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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为着艺术而忙碌。沧海桑田几十载，历经世事
风雨的他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可他手中的笔从未停歇，他用笔
尖色彩润泽自己作品的同时， 也在描绘自己的艺术人生。 江
雪，原名樊代成，号阿凡。一位笔耕一生的老者，一位用生命去
执着于艺术的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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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前夕，一心想进入四川美术名学府的樊
代成挑选了几幅满意的作品寄到当时的“四川美专”
（四川美院前身），没想到“四川美专”开校务会专门研
究，准备破格录取他为该校学生。 但由于当时他只是
初中毕业，结果与“四川美专”失之交臂，这也是他至
今都觉得遗憾的事情。 初中毕业后的樊代成就读于当
时的达师校美术专业。 因为专业成绩优秀，他得到了
其他学生享受不了的特别优待， 一个人分得一个画
室，开始潜心于学习国画，而且对徐悲鸿、潘天寿、黄
宾虹等国内大师的作品情有独钟，在临摹的过程中学
习他们作品中的精髓。
师范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江雪被分配到开江
任市镇的一所学校工作， 成了一名专职的美术老师。
也是在那几年，樊代成无意中接触到了版画，并且疯
狂的爱上了它。 版画在美术领域算得上是一种冷门学
科，也是一门“费力不讨好”的技艺。 樊代成在没人教，
无处学的情况下，有空就往图书馆跑，查找相关资料，
从如何用刀，如何选木材，如何用套色等方面一点点
自学攻破。 渐渐地，他的版画技艺突飞猛进。 1960 年，
他的第一幅版画作品《三月之夜》，被推荐到参加“北
京和广州等大城市”联展。 1961 年他的版画作品《秋
林牧归》，被推荐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捷克等国展
出，还被当时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 当时，樊代成的名
字在全国版画界都是小有名气。
“青年时代，最宝贵的收获是拥有了自信。 ”樊代
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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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樊老，就被他垂肩银须所吸引，虽已年逾八
旬，但他精神矍铄，双目如炬，谈吐之间，无不显现出
文人身上那股特有的儒雅气息。 在开江县城，樊代成
这个名字并不太响亮，但提到江雪、樊大师等称号，在
号称“川东小平原”的开江无人不晓。
其实樊代成是土生土长的达城人，从小生活在通
川区原“木厂街”，现在的“箭亭子”街。 还只有几岁的
时候， 樊代成就喜欢顺着梯子爬上家里二楼隔层玩，
因为那上面有很多他感兴趣的东西，画笔、画架、颜料
等美术用品一应俱全。这是他爷爷在生前的时候留下
来的，爷爷是一名美术教师，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在樊
代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杀害，这虽是爷爷留
下的唯一遗产，但却成了樊代成的宝贝，他常常背着
父母，偷偷一人照着爷爷的画临摹学习。 樊代成的父
亲同样也是一位中学教师，擅长书法，所以在这样的
家庭成长，樊代成受到了浓厚的文化熏陶。画画，也成
了他最热爱的事情。
读初中时，樊代成的画画专长引起了美术老师的
注意，他觉得樊代成身上有一种对画画的执着和难得
的天赋，时常给他开小灶，悉心指点，樊代成开始有了
规范的学习，技艺也有了明显进步。在上初二时，西南

地区举行四省市少年儿童美展， 樊代成代表达县地
区有四幅作品入选参展。 虽然这是他的第一次参加
这种活动，但能获得如此认可，更加坚定了他对绘画
的热爱和追求。
“从小对美术的这种热爱，好像是刻在骨子里的
东西。 ”樊代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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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代成：生命为艺术而燃烧

俗话说“自古文人多磨难”，这也是樊代成的真实
生活写照。 文革期间，樊代成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被
关进了牛棚， 每天除了劳动改造， 就是接受批斗，不
过，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绘画热情，白天不能画，他就晚
上画，不能画国画版画，他就画素描。 三年后，他莫须
有的罪名又不了了之，他又回归了正常生活，而且马
上就被委以重任，被当时的地委宣传部抽调，专职政
治宣传工作。 在那几年，樊代成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
师，文教局机关工作人员，直至调入县文化馆，成了一
名专职文化工作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樊代成把自己的主要精
力再次转移到了国画上面，他经常深入大巴山实地采
风写生，他觉得走进大自然，融入大自然，才能发现大
自然之美，才能吸收大自然之灵气。 何况，大巴山险峰
秀水无处不在，美不胜收，能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灵
感。 1997 年，他创作的中国画《山川悠远》在美国参加
第一届世界书画艺术大赛，获优秀奖。《峡江图》《巴山
郁秀》参加 1998 年韩国国际书画大展，并由韩国美术
馆收藏，并在上百家报刊上发表。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年 80 岁的樊代成一
刻也没停下手中的笔，尽管生活过得清贫，至今还住
在一个 50 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里， 但在这狭小的空
间见证了他几十年付出的汗水和收获的硕果，也承载
了他对艺术无限的追求。
“我从艺一生，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子孙在我的
影响下，也走上了艺术这条路，这就是传承。 ”樊代成
感叹道。
(达州新报全媒体记者 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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