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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心无悔：李自健的一幅画十年情

文、图：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 吴迪  吴小兵

2008 年 之 后，5
月 12 日便成了一个特
殊的日子——每到这
一天，人们都会想起
汶川，想起那场大地
震。而对于著名画家
李自健来说，他的想
念更加具体。他想起
了笔下的那些汶川娃，
想起了距汶川只有十
几公里的理县桃坪羌
寨，想起了那让他难
以忘怀的“听泉女娃”。

在 位 于 长 沙 市 湖
南湘江新区的李自健
美术馆中，有一组名
为《汶川娃》的系列
组画被作为常设展览
内容。该组画分为震
前、震中和震后三部
分，其中一幅名为《听
泉的汶川女娃》的油
画最广为人知。

5 月 8 日，当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在美
术馆中见到李自健时，
他正在布置“汶川大
地震十周年纪念图片
展”。在采访中，李自
健讲述了这些作品背
后的创作故事，也讲
述了他与桃坪羌寨的
不解之缘。

2008 年 5月12日，长沙。

李自健正在位于 30 楼的

画室中创作以江竹为原型的油

画《晨鹭》。望着画布上渐渐

生动起来的大眼睛女孩，他仿

佛回到了那片宁静的土地。

但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李自健突然感觉到房子一阵

摆动。很快，大地平静下来，

但电视上的一条快讯让他震

惊：四川北部发生地震，震中

正在汶川；而震级之高，自己

远在长沙，竟也有震感！

汶川！随后，电视中呈现

出的一幕幕惨状让他悲痛不

已。美的事物总是脆弱的，

两千多年的羌族古寨距离汶

川仅十余公里，能躲过这次

浩劫吗？

李自健第一次感觉到手中

的画笔竟如此沉重，“脑海里

翻来覆去都是江竹和她的小伙

伴们那一张张稚气的脸”。

“山寨还在吗？山溪还在

吗？可爱的小江竹和那群山里

娃娃还在吗？”当时去汶川的

通讯和道路完全断绝，他仅

有的桃坪羌寨村干部周礼智

的电话一直打不通。这让他常

常彻夜难眠，默默流下眼泪。

有的人，开心的时候喜欢

唱歌，难过的时候也喜欢唱歌，

而李自健在难过的时候，他

想到了画画。他在一大堆之

前拍的照片里，找到了一张江

竹蹲在溪石上的。当时，李

自健也不知道小江竹是否还

活着，只是想“把她最动人的

一刻留在世上”。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地

震过去 20 天后，李自健终于

联系上了周礼智。

“当时我正在进行灾后重

建，乡里来人通知我说有从

湖南打来的电话，说要找我。”

周礼智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当得知打电话过来的人

是李自健大哥时，他很感动。

他回忆说，李自健通过湖南

省外侨办得知了乡里的电话，

那一天他们聊了很久，他告

诉李自健，乡亲们在、孩子们

在，小江竹也活着。

李自健悬着的一颗心这

才放了下来。

地震的灰尘已经散去，湘

人的爱心却在不断聚拢。6月

8日，湖南举办“心系汶川·

情动潇湘”赈灾义卖会，李

自健打破之前“只捐钱不捐

画”的习惯，将《听泉的汶川

女娃》进行义卖。在爱心人

士的支持下，这幅画最终拍

得128万元善款，也创下了长

沙义卖会第一高价。

拍卖会上，李自健和江竹

在地震后首次通话。当时信

号非常不好，小江竹的声音有

些飘忽不定，但可以听出她

激动的心情：“李叔叔，我们

的教室不能上课了，食堂也垮

了，我们没地方读书了……”

听到这些，李自健坐不住

了，他决定亲自将善款送到

灾区。

古村中来了“画家李叔叔”
画家，是一个逐美而居

的精神上的游牧民族。哪里

有美景，哪里就会有画家的

身影，即便山高水深，即便

人迹罕至。

桃坪羌寨无疑是美的。

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羌

族古老村落群山环抱、古韵

犹存。2001 年，李自健跟随

友人在川北偏僻山区采风，

寻找灵感。他一路经过了茂

县、北川、汶川，最后来到

理县，见到了位于杂谷脑河

畔桃坪乡的桃坪羌寨。仿佛

一见钟情般，他被古寨深深

吸引。

李自健曾在一篇文章中

描述当时看到的场景：“一

群大山的娃儿，背着背篓，

打着赤脚，就在这溪流中的

顽石上蹦来跳去，嬉戏逗乐，

他们与这美丽的大自然融为

一体，带给了我宝贵的灵感，

带给了我创作的冲动。”

在这些赤脚娃儿中，有

一个梳着羊角小辫，双眸明

亮的小女孩，名叫江竹。人

如其名，江竹仿佛江边的一

竿新竹，让人感受到自然的

美好。“江竹是那群山里娃

中最小、最可爱的一个。”

李自健说，江竹只有 6 岁，

此后这个小女孩就成了他乡

情油画中的主角。

此后，李自健每年都会

回一次古寨采风，每次都会

以江竹为原型画下一幅人物

素材。为此，孩子们都亲切

地称他为“画家李叔叔”。

含泪画下《听泉的汶川女娃》

日历又将要翻到 5月12日，距离那场山河破碎、近7 万同胞逝去的大地震已过去整整10 年。对于湖南民众来说，提起汶川地震，不少人会想起理县——
这个紧挨着汶川，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城。震后，湖南对口援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的灾后重建工作，两年时间里建成了包括教育、卫生、文体、
基础设施等在内的 9 大类 99 个项目，完成总投资 20.10 亿元，并全部交付使用。

“汶”世间情为何物，唯母爱海纳百“川”。从母亲到孩子，《今日女报》对灾区的关注也是全方位的。
震后的 5 月 13 日，我们派出邓魏、孙云两位记者奔赴灾区，作为第一批赶到灾区的湖南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发回了大量图文报道；我们推出了“母

亲，别哭”系列报道，让无数读者哭泣；我们承办了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康乃馨行动”，并在全国数十家媒体的积极响应下，为灾区失
子母亲筹集到价值 160 余万元的各类善款及物资；时隔一年——2009 年，《今日女报》又特派熊梦玮、吴小兵等 5 人的记者团队赴灾区回访，并以《这
个“六一”，他们最盼新衣裳》为题发起捐赠活动，近 20000 件凝聚了湖南各界爱心的衣物被送到灾区孩子手中；2010 年，由记者肖丽、邓魏采编的《用
我的眼为灾区孩子看世界》一文，关注、推动了“感动中国人物”黄珂去世后将眼角膜捐献给两个汶川孩子，该报道跻身“中国新闻奖”……

拿到善款后，李自健便启程了。他在

成都与今日女报摄影记者吴小兵等人汇

合，再次出发。

虽然心情急切，但路并不好走，平日

里 3 小时就可以从成都到汶川，但这回

他们不得不辗转 20 个小时，翻越当年红

军走过的道路才到达桃坪羌寨。

周礼智至今记得李自健一行人到达

古寨时的场景。“我发现他们的车子被砸

了碗大的一个坑。”周礼智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自己一问才知道，李自健此

行十分危险，山上经常会有石头砸落下来。

但顾不上许多，李自健迫不及待地和

乡亲们见面了。

在人群中，他看到了身着民族服装

的江竹。江竹和孩子们在已成为废墟的

古寨前流下了泪水，李自健轻抚她的双

肩，对她说：“江竹，你要勇敢，继续加

倍地努力学习，做个好学生，李叔叔会

帮助你读书，一直到你上大学，假如你

能到美国留学，李叔叔也会帮你。”

站在废墟前，看着孩子们的泪水，

李自健坚定了创作《汶川娃》系列组画的

决心。

经 过 600 多 个日夜 的 倾 力创 作，

2010 年 4月，40 余幅“汶川娃”系列油

画亮相中国美术馆。江竹也到了现场，为

“画家李叔叔”加油鼓劲。

自北京开始，李自健开始了长达 3 年

的巡展。2012 年 5月，巡展到达四川成都。

周礼智说，乡亲们都赶到了巡展现场。

提起那次巡展，李自健非常感动：“开

巡展时，我家里很多亲戚都跟去了成都。

我忙着巡展的事，没时间照顾他们。是

乡亲们把他们接到寨子里，做美食，燃

篝火，盛情款待，就仿佛到了自己家一样。”

虽然最近几年，李自健没有回过桃坪

羌寨，但是对于“汶川娃”的近况他一直

都非常关心。去年周礼智的儿子结婚，李

自健也送上了祝福。江竹学习成绩一直

很好，在她家里有困难时，李自健也伸出

了援手。

如今的江竹正在四川一所师范学校读

大二，学的是幼教专业。“当初，是李叔

叔把善款捐到了学校，我和小伙伴们才

能继续学业。”5月9日，在接受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的电话采访时，江竹很感慨。

“汶川娃们，你们是人们永远的爱！

‘画家叔叔’永远爱你们！”李自健在图

片展的最后如是写道。

在采访中，李自健几次提到很想回

去看看，“我非常想念古寨中的乡亲们”。

李自健与“汶川娃”的故事，未完待续。

画家叔叔的情意之笔

10 年前，经历浩劫后的羌寨娃儿们第一次穿上艳丽的民族服装，在
村口迎接“画家李叔叔”。

10 年后，李自健在《听泉的汶川女娃》画
作前，回首过往，也寄望未来。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图片

时光流逝，十年涅槃，草木掩盖疮痍，发展抚平伤痕。如今，我们再次出发，通过地震的亲历者、志愿者、关注者
等三位主人公的“十年回归”，来见证“湘理”乡亲血浓于水的不变情谊，也感受生者奋发、昂扬不屈的人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