会，但真正对唱歌痴迷是在退休以
后。“一开始，还是单纯地学唱歌。后来觉
得，不单要学会唱，还要把歌唱好。”

为此，他让学音乐的侄儿魏彤介绍好
一点的声乐老师来教他。魏彤把重庆歌剧
院的专业老师推荐给魏茂金，魏茂金花上
千元前前后后学了10节课的美声专业唱
法。评价起魏茂金的唱功，魏彤说：“老人
家80岁能有这种嗓音条件，很不错了。”

美声唱法，稳定的气息和呼吸很重要。
为了唱好歌，魏茂金天天坚持练嗓。不过，
练嗓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的，他选择的是小
区环境相对安静清幽的地方，一来不影响他
人，二来情绪和气息在安静环境下更稳定。

秀嗓
达人秀梦想秀凡人有乐

同栋楼的邻居刘先生一看到魏茂金，就
喊“歌星”。别人不解，他笑着说：“经常参加
重庆台那个《凡人有乐》的嘛，我都看到过他
好多次。”

这话不假。魏茂金家里就有多张重庆电
视台都市频道《凡人有乐》节目组颁发的证
书。证书均显示，他挑战30秒成功。“从2010
年开始，前后参加了10次，马上还要准备去第
11次。”魏茂金说。但是，对于节目组颁发的
挑战成功的证书，他不以为然，“30秒，那是最
基本的，我一般都能闯关到最后。”

“唱功好点了，哪里有比赛，哪里就有他
了。”这也是魏彤对魏茂金的印象。有一年，
《凡人有乐》节目组在园博园开唱，魏茂金一
早就从西彭的家中出发赶过去。但是，因为
不清楚具体比赛场地的位置，老人害怕错过
比赛时间，还冒着危险搭摩托车去。

除了《凡人有乐》，老人收集的各种比赛
号码牌显示，他还多次参加《中国达人秀》《中
国梦想秀》在重庆地区的选拔比赛，并获得浙
江卫视颁发的“中国梦想之星”荣誉证书。

看着不同年月的号码牌，老人如数家珍：“小
型比赛就不说了，有影响力的，达人秀3次，看嘛，
3个号码牌；梦想秀5次，5个号码牌……”

魏茂金把自己形容为比赛场上的老黄
忠，因为，跟这位东汉末年的名将一样，自己
也是老当益壮。

护嗓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

中午时分，老人一家来到
楼下的快餐店吃饭，老伴罗婆
婆给魏茂金贴心地点了一份肥而不
腻的卤肉饭。主菜甜咸适口，配菜
有不少泡椒，魏茂金反问罗婆婆：“我不吃
辣椒，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听到这里，罗婆婆有些许不耐烦：“不
吃把辣椒挑出来嘛，怪老头！”她告诉记者，
一开始，老伴唱歌，她甚是反对。后来，觉
得老伴唱歌越来越快乐，身体也越来越好，
她就支持了。

于是，魏茂金就只好一边挑泡椒一边
吃饭，嘴里不时还咕哝两句。他告诉记者，
自己嗓子不好，几十年前戒烟后，就再也没
抽过烟。而且不喝酒，辣椒更是不会沾，一
来吃了不舒服，二来也会影响唱歌。

“哎呀，又不是专业歌手，还用明星那
一套要求自己嗦。”儿子魏斌打趣道。

“不是专业的，但我也可以像专业歌手
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嘛。”魏茂金说，自己住
在西彭镇，而一些大型歌唱比赛，往往在市
中心，为此，自己总是自费前往。有时，赢
回的礼品连车费都不够，但自己从不后悔，

“我不像年轻人，上台唱歌是想出名赚钱，
我觉得，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就很高兴，要
是观众鼓鼓掌，就更高兴了，生活就应该这
样。”

蒲勇健是重庆大学教授，两江学者，巴
渝学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他
分别在北京大学数学系，电子科技大学应
用物理研究所激光物理研究室，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
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博弈论、经
济增长理论和旅游管理。

近日，磁器口古镇和美大院，蒲勇健和
夫人创作的48幅绘画作品在这里展出，持
续一个月。这两天，陆续吸引各路游客驻
足观赏。不少游客以为，这样的画作必定
出自艺术家之笔，在得知作者其实是一位
经济学家时，不禁啧啧称奇。

蒲勇健告诉记者，展出的作品，有油画
也有国画，既有山水画，也有花鸟画，既有
写实，也有抽象。48幅作品，分“东写西涂”

“巴渝美色”“寄情山水”“如梦童心”4个展
区。展出的作品，不少已被人收藏。其中，
蒲勇健创作的《阳朔春早》《阳朔之春》两幅
作品，被著名歌唱家张迈收藏。

蒲勇健的国画老师杨革非是中国著名
画家，3年前他在老师缙云山画院重新拿起
画笔。在老师眼里，学生刻苦、肯钻研、爱
琢磨。“几年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很难得，他
在绘画方面有自己的符号语言，我相信今
后还会有新的造诣。”杨革非告诉记者。

“前年这幅作品在其他地方展出，川
美有位学者想买走。专家评价色彩运用
大胆，而且用得很好。”蒲勇健在这幅《重
大虎溪校区荷塘》前停下来说，“既然专业
人士都想买走，那我就自己珍藏了，舍不
得卖。”

蒲勇健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儿时居
住在华村附近，父亲在李子坝一家印刷厂
上班。“也许是父亲在印刷厂上班，让我有
条件接触到笔墨、纸张，小学一年级对画画
产生了兴趣。”蒲勇健的美术天赋渐渐被发
掘，也成了街上小有名气的“小画家”。

1973年，全市举办美术展，蒲勇健的作品入
选，各个学校的学生都来观展，其中不乏班
上的同学，这让他充满自豪感。

每天沉迷画画，成绩也就耽搁了，考试
长期不及格，被老师划入“差生”一列。这
让父亲一脸愁容，开始担心起儿子的未
来。1977年4月的一天，蒲勇健拿着画笔
画画，父亲苦口婆心说着成绩的事儿，说着
说着竟睡着了。“就在那一刻，我发现父亲
好像苍老了，我也突然成熟了。”蒲勇健回
忆，那天，他画的《尤三姐仕女图》，成了搁
笔之作。从此，他放下画笔，专攻数理化。

也许是初二平面几何和画画有些联系，以前
以为自己学不懂数学的蒲勇健，放下画笔，顿时
对几何有了好感。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时间，又
迷上了数学。数学好了，学习数理化的信心也增
强了。3个月下来，物理从曾经的不及格，到满
分，连物理老师都惊讶了。“老师责怪自己疏忽，
没留意到作弊问题，以为我是抄来的满分。”回忆
往事，蒲勇健忍不住笑了。成绩好了，老师把他
当“好学生”培养。初三成绩已经是名列前茅，到

了高中，常常是全校第一。1979年，蒲勇健以重
庆理科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
科毕业后，在西南交通大学数学系任教。后来又
考入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所，获激光物理专业
硕士学位。本科学数学，研究生学物理，蒲勇健
读博的时候，则学的经济学。如今，他已是经济
学家。在蒲勇健的引荐下，蒙代尔、阿罗、莫里
斯、海克曼、克莱因、赫维茨等诺奖得主来渝交
流、开讲座。

虽说是经济领域的专家，但骨子里，蒲勇健还
爱着文学艺术。

10年前，他捡起文学。“早在2001年，我就
产生了写科幻小说的念头。”蒲勇健说，由于工
作太忙，一直没有时间，只是在心中无数次构思
着小说的情节。直到2009年底，他才终于开始
下笔。

由于拥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并有极为丰富的
物理学知识，在写作《爱克斯博士》的过程中，蒲勇
健几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阻碍。这部科幻小说，蒲
勇健几乎都是挤出晚上休息的时间来完成。蒲勇

健告诉记者，《爱克斯博士》是一部基于最新的物
理学理论——平行宇宙理论的科幻小说。

看完这部小说，其中场景似曾相识。蒲勇健
解释说，小说中描述的地方发生在重庆奉节小寨
天坑。蒲勇健是重庆唯一的旅游管理专业博导，
他也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推广重庆旅游。

不仅如此，如今成为旅游热点的洪崖洞也有
蒲勇健的功劳。2001年，他当时是渝中区政府的
经济顾问，渝中区曾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对解放碑
商圈进行业态规划，其中就包括洪崖洞。后来渝
中区政府批准了此规划，决定重建洪崖洞。

伽利略喜爱绘画、听音乐，还常常兴致勃勃地制
作玩具；达·芬奇除了是位伟大的画家，他还是数学
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发明了地动仪的张衡，还善于
绘画，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成为一代宗师；数学家华
罗庚喜欢写诗、填词和书法……在蒲勇健看来，艺术
和科学不仅是相通的，艺术修养更有益于学术创新。
2007年，蒲勇健的学术论文《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理论
基础上的委托代理模型：物质效用与动机公平的替
代》在学术圈上引起强烈反响，他从文化、情感的角度
解释经济，将国外诺奖成果往前推进一步，有力地解
释了东亚、日韩经济的崛起，是“互惠”经济学的早期
研究者。

重庆天地雍江御庭，蒲勇健和妻子何美莲的

家，以及画画工作室在这里。说是绘画工作室，其
实更是他们交友会客、主办各种沙龙的场所。蒲
勇健喜欢大家一边品茶，一边头脑风暴，有时候，
直到深夜还意犹未尽。“他执着起来，没几个人能
做到。”何美莲说，丈夫每天忙着自己专业领域的
事情，留给绘画的时间，差不多都排到晚上10点
以后，常常画到凌晨一两点。蒲勇健也很享受这
样的绘画时光，精心画完，拍张照，发个朋友圈，第
二天醒来，惬意地数“赞”。

10年前创作科幻小说，4年前重拾画笔开始
绘画，蒲勇健的跨界之旅还没结束，房间内，他备
好钢琴、小提琴，还拜了师，每周会学习音乐，下一
站，他将攻克音乐。

称奇 经济学家办画展

画画 学习沦为“差生”

学霸 常常全校第一

创作 推广重庆旅游

跨界 打通任督二脉
▲蒲勇健夫人的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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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现在很支持
魏老的歌唱“事业”

▲魏老参加各种比赛的号码牌

◀在餐厅吃饭
前，魏老也要
高歌一曲。

▲魏老用老黄忠来形容赛场上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