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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迎春
清赏雅集
白雪石、 胡爽庵、 秦岭云……这些沉甸甸的名

字，曾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2016年12
月31日，“红梅迎春———当代名家艺术精品展” 在琉
璃厂燕京书画社展览馆开幕， 汇集了多位艺术大家
的画梅佳作，为观众献上一份新年艺术盛宴。

此次展览是燕京书画社在新年到来之际所举办
的一次迎春展，展出了白雪石、胡爽庵、秦岭云、王成
喜等当代国画大家的梅花题材画作30余幅， 其中不
乏宏幅巨制，也有精致小品。作品张张精彩，幅幅动
人，展现了艺术大家精彩的绘画技艺，为广大书画爱
好者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感受大师艺术精神和气质的
良机。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表示，梅花由于其本
身的风骨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作为一家老字号文
化机构，多年来，燕京书画社与当代的很多画梅大
家保持着很好的交往，通过这些大家的作品，可以
感受到艺术家高超的绘画技艺，同时也是他们高洁
品性的很好诠释，此次展览的展出可以更好回味艺
术家们的艺术魅力。

在当天的展览上，由于很多作品是首次展出，这
让很多藏家感到很新鲜。有藏家指出，收藏家在关注
艺术家作品的时候， 往往只注重艺术家某一类作品
的收藏， 很多艺术家在创作主题上却画了很多藏家
没有看到过的画作，像白雪石是画漓江的，胡爽庵是
画老虎的， 但这次展览把二人的梅花题材的画作呈
现出来， 这让观众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艺术大家
们深厚的艺术功底。

开幕当日， 展览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的观众前
来欣赏，相信此画展对于喜爱艺术的朋友来说，是难
得的一次盛会。值此新年之际，燕京书画社诚邀您的
莅临，与我们共度新春盛会。

据悉， 迎春书画精品展是燕京书画社一年一度
的系列精品展，展览以“回望经典、传承创新”为主
线，定于每年元旦假期期间展出，为喜爱艺术的朋友
和藏家展出名家力作， 至今已经推出了中外名家绘
画迎春展览十余次，作品形式多样、风格新颖，全面
展现了燕京书画社“新、真、精”的经营理念。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秦岭云《红梅》（局部） 王成喜《清香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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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是花中“四君子”之首。自古以来，人们赞美它的傲
雪精神，它的孤独，不与百花争春的高洁之美。在艺术家心目
中，梅花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花，而是一种人格力量的象征，
是一种被赋予了崇高道德情操和深厚文化内涵的精神偶像，
为世人所敬重。此次由燕京书画社举办的梅花迎春展览是对
众多前辈、历代先师的学习和致敬，也是我们在当下以梅花
反观自身，鼓励人们自强不息，迎接春天的到来。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喜爱用一花一草、一石一木来承
载自己的内心情感，使得花木草石从而成为感物喻志的象征，成
为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以梅花入画，有历史记载始于南北朝，
到宋代僧仲仁开始盛名，称为“墨梅始祖”。此后历朝历代的诸多
绘画名家都曾绘制咏梅画作，至今亦不乏传世佳作，在画家笔下
的梅花各种姿态尽显，或正，或仰，或俯，或半开，或盛开，或花苞
待放。这些以梅花在画家们的情感演绎之下，梅花已经成为一种
精神的寄托、气质的表达。

在此次展览中，燕京书画社将馆藏的30多幅精品呈现给
观众，作品的表现形式多样，不仅有没骨点写、白描填色、勾
写圈白等众多表现手法，还有白梅、红梅、绿梅等多个品种，
作品有以梅花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 也有以梅花作为配景
的，而且很多作品都是首次向观众展出，展现了艺术家们全
面的艺术修养，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美妙的视觉盛宴。胡爽庵
的《香中别有韵》，画面枝繁花茂，铺天盖地，虽纯以水墨构
成，不着一色，却仍可感受到一派生机勃勃、热烈祥和的气
氛；秦岭云的《红梅》描绘了梅花盛开的季节，一只鸟雀伫立
停峙，形体简括，意态闲静，迥然出尘；白雪石《梅花香自苦寒
来》则是一件长幅大作，笔墨无处不体现出雄浑凝练的艺术
底蕴。画面描绘一株粗细不等的红梅，骨格劲健，姿态纵逸。
此作中的梅花已经弱化了传统文人画中特定的“君子”人格
的象征意味，也削减了孤傲清寂、自赏自怜的意态，而变为平
易近人，生机盎然；王成喜的《红梅》将他对于梅花的理解倾
注于手上的画笔之中，他笔下的梅花用色丰富，时而冰枝嫩
绿、疏影清雅，时而花色隽秀、幽香宜人；他笔下的嫩梅枝条
生长茂盛，千姿百态，犹如万斛玉珠、晶莹透彻，而火红的花
朵与铁骨铮铮的干枝相映照，清气袭人，深得梅花清韵。

书画家要真正画好梅花并非易事，画梅人还需有画梅人的
品格，正所谓“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一样清”。艺术家们的画
作各具特色，诸如红梅般保有独立的品格，有着不卑不亢的为人
处世情怀。“不与桃李比媚色，愿同松杉度岁寒”，这是对待生活
的一种境界，这也是燕京书画社举办展览的初衷所在。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古韵流香画中梅

白雪石《梅花香自苦寒来》

周之林《梅思又一年》

王成喜《红梅》

胡爽庵《香中别有韵》金默如《岁朝图》秦岭云《插了梅花便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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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夕， 田世光有幸认
识了张大千先生， 大千先生对
他的花鸟画很是欣赏， 准备拜
门收徒，适值“七·七”事变，大
千先生去敦煌主持莫高窟的临
摹和研究。当抗战胜利，张大千
先生再返北平时(1946年春)，田
世光正式拜在大风堂门下(指拜
在张大千大师门下)。 拜师礼在
颐和园长廊东头的养云轩举
行， 田世光向大千先生行了传
统式样的三跪九叩拜师礼。同
时拜门的学生还有梁树年、王
学敏、俞致贞等。

当时，张大千先生就住在养
云轩，因为离得近，田世光常去，
为先生理纸磨墨，聆听先生的教
诲。 大千先生留着一缕长髯，作
画时像大将上阵似的， 袖子一
挽，运腕提笔，笔墨到处酣畅淋
漓，让人看着真痛快。为了作画，
大千先生可以连续工作，废寝忘
食。田世光后来回忆说，大千先
生这种献身艺术的精神深深感
染了我们这些门人弟子，从他那
里回来，作画都增加了劲头。

大千先生说：“师徒之间如
父子。” 他经常给学生讲解自己
的作画心得，或把刚购得的古画

张挂墙上，结合学生习作，讲解
作品得失，让学生提问题，他诲
人不倦至学生理解为止，还常指
点学生习作的不足之处。

大千先生师古不泥古，可
将石涛画卷模仿得足以乱真。
构图敢破格，善截取，表现出个
人独到之处。潘絜兹在《田世光
画集序言》 中写道：“他的山水
画也画得极好， 只是为花鸟画
所掩，被人们忽视罢了。”

大千先生1983年在台湾临
终前， 把自己新印的画集10余
册签名分赠内地画家。 其中给
北京画家的有5本：有他的朋友
李可染、李苦禅，学生胡爽庵、
田世光和刘力上、俞致贞夫妇。
给田世光的这本是台湾国立历
史博物馆出版的《张大千书画
集》第四集，扉页上用苍劲的笔
触题道：“世光贤弟留阅， 不得
见者三十余年，弟艺事大进，而
爰衰老矣， 八十五岁叟爰”，表
现出对得意门生的器重和期
望。 据说这是大千先生去世前
十几天写的， 待田世光等收到
这辗转寄来的画册时， 大师已
作古月余。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名家轶事

张大千与田世光的师生情
·艺术榜单·

陈晚村彩墨勾勒松林情韵

在朋友的眼中， 陈晚村为人低
调，不善言辞，长期潜修艺术 ，是当
代画坛一位实力派艺术家。 燕京书
画社总经理石占成表示，“陈晚村是
当代画坛实力派山水画家 ，40余年
来， 他一直以真诚的艺术追求致力
于传统中国画的创作及传承， 作品
不为客观场景所困， 将生活之美升
华，注重内心感受的表达，强调内在
之精神，通过互为蕴藉、过滤 ，其笔
下的画作不落俗套，耐人寻味，带给
观者全新的视觉享受”。

通过此次展览的作品可以看出，
陈晚村的作品大多取材于自然之中，
体现了一种浓郁的家乡情结。陈晚村
自幼酷爱画画， 由于生长在乡村，小
时候放牛时用牛鞭子能把眼前的树
木花草在地上画下来，酷夏入河流小
溪能感受深浅水区域不同状态，看到
脚下石子能捡起来把远处的山描绘

下来，家乡的一花一木一草，都给他
留下了美好深刻的记忆，这些记忆成
为他后来创作中主要的表现题材。

几十年来， 陈晚村经常走入山
林、 峡畔之中， 每次面对入画的题
材， 他能长跪数小时膜拜， 用心感
受，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在燕
京书画社副总经理赵青仲看来 ，陈
晚村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
“在他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深切地感
受到人与山水、 花木之间生命与情
感的交流， 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欣
合和畅， 让人不自觉地感受到了宇
宙大生命的无限与永恒， 而山川草
木也因艺术家的笔墨召唤而彰显生
机无限”。

在对山水画的学习过程中 ，陈
晚村注重吸收南北各家各派之所
长，无论是作品的题材、构想、章法、
意境等诸方面，均能多方接纳，为他

所用。 他在掌握传统山水画笔墨功
力的基础上， 又大胆地将重彩画法
融入其中， 每一幅画作的完成几乎
都是经过几十遍的渲染润色， 画面
雄浑博大，粗犷处必伴有精细，纷乱
中见条理，一画之中必认真推敲，反
复润饰而后止， 而且他能根据不同
的题材， 用不同的笔墨手法加以表
现，大作凝重开张，小品轻灵透气 。
在创作上， 他多以南方山林题材为
主，展现田园繁盛的生命力，他常以
重彩的水墨写意为表现形式， 融入
工笔技法的特点， 以主观的意象构
成确立自己的风格。

活动结束后 ，陈晚村将刚刚创
作的一幅新作 《江南印象 》赠送给
了燕京书画艺术馆 ，以此表达燕京
书画社对于此次展览的支持 ，同
时，《陈晚村作品集》也在展览现场
亮相。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内容简介：
《启功书画集》中大部分书法作品和一部分画作，

是广大书法爱好、收藏者的良师益友。 欣赏作者的书
法作品，总是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
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
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 开辟了新的境界。他
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 这门学问约分为二类：
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
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
者，而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会贯通，其方法突
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 搨碷多半为书工。滔
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为写这首诗是有
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
则往往视而不见。

《启功书画集》
作者：启功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由燕京书画社主办的
“松墨情怀·陈晚村松墨画
作品展” 于2016年12月24
日在燕京书画艺术馆举办，
展览展出艺术家近年来的
山水新作。作为一次高水平
的艺术展览，当天的燕京书
画社热闹非凡，画展还未开
始，艺术馆里早已挤满了前
来参观的观众，其中很多都
是慕名而来。近400平方米
的展馆里挂满了艺术家创
作的绘画精品， 其中有巨
幅力作，也有盈尺小品，不
同风格的作品体现出艺术
家多年来的创作风貌，让
观众大饱眼福。

燕京书画社馆藏作品田世光《花开富贵》

《不老松》

《松下郊游》
艺术家陈晚村（右二）现场讲解山水创作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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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摹韩滉五牛图》（局部）

12月29日，“借喻———顾黎明艺术30年巡展” 在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展出的是顾黎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30
年创作的艺术作品，分为“门神”、“汉·马王堆”、“山水
赋”、“敦煌研究”、“佛造像”五个部分，涵盖油画、版画、
陶艺、综合材料等多种表现方式，作品共计200余件。展
览因其明晰的艺术探索线路和融合时代精神于历史深
层的想法，展现了中国文化和当代精神的包容与文化，
将引发艺术界的深思。

展出的作品前后跨度30年， 均为不同时期的代表
作， 其中部分作品由国内外重要收藏机构和私人藏家
提供，充分呈现了艺术家的艺术历程和艺术水准。为了
更好地呈现、梳理顾黎明作品，主办方还将针对顾黎明
作品的本土文脉特点， 选择部分传统藏品与他的作品
并置展示， 以期完整展现顾黎明艺术创作的整体历程
和面貌。

顾黎明是20世纪80年代抽象艺术的积极倡导者，
是“八五新潮”后立足于中国文化进行当代语言转换的
实践家， 有着对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的独立反思与批
判，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化研究与创作，逐
渐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艺术
家。本次“借喻———顾黎明艺术30年巡展”，是当代艺术
本土化探索的成果展览，2017年1月16日在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结束后，还将在潍坊市美术馆展出。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资讯·

Photo�News
图片新闻

刘向东绘画展呈现“生存·状态”

陈雄立个展亮相荣宝斋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首次“分红”

湖北版画展探索艺术新语言

西泠秋拍9.77亿元圆满落槌

顾黎明从艺30年在京办巡展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
国画艺术委员会、北京荣宝
斋主办的“陈雄立作品观摩
展” 于1月6日-10日在荣宝
斋美术馆隆重举行。

此次画展展出的80余
幅国画作品都是从陈雄立
一生创作的无数作品中挑
选出的精品力作，既有中国
写意花鸟画、山水画，也有
巨幅人物画。特别是陈雄立
教授精心创作的多幅水墨
写意鹿画作品，因其手法独
具匠心，更具吸引力。展览
展出的8米长、2米高的巨幅
人物画《丝路盛会图》中，有
2000多个各具特色的人物，
展现了当时古代隋炀帝时

期丝绸之路的盛景，让人耳
目一新。

陈雄立早年师从段履
青、娄师白学习中西绘画，
后师从李苦禅大师学习写
意花鸟画， 作品以中国水
墨画独有的写意技法和内
在神韵， 汲取西画的素描
造型写实手法， 形成自己
独特的画风和艺术语言，
融光、影、色、墨于一炉，体
现了他 “探索具有民族特
点的世界性艺术语言”的
艺术方向， 为中国传统国
画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新
路。 陈雄立继承苦禅先生
的笔墨方法，外师造化，中
得心源， 在传统的审美观

上有了新的发展。
凭借深厚的文化底

蕴，陈雄立的作品有着深
厚的内涵 ，构图 、立 意 、
色彩无不体现 、 渗透着
一个画家的良好文化修
养 。 因为有着开阔的视
野 ，他虽然从事中国画 ，
但 他 从 不 拒 绝 油 画 ，把
西洋画法的精髓渐渐地
融入中国画 ， 他多年不
断地大胆尝试 ， 并有所
收获 。在他看来 ，将外来
的技法自然融入与生硬
地 照 搬 有 着 本质区 别 ，
只有当你吃透、掌握了精
髓，消化成自己的有用养
分时，才有可能变成自己

需要的成分。无论是国画
还是西画，陈雄立笔下的
作品，既有中国画水墨韵
味， 又含有印象派色彩，
光、色、墨相得益彰。

作为一位有开拓意识
的艺术家， 陈雄立信奉拿
来主义， 没有那么多条条
框框的束缚。 只要是优秀
的，全人类都有权享用。艺
术家的使命就是发现美和
传递美， 惟有博采众长才
能丰富我们悠久而灿烂的
中华文化，他认为，只有探
索具有民族特点的世界性
艺术语言， 才能增进人类
共识的最高境界。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1月5日，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水彩画艺委会、 北京画院、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北京
画院美术馆、中国文化报美术
文化周刊承办的“生存·状
态———刘向东绘画作品展”在
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并举办
学术研讨会。本次展览由中国
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
术》杂志主编尚辉担任学术主
持，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
主编严长元策展，是水彩画家
刘向东首次举办的大型个人
画展，展出的70余件作品以水
彩的独特形式， 融合人物、静
物、风景、动物等不同题材，共
同演绎着当今时代芸芸众生
的“生存·状态”。

展览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刘
向东用水彩的创新技法表现
城市打拼者的精神样貌。这些
作品虽然是具象写实，但没有
流于简单的形象叙事，而是试
图通过对一个个人物无意识
表情的捕捉，来揭示当代人在
物质化生活中形成的某种典
型的心理状态。展览将持续至
1月15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2016年12月29日 ，中
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在北京
举行教科书摄影作品使用
费分配发布会， 这是自我
国《著作权法》2001年颁布
教科书法定许可规定后，
首次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向摄影家分配稿酬。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
主席李前光， 国家版权局
版权管理司副司长汤兆志，
中国文联权保部主任暴淑
艳，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王
瑶，中国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高琴等嘉宾出席发布会。汤
兆志在发布会上讲道，中国
摄影著作权协会向摄影家

分配摄影作品使用费，是我
国版权保护事业的一件大
事，也是中国摄影界前所未
有的喜事， 是贯彻落实党
中央提出的全面依法治
国， 深化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的具体体现， 是中摄权

协紧紧依靠广大摄影家，
依法为会员保护摄影著作
权的重要事件， 这必将在
摄影界乃至文化艺术界产
生深远的影响。

中摄权协向摄影家分
配稿酬， 是继中国音乐著

作权协会之后在中国文化
艺术领域又一个向其会员
分配稿酬的协会。

新闻发布会后， 中摄
权协将通过 “摄影家银行
卡”向首批会员发放稿酬。
今后， 该协会将根据每年
收取摄影作品使用费数
额，定期、常态化地向更大
范围的会员进行稿酬分
配， 这也对中摄权协今后
向更多出版机构去争取摄
影家的权益， 开拓更大的
收费空间， 为更多的摄影
人维护合法利益提出了新
的挑战。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第七届湖北省版画作品展于2016年12月24日在湖
北美院美术馆展出。本届展览收录了130位艺术家的版
画作品，画展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展出作品中，湖北省
年轻版画艺术家的作品悉数亮相，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版画创作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方面， 也显示出湖北的版
画创作越来越自觉地融入现时的艺术语境。

本届展览分为邀请展与征集展二个部分。 邀请展
展出了湖北省长期坚持版画创作的艺术家的新作，一
些有益启示的跨界体验版画创作也有亮相。 征集展则
集中展示了来自于省内各个地区、 不同创作取向及艺
术追求的画作。据悉，本届展览是时隔十余年后，湖北
省再次启动的全省版画作品展览， 这是版画创作力量
的工业、地区创作群体转场、沉寂后，由学院培养出的
版画新人日益成长而复苏。

主办方表示， 本届展览的举办离不开本地区版画
教育的不懈努力， 也得益于目前的版画教育规模不断
吸收了全国不同地区所培养的版画人才。 湖北版画创
作出现复苏，是近十年来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版
画作者，他们频繁参选国内各类版画专业展览，并在诸
多国内著名艺术展览上出现。 悄然地以崭新的创作面
貌，通过制度性展览效应刷新湖北版画形象，同时也鼓
舞着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版画创作的行列当中。

2016年12月18日， 西泠拍卖2016年秋季拍卖会圆
满收槌， 收获9.77亿元的总成交额， 以及立首行业的
87.88%高成交率。

为期3天的拍卖中，35大专场精品拍前两天整体亮
相，藏家不单见证了5个专场百分之百成交，各专场拍品
纪录屡屡被刷新，多数专场成交额皆达九成以上。同时还
见证了西泠拍卖的改变： 对原有创新专场的重新梳理与
学术拓展；对创新专场的不断呈献；对西泠印社社员专场
的巩固开拓；对海派绘画的重新认知；对西洋艺术的引入
拓展；对金石篆刻的坚持；对古籍碑帖的精耕；对文房清
玩品类架构的完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秋拍诞生了五大
“白手套”专场，中国首届长言联书法作品专场、西泠印社
部分社员作品专场、寄兴金石·名家闲章集萃专场、金石
同寿·青铜器专场、西方大师绘画作品专场均百分之百成
交，其中吴湖帆《摹韩滉五牛图卷》以2645万元成交，不仅
是对借古开今思潮的追溯， 在当下艺术市场调整期，牛
的意象更具有某种蓄养能量的标志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