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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与朱勃

20世纪 40年代，贫苦无告而又热爱艺
术的青年梁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先后来到
赵望云家学画，吃住在家里。

黄胄跟赵望云学画，是在 1943年底由
豫剧演员樊粹庭介绍的。赵望云见了黄胄
和他的画，兴奋地对别人说：“今天遇到了
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
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

黄胄从小流落街头，17岁以后到赵望
云家里一起生活。老师要求很严，教导他，
生活、创作、技巧是统一体，艺术是从生活
中来的，这是方向。老师的房里挂了一幅
张大千仿黄鹤山樵的山水画，题目是《空山
无人，水流花开》。老师对传统笔墨是刻意
追求的，这一点，对他很大教益。

“在生活中写生，从写生中塑造个人风
格”，是赵先生传给黄胄的艺术理念。黄胄
的画风，不管是他的人物画，还是他画驴、
画马，其基本方法甚至基本的笔墨感觉，也
都是从赵望云的人物写生、动物画法中提
炼出来的。

黄胄在赵望云身边一直跟了 5年多。
老师很宠爱这个思维敏捷的学生，让他一
个人住一间屋子，他用笔
豪放，满屋子都是墨点，
被子和衣服也不收拾，整
天喜欢出洋相。夫人希
望他对自己的孩子也能
够多关心些，赵望云说：

“孩子学生是国家的人，

都应当多关心，说我偏向黄胄，我就是喜欢
冒尖的，谁冒尖我就喜欢谁。”

1946年夏秋之际，中学毕业升学未中
的方济众，忧郁地徘徊于西安街头。他在
北大街看了赵望云画展，好像一下了抓住
了命运的稻草，当即到文具店里买了速写
本，坐在展室里，开始一幅幅描摹起来。连
续3天，方济众在这里描摹了100多幅画。

之后的一天，方济众鼓足勇气，来到粮
道巷，敲开了赵望云家的门。那天是评
画会的例会，大家都在观摩画作，方济
众的作业也被大家评头论足了一番。散
会后，方济众留下来与赵望云攀谈，方
济众说，想让赵先生介绍他去上北平艺
专或西湖艺专。

赵望云说：“贫寒子弟，怎么能上得起
那种洋学堂？还是从生活中找出路吧。”于
是，失学又失业的方济众，经常去看赵望云
作画，有时也帮做些家务事。后来，赵望云
为他谋了一个中学老师的职务，才算安定
下来。之后，方济众又住进了赵望云家，成
了家庭的一员。

当时，除了老师、师母，便是 3个小弟
弟，加上他和做饭的老孙，家里 7口人。物
价飞涨，赵望云只有每天画一张画，每年办
两次画展，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从师
学画 1年多的方济众，懂得了为什么画画。
到了这年的冬天，他穿着赵老师送的新棉
袄，翻过大雪纷飞的秦岭，回老家去了。

徐庶之，是在 1948年春通过青门美术
社经理田亚民引荐给赵望云的。当时，徐
庶之是一个无隔宿之粮的流浪者，赵望云
收他为弟子，负担了他的食宿和学习费用。

徐庶之发现老师作画时，不是一次画

完，先用水调淡墨打稿，进行流水线作业，
把第一张画完第一遍，就去画第二张，然后
是第三张，循环往复。当时，老师一次最少
要画三幅画，一张画画四五遍，直到满意为
止。而每一幅画在构图上是不重复的，题
材多得很，信手拈来。老师的点景很简单，
他喜欢吸烟，不喝酒，常在画动物或人物
时，用吸烟点燃后的火柴棒来构画，画完后
用手弹一下。老师画画用过张大千送他的
大千纸，是用丝和麻做成的，有一张方桌那
么大，上下两边都是云图图案。徐庶之住
在老师家学画，出外画速写，在艺术创作上
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6年底，在赵望云主持下，由大千肥
皂厂经理、同乡贾若萍出资，郑伯奇作创刊
词，出版了《雍华》图文杂志。《雍华》社址在
菊花园对面，后移至粮道巷 10号赵望云的
家里。赵望云任总编辑，黄胄任编辑，每月
一期，内容为描写各地人文自然情况，发表
小说、散文、诗歌，刊登改造中国绘画的理
论文章。徐悲鸿、张大千、姚雪垠、黄苗子、
丁聪等，都给予热情支持。出版十期后，由
于经费困难停刊。

1948年春秋之际，应西北文化建设委
员会会长张治中约请，赵望云与学生黄胄、
徐庶之同行，第三次旅行大西北。西至青
海，再游新疆，先是在兰州举办描写祁连山
少数民族生活的画展，后在迪化完成西行
画作数十幅，由天山学会出版。

西安刚解放，在赵望云的推荐下，他的
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先后参加了革命
工作，之后成了
知名画家。

□ 艺联

在古代，红色象征财富和地位，
是古代贵族青睐的颜色。

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欧洲工匠
和商人们致力于寻找持久饱和的色
彩。染工们则严格保守染色的秘
密，他们用树根和树脂来制作令人
满意的黄色、绿色和蓝色，从紫色海
蜗牛体内提取为帝王制作衣服的紫
色，但如何配制鲜艳的红色仍然是
个不解之谜。

多年来，欧洲最常见的红来自
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红”，它提取
自茜草的根部。但欧洲染工们并不
满足于“土耳其红”，不断进行新的
试验。他们曾试图用牛粪、腐臭的
橄榄油和公牛血的混合物来提取红
色，也尝试过用巴西红木、紫胶虫和
地衣作为提取物，但结果都不尽如
人意。

16世纪以前，对于欧洲王室和
贵族而言，获取红色的途径太少了，
要么是一种叫“圣约翰草”的芳香植
物，要么用亚美尼亚红，即一种用玄
武土、赭石等矿物染料合成的红
色。不管哪一种，制作过程都非常
劳民伤财。

贵族们不断斥巨资以寻求更加
鲜艳饱和的红色，直到西班牙殖民
者在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
特兰城（即今日的墨西哥城）发现了
那醉人的胭脂虫红。

胭脂虫红是从雄性胭脂虫体内
提取的一种天然色素，色调呈粉红
至紫红，可以用来制造绯红色染
料。据墨西哥织染专家分析，早在
公元前 2000年，墨西哥南部的中美
洲人就开始使用胭脂虫提取红色用
于染料。当地的土著居民拥有养殖
胭脂虫的成熟技术，它们被广泛应用
于制作染料、颜料，甚至是药物。

当西班牙殖民者抵达特诺奇蒂
特兰城时，红色无处不在。偏远村庄的居民用胭脂虫
和红布向统治者上贡。西班牙殖民者们很快意识到
胭脂虫的财富价值。

果然，欧洲染工一接触到胭脂虫，就无比兴奋，因
为胭脂虫红的染料效力是圣约翰草的10倍，一盎司的
产量是亚美尼亚红的30倍。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他
们所见到的最耀眼、最完美的红色。16世纪中叶，胭
脂虫红已经在欧洲广泛使用并成为最赚钱的商品之
一，到1574年，胭脂虫红贸易额已经超过15万英镑。

鲁本斯的画作《伊莎贝拉·勃兰特》体现了胭脂虫
红丰富的可塑性。伊莎贝拉身后的墙壁被描绘成深
红色，端坐的伊莎贝拉仿佛置身于微弱的光环中，
她手中的《圣经》更是呈现出胭脂虫红的精致细
腻。在鲁本斯高超的画技下，画中的一切栩栩如生。

直到 19世纪中叶，胭脂虫红才被合成染料替代，
但印象派画家们仍然继续使用这种红。高更、雷诺阿
和凡·高的画作经分析都曾运用过胭脂虫红。雷诺阿
的肖像作品像鲁本斯的一般鲜活，但作为印象派画
家，他的肖像画融入了抽象的笔触。而高更擅用颜
色，尤其是用红色来突出
画面中的重点。

□ 谭静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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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云和他的三大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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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人物春秋

■视点

一
马援（前 14年-49年），字文渊，东汉右扶

风茂陵人。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
一。新朝末年，天下大乱。马援初为陇右军
阀隗嚣属下，甚得隗嚣的信任，后来归顺光
武帝刘秀。东汉初年，他帮助光武帝决策陇
蜀，西破诸羌，南征交趾，北遏乌桓，官至

“伏波将军”，受封“新息侯”。最后，他以
62岁的高龄主动请缨，南征武陵五溪蛮，困
病交患，加之军中流言蜚语，猝死于壶头山
（今湖南沅陵县）。

在马援南征武陵的副将名单中，有马武
和耿舒等人，他们都是光武帝嫡系代表人
物。马援和他们素非同路之人，关系似乎
一直不大和睦。在进军路线的选择上，马
援和其部将发生分歧。当军队来到下隽
（今湖南沅陵县东北）时，有两条路可供选
择：一是由壶头（今沅陵县北）进军，路途
较近，但水势颇为险恶；另一条则为由充
（今湖南常德市境内）进军，此路较平，但
路线较长。马援主张由第一条路线进军，而
耿舒则主张第二条。事闻于光武帝，刘秀同
意马援之策。但因水势的险要和气候的炎
热，汉军遭受挫折，许多士兵病死，马援自
己也身染重病。

于是，本来就与马援意见不和的耿舒十
分不满，写信给自己的兄长——建威大将军、
好畤侯耿弇，大发牢骚，且暗示马援有拥兵自
重、专横独裁、吃喝嫖赌之嫌。耿弇读罢之
后，非常气愤，便将那封家书上呈光武帝。于
是，刘秀便委派他的女婿、虎贲中郎将梁松去
责问马援。可是，当梁松抵达五溪蛮前线时，
马援已经病死了。随即，因为些许小事一直
对马援怀恨在心的梁松趁此机会极尽诬陷、
栽赃、谗害之能事，先回消息说马援畏罪羞愧
自杀，接着上书说当年马援南征交趾，班师回
朝时装载了一车的明珠犀角，另外附加了马
武与侯昱的证言。此事一经捅出，举朝哗
然，朝中官吏纷纷上表，例证确有此事。这
番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诘，终于使刘秀动了
雷霆之怒，于是下诏收回了马援新息侯印
绶，并令其棺柩不得归葬祖坟。

其实，马援进军壶头山，不过是失策而
已，并未打什么败仗，没有多大的罪过，却受
到如此严重的处罚，实在是太过冤枉！可怜
这位名将一生戎马倥偬，功勋卓著，为东汉王
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死后竟落
得如此下场，尸骨不仅难以栖身故园，而且还
搞得身败名裂，实在令人唏嘘……

马援最终能得以归葬祖坟，这个要感谢

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朱勃。

二
朱勃，字叔阳，东汉右扶风茂陵人，生

于汉成帝元延二年（前 12年），卒年不详。
曾任渭城（今陕西咸阳）宰、云阳（今陕西
淳化）令。著有文集二卷，《补续汉书·艺文
志》传于世。

朱勃和马援是扶风同乡，和马援的兄长
马况最早是朋友。他自幼就很聪明，12岁时
就能背诵《诗经》《书经》，经常拜望马援兄长
马况。他每次见到马况都能态度沉静从容，
言辞温文尔雅，因此深为马况高看。那时，马
援才开始读书，看到朱勃，自愧不如，若有所
失。马况察觉到马援的心情，亲自斟酒安慰
他说：“朱勃是小器，早成，聪明才智仅此而
已，他最终将从学于你，不要怕他！”也许，马
况真有识人之明，朱勃不到20岁，就被试用渭
城（今陕西咸阳）宰，在后来长达数十年的仕
途生涯中，一直在县令的职位上摸爬滚打，兢
兢业业。可是，及至马援拜将封侯、威震海内
的时候，朱勃还不过是一个云阳令，且一当就
是40年。

马援虽然显贵了，却没忘记朱勃，但始终
因为朱勃当初比他聪明而耿耿于怀，经常奚
落他没有出息。马援在面子上待朱勃还算不
错，心底却时时有些卑视和慢待，并没有把他
当作真正的朋友。即便如此，朱勃一点都不

介意，反而愈发谦恭，视马援如兄长……
马援死后，尸体从武陵运回洛阳，他的妻

子儿女过去收尸，惊骇万状，不敢将棺柩运回
扶风祖茔，只好在城西随便买了几亩薄田，草
草下葬了。马援昔日门下的那些宾客旧友，
没有人敢前来祭吊，更没有人敢为他说话。

无奈，马援的侄儿马严用草绳拧成锁链，
将自己和马援的妻子蔺氏、马援的四个儿子、
三个未出嫁的小女儿一并捆系在一起，跪在
宫阙口请罪。宫阙口乃百官上朝等候列队的
必经之路。那时，正值盛夏酷暑，他们盯着大
太阳跪了大半天，刘秀才让人把梁松的那篇
奏章拿给他们看，方才得知马援被诬陷蒙
冤。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望风捕影！于是，
他们回家后连忙上书鸣冤，前后共达六次，情
辞十分哀伤悲切。但是，刘秀都置之不理。

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才难。在马援
吃香的时候，拍马屁的人比比皆是；但马援蒙
冤后，谁愿意冒着跟当红权贵作对的风险替
马援仗义执言呢？马援的昔日同僚都在一旁
看热闹，没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有一个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

三
年已六旬的前任云阳县令朱勃风尘仆仆

地赶到了洛阳，他不惜冒死，与马氏家族的人
一起跪伏在皇宫阙口，并给光武帝上呈了一
封《诣阙上书理马援》。

在这篇诣阙上讼冤书里，他对马援将军
一生的功业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全文七百余
字，文笔朴实无华、意蕴深厚、笔触沉痛，感人
至深。这篇上书，可谓是朱勃以性命作赌，在
为好友马援极力辩护。这位白发苍苍的老
人，为了故旧知交，其心之诚，绝不亚于当初
礼震舍身为欧阳歙请命；其大义和勇气难能
可贵，值得后人钦仰！

应该说，朱勃的那封上书还是起了点作
用，刘秀读罢怒气稍有消解。同时，那封上书
也使这档官司的疑点初露端倪，若真要深挖
下去，势必会挖到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若马
援真的无罪，那么查证说马援有罪的梁松则
难逃罪咎……刘秀将那篇奏书反复看了好几
遍，最后才恩准马家人将马援灵柩运回扶风
老家安葬，也没有再继续追查马援之罪，也没
有加封马援的四个儿子。

东汉一代名将马援之墓位于扶风县西南
3.5公里处东、西伏波村之间。墓冢呈覆斗形，
南北长28.5米，东西宽25米，高6米，在墓冢北
一公里处的西宝公路南侧，立有清康熙四十三
年（1704年）制“汉伏波将军马援墓”碑一通。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于驾崩，时
年 30岁的汉明帝刘庄即位。他为加强其统
治，注意吏治，内外无幸曲之私，断狱得清。
让我们值得欣慰的是，他为马援做了四件值
得称颂的事：一是严惩梁松；二是为马援建庙
修墓；三是亲自题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
到马家；四是将“马革裹尸”谱上曲子，作为军
歌，规定汉军出征前要高唱三遍，以鼓舞士
气。可惜，这首曲子后来失传了。

其实，马援的冤案直到刘秀的外孙汉章
帝刘煜继位后才得以平反。汉章帝追谥马援
为“忠成侯”，下诏称朱勃“上书陈状，不顾罪
戾，怀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风”，并追赐朱勃的
子孙二千斛谷子，以资旌表。至此，这桩搁置
已久的大冤案才尘埃落定，大白于天下！

古人云：“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朱
勃的官职虽然卑微，内心却很诚挚；乌纱帽虽
然很小，品格却很高尚。伏波将军马援若泉
下有知，一定会为当年对朱勃这位同乡老友
的鄙夷态度而感到悔恨不已。

四
伏波将军马援的生平事迹见载于《后汉

书》等史志之中，可谓彪炳史册，名垂千古。
而那位曾为他蒙冤而冒死上书的同乡朱勃
呢？据说，当年他在呈上那封奏书后不久，便
辞官归乡了。此后，就再无消息。

为了查找朱勃的资料，我翻阅了《后汉
书》《东观汉纪》《资治通鉴》《扶风县志》《淳化
县志》《扶风县乡土志》《扶风人文典故》《天南
地北扶风人》等大量史志文献，并在百度里搜
索，但关于他的文字极少，也没有他为马援冒
死上书之后的事情。

今年，绛帐老街“二月二”古会的前一天，
我回了一趟老家，在春光村王公端老师家里
见到了春光村人、老作家朱文科。朱老师告
诉我，绛帐镇春光村、朱家庄一带姓朱的基本
上都是东汉初年云阳令朱勃的后裔。接着，
他给我大略讲述了一下朱家祖坟和朱家祠堂
的事情，说是如今的春光小学所在地曾有一

座占地面积很大的朱家祠堂，北门楼外还有
一座占地八亩的朱家祖坟，可惜后来皆毁于

“文革”之中。
过去，在绛帐镇北门楼外的西北方向有

一片用刺楸树枝围挡起来的占地约为八亩的
坟地。这里西边、东北、东南三个方位地势较
高，整体呈梅花状。坟地里长着数不清的柏
树，中心有一座隆起地表的坟墓。墓前有一
座高大的青石碑楼，碑楼的北边有一块长约
1.5米、宽约 1米的石案。石案北边 1米外，栽
着两根石旗杆，每根旗杆上分三层装了三个
铁斗，每个铁斗上插着四面铁旗，每面铁旗上
虚空镶刻着篆体的“朱”字。在坟墓的东南角
上还有两间小房，这是守墓人的居所。当年
最后一个守陵人叫朱忙生，已经去世多年。
据朱文科的族亲朱军成回忆，这座坟内原来
有一把镇墓之宝——绿色剑鞘的流星宝剑，
可惜后来被盗墓贼弄走了……

据朱老师回忆，朱家曾是绛帐镇东街一
带的名门望族，家族祠堂门朝南开，临街有两
扇高大气派的朱漆木门。祠堂门口蹲着两尊
张牙舞爪、气势凶猛的高大石狮子。在两侧
石狮子旁边也都分别各栽着一根石旗杆，不
过它们较之祖坟的石旗杆显得更加气派。庭
院很大，栽了数十棵柏树。一排七间大房与
大门相接。院内两侧还有五间鲜亮的厦房。
举目望去，三间巧夺天工、精雕细刻的古式建
构的大房座落在院子正上方，这正是每年正
月初一祭祖的地方。朱老师还说，他 10多岁
时，曾亲眼见过朱家祠堂内的祖案前所挂的
缯子上有老先人三代亡灵正襟危坐、头戴官
帽、身着官服的图像和裱有各自姓名的牌位，
但究其中有无第二代先人——东汉初年云阳
令朱勃和汉皇帝赐封的丹阳太守朱柱，他已
经毫无印象了。他曾听他的父亲、朱家祠堂
主持人和已至人瑞之年的族人朱军成说过，朱
家祖坟中的确埋着一个曾当过东汉云阳令的
名叫朱勃的先人。当我希望他带我去看朱家
族谱时，他说那个东西现存于族亲朱增宽家的
二楼上，他人平时不在家中，等有机会再说。

临走时，朱老师送我一本去年出版的
个人文集。当天晚上返回西安后，我便
急切地打开这本书，看到了关于朱家祖
坟和朱家祠堂的文章，心里五味杂陈，时
至半夜还迟迟
不能入眠……

□ 刘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