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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安排 从此走上雕塑路

他一生历经风雨，从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靠
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和不
灭的梦想，打造出一条属
于自己的艺术大道。 尽
管，这条大道充满崎岖坎
坷，但在他眼中，这条大
道充满着神秘和挑战，而
且一直在无限延伸，他正
坚定的走在路上。 他叫许
华生，达州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达川区美术家协
会主席，也是一位用双手
雕刻梦想的艺术家。

：

许
华
生

许华生在创作

贫寒出生 阳光少年成熟早
马上要到花甲之年的许华生小时
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饱饱的吃顿肉，
但在那个年代， 这个梦想也就仅仅是
个梦， 一年到头只有过年可以尝尝肉
味， 更何况他出生在父辈几代都靠种
田为生的农民家庭， 父母含辛茹苦养
育着家里兄弟姊妹八个， 能填饱肚子
是家里的头等大事。 一年四季的衣服
裤子是兄弟姊妹搭伙穿，从上往下传，
不管大小， 不论样式， 轮到谁穿谁就
穿， 好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挑三拣
四，只要能蔽体保暖就行。 小时候，许
华生还会和哥哥姐姐捡狗屎卖， 虽然
又臭又脏，卖的钱也不多，但可以贴补
家用。
虽然家境贫寒， 但是少年不知愁
滋味。 许华生的学生时代还是多姿多
彩。 在读小学时，他喜欢上了画画，每
天照着连环画，上学也在画，放学也在
画，画了一遍又一遍。 初中的时候，他
又学起了手工活， 心灵手巧的许华生
跟着大人们学编竹筐、撮箕和背篓，虽
然经常把手弄伤，鲜血直流，但他很快
就学会，而且编得扎实又好看，然后背
到场镇上去卖。 从上初中开始，许华生
就再也没有找家里要过钱， 包括自己
的学费和身上穿的新衣服， 都是靠自
己编竹筐竹篮再拿起去卖挣的， 他甚
至还拿出一部分接济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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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可以选考大学，但家里实在没有
更多的钱供他读书，于是，他选择了中专。 许华生以全校
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一所普通的中专， 却无意中被
招生办的一位老乡发现了成绩这么优秀的小老乡居然报
考这么普通的学校，并瞒着他改填了警察学校。当收到录
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许华生一家人既是诧异又是惊喜，大
家做梦都没想到这个贫穷家庭会出一个人民警察。
许华生被分在一个乡镇派出所，开始了他的警察生
涯，他也重拾起了儿时的爱好——
—画画。白天，他是秉公
执法，铁面无私的执法者，而到了晚上，他就是一个沉默
安静，挥笔作画的文人。 他还自费函授了杭州艺术学校
的素描班，学习素描，没事就对着石膏头像照着画，他的
绘画功底也飞速提升，不过在绘画的造型能力上总是不
满意。有一天，许华生突发奇想，可不可以用捏制泥土来
锻炼自己的造型能力，于是，他找来自己女儿两岁时的
照片和泥巴，专心致志的捏了起来，让他自己都没想到
的是，捏出来的头像跟照片几乎一模一样，许华生感到
既兴奋又不敢相信。也从那开始，他真正喜欢上了雕塑，
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才明白，从小喜欢画画原来是为了给我学雕
塑铺路，值得，值得。 ”许华生说道。

雕塑之路 崎岖漫长大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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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华生自从热爱上了雕塑，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
步，他那本来就不宽敞的房子完全成了工作室，确切地
说更像是“砖瓦窑”，屋里堆的全是泥巴和雕像，他既是
一名警察又成了一名
“匠人”。 他历时一个月精心创作的
《刑警队长》雕像，参加省美协主办的展览获得大奖，许
华生在全省的雕塑界开始有了名气，在全省公安系统也
是出名的“
雕塑家警官”。 不过，让许华生没想到的是自
己的命运再次发生改变。 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他迫不得
已离开公安系统，被调入县文化馆工作。 最初，身份的转
变让许华生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好在文化馆领
导器重他，知道他是一个极具艺术天赋的人，给他提供
了许多学习的机会，许华生也是在那个时候有幸成为我
国著名雕塑家龙德辉的学生，在他那里学到了什么是真
正的雕塑，接触到了真正的大师之作。
去年， 许华生接到了一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负
责设计打造达城主城区三条老巷子的艺术氛围和文化
故事。 才接到任务，许华生很茫然，因为以前从未接触过
这种城市风貌打造的综合设计，但这个任务也是一种信
任，由不得他懈怠。 他多次前往成都采风学习，查阅了大
量历史资料，也走访了许多街道老住户，和他的创作团
队更是不知道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时间紧促的情况
下，终于基本完成这三条老巷子的文化艺术打造。 三条
老巷子中文化突出，风格迥异的雕塑一出现在老百姓面
前就引起强烈共鸣，这些带有鲜明历史印记的时代符号
也勾起了老达城人对远去岁月的追忆。
“雕塑这条路在别人眼中是又苦又脏又累，可在我
眼中，雕塑之路就是我的人生之路，我在苦中寻乐。 ”许
（达州新报全媒体记者 谭勇）
华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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