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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立志 长大成为画家

张
炜

：

张炜的性格是那种比较闷偏内
向的类型， 与记者聊家常他是一问
一答，但聊起了画画，他就像打开话
匣子，眼睛放光，语言也丰富，笑容
也堆在了脸上， 整个精气神与刚才
判若两人。
今年 53 岁的张炜是达川区石
桥人，从小父母就分居两地，爸爸远
在河南厂矿上班， 母亲是一名赤脚
医生，一年四季忙于生计。张炜和弟
弟妹妹被放在外公外婆家照顾。 张
炜的舅舅是公社一名宣传员， 平时
工作就是写标语，做黑板报等。有时
回到家舅舅还要做一些写写画画的
事，这让旁边的张炜眼馋不已，当时
只有几岁的他觉得一支笔能写出那
么多好看的字画出那么好看的画，
非常神奇。于是，他向舅舅提出也想
要一支笔， 可那时的笔和纸不是随
时随处都能买到， 舅舅看他年小就
拒绝了，可张炜并不甘心，他偷偷把
舅舅不用的丢弃的笔收藏起来，然
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找到一张废
报纸，在上面学画，虽然他自己也不
知道画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但他
觉得很快乐、很兴奋。
从此，他开始喜欢上画画，而且
如痴如迷，没有笔和纸，他就捡树枝
在地上画， 捡石块在墙上和门板上
画，当然他也没少挨揍，但依然阻挡
不了他画画的热情。在那时，他的心
中有了一个梦想， 长大能成为一名
“神奇的画家”。

张炜的作品

生活不易 他放下了梦想

我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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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
非常普通的工
人， 也是家人
眼中普通的丈
夫和父亲。 但
他心里却装着
一个并不普通
的梦， 一个他
从小到大都在
追逐的“画家
梦”。 尽管逐梦
的过程并不顺
利，甚至辛酸，
但他手中的画
笔却从未停
歇， 他在追求
梦想的路上坚
定的走着。 他
叫张炜， 一位
用一生在绘画
的草根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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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第一次接触国画是在读初中时。 有一位落泊画家在石桥镇上开了一家
国画培训班，一向节俭的妈妈为他报了名。 张炜从国画的基础理论知识开始学
习，由浅入深，虽然很多技法还不能理解，但花、鸟、山、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让
他为之着迷，国画的深奥和奇妙之美深深吸引了他。
初中毕业后，张炜有幸到一家工厂上班，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充裕的时间，他
更是全部用在学画上。 他在报纸上得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在重庆开了培训班，
便不加思索报了名，连续三年时间，往返于达州和重庆之间，为自己学习充电。
完成学业后，他四处求师学艺，虚心讨教，得到不少本地国画大师的教授指点，
张炜感觉到离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越来越近。 可命运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梦
想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张炜所在的企业因不景气
面临倒闭，而那时已结婚生子的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必须担负起家庭的重
担，他选择出门打工，跟着别人学做手艺养活家人。 他的生活重心转向挣钱养
家，但手中的画笔却从未放下，只是他实现梦想的道路更加艰难。 妻子不再像以
前那样支持他，会时常与他争吵。 有一次，更是撕烂了他的画书，这让张炜心疼
不已，等妻子气消了，他又悄悄把撕烂的书一张张用胶水粘合。 孩子要交学费，
他必须疲于奔命挣钱供他读书。 在那几年，张炜被现实的窘迫硬逼着放下了画
笔，他不得不成为一名为生活四处奔波的打工仔。
“那几年真的很苦很累，虽心有不舍，但为了生活，必须把梦想先放一边。 ”
张炜说道。

重燃梦想 希望就在前方
重拾画笔是几年过后，他无意中参加一次画展，当他走到国画展板的时候，
画上的山水花鸟让他眼前一亮，仿佛一下把他带回到曾经追梦的时候，在那一
刻，他真切的感受到，只有画画才能让他有快乐完整的人生。
张炜的画家梦再次被点燃，他平时忙于工作，只要一有空，就沉浸在绘画世
界里。 他还继续坚持创作传统的中国画，他总觉得通过自己一笔一画的勾勒能
够体现出自己的心境，能够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不仅是抒意，对于他这种偏内
向的性格，更能够宣泄积压在心里的情感。 尝够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带着对绘画
的炽热梦想，张炜的画风日渐成熟，也被越来越多圈内人士认可。
从 2012 年开始，张炜多次参加全国书画家书画写生的交流活动，并通过网
络参展，被选入东方网络书画院，他结识了许多国内知名书画大师，开了眼界，
涨了见识。 通过多次写生活动，张炜的国画水准不论从技法上还是理解上，都得
到飞跃似的提升。 近几年，他创作的作品《祁连山秋色》《高士论道》被录入纪念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书画艺术年鉴，他的部分作品还被台湾书画收藏人士收
藏。 在今年 1 月 5 日，他还被邀请参加中国教育电视台
“
泼墨中华情”书画春晚，
这次在央视舞台挥毫泼墨，也是对他在今后绘画道路上一次莫大的鼓舞。
“我一生都在为一个梦想奋斗，尽管艰辛，但我从不后悔，因为这样的人
生才是我想要的人生。 ”张炜说道。
（达州新报全媒体记者 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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