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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罗鑫

湖北仙桃通海口镇永长河村的 41 岁农
民熊庆华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
自己的画作被“晒”到网上后，受到如潮般热
捧。

浮夸的色彩、立体的构图……在许多美
术爱好者看来，熊庆华的画与西班牙名画家
毕加索有几分相似。于是，“中国毕加索”的外
号不胫而走。

“在百度里搜索‘中国毕加索’，都是有关
我的新闻。大家叫我‘中国毕加索’，我很高兴，
可我想做我自己，形成我自己独一无二的风
格。”熊庆华说。

近年来，通过互联网声名鹊起的农民诗
人、农民作家、农民画家变得不再鲜见。乡村
孕育了他们朴实、执著、勤劳的特质，他们用
天赋、才思和笔触描绘乡村、回馈乡村。

熊庆华从小就展现出对绘画的兴趣。看
到父亲做木工时雕的花纹图案，他就忍不住
把物件拿到手里把玩。上学后对学业功课的
兴趣都没有画画浓厚。
中国传统文化为他的绘画之路打下最初

的基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连环
画是我最爱看的书，用钢笔描摹书里的人物，
乐此不疲。”熊庆华说。“后来不局限于描摹，
开始学习中国画，北宋画家范宽成为我崇拜
的对象。”

上初中后，为了画画熊庆华常常旷课，成
绩每况愈下，于是在初三那年辍学回家。“本
想读书考大学的梦想破灭，当画家的目标更
加清晰。别人上学，有老师教功课，我给自己
布置功课。与绘画有关的我都一一尝试和学

习，每天反反复复，不嫌枯燥。”
不承想，这一画，就是 20 多年。周围不

少乡亲外出打工，赚了钱买了车，日子过得
更好了，但熊庆华不为所动。“当时画画被看
作是不务正业的事情，可我明白我在坚持什
么。”

直到有一天，熊庆华接触到油画，这为他
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毕加索的抽象立体主义
让我着迷，从早到晚就想着怎么把平面的图
案变立体，形成抽象的组合。”

熟悉的乡村生活和快乐的童年记忆成为
熊庆华创作的源泉。当过放牛娃的他，牛成为
他画作里频频出现的元素，儿时游戏的场景
也常常成为他画作的主题。

“也想过在城市里谋生，却发现那里不

适合自己，去了城市就没了灵感。画的城市
在很多人眼里还都是乡村的影子。”熊庆华
说。

35 岁以前，画了上万幅画，无人问
津。偶然一天，在沿海工作、久未谋面的初
中同学来访，发现熊庆华陋室里的画让整个
家蓬荜生辉。于是拍了几张照片放在互联网
上。

“我本来不抱希望，没想到几个月后，我
的画火了！”熊庆华回忆起来，眼睛里依然闪
烁着喜悦的光芒。“我卖出的第一批画共 5
幅，是上海一位设计师下的单。”

慢慢地，熊庆华的每幅画从起初的 1000
元涨到 6 . 5 万元。他 2015 年签约了北京一
家画廊，目前已卖出 200 多幅画作，有的收藏

者甚至来自大洋彼岸。他还在北京 798 等地
开办了画展。

小时候爱在土堆上搭建城堡、涂鸦的穷
小子，如今富裕了，自己设计搭建了一个真正
的“城堡”——— 欧式风格的画室。大大的落地
窗，窗外池塘围绕，荷叶田田、流水潺潺。熊庆
华画画之余购置单反相机，学习拍摄画作，今
年还玩起了无人机。

尽管如此，熊庆华现在依然保持每天作
画的习惯，有时为了不打断思路，中午就啃几
口馒头。“有人说让我开公司、开学校，可是我
只想把每幅画画好，每一幅都有所突破，让自
己的画作更有辨识度，我可不想人们一直叫
我‘中国毕加索’。”

新华社武汉电

我不是“中国毕加索”，我是我自己
农民画家熊庆华坚持绘画 20 多年，走红后仍“只想把每幅画画好”

新华社记者马邦杰

中国男足 5 日在多哈带着一场
胜利倒下，再次冲击世界杯失利。每
次失败过程虽有不同，主题却只有
一个：遗恨。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中国
男足这次冲击世界杯之旅败得心有
不甘，句号画得有些悲壮。但悲壮并
不等于未来马上强大。

未来会怎样？
1990 年，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

撰写了一份名为《全国少年儿童足
球训练与竞赛体制改革的研究》的
调研报告。调研结果发现当时中国
足球人口只有一万人，这让报告的
负责人大吃一惊。

他是张路，出生在一个高级知
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北大毕业生。
他上过业余体校，下乡插过队，踢过
专业足球，上过大学，进过研究所，
解说过欧洲职业足球，当过职业俱
乐部总经理，在中国足协以及亚足
联任过职，足球人生可谓丰富。更难
能可贵的是，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
一种知识分子所独有的那种情怀。
他不愿在足球圈子内浑噩沉沦，一
直痛心疾首，一直苦心无奈，从上个
世纪 90 年代一直到今天。

2015 年 12 月，在武汉举行的一次校园足球老师培训
活动中，大家谈到了里皮可能出任中国男足主帅的可能。当
时应邀参会的张路说：“中国足球即使请来瓜迪奥拉或者穆
里尼奥，也不可能妙手回春。”

中国足球还在为过去的谬误还债，并且还要继续偿还
一段时间。

张路对中国男足未来的预测有些黯淡。在他看来，当里
皮带着世界杯冠军、欧冠冠军、亚冠冠军、意甲冠军和中超
冠军这些闪亮的头衔拿起中国男足教鞭并融入其中，他必
将要面对过去中国足球的传统扔给他的难堪重负。他必须
要带着这些包袱来书写中国足球的未来，短期内也很难妙
笔生花。

张路认为，中国男足冲击世界杯失利，不是里皮的错，
更不是球员的错。错在“我们”！

“我们曾经两次亲手把中国足球毁掉，每次都是三年。”
张路说，一次是 1986-1989 年，另一次是 1997-2000 年。

他在很多场合公开痛惜中国足球被毁掉的这两段黄金
岁月。上个月底在山东荣成，面对当地 180 多名中小学体育
老师的殷切目光，他再次讲到了自己亲历的那些不堪回首
的故事。

他说，中国足球过去毁于功利，毁于忽悠，毁于失去民心。
荣成市教育局总督学刘志刚听后深有感触。他说：“张

指导啊，您说的正是我们这里所发生的。过去我们这里有不
少孩子踢球，后来家长都不让孩子踢了。”

据刘志刚介绍，中国足改启动后，荣成校园足球重新起
步，投资上亿人民币，决心和动作力度都很大。但他们很快
就陷入了困惑：校园足球到底该怎么具体发展呢？为此，他
们请来了张路为他们解疑释惑并提出具体发展路子。他有
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张路在现场展示了一本书：《国际足联草根足球培训手
册》。他说，他的很多理论是借鉴于这本著作。“我认为这是
最权威的指导教材。现在国内有很多校园足球的教材，我觉
得大家把这本研究透就够了。”

这本书由中国足协翻译，2010 年 9 月出版。其中引用
了一段卢梭的话：“儿童在成人之前就是儿童，这是自然规
律。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一自然法则，那么他们将过早地步入
成年，但既没有实质，也没有实力。”

张路认为，中国足球的希望在于校园足球，要坚决摒弃
功利主义，也不要讲那些大道理。我们大人只需要为孩子做
一件实事：让他们踢球。

让孩子们踢球，看似简单，做到却殊为不易。因为很多
人都会在内心里问一句：我这样做能得到什么？
十年前，陕西省志丹县的丁常保也曾这样问过张路。张

路回答：“当你七老八十的时候，走在志丹县的大街上，不时
有人见了你，对你鞠躬，说‘丁老师，当年是您带着我们踢
球，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谢谢您！’这就是你能得到的。”

张路说，丁常保在志丹县努力工作了 10 年，如今已有
所成就。现在那里有 5000 个孩子踢球，占学生总数的
30%。中国不仅需要 5 万所足球特色学校，更需要更多的丁
常保。

丁常保的故事让不少荣成校长、老师和教育官员感慨
不已。在当地一所小学内，荣成教育局党委委员刘忠伟陪着
张路观看孩子踢球，显得有所触动。“张路的讲座让我们茅
塞顿开，如果将来我们的学生能对我们发自内心地说一声
谢谢，我们就足以满足了。”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计划的启动，让张路对中国足球的
未来又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领导人高瞻远瞩，看得很明
白，给我们指明了道路——— 校园足球是育人工具，就是要搞
普及。中国如果有 500 万孩子踢球，不成为足球强国都难。”

张路已经退休数年，但他一直没闲着。从去年至今他到
过京津冀很多区县，去那里普及足球基本理念和知识。据
“烛光行动”校园足球支教计划的组织者郑东兴介绍，由于
经费受限，他们每次都是早出晚归，避免在外地过夜。张路
分文不取。

这次趁来荣成讲课之际，张路和郑东兴又启动了“环渤
海校园足球烛光行动”。他们只要求当地提供基本的食宿，其
他条件不谈。

“我们当年亲手把中国足球毁掉了，我想趁还能做事，多
为孩子、多为中国足球做点事。这是我个人的救赎。”张路说。

荣成有个著名的景点：天尽头。讲座结束后，66 岁的张
路来到这里。站在海边巉岩之上，面对茫茫水色，张路说：
“这么多年了，中国足球的磨难也该到尽头了。”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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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庆华和他最近完成的作品《潜水者》。 新华社记者罗鑫摄

新华社记者张倵瑃、于力、徐祥达

辽宁省抚顺市区的高尔山下，有个不起
眼的社区，这个社区去年底爆出了一条新闻，
一户普通人家成了全国文明家庭，男主人方
东锋还在人民大会堂里接受了表彰。

这个普通家庭里，有着一对平凡而高尚
的伉俪——— 方东锋、朱利夫妇。他们的血型都
是罕见的 RH 阴性血。15 年来，25 本献血
证，累计献血超过 1 万毫升，可以为两个成年
人全身换血，而他们的夫妻小爱和人间大爱，
也都蕴藏在这 25 本献血证里。

两口子都是稀有血型

RH 阴性血型是一种罕见血型，在我国
汉族普通人群中，拥有 RH 阴性血的比例仅
为千分之三，所以又被称为“熊猫血型”。在医
学上，RH 阴性血型的人群不可以接受阳性
血型输血，所以当拥有这一血型的人出现需
大量输血的突发性危机时，血液资源就尤显
珍贵。

方东锋最初开始献血时，还是吉林某部
队里的单身小伙儿。在部队里，他也是个热心
肠，坚持义务献血七八年。但那时，他并不知
道自己是“熊猫血型”，“那时候验血只验普通
的 A、B、O 血型，很少检验是不是 RH 阴性
血型。”方东锋说。

和爱人朱利相恋于长春后，方东锋动员
她也加入献血者的队伍。“我献血完全是在他
的鼓励之下，因为他，我才克服了对献血的恐
惧感。”朱利说。

慢慢地，献血仿佛已经成为他们特别的

人生仪式。2002 年 10 月 8 日，这对恋人走进
婚姻殿堂。登记结婚当天，小两口特意去献
血，用这种方式作为结婚的特别纪念。回家时
他们兜里不仅有结婚证，还多了两本献血证。

2003 年方东锋陪妻子逛街，看到百货大
楼门口有辆采血车，两人不约而同地走了过
去。验血后医生的一句话让两人惊呆了：夫妻
俩都是稀有血型，朱利的血型是 RH 阴性 B
型，方东锋的血型是 RH 阴性 AB 型，更是
“熊猫血”中的“熊猫血”！

“也许这就是缘分，两口子都是稀有血
型，这概率有多低？”方东锋说，“心里更多了
一份责任感：我俩身上流淌的是稀有血液，关
键时刻可以挽救别人生命！”2003 年 7 月，方
东锋动员朱利一起加入稀有血型无偿献血志
愿者队伍，并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为了在
沈阳血站也能留下自己“熊猫血”的底，夫妻
俩还专程从抚顺赶到沈阳献了一次血，并留
下联系电话。这些年，他们的手机都没换过号
码，就是怕别人着急要血时找不到他俩。

献血是这个家的生活方式

2007 年，两人爱情的结晶诞生。前不久
验血得知，今年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也是“熊
猫血”，和爸爸一样，是 RH 阴性 AB 血型。

“我儿子爱踢足球，现在是辽宁省一支知名少
年足球队的后卫呢！”方东锋笑着说，“我们是
真正的‘熊猫血’家庭。”

2016 年妻子朱利又生下女儿。“刚生下
女儿那会儿，我一度体重增加到 130 斤。”朱
利笑了笑。但很快，她开始严格控制饮食，只
用了 3 个月，朱利就整整瘦了 30 斤！

“减肥并不是单纯为了美。”朱利说，献血
对献血人的身体指标有着严格的要求，血糖、
血脂不能高，血压不能高，转氨酶等一系列指
标都要正常，不然血液就会被“拒收”。为了能
及时回到献血者的队伍，朱利才下了减肥的决
心。

这个家庭严格自律的生活方式，已延续了
多年，这种坚持，还要从当年的一件事说起。

2007 年，朱利接到沈阳打来的用血电
话，一名重症患者需要 RH 阴性 B 型血，她
急匆匆赶到沈阳，结果检验时不合格，没能献
成。“因为那段时间生病，身体不好，验血没合
格，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朱利说。

这件事对夫妻俩触动很大。两人一合计，
制定了日常饮食和健身计划。“从那以后，我
就很少喝酒了，以前最爱吃的肉汤泡饭，也很
久没吃过了。”方东锋笑着说。

为了能随时为危急患者献血，方东锋、朱
利夫妇坚持锻炼，坚持清淡饮食。已接近 40

岁的夫妻俩，现在都还保持着很好的身材。
“献血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方东锋说，由于血站一般储备的 RH 阴性血
资源很少，大多时候是有需要就随时联系他
们，为了让自己随时处在最好的状态，夫妻俩
这么一坚持，就是好多年。

“熊猫血”家庭永远的承

诺——— 继续献血

“小方是个热心肠的人。”方东锋所在单
位——— 抚顺市妇联的杨晓琳主席说，“自打知
道方东锋献血的事迹之后，我们对他就有了
很多‘特殊照顾’。”

一次杨晓琳去清原县调研，方东锋开车
到半路突然接到求助电话，“杨主席听到了立
刻叫我停车，下车后对我说‘你快开车去吧，
我们怎么去自己能解决’。”方东锋驾车返回
抚顺，到血站献了 400 毫升血。方东锋说，单
位领导、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让自己非常感动。

2016 年 9 月，方东锋家庭被抚顺市妇联
推荐候选全国首届文明家庭。经过层层选拔
和推荐，2016 年 12 月 12 日，方东锋家庭和
其他 299 个家庭一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
到表彰，并受到领导同志的接见。

“能被表彰我心情无比激动，这是对我们
两口子十几年坚持的最好奖励！”方东锋说，
“我来自雷锋的第二故乡抚顺，雷锋精神已经
深深渗进我们的骨子里，我们会继续献血，继
续帮助需要的人，这是我这个‘熊猫血’家庭永
远的承诺！”

“这是爸爸和妈妈在沈阳献血时的献血
证，这是我和你妈妈刚认识时的第一个献血
证……”在摊开满桌的 25 本献血证前，方东
锋搂着儿子，给他讲每一本献血证背后的故
事。“你以后也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做一个热
心帮助别人的人。”方东锋嘱咐儿子。

如今，这对幸福的夫妇对义务献血有了
更大的热忱，“自己一个人献 10 次血，不如大
家一起献一次血”，妻子朱利联系其他“熊猫
血”献血者，建起了一个微信群，大家在群里
互通有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并在群里
传授一些“熊猫血”妈妈妊娠方面的知识。而
方东锋对自己的要求则更严格了，“我是受过
表彰的人，要用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更
加热心地帮助有需要的人。”方东锋说。

“献血、乐于助人、与人为乐，已经成了我
们家的家风，”方东锋说，“这个家风要作为传
家宝，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新华社沈阳 9 月 10 日电

写在 25 本献血证里的爱
“熊猫血”夫妇 15 年献血超 1 万毫升，献血助人已成家风

▲夫妻俩向儿子讲述每一本献血证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徐祥达摄

张路认为，中国

足球过去毁于功利，

毁于忽悠，毁于失去

民心。中国足球的希

望在于校园足球，要

坚决摒弃功利主义，

也不要讲那些大道

理。我们大人只需要

为孩子做一件实事：

让他们踢球

“有人说让我开公

司 、开学校，可是我只想

把每幅画画好 ，每一幅

都有所突破 ，让自己的

画作更有辨识度 ，我可

不想人们一直叫我‘中国

毕加索’”

“献血成了我们这个
家庭的生活方式。”为了
随时处在最好的献血状
态，夫妻俩多年健康饮食
并健身锻炼。这些年，他
们的手机都没换过号码，

就是怕别人着急要血时
找不到他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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