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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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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张巨幅画

让 阅 读 慢 下 来 ，让 生 活 慢 下 来

“起立，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下。”
王小幸走进教室，
站上讲
台，在另外两个小伙伴的配合下，
一起为同学们讲解课文《珍珠鸟》。
这是昨日发生在巴蜀蓝湖郡
小学五年级二班的一幕。

4 米宽 6 米高的《大美中国·三峡情》
表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主题

第一次当老师
小学生上讲台教语文数学
感受老师辛劳与良苦用心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摄影报道

1
9 月 5 日，
重庆大学 B 区
科苑戴斯酒店
负二楼大厅，
和往常一样平
静。穿过大厅
的重大师生看
到大厅一侧，
都会露出惊讶
之情。
大厅一
侧 ，是 一 幅 4
米 宽 、6 米 高
的《大美中国·
三 峡 情 》油
画。许世虎教
授放下 3 米
长 、像 刷 子 一
样 的 画 笔 ，拿
起一个调色板
和另外一支小
画 笔 ，小 心 翼
翼爬上一台特
制的升降机。

重庆晚
报-上游新闻
记者 何浩
毕克勤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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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峡美景都浓缩进来”

“同学们，请大家默读课文，勾画出描写
珍珠鸟可爱的句子。”初次登台，小老师们有
点小紧张。王小幸手里拿着课本，书上用红
色签字笔密密麻麻写着备注。她按照自己预
估的节奏，
与讲台下的同学们沟通着。
“可能是自己的提问太无趣了，没能吸引
大家的注意力，感觉互动性不强，同学们举手
的很少。”王小幸说，平常老师的问题总能带
着大家一起思考，同学们踊跃举手，课堂气氛
很活跃。
这是 3 个小伙伴第一次当老师。王小幸
负责生字部分，另外两个小伙伴也忙着，刘可
迪负责课文作者介绍以及珍珠鸟介绍，张钲
渝负责制作播放 PPT。

◀进行细
微的补笔
就像从事高空作业的塔吊师傅，升
降机升到离地面三四米高的地方，许世
虎缓缓倾身，坐在 1 平方米不到的升降机
上，开始作业——用小画笔对画中的云
彩做最后的细节处理。顷刻间，在画笔
轻轻拨动下，三峡峰峦间的云彩，变得明
暗分明，富有动感。
这幅巨幅油画，是许世虎应重庆大
学邀请，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重
庆大学建立 90 周年创作的以三峡为主题
的作品。
看着眼前即将完成的作品，
无数次画
过三峡、得过无数次荣誉的许世虎沉思了
一会，
微微点头，
脸上露出欣慰笑容。
一个月来，这样在升降机上作画的
许世虎一上去就是小半天。身体稍胖的
许世虎笑着对记者说，就像体力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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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点体力还真不行。
油画上，清晨的金色阳光穿过云层，
洒满云海和江面，和酒店大厅暖色调灯
光相得益彰。最远处高耸入云端的桃子
峰如披金甲，巍峨险峻，一种崇敬之情油
然而生。
峡江两岸，错落有致的山峰绵延起
伏，
三峡石似刀砍斧削，
两岸的红叶让画面
多了几分艳丽。湍急江流上，
近处有几只
海鸥在飞翔，
远处有几点白帆驶向远方。
“这幅油画，将三峡美景都浓缩进
来。”许世虎告诉记者，立体构图的画面
上，有瞿塘峡、桃子峰，还有栈道、云海、
三峡红叶以及滚滚东流的长江水。
“只有
综合通过这些元素，才能表现三峡的雄
伟和秀美，这就是艺术的奇特之处，来源
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

2 “真心觉得老师很辛苦”

▲坐在升降机上创作

通过氛围色调
传达三峡精神

第六次创作三峡巨幅油画

“你仔细看看，还有什么不一样？”许
世虎笑着问记者。
记者走进一看，
画面近处枫叶簇拥的三
峡石和远处江边消落带上的岩石相比，
不仅
颜色较深，
而且凹凸有致，
很有立体感。
据了解，这幅画用来打底的乳白胶，
用了三四十公斤。擅长综合技法绘画的
许世虎，在创作中汲取了雕塑的灵感，用
了 10 多桶塑型膏进行塑形。在此基础
上，
再着色晕彩，
把山、石、水、云等景物的
立体感显现出来。
大厅角落里，堆满各种颜料和 20 多
种画笔。画笔旁边，有五六张《大美中国·
三峡情》色彩稿小样。仅是这幅画的主色
调，前后就换了四五种，包括红色、绿色，
最终确定了金色。许世虎说，他想表达的
就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个主题。
“终于可以赶在国庆之前完成了。
”
看

着初成的画作，
已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还担任过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
许世虎，有点小自豪。他缓缓舒了一口
气，
享受着收获的喜悦。
许世虎告诉记者，
创作《大美中国·三
峡情》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半月，最后一个
月吃住都在酒店，每天睁开眼后就画，睡
觉之前还是画。
在接到作画邀请时，
许世虎想过很多
题材，最后他认为，只有三峡才能与这种
节日的氛围契合，表现出这种磅礴大气，
也是重庆人的骄傲。
“每次去三峡都有新感受，
每次画三峡
都有新感觉。
”
许世虎说，
这是他第六次创
作三峡巨幅作品。几十年前的三峡滩多流
急，
现在的三峡高峡平湖，
他心中的三峡越
来越壮观了。
“三峡腹地丰厚的自然美景和
人文底蕴令人迷恋，
可以让我画一辈子！
”

“三峡的一草一木都印在我心里”

三峡对于许世虎来说并不陌生，
1981 年在四川美术学院读大二的他，第
一次在老师带领下到三峡采风，从此和三
峡接下不解之缘。
“虽然我是重庆人，但那是我第一次
真正走进三峡，感受三峡。”许世虎说，第
一次进三峡，他和老师、同学们去了夔门
和白帝城，游览了瞿塘峡，探过三峡崖上
的栈道，
膜拜过桃子峰。
“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看到三峡的
险峻和秀美，我们很兴奋。”63 岁的许世
虎，脸上闪现青春的活力和好奇。他说，
最难忘的还是躺在江岸的三峡岩石上，
一
边仰望峡江上的星空，
一边感受三峡岩石

亿万年的温度。
许世虎介绍，第一次采风，在速写纸
上画三峡时，
始终表现不出三峡的雄伟和
秀美。
“一座山峰、一个峡口、一块岩石，
我
认为这些局部元素都难以表现出三峡的
美，
也无法表达我对三峡的感情。
”
从那时
开始，他经常去三峡找灵感，奉节、巫山、
巫溪，
包括小三峡、大宁河、宁厂古镇等地
都去过，
三峡草稿图不下百张。
“三峡的一草一木都印在我心里。
”
在
《大美中国·三峡情》油画上，
山崖间的三峡
栈道和江流上的漩涡，
都是许世虎的三峡记
忆。甚至，
江岸上的岩石和消落带上岩石的
细微区别，
都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请大家默读课文”

▲《三峡情》创
作接近尾声

高达 6 米的《大美中国·三峡情》，
是
许世虎迄今创作的最高尺幅的三峡题材
油画。此前，许世虎创作的最长尺幅的
三峡题材油画长达 9 米，是他在重庆直
辖之初受邀创作的《民族魂·三峡抒怀》。
“那可以算是我第一幅以三峡为题材
的巨幅油画作品了。
”
许世虎告诉记者，
三
峡的美术素材很多，
怎样将这些素材经过
加工、
提炼、
创造后，既是大众眼中的三
峡，
也是自己心中最美的三峡之境？
从第一次去三峡采风开始，许世虎
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创作《民族魂·三
峡抒怀》前，他又两次走进三峡腹地，最
终提交的作品小样，在众多候选作品中
脱颖而出。
《民族魂·三峡抒怀》看起来磅礴大
气、
震撼人心，
有评论家将整个画面定格
为
“一首音色明亮、
旋律高亢、
节奏鲜明、
激情四射的交响乐”。就像一幅美丽的
三峡画卷，画面上如雄伟壮丽的瞿塘峡
之夔门，
刀砍斧削似的三峡之山与巨岩，
有明有暗、
相互交叠的三峡云雾，
波涛汹
涌之江水，白色的帆船、
水鸟等。而且，
许世虎将三峡原本以青、
绿、
冷灰为主的
自然主色调，改造为以橙黄为主的主观
主色调，天空成了黄色、
橙色、
红色的混
合。远山则以橙红色为主进行塑造，江
水与波浪则再以黄色与橙红色交响。
许世虎说，他希望通过一种氛围和
色调传达出一种主观意念——三峡精
神，也是民族情怀。为此，他用综合技
法创作的巨幅三峡题材作品在绘画界
独树一帜，包括《两江汇流》
《壮丽三峡》
《永远的三峡》
《高峡平湖》等作品。其
中，陈列在三峡博物馆的《壮丽三峡》，
是一幅集壁画、
油画、
雕塑、
景观艺术为
一体的综合技法油画，成为三峡博物馆
的迎客景观。

◀徐世虎很满意创作效果

“看老师上课，觉得轻松容易。体验了一
把，真心觉得老师很辛苦。为了上好每一堂
课，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很多。”张钲渝感
叹，仅制作上课用的 PPT，她们就花了两三个
小时，
大家一起沟通协商。
记者了解到，
3位小朋友都是巴蜀蓝湖郡小
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
在教师节当天与老师角色
互换，
全程真切体验了一把当老师的感觉。
“今天，语文、数学等科目，他们自己走上
讲台，从前期备课到课堂上讲课，是一场深
度、真实真切的体验。
”
班主任张倩告诉记者。

▲给同学们讲课

理解与尊重
最好的礼物

3 “感谢老师的严厉”
除了角色互换，
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还
要当低年级同学的老师，
为低年级学生讲课。
低年级学生拿着话筒，走上讲台，把对老
师要说的心里话大胆表白。
“我以前在外地上
幼儿园，后来跟着爸爸妈妈来到重庆，当时我
还在想，新学校新学期，我会遇到什么老师
呢，我做错事情了，会不会很严厉……”巴蜀
蓝湖郡小学三年级二班翁笠玮回忆了与语文
老师李兰的点点滴滴，是老师教他练习书法，
才让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字。
“感谢老师的严厉，起初自己不能理解，
后来懂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不少同学在表达
爱的时候，
都提到了老师的严厉。

▲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写满备课内容

李兰老师坐在教室后排，听
得很感动，她说：
“通过角色互换，
让孩子们真切体验教师这份职
业。孩子们对我们的理解与尊
重，
就是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
巴蜀蓝湖郡小学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第 35 个教师节到来当天，
学校举行师生角色互换体验课程
是践行“与学生脉搏一起律动”的
办学理念，通过学生和老师的角
色互换，让学生体验教师生活，学
会换位思考，感受教师的辛苦，从
而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老师的尊
敬。同时，通过学生自己备课，批
改作业等体验，培养学生的组织
能力、
表达能力和统筹能力。

▲小朋友们走上讲台写下对老师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