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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存：
绘画要有“尺”有“寸”

提到李嘉存，最先出现在脑海的是他的那句“牙好，胃
口就好，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广告词、在相声舞台上逗乐
的演出，也可能是他在电影《没事偷着乐》里那个憨厚朴实
的形象。其实，在影视与相声之外，绘画之中一样可以找到
李嘉存的身影。一尺一寸间，李嘉存勾勒出了无数展现内心
情趣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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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存生于北京南城。因为家中有人
从事戏曲行业的工作，李嘉存自幼年起便
喜欢上了京剧，常唱花脸。后来，李嘉存拜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为师，成为了
一名相声演员， 还曾参演过很多影视剧。
不同的工作经历让李嘉存有了各样的身
份，工作之余，李嘉存在绘画上也有着无
限的热爱与坚持，几十年来从没有离开过
自己的绘画之路。2007年， 为迎接香港回
归十周年，李嘉存的个人画展在香港中央
图书馆展出，让人们看到了他在工作之外
的另一面。

北京商报：早年丰富的阅历是否影响
了您的绘画创作？从何种程度上影响？

李嘉存：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是一个
道理，人生中我们的各种“涉猎”对艺术都
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
人，从年少时期至今，经历了很多事情，也
从事过各样的工作，这些经历都是我人生
中极其宝贵的资源。我的经历与创作的主
题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 我喜欢画大写
意，在创作主题上偏爱花鸟，选择花鸟是
出于纯粹的个人兴趣。

北京商报：对您来讲，影视、戏曲等艺
术形式与绘画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吗？有无
共同点与不同点？

李嘉存：古人说，隔行如隔山，但是隔
行不隔理。无论在生活、工作、创作中，都
有一个暗潜中的“理”，这个理就是尺寸 。
无论在哪个行业，“尺寸” 都是非常重要
的。为人与绘画都讲究尺寸。尺寸是阴阳、
高低、大小、深浅、疏密。相声讲究快慢节
奏的运用，绘画也是这样。就好比绘画中
画竹子时，行笔该快时不拖沓 ；画八哥时
行笔要慢，过于快就“跑出去了”。

北京商报：恩师康宁对您创作的影响

有哪些？
李嘉存： 我与恩师康宁认识足有40年

了，是他将我领入绘画之门。在认识恩师之
前，我是一个不会执笔、用纸、笔墨、颜色的
人。经过恩师的授教，如今的我在绘画上有
了些许成绩。 恩师从李苦禅先生处继承的
教学理论“示范教学”，对我影响很深。“示
范教学”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教学方式，每
当学生不明白时，恩师就现场给学生示范。
恩师曾经画出一只蝴蝶以示范， 而后让我
们学生从蝴蝶的结构、颜色、姿态等方面自
行寻意，最后再画出来，这使我在自主理解
画意与画技方面得到了很有效的帮助。

北京商报： 推动您多年来坚持绘画的
是什么？

李嘉存：坚持绘画是我个人的想法，绘
画是我无法割舍的爱好。 年少的时候我就
喜欢画画，画些京剧脸谱。我从小受到的家
庭教育是“把劲使在暗处”。我的父亲常教
导我：“家有金银万贯， 不如薄技在身”，所
以自小我就懂得人要有份手艺。现在人们
常说的“工匠精神”，其实是在我年少的时
候就有的一种精神。 我年轻的时候想着要
好好工作，脚踏实地，然后再做出一些出类
拔萃的成绩。因为一直喜欢画画，就希望能
更加深入与系统地学习下去， 所在40多岁
时我就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学国画。

北京商报： 听说您为自己的书房起名
“三不斋”？

李嘉存：“三不斋” 的斋号出自我人生
的座右铭“不躁、不满、不油滑”，无论是生
活、工作还是绘画中，我都要求自己做到这
三个“不”。我还有一个堂号叫“二吃堂”，出
自“做人吃亏、学艺吃苦”这句话，这也是我
自修的参照、人生的准则。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实习记者 张舒

李嘉存：学无止境 画中自修

李嘉存
回族，1954年出生于北京南城。 国家一级演

员， 现任中国铁路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
花卉协会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中国
曲艺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
视家协会会员、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
书法家协会会员。

《神八上天 中国人骄傲》

《春风和畅》

《荷韵》《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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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吸引大量的观众前来观赏

一家之言
·艺术榜单·

近日 ，“欢乐淘———燕
京书画社·青山居” 书画大
集在位于天坛东门的燕京
大院拉开帷幕。这是在艺术
市场整体调整的背景下，燕
京书画社实现艺术品展销
落地的一次积极尝试，更是
对一直支持燕京书画社发
展的藏家的一次回馈。活动
消息一经发布便备受关注，
许多藏家慕名来到展会现
场，他们纷纷表示燕京书画
社多年来的良好口碑、雄厚
的藏品资源、 优质的服务，
使消费更放心，同时也买到
了喜爱的藏品，切身感受到
了“淘宝”的乐趣。

据悉，此次亮相的淘宝
大集共汇集了100余件书画
藏品，不乏齐良迟、宋滌、周
之林、张大华、生存义、刘永
明、宋锷、朱道平等名家的
画作。其中还带来了部分印
章、工艺品摆件、纸扇等藏
品，这些藏品全部来自于燕
京书画社多年来的珍藏，此
次在淘宝大集首次亮相，为
现场观众提供了无数捡漏
良机。

在展会首日，淘宝大集
共创造了20余万元的交易
额，这在艺术市场整体低迷
的背景下，实属难得。据燕
京书画社负责人介绍，这些
藏家是来自各个行业的收
藏爱好者， 有职业的收藏
家，有画廊老板，还有企业

的老总。包括宋滌、刘永明、
张大华等的数十幅名家作
品在开幕当日便被抢购一
空，火爆的场面让人感受到
了优秀艺术品本身所蕴含
的艺术价值及收藏潜力。据
悉，燕京书画社未来将根据
艺术品市场的变化，本着一
个市场、两个服务的原则为
燕京书画社的新老朋友服
务，同时，还将不定期推出
各种优惠活动以答谢新老
顾客。

燕京书画社的发展是
改革开放及艺术市场发展
的一个缩影，见证了艺术市
场的风风雨雨和不断调整
变化。37年前， 创始人石书
领与8位返城知青从一个塑
料棚子起步，经过多年的奋
斗，最终发展成为以名家字
画、珠宝首饰、展览展示、修
复修裱、艺术教育等为主的
文化产业机构。 近年来，燕
京书画社为了适应艺术市
场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身
的发展方向，在天坛公园东
门外的燕京书画社大院内
创建了燕京书画艺术馆，不
断推出各类艺术精品的展
览、展示和艺术讲座，在业
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还
不断推出惠民的文化消费
品活动，旨在为喜爱艺术品
收藏的人提供能够买得起
的收藏品。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燕京淘宝大集首日销售20余万元

我是一位从事金融工
作的青年，受家庭熏陶，十
分喜爱书法艺术。 更有幸
的是， 我从小就得到著名
书法大家沙曼翁先生的教
诲， 沙先生时常对我说：
“学书法一定要取法乎上，
广开眼界， 多看多临摹古
代经典书法碑帖。”随着学
书的逐渐深入， 慢慢体会
到这话的个中妙义。

“取法乎上”一语出自
李世民的《帝范》卷四：“取
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
中，故为其下。”也就是说：
效法上等的准则, 不一定
能达到上等的， 但可以得
到中等的； 如果效法中等
的准则， 不一定达到中等
的，就只能得到下等的了。
因此，学习书法最直接、最
有效的途径就是取法乎
上、取法前贤，临摹古人优
秀碑帖范本， 几千年的中
华书法史为我们留下了无
数前人优秀书迹， 它所具
备的高度的艺术性足够让
我们取法借鉴。 汉字书法
主要有篆、隶、楷、行、草等
书体， 每种书体都有其成

熟的高峰期，秦代的篆书、
汉代的隶书、 晋唐的楷书
和行草书， 都是中国汉字
书法各种书体的成熟期，
取法这些成熟期各种书体
的书法， 将会使得学书功
效事半功倍。

例如篆、 隶这两种书
体，在汉以后的宋、元、明
时期，篆、隶书逐步走向衰
弱之势， 杰出的篆隶书法
大家甚少，至清代，由于碑
学的盛行， 篆隶之学成为
汉代以后的又一中兴时
期， 出现了许多篆隶书法
大家， 这些名家的作品在
现代看来也是经典之作。
但取法清代的篆隶作品，
总不如直接取法秦汉的正
宗。 唐代是历史上最重视

“书法”的一个朝代，也是
楷书发展的鼎盛时期，产
生了褚遂良、欧阳询、颜真
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唐
楷结构严谨，法度规范，笔
法成熟， 清代黄自远虽是
取法欧阳询楷书的大家，
如果我们喜欢欧体楷书，
就当直接取法欧阳询，因
此我们学习楷书， 最好是

直接取法唐代楷书。
书法艺术， 是一门汉

字书写的艺术， 书写讲究
“法度”。“法度”只能从经典
名家碑帖中得来。 如果我
们忽略传统艺术深厚的文
化积累，对前贤的创作成果
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临摹学
习古代经典作品持否定态
度，是难有成就的。现在有
些学书者，起步就写行书或
草书，但往往不得要领，这
是因为楷书和行书的笔法
虽然不同，但其结构要求是
相同的，不写楷书就不了解
楷书的结构要求，而不掌握
楷书的结构要求就不能真
正写好行书。我初学书法直
接从临摹唐代褚遂良规整
的《倪宽赞》入手的，之后又
临习富有行书流动笔意的
褚遂良《阴符经》墨迹，两者
互为补充、动静结合。

我们学习书法“取法
乎上”是手段，最终的目的
是要在传承古代经典书法
的基础上，集百家之长，取
得艺术的创新和突破，这
也是当今书家所面临的一
个研究课题。

取法乎上 取法经典
羿丹鸿

精彩导读：
齐派绘画，雅俗共赏。在当代绘画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李笑天就是当今齐派绘画传承人中的佼佼
者！李笑天的作品，不仅笔墨清雅、声色并茂、质情天
成，且能透过线条的内涵，领略呼之欲出的妙趣，更加
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其恩师娄师白老先生看到他所绘的工笔草虫作品
后，大为赞赏，欣然为其提字“可惜无声”！本画集主要
展示的是其创作的齐派绘画代表种类工笔草虫系列作
品。在传承的同时，把自己写意干练、工笔惟妙、景以情
绘、情以墨声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本画集旨在传
播和推广齐派绘画艺术， 把齐派最精美的绘画作品展
现在大众面前，通过参观、学习、交流，真正传承白石画
风、人文情怀。

《可惜无声》
齐派传人李笑天工笔草虫百扇集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李笑天

画作引观众驻足 嘉宾合影 展览现场 观众欣赏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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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西泠春拍西泠印社首届文人匾专场于近日在
杭州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三楼举槌。 文人匾以其独特
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凸显了它的收藏价值，故长期
以来受到文人雅士的珍爱。

此次文人匾专场主要分四个部分： 明清匾、 民国
匾、现在匾和镌刻匾。明清匾是文人匾最盛期的集中代
表，此时精品迭现，充分展现了文人匾的精华。其中包
括明代的赵宦光； 明末清初的释木庵； 清中叶的邓石
如、伊秉绶、张廷济；晚晴的赵之谦、何绍基、肃亲王、汪
洵、张祖翼、俞樾等人的书匾佳作。民国匾是活跃于中
华民国时期的文人墨客题写的匾额，包括晚清遗老、著
名书画家、革命家、沙场枭雄和政府首脑等。

现在匾专题汇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具有浓厚地
域特色的书画名家之作。包括浙派的沙孟海、费新我；
海派的唐云、陆俨少、赖少其、谢稚柳、陈佩秋等人的墨
宝。 镌刻匾是书法艺术与雕刻技术的完美结合， 多见
于亭台楼榭、 古今胜迹之中。 镌刻匾专题汇集了金石
名家赵之谦、 晚清名相祁寯藻、 晚清名家何绍基等人
的5件佳作。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Photo�News
图片新闻

·资讯·

近日，“不朽之光———中国美术
馆馆藏杨之光作品陈列” 亮相中国
美术馆。 作品集中反映了杨之光对
中、西绘画技法的融合，及其在题材
上的突破创新。 作品内容涵盖社会
各阶层人物形象、少数民族形象、舞
蹈题材以及异域描写， 体现出杨之
光用毕生精力所真切叙写的一个时
代的变迁。

杨之光1930年生于上海， 原籍
广东揭西 。1949年师从岭南画派高
剑父 。1950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
院绘画系，接受徐悲鸿、叶浅予 、董
希文等老师指导 ，1953年毕业后任
教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历任
教授、系主任、美院副院长。

杨之光是新中国水墨人物画的
重要代表画家， 是构建现代人物画
教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1997年，杨
之光先生将其20世纪50年代-90年
代期间的180件作品捐赠给了中国
美术馆。 在艺术创作上， 杨之光是
“杨勤奋”、“杨大胆 ”； 在美术教育
上，他是“杨紧张”、“杨周到 ”。迟轲

先生曾说，师从高剑父的杨之光，走
的是徐悲鸿的路， 深受蒋兆和的影
响，绝对是中国人物画的一流画家。
李伟铭先生亦在不少场合和文章中
谈到： 杨之光是我们叙述20世纪的
中国绘画史的时候， 必然要提到的
那一类艺术家。

因此杨之光身上， 不得不提的
两个点是： 作为现代中国人物画新

风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艺术家 ，以
及构建现代人物画教学体系的奠基
人之一。而女儿杨红却觉得，无论于
创作还是于人生， 亦父亦师的杨之
光， 都是大时代里一个执着坚持的
“导演”。 平生最忌食残羹———杨之
光最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并以此
做座右铭。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杨之光个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作品、
特邀作品、全国征稿作品三部分组成。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综合材料等多种表现艺术形式。按时期分为：
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21-1949）、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8-2012）、实现中国梦的新时期（2012-2016）四个部分。回顾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9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热情讴歌了
建党以来的光辉业绩和伟大成就。此次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
艺术发展专项基金共同举办。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全国美术作品展登陆国博

明日18时，《原·木： 一场 “反自
然”的共生实验》艺术展将在北京市
东城区77文创园77剧场开幕。

届时，由青年艺术家杨莫桐创作
的大型不锈钢装置作品《原·木》将首
次全球发布。曾为电影《阿凡达》、《纳
尼亚传奇》献声的美国音乐家Lisbeth
Scott将于当晚带来为《原·木》特别创
作的音乐作品《Mood》。

这场由美国VAVA股份公司、北
京十方合璧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点形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主办，77文创协办的艺术展， 是艺
术品牌“VAVA艺术”启动的“树”+艺

术项目的首度亮相。 围绕装置作品
《原·木》 的主题概念，“树”+艺术项
目邀请海内外多位艺术家以不同的
艺术形态进行了一场跨介质的艺术
融通，意欲重新审视和探讨人与自然
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7月2日-17日展期内 ， 适逢
“77文创生活节”举办，包括《原·木》
在内的所有艺术作品将以全新的介
入式展出方式呈现在77文创园全园
区范围内。艺术家期望通过这些作品
与环境的深度接触和融入，使观者立
体地参与到这场艺术实践中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原·木”艺术展反自然对话

“逸趣———中国青年艺术家四人作品展”近日在见
心会馆拉开帷幕，王云磊、丛艺、马米娜、王霖携四位艺
术家新作亮相。

此次展览属道东文化策划的静观众妙系列展之
一，静观众妙是画展，更是不同的景致，不同画家用不
同的笔墨，去诠释他们眼中的各自不同，众妙之妙在于
不同的审美又有着不同的价值， 这就是世间丰富多彩
的缘由，更是我们不虚此生的意义所在。

当代艺术虽被不同的材料、技法、画种等因素不断
地分门别类，但艺术最要紧的是直觉，相对于创作者，
观众的视角去看艺术反而会简单、纯粹许多，从乍一眼
望去的清新亮丽到细细品味出的情绪与隐喻， 娴熟的
技巧会赢得赞叹与掌声， 心灵碰撞的回响则更是久有
余音。观众永远喜欢新鲜的东西，然而打破常规的新图
示也难免经不住时间考验而过时， 艺术中追求的永恒
与经典并不是眼前一亮的痛快， 而是心灵治愈后的过
目难忘。艺术与讯息时代的发展快到让人应接不暇、措
手不及，艺术之花尚未盛开，早已谢幕，由此，“慢”变得
弥足奢侈与珍贵，此次展览四位艺术家在一笔一划、皴
擦点染之间营造出各自的意象世界，超脱于现世，须经
一番用心品读之后方可渐入佳境。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18日。

四人联展勾画意象世界

古元艺术呈现自由之路

西泠春拍首推文人匾专场

“走向 自 由———古
元艺术的内在精神 ”展
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
隆重开幕。 古元对自然
有着敏锐的观察， 对现
实生活充满了深情的热
爱。他追求艺术的自由，
将艺术的“美”与“真”作
为毕生追求的人生信
条。在他的艺术里，观众
可以感受到一位艺术家
的真诚与纯粹。

由于时代和环境的
限制，在以往的美术史认

知中，公众在提到古元先生这位从延安走来的艺术家时，
难免会为他贴上“革命”、“版画”等概念化的标签，而在某
种程度上忽略了对于艺术家内在精神与艺术本体的深入
理解和研究。 此次展览以古元追求艺术自由的精神为内
在逻辑，以基本的时间顺序为外部线索，汇集古元延安时
期的木刻版画、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地速写、晚年的水彩写
生以及暮年的藏书票等作品，全面地梳理、回顾古元先生
的艺术人生与艺术成就。 展览将去除对艺术家固有的标
签化认知，力求呈现出一位更加真实的古元，相信这是对
古元先生逝世20周年最好的纪念。

此展是北京画院美术馆在2007年推出的 “二十世
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中的第38个展览，也是今年推
出的首个重点项目。展览将持续到7月28日。

《杨丽萍·孔雀舞》

《走向自由》之十六

《广州起义》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