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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今年4545歲的重歲的重

慶口足畫家黃國慶口足畫家黃國

富富，，在當地藝術在當地藝術

圈 幾 乎 人 盡 皆圈 幾 乎 人 盡 皆

知知——他的作品神他的作品神

形兼備形兼備，，花鳥蟲花鳥蟲

魚栩栩如生魚栩栩如生。。不不

知情的人根本無知情的人根本無

法想像法想像，，這些優這些優

秀水墨丹青畫的作者是一名用腳趾握筆秀水墨丹青畫的作者是一名用腳趾握筆、、用嘴銜筆的殘疾人用嘴銜筆的殘疾人。。黃黃

國富告訴記者國富告訴記者，，自己幼自己幼年因遭電擊失去雙臂年因遭電擊失去雙臂，，雖然命途多舛雖然命途多舛，，

但畫筆與畫紙始終陪伴着自己但畫筆與畫紙始終陪伴着自己，，他相信他相信「「最好的畫不是用手而是最好的畫不是用手而是

用心畫的用心畫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巧袁巧 重慶報道重慶報道

2010年，已頗有名氣的黃國富進入
中國口足書畫聯誼會在重慶設立的華岩
奇人奇才藝術館，成為駐館畫家之一。
在作畫賣畫之餘，他開始思索如何回報
社會。「我也是接受了很多人的幫助，
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希望能用自己的能
力去幫助有需要的殘疾人。」黃國富
說，目前他已經收了6個無臂殘疾人徒
弟，其中有4人已出師，能自力更生。
「雖然不用再擔心生計，但我現在

每天還是會花七八個小時畫畫，空閒
時也會跟年輕人學些新東西。」黃國
富告訴記者，他現在不僅能用嘴叼着
筷子敲打電腦鍵盤聊QQ，也能熟練
使用手機，日常生活完全能夠自理。
「對殘疾人來說，除了謀生的技能，
更重要的是樹立勇敢面對挫折的信
念。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殘疾人能從我
的故事中，汲取到正能量，重新找到
奮鬥的勇氣。」

「「我能娶到一個美麗善良的妻子我能娶到一個美麗善良的妻子，，也也
是因畫畫而起是因畫畫而起」。」。談起自己這份難得的談起自己這份難得的
姻緣姻緣，，黃國富說黃國富說，，1515年前他流浪到四川年前他流浪到四川
內江內江，，正在街頭專心用腳作畫正在街頭專心用腳作畫，，沒想到沒想到
卻引起了一家餐廳女服務員胡國會的注卻引起了一家餐廳女服務員胡國會的注
意意。。胡國會是雲南昭通人胡國會是雲南昭通人，，一天一天，，她在她在
餐館附近發現了一個賣藝的青年餐館附近發現了一個賣藝的青年，，沒有沒有
雙手雙手，，卻用嘴和腳畫得一幅漂亮的好卻用嘴和腳畫得一幅漂亮的好
畫畫，，這讓她相當驚奇這讓她相當驚奇。。
「「我悄悄觀察了他好幾天我悄悄觀察了他好幾天，，發現他身發現他身
上有一股執着的精神上有一股執着的精神，，即使無人旁觀即使無人旁觀，，
也很用心畫畫也很用心畫畫，，不會作秀不會作秀。」。」胡國會胡國會
說說，，黃國富的專注很打動她黃國富的專注很打動她，，經過一段經過一段
時間相處時間相處，，踏實上進的黃國富更讓她覺踏實上進的黃國富更讓她覺
得是一個值得託付的人得是一個值得託付的人，，兩人便決定相兩人便決定相
定終身定終身。。當時胡國會的家人堅決反對當時胡國會的家人堅決反對，，
覺得一個殘疾人並不能給她帶來幸福覺得一個殘疾人並不能給她帶來幸福，，
但胡國會不顧家人阻撓但胡國會不顧家人阻撓，，仍堅定地選擇仍堅定地選擇
了和黃國富在一起了和黃國富在一起。。

兩人結婚後兩人結婚後，，胡國會幫助丈夫在重慶鵝嶺等地繼胡國會幫助丈夫在重慶鵝嶺等地繼
續賣畫續賣畫，，一些外賓見到黃國富現場作畫後一些外賓見到黃國富現場作畫後，，也被深也被深
深感動深感動，，紛紛解囊購畫紛紛解囊購畫，，他們的經濟狀況也越來越他們的經濟狀況也越來越
好好。「。「我很感謝妻子我很感謝妻子，，始終對我不離不棄始終對我不離不棄。」。」為了為了
給妻子好的生活給妻子好的生活，，黃國富更加勤奮地作畫黃國富更加勤奮地作畫。。岳父母岳父母
也漸漸接受了這個頗有才藝的女婿也漸漸接受了這個頗有才藝的女婿，，在他們的眼在他們的眼
中中，，黃國富是為人好黃國富是為人好、、能吃虧的人能吃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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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重慶奇人奇才藝術館重慶奇人奇才藝術館，，記者見到了記者見到了
正用嘴銜着毛筆練書法的口足畫家正用嘴銜着毛筆練書法的口足畫家

黃國富黃國富。「。「志當存高遠志當存高遠，，仁者得其仁者得其
壽壽。」。」雖是用嘴所寫雖是用嘴所寫，，但字字蒼勁但字字蒼勁，，筆筆
鋒堅毅鋒堅毅。。面對記者的採訪面對記者的採訪，，黃國富語調黃國富語調
溫和溫和，「，「書法和繪畫是相通的藝術書法和繪畫是相通的藝術，，書書
法中的一些用筆技巧也能運用到繪畫中法中的一些用筆技巧也能運用到繪畫中
去去，，我喜歡學習新的東西我喜歡學習新的東西。」。」

學校拒收學校拒收 1212歲始上學歲始上學
談起自己的經歷談起自己的經歷，，黃國富說黃國富說，「，「我出我出
生在重慶潼南縣的一個小山村生在重慶潼南縣的一個小山村，，44歲時因歲時因
頑皮爬上變壓箱捉鳥頑皮爬上變壓箱捉鳥，，被電擊失去雙被電擊失去雙
臂臂。」。」回憶往昔回憶往昔，，黃國富直言自己是一黃國富直言自己是一
個沒有童年的人個沒有童年的人。。失去雙臂後失去雙臂後，，別的小別的小
朋友歡快地打鬧玩耍朋友歡快地打鬧玩耍，，而他只能在家練而他只能在家練
習用腳拿筷子習用腳拿筷子；；他因學校不肯接收他因學校不肯接收，，只只
能跟着母親上山拾柴能跟着母親上山拾柴、、學做家務學做家務。。直到直到
19821982年年，，村裡開始村裡開始「「掃盲掃盲」，」，1212歲的黃歲的黃
國富才有機會上一年級國富才有機會上一年級。。
翻開書一個字都不認識翻開書一個字都不認識，，但書上的但書上的
圖畫圖畫，，卻引起了黃國富的興趣卻引起了黃國富的興趣。。在家在家
的時候的時候，，他喜歡用腳趾夾起沒燒完的他喜歡用腳趾夾起沒燒完的
木炭屑在牆上塗塗畫畫木炭屑在牆上塗塗畫畫。。讀書後讀書後，，有有
了筆和紙了筆和紙，，他開始瘋狂地臨摹看到的他開始瘋狂地臨摹看到的
各種圖案各種圖案。。
老師發現他雖是用腳作畫老師發現他雖是用腳作畫，，卻比大卻比大

多數用手畫的同學畫得更好多數用手畫的同學畫得更好，，便將他便將他
推薦至潼南縣美術館學習國畫推薦至潼南縣美術館學習國畫。「。「從從
家到縣城要走七八千米山路家到縣城要走七八千米山路，，每天到每天到
美術館學畫來回要走美術館學畫來回要走44個多小時個多小時，，但我但我
一天都沒耽誤過一天都沒耽誤過。」。」黃國富說黃國富說，，當時當時
學畫要交學畫要交1010元元（（人民幣人民幣））學費學費，，這對這對
家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家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費用，，美術館美術館

的趙毅老師見其家境貧寒的趙毅老師見其家境貧寒，，又熱愛畫又熱愛畫
畫畫，，不僅免了學費不僅免了學費，，還單獨給他指還單獨給他指
導導。。黃國富感恩地說黃國富感恩地說，「，「趙老師是我趙老師是我
的第一個啟蒙老師的第一個啟蒙老師，，做人作畫都讓我做人作畫都讓我
受益良多受益良多。」。」
然而好景不長然而好景不長，，1818歲時父親患病離歲時父親患病離
世世，，為還債為還債、、供弟妹上學供弟妹上學，，作為家中作為家中
長子的黃國富只能外出掙錢補貼家長子的黃國富只能外出掙錢補貼家
用用。。為了能繼續畫畫為了能繼續畫畫，，他最終選擇去他最終選擇去
街頭乞討賣藝街頭乞討賣藝。「。「天晴時我在街頭擺天晴時我在街頭擺
攤畫畫攤畫畫，，下雨我就揣着自己的畫去書下雨我就揣着自己的畫去書
店看繪本店看繪本，，希望能碰到專業的老師幫希望能碰到專業的老師幫
我指點我指點。」。」黃國富說黃國富說，，有時一天分文有時一天分文
不掙不掙，，只能靠一兩個饅頭度日只能靠一兩個饅頭度日，，但無但無
論多苦論多苦，，他都會省錢來買紙墨顏料他都會省錢來買紙墨顏料。。

流浪流浪1515年年 仍堅持作畫仍堅持作畫
黃國富說黃國富說，，在街頭流浪的在街頭流浪的1515年裡年裡，，

每到一個地方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先到當地名勝他都會先到當地名勝
古跡古跡，，模仿着經典石刻雕像的形態作模仿着經典石刻雕像的形態作
畫畫。。他曾在街頭偶遇畫家程漫父他曾在街頭偶遇畫家程漫父，，有有
幸得到其指點幸得到其指點。。隨着畫技提升隨着畫技提升，，漸漸漸漸
也有路人停下詢買黃國富的畫作也有路人停下詢買黃國富的畫作，，擺擺
攤的收入也開始穩定起來攤的收入也開始穩定起來。。
為提升繪畫技巧為提升繪畫技巧，，黃國富還循着報黃國富還循着報
紙上的地址紙上的地址，，給四川美術學院的白德給四川美術學院的白德
松教授寫信松教授寫信，，並受到白教授邀請並受到白教授邀請，，去去
學校做了半年旁聽生學校做了半年旁聽生。。作為一個殘疾作為一個殘疾
人人，，他堅持學畫的精神也引起了川美他堅持學畫的精神也引起了川美
多位知名校友的關注多位知名校友的關注，，畫家陳墨畫家陳墨、、林林
成翰成翰、、胡一川等多位大師也不吝鼓胡一川等多位大師也不吝鼓
勵勵，，給予他指點給予他指點。。直到直到20022002年年，，黃國黃國
富受邀到重慶鵝嶺一家畫廊擔任專職富受邀到重慶鵝嶺一家畫廊擔任專職
畫師畫師，，才正式告別流浪生活才正式告別流浪生活。。

收徒教畫 助殘疾弟子自立

黃國富

■■黃國富用腳作畫黃國富用腳作畫。。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黃國富（左二）與兩個徒弟和殘疾書法家嚴巨華
（右二）合影。 記者袁巧 攝

■■黃國富用嘴作畫黃國富用嘴作畫。。 記者袁巧記者袁巧攝攝

1. 岳飛是南宋時期的抗金名將，後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陷害，
請問他死後被葬於何地？
A. 浙江杭州 B. 江蘇揚州 C. 江西南昌

2. 宋朝官服有明確的等級分別，以顏色予以區分，請問以下哪一種顏
色的官服顯示的地位最高？
A. 青色 B. 紅色 C. 紫色

3. 宋人的一般衣服是袍，根據質地和顏色的不同可反映出穿著者的身
份，穿白袍的是哪一類人？
A. 勞動階層 B. 未有功名的讀書人 C. 官員

4. 明朝初年建都南京，但在明成祖時期，為防範退居漠北、蓄勢待發
的蒙古諸部而決定遷都至哪兒？
A. 北京 B. 西安 C. 開封

5. 嘉峪關是現存長城關口中最完整的一個，也是明長城最西端的重要
關口。明朝的嘉峪關屬於當時的哪一個鎮？
A. 太原鎮 B. 寧夏鎮 C. 甘肅鎮

6. 明朝中期後，歐洲新興強國紛紛東來，其中最終佔領澳門的國家是
哪一個？
A. 西班牙 B. 葡萄牙 C. 荷蘭

7. 繼宋朝的程朱理學之後，心學在明朝中葉風靡一時。首度提出「心
學」兩字，並提出心學的宗旨在於「致良知」的明代著名思想家、
哲學大師是誰？
A. 王守仁 B. 鄒守益 C. 王艮

8. 明朝初期，皇帝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特權，對服飾嚴格區分等級，頒
佈了關於百姓衣飾的禁令。以下顏色的服飾中，在當時禁止婦女穿
著的是哪一種？
A. 桃紅 B. 綠色 C. 黃色

9.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秦國丞相組織門客集體編撰的雜家著
作。這位秦國丞相是誰？
A. 呂尚 B. 呂光 C. 呂不韋

10. 秦始皇役使七十萬人建造阿房宮，成為秦朝滅亡的導火線之一。於
秦朝末年火燒阿房宮，將其焚毀的人是誰？
A. 項羽 B. 劉邦 C. 韓信

11. 秦朝規定每五戶人家為一「伍」，伍內互相糾察，一家犯法，鄰戶
需加以告發，否則一起受罰。這種制度的名稱是什麼？
A. 棄市 B. 連坐 C. 凌遲

12. 在中國制定的十二個五年計劃中，第╴╴個五年計劃首次提及港澳。
A. 十 B. 十一 C. 十二

13. 漢元帝時期嫁給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將中原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帶給
匈奴，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是誰？
A. 楊玉環 B. 貂蟬 C. 王昭君

26. 元上都位於大草原上，是元朝的陪都，請問它是誰稱帝登基之地？
A. 忽必烈 B. 鐵木真 C. 木華黎

27. 請問以下哪一個石窟位於現今河南省境內？
A. 麥積山石窟 B. 龍門石窟 C. 莫高窟

28. 「CHINA」的含義除了「中國」外，還有一層含義與╴╴╴有關。
A. 司母戊大方鼎 B. 瓷器 C. 指南針

29. 度量衡是中國古代使用的計量單位，其中「衡」是指╴╴╴的度量
標準。
A. 長度 B. 體積 C. 重量

30. 張衡發明的地動儀上共有╴╴╴條龍。
A. 六 B. 八 C. 十二

31.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出自《史記》，它是╴╴╴
臨行出發前唱得歌。
A. 荊軻 B. 韓信 C. 曹操

32. 太平公主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
個正統的女皇帝，而其父是╴╴╴。
A. 唐中宗 B. 唐太宗 C. 唐高宗

33. 「鴻雁傳書」這個典故源於歷史故事╴╴╴。
A. 楚漢相爭 B. 昭君出塞 C. 蘇武牧羊

34. ╴╴╴不是陶淵明的作品。
A.《歸園田居》 B.《桃花源記》 C.《岳陽樓記》

35. 詩句「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出自唐代詩人╴╴╴之手。
A. 杜甫 B. 李白 C. 杜牧

36.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深春
鎖二喬」是杜牧的一首詩，其中的「周郎」指的是╴╴╴。
A. 周瑜 B. 周倉 C. 周昉

37. 「六一居士」是╴╴╴的別號。
A. 蘇軾 B. 歐陽修 C. 陶淵明

38. 「羞花」用來形容唐朝的╴╴╴的美貌。
A. 楊貴妃 B. 安樂公主 C. 上官婉兒

39. 香港天文台在2012年7月24日凌晨發出十號颶風信號，這是╴╴╴
年以來，天文台首次發出的十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A. 12年 B. 13年 C. 14年

40. 在2012倫敦殘奧會上，香港獲得第一枚奧運金牌的
項目是╴╴╴。
A. 乒乓球 B. 射箭 C. 馬術

14. 漢朝時有「北走胡，南走越」的說法，位於東南沿海的百越是全國
少數民族聚居地中最優越的地區。以下產業中，並不屬於百越的優
勢產業的是哪一項？
A. 冶煉業 B. 造船業 C. 捕魚業

15. 漢朝時期，南方地區的農耕生產方式較為先進，經濟發展較快。位
於東南沿海的百越族主要種植的糧食作物是什麼？
A. 水稻 B. 小麥 C. 玉米

16. 東漢時期的醫學著作《傷寒雜病論》創立了中醫論病的辨證論治體
系，至今仍是中醫診斷的準繩。《傷寒雜病論》的作者是哪一位古
代著名醫學家？
A. 扁鵲 B. 張仲景 C. 孫思邈

17. 秦朝開始，方士便活躍於政治舞台。在秦始皇派遣之下率童男童女
出海求仙的著名方士是誰？
A. 徐福 B. 新垣平 C. 李少君

18. 公元前1300年，商王盤庚遷都至殷，商朝由此在殷建都約二百五十
三年。殷都位於現今中國的哪一個地區？
A. 陜西咸陽 B. 河南安陽 C. 河北衡水

19.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揮師東進，大舉伐商，在哪一場戰役中一舉
將商朝殲滅？
A. 長平之戰 B. 牧野之戰 C. 巨鹿之戰

20. 占卜是先民求助神靈預測吉凶的方法，商朝時占卜活動頻繁，開始趨
於規範並形成固定的程序。以下哪一項不屬於商代占卜用的材料？
A. 龜甲 B. 獸骨 C. 石器

21. 古代農耕工序包括墾荒、耕地、播種、鋤草、收割等主要工序，並
都有專門的農具配合。商周時期使用的農具中，適用於播種的起土
翻土用具是什麼？
A. 斧 B. 犁 C. 鐮

22. 清朝第一個在關內修建的帝王陵墓是哪一座？
A. 孝陵 B. 福陵 C. 昭陵

23. 清末時期，上海成為中國的傳教中心，各式教堂陸續落成，其中最
大的教堂是哪一座？
A. 石室聖心大教堂 B. 徐家匯天主教堂 C. 長安耶穌堂

24. 華清池是唐朝皇帝和妃子沐浴的場所，請問楊貴妃長期在此沐浴而
被稱為貴妃池的是以下哪一個湯池？
A. 蓮花湯 B. 芙蓉湯 C. 海棠湯

25. 中國歷史上哪一位知名女性曾以經書中的月光女王暗喻自己？
A. 慈禧太后 B. 武則天 C. 孝莊皇后

答案：1-5ACBAC6-10BACCA11-15BBCAA16-20BABBC21-25BABCB26-30ABBCB31-35ACCCA36-40ABABA

網址：http://cnc.wenweipo.com

�� http://cnc.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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