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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两周年到来之际，燕京书画社所推出的黄宗英、曹灿、杨在葆、王铁成、苏叔阳艺术联展于近日
在燕京书画艺术馆举行，此次活动是继李光曦、张目、胡宝善、杨洪基、黄岳峰及谢芳、雷恪生、于淑珍、柳石明、卢奇等活动之
后，再度举办文艺界老艺术家书画联展，展览的意义在于宣传这些老艺术家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对艺术锲
而不舍地追求的优秀品质，通过展示他们的书画作品，让更多的中青年艺术家和书画家学习老艺术家的品质和对书画艺术的
追求探索。

近年来，燕京书画社已从卖文化走向做文化，以艺术为标准挖掘新人、培养新人，为努力探索的书画家搭起成功的桥梁。燕
京书画社目前已经建成了画家工作室、书画培训、字画修复修裱、书画展厅等服务板块，形成了文化大院功能，未来将继承传
统，不断创新发展，为艺术家、藏家搭建好平台，更好地为书画产业的发展服务。

丹青诗意 翰墨情真

燕京书画社举办跨界书画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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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韵逸风 五位老艺术家的书画情怀

8月29日，由燕京书画社举办的“丹青诗意 翰墨情真———
黄宗英、曹灿、杨在葆、王铁成、苏叔阳书画联展 ”在燕京书画
艺术馆开幕。著名主持人陈铎主持了展览开幕仪式 ，曹灿 、杨
在葆、王铁成、苏叔阳分别与现场的观众分享了各自的艺术创
作心得，著名书画家李燕、表演艺术家谢芳、歌唱家刘秉义、歌
唱家杨洪基、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为展览带来了风
趣幽默的致辞，展现了老一代文艺人的多样风采。全国人大常
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全国政协常委胡振民等嘉宾出席了
开幕仪式。

“墨海无声能做雨，笔峰有意可凌云。”黄宗英、曹灿、杨在
葆、 王铁成、 苏叔阳五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作为各自专业之翘
首，同时又涉猎于其他领域，堪称多栖艺术家，但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书画艺术。 据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
介绍，此次展览是燕京书画社继举办了李光曦、张目、胡宝善、杨
洪基、黄岳峰联展及谢芳、雷恪生、于淑珍、柳石明、卢奇联展之
后第三次为文艺界的老前辈举办跨界书画联展，作为一种延续，
这样的书画展不同于专业名家名场， 更多的是突出书画艺术的
乐趣与韵味， 意在宣传这些老艺术家们对艺术锲而不舍的追求
与热爱，再现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艺术风采，同时也
让人感受到艺术家们在文化中颐养天年的乐观心态。

在参展的五位艺术家中，黄宗英老师的年纪最长，今年是她
从艺65周年，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她就投身于话剧、 电影表演之
中，创作了数十部经典佳作；后又潜心文学写作，成为一代作家；
而后又静心书法， 作品别具一格， 其多幅作品在本次展览中亮
相，引来了很多观众的啧啧称叹，他们一边欣赏一边驻足讨论，
“黄先生的书法从字体的结构，到书法的力度丝毫看不出她的年
龄，能感受到作品中蕴含着一股中正的气韵”；“书法作品笔笔到
位，含蓄内敛，有股大家之风”。

杨在葆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众多经典的影视形象给人留下
了很多经典的记忆，而在退休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书法的
创作之中， 在谈到自身的书法经验时他说，“自己是在不断地否
定自我中学习书法的，书法艺术使他虚心向他人请教，得到了书
法技法上的提高与艺术思路上的双重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杨
在葆书法作品的内容都是来自于自己的诗词创作。

除了认真地钻研书画艺术，“以书会友，以画沁心”也是艺术
家们共同的心声。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铁成表示，“参展展览的目
的很单纯，就是借着展览的机会与老朋友们聚在一起见见面，聊
聊天，书画是很好的催化剂”。还有就是碰到求字的，也让这些艺
术家经常提起毛笔写写画画， 苏叔阳表示，“因为上门求字的人
太多， 日常空余的时间就应酬起来， 我写字纯粹就是图一个开
心，一种乐趣”。著名话剧演员、朗诵家曹灿笑称自己没有想过要
成为一名书法家，“一直以来只是执着地写字、练字，把字写好。
通过本次参展得到了与其他书法家宝贵的交流机会， 也受到了
书法专业上的教育，未来将继续学习与锻炼”。

面对老艺术家们细心创作的书画作品，李苦禅之子、著名书
画家李燕感触良多，他说，“当今在一些专业书法家的作品中，常
出现违背书法规则的现象，错别字屡见不鲜。但很多像五位老艺
术家这样的书法爱好者因为不被名利诱惑，潜心练习，找到了书
法与其他形式艺术的共鸣，其中就好比音乐与书法，看似并无直
接的联系， 而老艺术家却通过认真的创作书写出字体的节奏感
与美感，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不与百花争艳， 独领淡泊幽香”、“春风大
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十分冷淡存知
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这些淡泊、风雅的书
法联句作品一经在燕京书画艺术馆亮相便吸引
了大量慕名而来的观众， 老友新朋齐聚展览大
厅，把手言欢，欢快活跃的展览氛围把书画活动
不断推向高潮。

苏叔阳（左一）、王铁成（左二）、曹灿（右二）、杨在葆（右一）四位艺术家与观众交流书画技艺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

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

著名主持人陈铎

著名书画家李燕（左一）精彩发言，引来现场阵阵掌声

著名歌唱家杨洪基观看展览

嘉宾合影留念

艺术家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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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画看涨 燕京布局潜力市场

游泰山记
泰山是我山水画创作的精神家园。我

二十余年的艺术实践都与泰山有着直接
的联系，到泰山去写生、采风、游览也早已
成为我艺术和生活的重要部分。

乙未夏月，我与两位国家博物馆的同
事相约去泰山写生。 计划到达泰安后，下
午一点左右从泰山东麓天烛峰景区上山，
登顶的线路都已在网上查好，大约有五公
里的登山路程。来到泰安，当我们租车来
到景区门口时， 竟然找不到上山的路口，
原来是一个大型的山林实景舞台“封禅泰
山”建在了山谷间，遮挡住了观景的视线。
算我们运气不错，7月的酷暑天气，来此登
山的游客很少，所以能够悠闲自在地登山
览胜。

进入景区抬头仰望， 在阳光的照耀
下，岱顶远在险绝峰峦的云端，壮美无比，
这也激发了我们攀登的热情。天烛峰景区
位置偏僻，本不是普通游客选择的主要路
线，但对于来泰山采风的我们来说却是最
佳的线路。 沿着遍布巨大岩石的山涧行
走，听翠啼鹃鸣，山风微拂，野花飘香。我
们蜿蜒直上，约半个小时，便汗湿衣衫。走
到一山脊之上，见一观景亭，有两位老者
在亭中相谈甚欢，走近一看，乃声声亭也。
上前与老者攀谈寒暄几句后，便在此画了
第一幅速写《声声亭》，寓意在此升高，让
人鼓舞。接着又走了一个小时，我已大汗
淋漓，气喘吁吁，足如铁铸，便径直躺在了
千尺瀑布一旁巨大的岩石之上， 仰天卧

地，体会大岳呼吸，天风过野，飞瀑直泻，
松涛阵阵。再加油，马上就到康熙皇帝亲
临过的“呼山门”了。又经过半小时的攀
登，我们已然位于山门之巅，在此仰望泰
山顶，彩云置于天上，天章云锦，甚是好
看。下面苍松郁郁，山风过后发出涛声阵
阵，右首边的天烛峰独立昂首，与岱顶形
成对立之势，兀傲峻极，势如天烛高悬于
大岳之间。

登山过半，我们信心倍增，翻过天烛
峰后便进入了泰山的幽静妙地。这里是后
石坞，泰山奇特的古松都生长于此，远古
的造山运动使得巨石河床成为此景区的
一大特色。只见古松虬劲，盘根错节，形态
万千，曲径通幽，长松相伴，我们满身的疲
惫都在这苍翠的海洋里渐渐消散。经过五
个多小时，我们一行三人终于在天黑之前
登上主峰。当见到北天门时，岱顶的一切
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落日如金，黄河如
带，泰城烟火，南天门上，天阶路边，落霞
余晖，唐碑石刻，瞻鲁石边，玉皇极顶。东
岳泰山威严壮丽，雄峙于天的气象令人陶
醉，晚上入住宾馆，与同行的兄弟把酒言
欢，共述登临之乐。深夜，我闲卧于海拔
1500米的岱顶，夜不能寐，浮想联翩。

泰山这座世界级的名山，承载着中华
民族太多的文化积淀，甚至可与民族精神
相提并论。孔子青年时长期生活在泰山北
麓的泉城济南，这座南依泰山北临黄河的
城市，无处不充斥着齐鲁之邦“一山一水

一圣人”的文化根源，这些文化基因影响
并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孔子是人
中的泰山北斗， 泰山是华夏的五岳之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优越的自然环
境造就了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圈”，
齐鲁文化的独特观念养育了山东人醇厚、
质朴、豪放、实在的性格。我在济南画院工
作期间，一有闲暇，便约上画友到泰山周
围的地域寻古探幽，采风写生，如泰山北
麓的龙山文化遗址，锦绣川流域隋唐时期
修建的四门塔、神通寺、七星台、灵岩寺、
玉泉寺、齐长城、药山森林公园、汉明堂遗
址等等。也可以说，是齐鲁大地的民风和
泰山这座耸立于华东平原最高山峰的伟
岸壮丽，让我下决心画好泰山，并将之作
为我人生的艺术追求。的确，有这样一座
名山作为自己艺术取向的文化方向是何
等的幸运。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我先后创作了许
多以泰山为题材的作品，受到美术界的关
注，也收获了一些成绩和荣誉。千禧年初，
在著名文化学者、书画家欧阳中石先生的
提议下， 我联合当时山东青年画家张志
民、曾先国、胡应康等六人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了“齐风·山东山水画家六人展”，首
都美术界的艺术家、学者，在与齐鲁之邦
的山水文脉相遇后，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称画坛因齐风而今鼓荡，同时热心的学者
也为我们的艺术追求指明了方向，使参展
的画家都受益匪浅。岁月无痕，光阴荏苒，

齐风画展一晃十五年过去了， 直到现在，
美术界同仁有时还会提及当年齐风山水
画展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让我动容。

艺无止境。2009年6月调入博物馆工
作之后，我的山水画创作由过去的画院体
系进入到博物馆的文化氛围中，这要感谢
我的领导吕章申馆长，他很明确地为我的
艺术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博物馆是中华
民族的祠堂和祖庙，这里有五千年的文化
精神的积淀， 在这座恢弘的地标性建筑
里，你会感受到无处不历史、无处不学术、
无处不艺术的神圣，她会让你渐渐变得有
文化自信，变得自强不息。实践也验证了
吕馆长的话， 只有提高文化上的认知高
度，开阔视野，加强各方面的修养，在中外
文化交流的实践中，了解掌握艺术的发展
规律， 再运用到山水画的创作实践中，才
是不二的法门。因此，进步与提高在我这
几年的作品中是很明显的。

近日，我请著名诗人、书法大家谢云
先生用篆书题写了“三德堂”悬于我的书
斋中，三德一词源于《尚书·洪范》，曰“君
子有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
克”。所谓“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牢
记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在这座中国梦
的发源地，我将此作为心中的信念，在今
后的创作中将更加深入地去领悟和表现
泰山这一中华民族神圣的精神家园。

刘罡（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一级
美术师、藏品保管二部主任）

艺术随笔

随着朝鲜画逐步被中国市场所认可，艺术投资价值正在显现，
市场价格逐年上升，在各类拍卖会上屡屡创下价格新高。但是，与
中国画相比，朝鲜画仍处于投资洼地，价格相对低廉，升值潜力巨
大，被称为“待挖掘的艺术金矿”。

近年来，“文化老字号”燕京书画社与朝艺在线达成了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一直致力于朝鲜艺术品的市场推广与开发，组织了
一系列主题展览和画家创作活动，宣传朝鲜艺术，吸引了大批国
内藏家关注。近日，燕京书画社首次携手五位朝鲜画家走进北四
环的居然之家，数十位朝鲜著名油画家的经典作品悉数亮相，精
彩纷呈，其中既有朝鲜风情，也有中国风景 ，作品多采用写实的
手法，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极大
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日的活动现场 ，朝鲜画家还为出席活
动的田亮夫妇即兴创作了两幅油画肖像作品，并亲手赠予对方，
将此次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相比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状态， 朝鲜画家的创作不带任何功利
色彩。随着朝鲜市场的开放，艺术品价值回归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此次展览活动中，朝鲜绘画的主题鲜明，刻画着朝鲜当代人物的
生活状态和对大自然的美好印象。在艺术家韩哲所创作的作品前，
一位现场的观众在认真地观摩，言语中透露出他对朝鲜画的喜爱，
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朝鲜画与国内的油画作品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追求明亮、阳光的画面效果，注重写实功夫的锤炼，画面干净
淡雅，有着很鲜明的个性”。另外一对中年夫妇也是对朝鲜画有着
浓厚的兴趣，据了解，他们想购买几幅朝鲜画作为家居的装饰，一
方面朝鲜画画得很唯美，另一方面朝鲜画现在的价格还比较低，有
投资收藏的考虑。

在很多国内藏家的眼中， 中国市场对朝鲜画的认知度正在进
一步提升，投资价值逐步显现，特别是朝鲜一线艺术家的画作已经
在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及地区的拍卖会上现身，最高的作品甚至
拍出了700多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这使得朝鲜画的市场价格逐年稳
步上升。王利长是一位有着多年朝鲜画收藏经验的藏家，手中的藏
品几乎全部来自于朝鲜艺术名家，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国内的画
廊从十几年前已经开始涉足朝鲜画市场， 特别是朝鲜一线的几位
名家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培育，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对于此次燕京书画社携手朝鲜画家的艺术活动， 王利长一直
跟随其中， 并购买了其中一位青年画家的两幅画作，“这些作品有
一些是来自于朝鲜国内优秀青年画家， 有着很大的收藏潜力”。他
同时给有意收藏朝鲜画的藏家很多建议，“多关注一线名家的画
作，不要贪图数量，注重艺术的质量，关键的还是了解喜欢艺术家
的背景及创作情况， 同时对有潜力的青年画家作品要给予更多的
关注”。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朝鲜画家现场为田亮夫妇创作精彩的肖像作品

观众在作品前驻足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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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常青藤计划2016中国青年艺术家年展”将
在天津美术馆隆重开幕。 本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
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
“常青藤计划”共同主办，天津美术馆承办，北京文奇首
艺文化有限公司协办， 并得到了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
局、天津市美术家协会的特别支持。主办方将邀请诸多
业内外知名媒体、艺术机构负责人、艺术家、策展人以
及持久关注青年艺术生态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等在内
的嘉宾代表莅临。

与此同时， 年展之外艺术周的其他展览项目及活
动亦在天津棉三创意街区同日开幕。

本次展览延续往届年展策展团队核心成员， 由中
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康剑飞、“常青藤计划” 项目
发起人姜大方担纲总策展人，《美术》 杂志副主编盛葳
任学术主持。展览组委会通过为其3个多月的线上征集
共征集到海内外1551位（组）青年艺术家的近万件投稿
作品，其中有1533位报名参展艺术家毕业或在读于244
所国内外高等艺术院校，国内院校202所，国外院校42
所，最终从中遴选出86位（组）青年艺术家的300余件
（组）艺术作品构成此次展览。与往年相比，今年非架上
作品入选几率有所提升，参展作品整体形式丰富多元，
涵盖了油画、水墨、版画、水彩、数码、雕塑、装置、影像、
声音、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门类，更加完整地收录呈现
当代青年艺术多重生态。

从2014年成立至今，“常青藤计划” 围绕青年艺术
生态进行了横纵切面的剖析探究。2016年，策展团队在
往届基础上进行主题和展陈形式的变奏， 首次提出
“释放/Release”为年展主题，将入选作品以“主题展”、
“特别展”两个单元形式呈现，尽可能为青年艺术家的
开放艺术思维和对新媒介的革新应用创造展示空间与
传播渠道。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2016青年艺术家年展走进天津
Phot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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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骧艺术展对话传统

“温骧山水画展”将于9月10日在北京荣宝斋大厦二层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将展出温骧最新的山水花卉作品60余幅，
都是先生近年来的精品力作。此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美术创作中心、北京荣宝斋、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
馆联合举办。温骧自幼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曾在故宫临摹古画数载。上承宋元古法，笔不待烦，取烦中之简；墨
须用淡，得淡中之浓。其作品笔墨浑厚华滋，立意洒脱飘逸，刚健婀娜完美糅合，观之总觉有含蓄不尽之感。观其画，知其
人，温骧先生对于传承民族优秀书画艺术传统有一种庄严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一直是他创作的最大原动力。
温骧先生在先贤巨匠的基础上，博采众长，颖悟出新，诗书画印俱佳，走出了一条学传统、出新象的成功之路。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曾翔个展诠释当代书法生态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 “大家说———曾

翔书法展”于8月30日在北京琉璃厂西街泰文
楼美术馆开幕。 展览当日吸引了大批的朋友
和学生来到现场，包括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文
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理事长孙安民， 中国国
家画院副院长曾来德，中国书协顾问胡抗美，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院梅墨生等嘉宾现场参观
了展览。

此次活动并没有开幕仪式，80余幅不同
风格、不同内容作品让观者如云、热闹非凡，
尽管在书坛一直饱受争议， 但曾翔一直以来
都保持着自己洒脱的性情，风趣，幽默，丝毫
没有逃避的意味，反而我行我素，坚持着自我
的艺术理念， 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圈内外人
士讨论的焦点。而这次展览定义为“大家说”，
或许也是有意为之。 据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介
绍，这次展览理念，首先定位在“大家说”，然
后由这个主题引申出来的曾翔个人书法展。
那么，之所以把主题定位在“大家说”，核心在
于想把曾翔作为当代书家的个案研究， 延展
并观照当代书法生态。“大家”是哪些人呢？广
义上讲应该是所有关注曾翔的人。 其中包括
对曾翔其人其书，做出客观评价的人，也还应
该包括“看不惯”曾翔的人……在作为艺术家
的曾翔看来， 展览作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说”的内容，曾翔本人“说”和大家“说”，一起
形成一个展览闭环，让展览本身和“大家”之
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活泼。在此背景之下，曾翔
书法展“大家说”变得尤为重要。

或许为配合“大家说”这一主题，此次展
览的内容可谓丰富，书体面目多样，从清秀典
雅的小楷行书，到颇受争议的孩童书法，这种
艺术跨度的巨大反差确实有点让人难以捉
摸，却达到了展览的效果，让观者都有话说，
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也真实反映了曾
翔近段时间的艺术创作状态。 而观者在欣赏
曾翔作品时有自我共鸣与联想 ， 从而产生
“说”的冲动，以此来契合展览的主旨。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运神采于郁畅，寓奇宕于巧拙。”
———王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曾翔的点画颇有表现力，形象地说，刚毅、倔强、厚实，再
加上几分戏谑式的灵动。因为他最早是以二爨的线型，虽然厚
实，但乖戾之处如果学得不好，会很容易形成习气，从而拒绝与
其他线型的掺和与协调，所以近百年来，每见有学爨而僵化的，
总不见学爨能渗化的，但曾翔是我见到反爨嫁接帖字，而能谐
和的难得的个案。”

———石开（当代著名书法篆刻家）
“用笔干净利索，点画中段厚实，两端多方笔和露锋，英姿

飒爽，结构内敛，时出逸笔，收中有放。章法上通过枯湿浓淡和
左右倾恻的对比关系，将分散的单字浑成一体。通篇变化多，但

不夸张，耐人寻味。”
———沃兴华（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

“老子说‘大象无形’，既无形，说明没有不变的形，或者说
见神不见形，总给人以新鲜感。大师的作品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但不是人们复制的对象，更不能把写得像大师作为艺术家创作
的标准。像小孩写的毕竟不是小孩写的 ，所以像小孩写的一般
充满着生机，充满着趣味，充满着未曾染尘的自我。因此，以后
谁要想骂曾翔，千万别说他的书法写得像小孩一样，这不是骂
他，是在夸他。”

———胡抗美（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
“浸淫北碑，不拘成法，自出心裁，……拙朴活脱，构字富有

奇趣。” ———何应辉（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大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