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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弘 通讯员张隽

11 月 21 日，“桂林山水歌——— 姚奎桂林壁画创作和
写生回顾展”在桂林市花桥美术馆(桂林市展览馆)开幕。
本次回顾展共展出姚奎水彩写生原作 24 幅，文史资料文
献 10 余篇，名家贺词近 10 份，历史书信、报刊、画册
等 30 余份以及精美衍生品若干。通过本次展览进一步挖
掘出不同年代保存下来的作品，向大众分享艺术之美、山
水之美、人文精神之美。

姚奎先生 1964 年在桂林市展览馆完成的壁画《桂林
山水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幅大型陶瓷马赛克镶嵌壁
画，是建国后第一幅风景装饰壁画，是 1949 年建国至上
世纪六十年代末国家重点规划完成的五幅壁画之一(北京
之外唯一作品)，是姚奎一生唯一完成的壁画实物。这幅
壁画身世坎坷，在“文革”期间约 10 年、 2002 年后 14
年(共计 20 余年)时间里，历经了用红油漆、泥灰和假水
泥的多次覆盖与保护。 2016 年上半年经过了近两个月的
清洗才完全展露。同年桂林市展览馆维修改造完成后，壁
画得以重见天日。

我在桂林展览馆看到一面镶嵌壁画，表现了漓江山水
的俊俏与清新，石痕波纹间的线组织中穿流着青春的活
力，令人立即联想到“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佳
句。惊喜之余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 吴冠中

1950 年， 14 岁的姚奎从四川重庆的中学参军后就随
部队北上参加了抗美援朝。作为 16 军的文工队战士，他
经历了严寒跋涉、炮火穿行，多位战友在身边牺牲，他也
随胜利的部队登上了著名的上甘岭……因表现优秀，他获
得了三等军功章并在部队入党，是“最可爱的人”。

战争结束后，他靠自学在 1957 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装潢系后入壁画专业，直接受教于装饰绘画艺术大师
张光宇、庞薰琴、张仃先生。

1962 年毕业，姚奎被分配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筑大师梁思成(梁启超的儿子)是研究所所长。 1963 年
开始，他亲自参与了梁思成在广西设计和指导的唯一建
筑——— 桂林市展览馆。姚奎就是这个展览馆大型壁画《桂
林山水歌》的设计制作人。

桂林市展览馆拟建于 1962 年，对应的整体方案是把
桂林建成东方日内瓦的开放与对外性建设。馆址坐落在解
放桥东头，毗邻七星公园大门，与当时的七星岩、月牙
楼、芦笛岩景区一同设计建设。这是广西仅有的由中国建
筑大师梁思成主持设计，集苏州园林、桂北民居和徽派建
筑风格为一体的建筑典范，被收录进中国建筑教科书，为
清华大学等高校建筑专业教学使用至今。

1963 年底，姚奎开始来桂林进行写生设计和壁画的材
料选制。他使用西方建筑中马赛克瓷砖的装饰性设计理念，
得到了梁先生和展览馆设计主持杨鸿勋、陆楚石的认可。

就在制作壁画的过程中，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出现了。
姚奎和同事们空闲时常到展览馆附近的訾洲学习游

泳。 1964 年 6 月的一天，他受一个游泳者的引导向漓江
对岸游去。可游到江中心时感觉无力过江，于是转身回
游，谁知腿又开始抽筋，在湍急的江水里拼命挣扎，还是
无法自救，心想这下完了。岸上不熟水性的同伴岳景融急
得大声呼叫：“快救人啊！快救人啊！”坐在岳景融旁边
的一个小伙子见状，飞身跃入江中，迅速将姚奎从水中拉
起，还大声叮咛他：“千万不要抱我，否则一块儿到江底
喂鱼！”

经过小伙子近 10 分钟不断上提与拉住他一只胳膊负
重侧游，已处于迷糊状态的姚奎被这个青年人救到了浅水
区，在其他游泳者的帮助下抱上了河岸。见他苏醒过来，
陌生的小伙子悄悄离开了。

两天后姚奎的状况恢复了，他马上到漓江边打听救命

恩人的下落，得知勇士名叫申建华，家住訾洲边的邻下
街。经过挨家挨户访问，他找到了申建华家。看着个子不
高，一脸稚气，只有 17 岁的申建华，姚奎简直不敢相信
他能把 1 米 76 的北方大个儿从激流中救上岸。为了永远
记住救命恩人，姚奎拉着他到照相馆拍了双人合影留念，
并把申建华当成了自己最可亲的弟弟。

壁画的创作得以继续，并在 1964 年底顺利完成。这
幅壁画因是建国至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仅有的三幅艺术性
大型壁画中的一幅(另两幅是吴作人在天文馆天井壁画、
张光宇在政协礼堂的壁画)，在文革之后的壁画与绘画界
专业论著中被反复记述，普遍赞誉。桂林市展览馆也以其
完美的综合性建筑特色，被收录进中国建筑教科书。

1964 年夏天，姚奎先生为了完成壁画，在桂林阳朔
创作了约 30 幅水粉写生，之后在北京和加拿大根据写生
又创作了十余幅油画。他为桂林题材的系列绘画写下了一
段优美的引语，标题为《漓水清幽》：“江作青罗带，山
如碧玉簪……凤尾竹下，鱼鹰飞穿；竹筏轻荡，画山传来
刘三姐的歌声。”

姚奎曾撰文写道：
我受到延绵数十公里桂林山水的感染，强烈地希望在

有限画面中表现出桂林山水的“神仙境界”。受马赛克瓷
片生产的局限，如何从二十多种可能生产的色彩中组合出
淡雅清新的情调？“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韩愈的精彩
诗句给了我深刻启示。以象表意，舍去表面的热闹花絮，
把桂林之独特山水集中概括在诗的情境，歌的雅兴之中。

中国壁画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世彦先生在著作《壁
画千端：五十六端 姚奎的壁画》中写道：

姚奎把握了漓江山水美之精粹，经过自己的意境升
华，在壁画中以平面而概括的形色处理，创造了来自自然
实景又与同时代他人的水墨、重彩、油画绝然不同、独具
魅力的风貌。壁画整体气势的韵致营造，充分显示了镶嵌
技艺的特殊魅力，足以成为当今我国镶嵌画的范画。半个
世纪前的壁画作品，今天重睹，仍能引起我们激情弛荡。

此画作为我国当代壁画的经典作品，绝无疑义。

岳景融和姚奎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到建筑科
学研究院。他担任桂林展览馆走廊上方壁画《榕荫》的主
创。

《桂林山水歌》两次“入土”

1964 年底，完成壁画后姚奎回京，继续着与申建华
的联系，多次给他寄信和学习生活用品。 1967 年，申建

华进了新开办的桂林第二机床厂，改名“陈统星”，并
告诉了在北京的姚奎。从参军到此时姚奎使用的名字叫
“姚发奎”，而在 1964 年 10 月，他在桂林请著名篆
刻家李骆公先生刻了一枚名章“姚奎”，是可发现他第
一次使用这个名字。 1979 年开始，他在绘画创作中完
全使用了这两个字的名字。

1964 年，文艺界掀起了对电影《早春二月》的大
批判，罪名是“继承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
人性论”。全国各地要抓出典型。壁画《桂林山水歌》
直接成为批判对象。 1966 年，梁思成被批判为走白专
道路的“臭老九”。在桂林文革的“破四旧”运动中，
文化站人员听说红卫兵要来砸壁画，迅速把它用泥土覆
盖粉刷，再用红油漆写上大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万岁”，红卫兵才算作罢。如此《桂林山水歌》第一次
“入土”至 1975 年。

1964 年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解散，姚奎调到文化
部后又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了 3 年的劳动改造。
1967 年至 1969 年，姚奎的父亲，身为爱国抗战将领和泸
州市政协委员，在文革武斗中被无辜杀害，母亲因重病
凄惨离世。姚奎担心自己的政治处境不好，影响救命恩
人，就中断了与陈统星保持了三年的信函往来。

1975 年桂林市展览馆正式成立，有了办公室和美
术组，组内有画家李骆公、龙廷坝等。一年后《桂林山
水歌》破封展露。之后破封的还有壁画《榕荫》。

姚奎 1990 年后移居加拿大，往来于国内外进行艺
术创作。在 2006 年七十岁之际，说要去桂林寻找救命
恩人，还要看看《桂林山水歌》。他打电话到桂林的
114 查号台，找到了桂林第二机床厂的号码和新公司名
称。心情激动的他联系上“桂林正菱第二机床有限责任
公司”工会，问是否有一位 59 岁、名叫申建华或陈统
星的员工。当时的工会主席朱冬养先生立即找到了退休
的陈统星，并证实了他就是姚奎要寻找的救命恩人。姚
奎激动不已，急切地订机票飞往桂林。

高大硬朗的七旬老画家与体形偏瘦的退休工人久别
重逢，紧紧拥抱在一起，老画家流着眼泪说：“你的样
子我还能认出。 42 年了，我一直在心里记挂着你！”
姚奎从旅行包拿出了几十年前与陈统星的合影与交换的
单人照片，以及当年获救后完成的壁画照片。两人还一
同来到漓江边，回忆了当年发生在江中的惊险场面。

陈统星在与姚奎的会面中沉默寡语，十分低调，有
时甚至有点儿不知所措。他用桂林话很平静地跟大家
说：“当时的情况，哪个都会去救人的，我只是做了一
件平平常常的好事情，是应该的，没得什么讲法。”

听到救命恩人平淡的回答，姚奎十分感慨：“陈师

傅，你当年救了我，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我和我
的家庭就是天大的事。是你无私勇敢的救人行为让我获
得了重生，改写了我和家庭的命运。恩人，我和我的家
庭永远都会记住你！”

随后，姚奎带陈统星来到桂林市展览馆，却没能看
到自己的那幅镶嵌壁画。原来，在 2002 年，展览馆部
分场地出租，用于旅游产品销售。为了保护这幅壁画，
工作人员用泥土和木板把它覆盖封存起来，长达 14 年
时间。

世事难料何止于此！就在姚奎从桂林回到北京一个
多月后，在偶然的疗养体检中发现他已是癌症晚期。他
不为所扰，用勤奋的耕耘留下了宝贵的作品。 2007 年
7 月，他平静而又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重放光芒

2010 年 1 月，姚奎的儿子姚庚带着给父亲壁画拍
照出集的愿望，专程来到桂林市展览馆，可仍然看不到
《桂林山水歌》。

2017 年 7 月 9 日，姚庚收到风光摄影家于云天的
微信，说他在去平遥摄影节的火车上偶遇陈履生先生，
陈先生兴奋地说前不久刚刚看到姚奎上世纪 60 年代的
壁画《桂林山水歌》，在桂林市展览馆展示出来啦！

原来，为了改变展览馆的陈旧状态，让市民得到更
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桂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核准增设了
“桂林市花桥美术馆”。 2013 年 6 月展馆全面启动整
理馆舍、屋面维修和庭院恢复工程，在原有 4 个展厅
的基础上增设了 3 个展厅。改造后展厅的灯光照明、
楼宇自控、恒温恒湿等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精彩的
艺术展览不断推出。 2014 年，《桂林山水歌》开始揭
开了一个小角，直到 2016 年上半年才完全展露。展览
馆人员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清洗它，同时编撰了壁画的
相关文字和信息。 2016 年底桂林市展览馆维修改建完
成，壁画重新与观众见面。

桂林人民和展览馆在困难时期如此艰难、智慧和认
真地保护了这里的壁画和艺术品，确实值得称颂！
2017 年秋天，姚庚收到了微信传来的照片，第一次看
到了壁画准确的灰色调原貌。它是如此的独特，优美而
典雅。

今年 11 月 16 日，姚庚与桂林市花桥美术馆的吴莘
岚一起到桂林正菱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寻访，找到了 71
岁开朗健康的陈统星，请他作为特邀嘉宾参加 21 日的
姚奎画展开幕式，并约请他明年夏天到北京旅游作客。

（本版图片由姚庚提供）

姚奎与《桂林山水歌》

他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归来，风尘仆仆地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表现桂林山水，把

建筑材料运用得活灵活现，创作了壁画《桂林山水歌》。一位桂林人，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姚奎，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36 年 6 月生于山西省垣曲县。 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立功入党。 1957 年在部队通过自学美术，考入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设计系。 1962 年毕业于装饰绘画系壁画专业，分别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文化部出版局工作。 1971 年后，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历任

《连环画报》编辑部组长、创作室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等职。曾任《中国书画》执行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副总编辑。 1990 年后移居加

拿大，往来于国内外进行艺术创作。 2007 年 7 月病逝于北京。

在国内外举办个人国画与综合性画展约 14 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和国内外艺术联展数十次，作品先后被中国、美国、英国、日本、丹麦、加拿大及香港、

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机构和个人收藏。 5 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个人画集 4 种。曾获得多个国际国内艺术奖和一个重要的国际艺术奖

项。他的装饰性绘画和中西结合的重彩国画具有很强的个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美术界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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