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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传情 笔墨迎春
燕京书画社举办迎冬奥笔会

作为一家老字号的文化品牌，
燕京书画社每年都会在厂甸庙会
举办期间推出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在今年初一到初五的厂甸庙会上，
燕京书画社除了传统的写春联送
福活动，还与冬奥会组委会共同举
办了“冰雪传情 笔墨迎春”的迎冬
奥笔会， 成为庙会的一大亮点。活
动现场，燕京书画社艺术家挥毫泼
墨，老书法家魏文侠为冬奥组委会
书写了精彩的书法作品，画家赵青
仲为组委会创作了以崇礼雪场为
主题的 《冰雪情怀迎冬奥 》山水画
作 ， 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前来观

赏，中央电视台特别对活动进行了
录制报道。

名家送春联是燕京书画社每年
庙会最热闹的活动， 很多燕京书画
社的老顾客每年都是初一一大早来
到店里，在今年的活动中，有很多都
是从门头沟、通州赶来的，他们说每
年来燕京书画社都能求到名家书写
的春联，有的已收藏了七八对，其中
不乏名家名作，对于很多人来说，春
节到燕京去迎联接福， 已经成为了
节日的一种习惯。

与此同时，燕京书画社为了回
馈新老客户 ，增添节日氛围 ，特意

从库里调集了文房四宝、 刺绣、画
片、软木画等几十个品种上千件商
品 ，一经亮相 ，便受到了大众的喜
爱，五天的时间便销售一空。

对于节日期间一系列活动的
成功举办，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
成表示，燕京书画社在30余年的发
展历程中，得到了广大藏家和艺术
爱好者的支持和帮助，经过多年发
展 ， 燕京书画社已树立了企业文
化 ，在新的文化环境下 ，继续坚持
真善美的艺术追求 ， 引导大众审
美， 为大众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左一）和国际友人在书法家魏文侠（左二）书写的福字前合影

笔会作品 赵青仲《冰雪情怀迎冬奥》

游客们仔细挑选喜爱的商品

活动引来媒体聚焦

燕京书画社副总经理赵青仲挥毫

笔会活动现场燕京书画社琉璃厂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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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榜单·

书法是文化不是技术
陈传席

中国历代是非常重视文化的。 孔子
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
为艺术是一种游戏，被排在了最后。

中国人写字、画画都用一支毛笔，公
事之余要在宣纸上写写画画。 中国的文
人将这些当做是业余爱好， 以自娱自乐
为主。

尽管古人不愿做专业的书法家，但
是字写不好也是相当丢人的。 古人重视
书法，因为书法是学问。苏东坡说“论画
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说，如果画画
只以形似为基准，只是儿童的见识。我曾
提出搞艺术的要有民族、现代、个人三个
特性，这主要是针对绘画提出的。但不论
书法绘画， 没有这三个风格就不能成为
大家，如此看来，提出这三个特性对书法
也是有用的。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没
有民族的特色， 创作就没有了传统的根
基。 有了民族特色以后还要有时代特色，
把古人的东西都临摹一遍，即使临得很像
也没有用，因为不是现在的东西，没有时
代的特征。在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基础
上，还要有个人的特色。唐楷就是时代特
色，与秦汉和魏晋都不一样，在唐楷的基
础上，又有颜真卿、柳公权的特色。这种个
人特色在时代的基础之上自然形成，在群
体的特色之上加注自己的东西。如果脱离
了民族特色和时代特性，个人风格就会产
生怪诞的形式。

书法必须有民族传统，就是说光是写
写字，形成不了艺术。书法如何体现时代
确实是个问题，我认为，现代人写出的汉

隶和唐楷还是属于现代的东西，比如启功
的书法，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同时也
是个人的风格。 如果一个人的修养到了，
字也写好了， 就肯定会有这三个特色。不
要一拿笔就想写出个人特色，那样只会搞
花样，而花样不是特色，不是风格。要想达
到民族的、传统的特性，需要很丰厚的基
础，再加上有学问，自然有个性出现。

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散和淡。 散是散
怀，淡是自然，这也是以涵养和学问作为
基础的。书画实际就是个人表现，这个个
人表现要综合地分析，不是用墨一泼、大
笔一挥的个人表现。字要写得好，一定是
技巧与气质、风度、学识多方面的结合。一
个人有学问，在字里面就表现学问，一个
人老老实实， 在字里面就表现老老实实，
这是一个精神状态的反映。一个人如果喜
欢喝酒、性格豪爽，那么适合画大写意，画

工笔不会很好，反之，一个慢性子、脾气缓
的人画工笔就会很到位。艺术作品中“散”
到什么程度、“淡”到什么程度，表现了个
人修养和境界到达什么程度。魏晋风度以
潇洒、直率为主，唐代就以严整和规矩为
主，因此书法风格完全不同，达到的境界
也不相同。历代的书法大家没有一个是因
为做作和不自然而达到很高境界的，这也
体现了散和淡。

要想在书法上有所成就，没有好的修
养和博大的胸怀是不行的，如果一个时代
有了许多大艺术家，表明这个时代的修养
和胸怀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书法和绘画是
一个时代的折射，像镜子一样，能够看出
这个时代是否了不起， 体现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从这一点来看，书
画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书法家应该是有学问的人。 光练技

巧，想着赶紧把字写好，结果还就是写不
好。书法既不能不讲技法，又不能光讲技
法，老是在技巧上下工夫，就会走向歪门
邪道。 书法的技巧如果不故弄玄虚的话，
一天就讲完了，但练起来却是一辈子的事
情。没有文化，书法基础只能越来越差。现
在有些人二三十岁时就把字写得很好了，
但却越写越不如原来了。这是因为年轻时
字写得很好，再加上有朝气，自然不错。但
等到年龄大了，朝气没有了，要搞自己的
特色了，如果没有学问，写的字反而没有
以前好了，体现出混气和老气。

文化是中国书画的基础， 像于右任、
林散之的书法，都是有内涵、有修养的体
现。古人在文化上下工夫，做学问是为提
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丰富自己，做事就会
工稳，书法自然也会好起来，读书可以使
笔下更有内涵。

现在有许多人不读书、不看报、不关
心国家大事，就琢磨着争名夺利，笔下流
露出来的境界自然不高。有些年轻人技巧
已经够了， 缺少的是把传统认真读过，然
后融化到自己的性情当中。中国是一个有
特色的国家，这个特色就是继承，书法就
是要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书法。要把书
法搞好，不要搞那些怪的东西，只要把传
统搞好就行了。

书画从古至今都没有现在这样热过，
从来没有像当今一样有这样多的人从事
书法与绘画。但是，大需要才能有大成就，
所以多读书、多提高自己的修养就可以改
变表面过热、实则务虚的现象。

（作者系当代艺术评论家）

对作为一代被废黜的封建王朝的旧王孙来说， 特殊的
出身背景更使他悟到荣华富贵之后的平淡才是人生至境，
因而他在画中营造的空灵超逸境界令人叹服。

作为20世纪中国画坛传统派代表人物，与张大千齐名，
成为当时中国画坛的“双星座”。1949年赴台，与黄君璧、张
大千并称“渡海三家”。在渡海三家中，书法功底、诗文格调
及画中的清秀之气，皆以溥心畲为第一。

溥心畲善画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意境淡雅致远、俊逸
出尘，结构严谨、笔法挺劲，并喜绘于绢地，染色层次多而淡。其花
鸟作品亦清逸雅静，较之山水，笔法偏于柔秀。还长于草书，风格秀
逸，得刚健婀娜之致。溥心畲一生谈诗谈书谈做人却不甚谈画，画
艺未曾从师，全由拟悟古人法书名画以及书香诗文蕴育而成，加
以他出身皇室，因大内许多珍藏，自然多有观摹体悟的机会。画
风也是属于贵胄世族的气息，在他的许多作品上都盖有边框龙
纹或无龙纹的旧王孙印章，不过由于他的文学底子加上隐居的
生活，让他又能一洗铅华，缜丽不媚俗，流出文人气息。

溥心畲以“北宗”山水画驰誉画坛，他大多数山水画的
构图可明显看出是从南宋的“边角”之景变化而出，皴法也
多用斧劈、钉头，然而他的画中，大块的侧锋斧劈皴较为少
见，画面所体现出的是一股和谐宁静之气，设色淡雅，意境
悠远而耐人回味，正是历代文人画家所致力追求的境界。因
而他的离去，有人称是“中国文人画最后的一笔”。

谢稚柳评价溥心畲是继王维、苏东坡、文征明、郑板桥
之后，惟一诗书画三绝者。近代画家中，溥心畲的诗文造诣，
为其他画家所不可企及。画作所书，多自拟诗词，记游感怀。
其书写笔势流畅，气韵连贯。其诗多造境清凉，沉郁寂寞，故
国之思，离乱之伤，身世之感，时溢行间，故颇具杜风。其词
也佳，受到南唐二主和宋徽宗小令的影响，一派王孙气度。

溥心畲一生并不以画家身份为荣， 而仅是将画画作为
生计的一个手段。抗日战争期间，靠卖书画为生。1949年去
台北，曾任教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身为清朝遗老，始终有
一种失落的情结在心中，但又倾向于随遇而安。

他的书法在民国时期的书坛上亦占有一席之地。 溥心
畲题画时所用书体亦随画面而不同， 在带有写意的画作之
上大多用行草书，在比较工整的画中则采用楷书，以取得统
一的效果。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溥心 ：工书善画洗尽铅华
名家名作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孙立群
百家讲坛主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现任历史

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所开设的课
程有“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士人
史”等，曾参与编写教材及专著十多部，主要有《中国古
代史》（1979年， 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史记选》（1990年，中华书
局）等。
■内容简介：

该书从读书生活、住与行、衣与食、聚会结社等方
面详细论证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组成结构及其分化，阐
述了古代士人与仕途密不可分的联系， 分析了中国古
代士人自身存在的弱点及为我国思想、文化、科技发展
做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

《奚官调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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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Photo�News
图片新闻

民俗年画精品展再现杨柳春风

杨信画展图说京味记忆

卢浮宫博物馆馆藏精品登陆国博

饶宗颐荷花展演绎莲莲吉庆

徐明油画展在沪展出

1月20日，“纪念人民
艺术家老舍先生诞辰118
周年暨杨信老舍文学作
品插图北京风情画展”系
列活动开幕仪式在北京
友谊美术馆举行。老舍先
生的家人舒济、 舒雨，社
会各界代表，首都文学艺
术界知名人士300多人出
席了此次活动的开幕式
和座谈会。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
文学大师， 是京味小说的
奠基人。 老舍作品以表现
北京的城市平民生活而著
称，其中《骆驼祥子》、《四
世同堂 》、《龙须沟 》、 《茶
馆》 等数十部作品深受广
大读者喜爱。

京味画家杨信多年来

一直坚持为老舍文学作品
绘制艺术插图，图说老舍，
图解北京。 此次精选出老
舍作品插图40余幅， 通过
这次 “杨信老舍文学作品
插图北京风情展” 让人们
领略插图绘画的艺术魅
力 。 其中 《柳家大院 》、
《兔》、《也是三角》、《断魂

枪》、《上任》、《骆驼祥子》等
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中的
经典人物及场景被表现得
惟妙惟肖，生动有趣，使插
图艺术与原著相得益彰。在
杨信看来，文学大师作品的
字里行间充满醇厚的韵味，
老舍先生的文字非常纯粹，
已经把场景描绘出来了，需

要读懂、 读透他的作品。只
有在创作的过程中经过反
复读老舍先生的作品，才能
把他的作品在画面上体现
出来。杨信表示，未来几年
要拿出更多老舍先生文学
作品的插图，可能在创作形
式上会多一些样式。

同时， 美国集邮集团
专门为杨信发行了邮票，
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8
年活动现场举行了首发
式。为了更好地开展“纪念
老舍先生诞辰118周年”系
列活动， 主办方还将举行
“春雨京味小说 《龟院儿》
首发式”和“纪念人民艺术
家老舍先生主题诗歌沙
龙”的活动。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民俗年画是与人民生活联系密切的传统美术门类，
为广大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 杨柳青年画是其中之佼佼
者。1月10日，“杨柳春风———中国美术馆藏杨柳青古版年
画精品展”在京开幕，此次展览甄选百余幅杨柳青古版年
画精品，其中不乏粉本和孤本。展览从题材、功能、技艺等

方面进行综合展示，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传达其中所蕴含
的民间传统思维方式和美学观念， 呈现杨柳青年画的独
特艺术魅力， 并藉此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艺
术。展览将持续至3月26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1月13日，“卢浮宫的创想———
卢浮宫与馆藏珍品见证法国历史
八百年 ” 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开
幕。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共同举办，这是
两个世界级大馆的又一次重要合
作。 展览分为宫殿与王室收藏、卢
浮宫与启蒙运动、 拿破仑博物馆、
从权力王宫到万国博物馆、今日卢
浮宫五个部分，回顾了自12世纪末
腓力二世在塞纳河右岸建起军事
防御工事卢浮塔开始，卢浮宫逐步
扩建成王室的宫殿，并吸引了各时
期最优秀的建筑师 、雕塑家 、画家
为之服务，赋予了这座建筑无与伦
比的艺术魅力。

这次展览集合了卢浮宫八个
部门和欧仁·德拉克鲁瓦博物馆
（隶属卢浮宫博物馆）的126件套珍
贵藏品 ，以审视自己的角度 ，发掘
卢浮宫建筑群的变迁与王室以及
各个时期权贵 、艺术家 、收藏家之
间的关系。这次展览不仅仅是一次
珍藏和艺术品的展示 ， 也是卢浮
宫这个世界艺术殿堂诞生历程的
展示 ，是美与历史的交融 ，同时也
是两大国家博物馆运营管理工作
的一次交流 ， 共同期望博物馆通
过藏品的收集 、研究 、展示来吸引
全世界各领域的目光 ， 促进世界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将于
2月18日在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举行。近十年来，荷花
成了饶宗颐的主要绘画题材， 而他也为荷花绘画开创
了不少新的技法与路向， 荷花绘画因此象征着他在绘
画艺术上的不断探索。

饶宗颐曾说过，他近年来喜欢绘写荷花是有一定
因由的。他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要他宗法宋代理
学大师周敦颐。周敦颐一生喜爱荷花，他的《爱莲说》
是自古以来称颂荷花最重要的一个篇章，但是诱发饶
体荷花的最重要引子，根据饶宗颐的说法，应为八大
山人的《河上花卷》。今次的展览，就是透过饶宗颐的
荷花作品来显示其“学艺双携”的主张，和他不断向前
的创作力。

徐明油画展
于2月8日在刘海
粟美术馆亮相 ，
此次展览由刘海
粟美术馆、 广东
美术家协会共同
举办，将持续至2
月16日。

徐明油画最
具代表意义的是
人物画， 以肖像
为原点， 用简约
洗练概括的思维
和虚实相生的写

意手法予以呈现， 其神秘空灵的意境和大胆的留白带
给人们的畅想空间， 成功地表达了当代人的精神状态
和思考。在当代中国写实主义画家中独树一帜。

把大量时间倾注架上， 徐明心无旁骛 ， 含养静
气，寻幽探微，才有了异于常人的面目。一曰幽邃。徐
明淡泊宁静 ，远离凡尘 ，其油画注重意境的营造 ，体
现出 “夜静深山空” 物我两忘的时空意识和创作状
态，如记忆的天窗，投射出时间的光亮。二曰神秘。徐
明通过古典油画中最富倾向的色系、 高级的灰色色
调 ，刻意降低氛围明度 ，渲染突出主体亮度的精微 ，
通过时光机般的画笔， 带给欣赏者以神秘感受和时
空观照。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 “美在生活———全国写生艺
术展”于1月22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旨在通
过美术创作与展览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展示当代美术的本土特色，推动当代美术的创新
与发展，引导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时
代的精品。展览以“写生”为关键词，梳理新中国成立以
来美术发展的历程及独特的现代特征。

据悉， 本次展览面向全国20多家专业创作机构征
集作品，同时也特别收录了一批名家写生作品。结合中
国美术馆的馆藏经典，共计展出近400件精品，让观众
透过展览和作品感受当代中国社会生动的发展活力，
领略祖国山河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魅力， 认识当代中国
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让展览成为春节期间的视觉
艺术“大戏”。

展览将持续至2月18日。

全国写生艺术展在京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