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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用活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③③

五牛图
■ 郑学富

今年是牛年。 我国养牛历史悠久， 牛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
息相关，牛文化也因此丰富多彩。 在古代传统绘画中，牛更是占
有一席之地。 画牛的传世名作当属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最
为著名，可谓旷世之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元代画家赵孟頫
称赞说：“五牛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 ”作为政治家和画家的韩
滉托物言志 ，咏 “牛 ”抒情 ，其中渗透着作者鲜明的品德追求和
关注农耕的殷切情怀。

韩滉，字太冲，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代宰相韩休的儿
子。他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出任左威卫骑曹参军，以后在多地担任地
方官，历练丰富。 贞元元年(785 年)，韩滉入朝加同平章事，正式拜
相，兼江淮转运使。 他虽出身于贵族豪门，但是其继承家父风范,为
政清明，崇尚俭德，关心民生。 《新唐书》说：“（韩滉）虽宰相子,性节
俭,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 ”“居重
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 ”韩滉明于吏道，治镇有方，尤其是掌
管天下财赋时，廉洁勤勉，制定完善赋税收支的法规，加上连年丰
收，仓库积蓄充盈。 因为牛勤劳朴实、憨厚宽容、默默奉献，历来被
人们所喜爱和敬重，被誉为“老黄牛”“孺子牛”。韩滉通过画出牛的
高大形象，赞颂其坚韧品格和精神境界，抒发自己的追求抱负，欲
以国家兴亡和苍生福祉为念，埋头苦干。

牛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六畜”之一，在农耕时代是耕种、运输的
重要力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唐代诗人元稹在《田家
词》中生动地描写了艰辛耕耘的牛：“牛咤咤，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
趵。 ”北宋诗人孔平仲的《禾熟》则刻画了牛只知耕作、从不索取、随
遇而安、悠然自得的形象：“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
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 ”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
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五牛图》就有鼓励
农耕之意。 韩滉经历玄宗至德宗四代，青年时代亲历了安史之乱所
造成的社会动乱和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 在他入仕为官期间,藩镇
割据,战乱频仍,农业遭到严重破坏,赋税苛重,百姓深受其害。韩滉每
到一地为官，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垦田造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安抚百姓，储积谷帛,充实府库。 如他在任苏州刺史和浙江东西都团
练使时，减轻百姓税赋，组织百姓耕田栽桑，治水养鱼，和老农“共商
癯田肥料”，促进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有一年春耕之季，韩滉深入
乡村田间巡视，见到遍地牛群，有的在低头吃草，有的在小道上悠然
慢行，有的在耕地犁田……这种田园景色令他欣喜不已，连忙取出
画夹，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回去后，又经过反复修改
润色，绘出形态各异的五头牛，以倡导人们关注耕牛，重视农业生
产，《五牛图》由此得来。

《五牛图》蕴含的农耕情怀，从乾隆皇帝及一些大臣的题跋中
也可得到印证。乾隆在《五牛图》卷首御笔题写“兴托春犁”四个字，
意思为一年之际在于春，全寄托在春天的辛勤耕犁上。他在图中题
诗曰：“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像间。 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
问喘识民艰。”乾隆认为《五牛图》意在表现汉代贤臣丙吉关心民间
疾苦、路见牛喘而致问的典故，应该效法古代先贤多关心民众耕种
之辛苦。

《宣和画谱》所载韩滉作品 36 幅，其中农村题材的超过半数以
上。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能够将“画笔”扎根在农村，从民众
生产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关注民生，创作出如此接地气的作品，
实属难得。

这些徽墨为何署“休城”

■ 夏骏慕

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的 “中国文
房四宝”之《碑形墨》《断木形墨》《亚
形墨》《宝瓶形墨》《碑形墨》 等国宝
级徽墨， 均为安徽省古徽州休宁县
的胡开文墨店制作的徽墨极品。 人
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些明明
都是休宁制作的徽墨， 但它们的墨
侧阴文楷书，却全都不署“徽州休宁
胡开文造” 而署 “徽州休城胡开文
造”。为何署“休城”，其中大有故事。

原来， 这些国宝级徽墨全都是
生产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 因出现
了“犯讳”而只得采取“避讳”手段的
缘故。封建社会的避讳，有“国讳”与
“家讳”之说，就是在书写的时候，凡
遇到应避的名讳，或缺笔或易字，说
念之时也得改变原读音。 这种避讳
规定，在明、清两代制墨的名品中出
现几率尤盛。墨店招牌上，不得有与
当朝皇帝名字相同的犯讳的字；墨
品铭文上， 凡是出现与当朝皇帝名
字相犯讳的字，一律得采取缺笔划、
改动字、 甚至将墨毁坏等手段加以
避讳。

这些生产于安徽省休宁县的胡
开文古墨，不署“休宁”而署“休城”，
也是因为避讳而改文字的无奈之
举。 因为休宁胡开文墨店当年生产
这些徽墨的时候， 正值清朝道光皇

帝期间， 道光皇帝的名字叫作 “旻
宁”，因此徽墨边款铭文，便与道光
皇帝的“旻宁”相犯“宁”字之讳，为
避“宁“字之讳，休宁胡开文墨店在
此期间生产的徽墨，一律只能改“休
宁”为“休城”。

与此相类似的， 还有清代徽墨
四大家之一的曹素功的“玄粟斋”的
改名。 “玄粟斋”原是曹素功恢复明
代吴叔大墨店原先的老店名， 已经
颇有些名气了。但进入清朝，这个店
名便因为犯讳而不能再用了， 因为
其中的“玄”字，正好与康熙皇帝的
名字“玄烨”犯讳，于是只得改“玄粟
斋”而为“艺粟斋”。

现在， 古代徽墨上当年遗留下
的这种特定时期的“避讳”符号，已
成为鉴赏专家们对于古墨年代鉴别
的一种较为实用的辨识手段， 在古
墨鉴别方面起到了划分时代的作
用，可谓歪打正着了。 比如：清代徽
墨铭文中含有“玄”字的徽墨，如“九
玄三极”“玄元灵气”等，凡是“玄”子
缺笔、或“玄”字改成了“元”字以避
讳的， 必定或有可能是清康熙时期
生产的徽墨， 却绝对不会是清康熙
之前的徽墨； 同样， 假如见到署有
“徽州休城胡开文造”的古墨，那肯
定不会是清道光之前的墨品， 而只
能是 1821 年之后生产的。 此番须
知，大抵是不会有错的。

英模人物

江淮上空最亮的星

丰富文艺创作，塑造光彩形象

作为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参演剧目之一， 由安徽再芬黄
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
黄梅戏《邓稼先》近日在安庆黄梅
戏艺术中心连演两场， 生动再现
以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
为实现强国梦付出的艰辛努力和
作出的巨大贡献， 受到观众热烈
欢迎。 主演刘国平说：“我们用‘家
乡戏唱家乡人’ 的方式缅怀纪念
邓稼先， 他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我
们继续为强国梦、 复兴梦与和平
梦努力奋斗。 ”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礼
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
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 党的百
年光辉历程中，安徽涌现的革命烈
士、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是最光彩
夺目的艺术形象，为文艺创作提供

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电视剧《上将洪学智》生动讲

述洪学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人民军队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军
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人生经历，塑造
了一位铁血柔肠、 心系人民的将
军；安徽省话剧院编创的话剧《我
的父亲·李夏》 以女儿的口吻回忆
并讲述父亲李夏短暂却如同夏花
般灿烂的人生故事，勾勒出一个扎
根基层无私奉献、脚踏实地为民服
务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界首市立河
文化演艺有限公司出品的淮北梆
子戏《扫帚书记》演绎几十年为村
民义务扫地的李湾村党支部书记
李子发，展现了一名基层优秀共产
党员的高大形象……近年来，我省
文艺战线深挖江淮红色资源富矿，
不断推出讴歌英模人物的优秀文
艺作品，为“艺术党课”贡献了一部

部优质生动的教材。
基层一线同样活跃着积极搜

集英模人物事迹、 用心创作红色
作品的文艺工作者。 来安县半塔
镇是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 、著
名的半塔保卫战发生地， 文化站
站长王祖道深入采访老革命和战
斗亲历者， 采撷新四军浴血奋战
以及军民心连心的故事， 编排了
快板书 《罗炳辉将军赔衣裳》、歌
曲 《新四军来到半塔街 》、配乐诗
朗诵《烽火再现》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作品， 他说：“我将继续创作接
地气的文艺作品，传承红色基因，
传播红色文化， 引导群众感谢党
恩，珍惜当代幸福生活。 ”

题图：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内
的渡江英雄雕塑。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保护名人故居，推进活化利用

位于凤阳县小岗村的沈浩同
志先进事迹陈列馆， 一件件实物、
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影像真实地展
现着优秀共产党员沈浩一心为民
的高尚情怀、 扎根基层的奉献精
神。 如今，纪念馆和“当年农家”一
样成为旅游线路上的红色景点，吸
引无数党员干部到访参观，瞻仰模
范事迹，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前进
力量。

江淮大地，英模辈出，前赴后
继献身党的伟大事业，在百姓心中
树立高大形象。到哪里寻访英模人
物？那一处处散落在各地的革命先
烈故居、英雄模范纪念馆，通过陈
列的文物、生动的讲解，把英模人
物的形象留在百姓心里，把英模人
物的事迹广泛传播出去。

岳西县的王步文故居，再现中
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光辉的战斗
历程； 泾县的王稼祥故居纪念馆，
展现革命者献身革命事业的伟大
情怀；巢湖市的李克农故居，展开
“龙潭三杰”之一的传奇经历；怀宁
县的邓稼先故居， 讲述一代科学
巨匠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从
淮北到江南，一处处故居、纪念馆
便是一座座屹立在当地的精神地
标。 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
处长储晓焱说：“这些故居、 纪念
馆大多是革命文物、 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也是优质的红色旅游景
点。 近年来，我省在加大保护力度
的同时，积极推进活化利用，把王
稼祥故居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
迹陈列馆等列入重点旅游线路进

行推介， 带领游客追寻红色记忆，
缅怀先烈伟绩。 ”

从安徽省原副省长、省政协原
副主席李清泉的日记本，到马怀谦
烈士的“立功喜报”和“无尚光荣”
牌匾，再到开国中将梁从学的双管
猎枪，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丰富的
馆藏文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
从尘封的历史中跳出来，为观众展
现 400 万军民奋勇向前的壮阔场
景。 “每一件实物、每一张图片、每
一个场景背后，都有一段无法忘怀
的历史， 都有一位英勇无畏的人
物，都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渡
江战役纪念馆馆长程红说，“我们
纪念馆要发挥精神引领、典型示范
作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
良好氛围。 ”

铭记光辉人物，
赓续精神血脉

合肥有条 “延乔路 ”，路的尽头是
另一条路，名叫“繁华大道”！ 日前，电
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热播，陈延年、
陈乔年两位热血青年为革命牺牲的高
大形象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在合肥，以
两位英烈命名的延乔路迅速在网络
“刷屏”， 成为市民们缅怀革命英雄的
热门“打卡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由一个
个鲜活而具体的人物书写的， 他们为
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为了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怀着崇高的理
想与必胜的信念， 不畏艰苦、 不怕牺
牲 ，百折不挠 、矢志奋斗 ，建立起崭新
的人民共和国， 让积贫积弱的中国走
上了富民强国之路， 实现了翻天覆地
的巨变。

翻开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鸿篇巨
制，安徽是其中壮美的篇章之一。 从中
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到早期重
要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王稼祥、王步
文 ，从开国将军李克农 、洪学智 、皮定
均、徐立清到“两弹元勋”邓稼先，从小
岗村党委原第一书记沈浩到时代楷模
李夏，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安徽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 不懈奋
斗，涌现出的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和先
进模范多如繁星，在中国共产党群英谱
上留下闪亮的名字。他们都是宝贵的红
色资源，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榜样。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用安
徽英雄模范人物事迹教育广大党员干
部，用以检视初心、砥砺品质，赓续共产
党人的精神血脉。 ”省委党史研究院院
长程中才说，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百年
奋斗历史中赋予了江淮大地得天独厚
的红色资源禀赋，我们要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的独特作用， 以探珠采玉之功，加
强史料收集、整理，把安徽红色富矿发
掘好、利用好，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丰
富、生动、翔实、可靠的党史乡土教材，
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安徽，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辉煌历程中，江淮大地涌现出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
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代表，是江淮儿女的典型形象，是浩瀚夜空最亮的星。

五牛图（局部） （资料图片）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金寨县红军广场。。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