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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就书画评论而言，实非易事。话不

能满，也不能过，过则对评者与被评者都

不利，有损于被评者，更损于评者。一不

小心就成了阿谀奉承。所谓评论家，就会

跌入到“吹鼓手”之列。对于一个评论

家，要求是较高的，其一是敢不敢评论，

这是个胆量问题。你可以说天道地，唯独

不能对书画家说个不字，若其素质太低，

那他会对你恨之入骨。若在发狂时，你可

指责老天爷，狂风暴雨的坏天气，骂它几

句也无妨；你也可指责大地的山路，崎岖

不平，骂它也无妨。天与地都可骂，唯对

你的直接上司，就是有缺点，很难品头论

足，这就看你的胆量了。其二是能不能评

论，是个水平问题。对健在的书画家作品

好评，因可亲观其创作的过程。对古代书

画评论，能看出真假优劣很难，因为首先

得有标准，“无有规矩，不成方圆。”

胆量再大，不等于水平高。我就属于那

种胆量不大，水平又不高的人。例如，

清朝光绪二年(1876)状元曹鸿勋(1848-

1910)的一幅楷书，我就不敢断定，是否

是真迹。再如：友人让我评欧阳中石师的

三幅书法作品，余经过认真观察比较，识

为“一真一假一不定。”为慎重从事，请

教学兄荊向海先生，他对师书，极有研

究。我信任他，也尊重他。未曾想“英雄

所见略同。”后欧阳师至，吾与学兄荆向

海，郑重请教。我先谈了看法，并指出真

假的依据所在，学兄向海也不时插话，申

述原由。师托书细观，良久曰：“这三幅

作品，都是假的。”吾与学兄皆惊！师兴

之笑曰：“在某某斋见到某某省、某某省

美术出版社为我出的两个集子，都是假

的。”我与学兄皆愕然！？后曾有人在我

面前对欧阳师的书法品头论足，我说：

“师未说他是书法家，并多次申明，他只

是教人写字的。”并有“不办展”、“不

建馆”、“不作传”之说。可见其品德高

尚，心胸宽畅；卓识远见，使人敬仰。

“有麝自来香，不用大风掦。”我对师心

悦诚服，愿承传其道，奋进终生。对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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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画评论的点滴思考
书画评论，为收藏家提供理论指导，

为欣赏者提供韵味要意，为创作者提供改

进措施，为经营者提供价值规律。作为一

个评论者，不仅具有丰富的学识，还应具

有良好的素质。首先做到：对事公正，对

人平等。乐于奉献，不究所取。凡斤斤

计较，牢骚满腹，心术不正者，不宜其事

焉。书画评论关键，是叫作品说话。能使

观者，赏心悦目，感耳目一新的作品，为

之上等。具体地说，优秀作品特点：构图

新颖，笔墨浑厚；层次分明，意味深长。

气势磅礴，热烈向上；感情丰润，举世无

双。此乃为上等佳作也。

最近参加了一次画友座谈会，本属

正常。未曾想，却节外生枝，引起了我较

大的不同凡响。吾总觉得，在人类社会

上，不管是画家、书法家，还是什么作

家、歌唱家，不管是那家，都有自己不同

的个性。吾认为：一个人不要太傲气，但

必须有骨气。人更不能太“牛”气，但必

须有坚韧不拔的“牛”劲。把劲要使在当

处，就写字而言，写的大不一定就美，你

写一尺大，我写一丈大，他写十丈大，一

路飙升，百丈之大，不足奇焉。我友魏瑞

珍，当年在蓬莱，就创作过亩余大字，轰

动一时，现已不足为奇。虽大字记录，常

被刷新。因笔用锋，此非为书久矣。这时

想到，魏老所讲：一农村老太，到钟表店

买一大座钟，叫添个小手表，当告知小手

表比大座钟贵多倍时，老太不信，坚持叫

添个小手表，引路人大笑。另外，多有报

道写字有用头写的、用脚写的、用舌写

的，纯属杂耍，与书无缘。若是残疾，有

情可愿，精神可佳，值得称颂。这些都不

在书评之列。凡书画评论者，对人要做到

真诚，敢于直言。对事做到吃苦耐劳，任

劳任怨。与人相处，必须尊重别人，少自

吹自擂；慎重从事，别呱呱其谈。如果把

自己拿着太当回事了，那他(她)什么都不

是，不客气说，有时甚至连狗屎都不如。

话虽难听，确是实话。要想叫别人尊重，

首先要尊重别人。做到心地善良，心心相

印；人才心情舒畅，心悦诚服。书评才有

画评论，我的基本原则是：人品无大过，

技艺无大错，亲观其笔墨，运用与操作。

凡世人则可评说。对故人作品则是：广

阅书画细琢磨，结构层次需错落；近大远

小有深度，笔墨韵味亲情多。对评仙人之

作，不敢冒昧狂言，因条件局限，见真迹

绝少。人贵有自知之明，作点力所能及的

事，以求自慰足矣！

每邀评者，不仅听其说，唯观其作

品。在我的眼下，官衔与职称都可忽略不

计，让作品说话，是其评述根本。有时也

遇到不快的事。近日某报主编，要求参加

《百幅新作》座谈者，把发言写成短文。

我说，你有记录，又有录音，整理一下就

行了。他说，不！每个人都写。中午告

诉，下午来取稿，并说，要快点写。我未

敢怠慢，忙忆急书，按时交稿。11月12日

上午10点多，主编电话告诉，把我写的短

稿四段，删掉两段，叫我同意。我预料他

会这么做，交前就在原稿写上：“请勿断

章取义！”果不出所料。他还告诉我：

“某某画家写的很好，某某书法家写的也

好，就是你写了许多缺点(见：附件)！”

我说：“我即不是某画家，也不是某书

家，我就是我，我不同意删掉两段。”他

说：“那就不给你登了，把你的稿子直接

交给王部长。”我说：“你是主编，你有

权，你说了算。登与不登，看着办吧！”

我话还未说完，只听得“啪”一声，把电

话挂了。由此可见，提不足之处多难？！

何况又不是评他的作品，真不知其意何

在？

这使我想到清朝大画家任颐(1840-

1896)，他山水、人物、花鸟皆能，尤以

花鸟为胜，但他画竹丑陋，也未见画有几

幅，人却用“似与不似”掩其弊病，是其

恶之源也。唐.李邕(678-747)云：“似我

者病。”(转引《中国画论辑要》141页)

他反对一味模仿，还曾说：“学我者死，

似我者俗。”后来，其意多次被翻版，给

不似者找到了合法的借口。要知道，由不

似到似，由似到不似，是一个质的飞跃，

螺旋式上升的。任颐是名家，但画竹非

为长项，可又硬着头皮去画，强人所难，

出此笑柄。由于画竹不似，投机者效之，

以不似为荣，并对其后画竹，产生恶劣影

响。迎奉者却为其称道，使恶习蔓延，人

物画亦出现了歪嘴斜眼，有的鼻子长到眼

上头，名曰“新意”，让人看了作呕。人

非万能，一技之长足矣。国画大师李苦禅

曰：“我就那两下子！”此话说得，坦荡

高尚，底气十足，理直气壮。余认为：名

画家非神，不可能样样精通，人有所为、

也有所不为，才是正常。各行各业皆然

也。例如体坛姚明，是篮球场上的国手，

如果参赛跳高，未必能拿到名次；又如邓

亚萍，是“乒乓皇后”，若参赛跳远，可

能倒数。再如“体操王子”李宁，若参赛

投掷，未必名列前茅。隔行如隔山，相近

也枉然。但他们都无亏为体坛的精英，创

体坛的辉煌，是体坛的骄傲！只说明“尺

短寸长”的道理。由此，我理解了吴冠

中撕画的苦衷。若是把他抛弃的作品拿出

来，也少有人指手画脚。何也？因其名重

当代，显赫一时！

凡书画评论，目的应当十分明确，要

求应当言之有物，立场应当坚定不移，观

点应当旗帜鲜明。此乃是善评之要，切不

可忽视。能与人为善，泰然公正，皆大欢

喜，何乐而不为？余乐为之，尽心尽责，

由多方因素，有不能从焉。所言拙见，不

当之处，亲朋谅之。求其乐而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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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生保健
河南信阳光山县春香茶厂
洛阳市涧西分厂
信阳毛尖-高档明前茶
市场价：2000元/斤

会员价：1600元/斤

信阳毛尖茶-中高档
市场价：1000元/斤

会员价：800元/斤

天想碧螺春-礼盒
市场价：245元/斤

会员价：196元/斤

君山银针茶-散装
市场价：300元/斤

会员价：240元/斤

家私
上海梦璐沙发厂
古典组合牛皮沙发
市场价：6800元/组

会员价：5000元/组

古典组合
市场价：6000元/组

会员价：5000元/组

古典沙发
市场价：5500元/组

会员价：4250元/组

古典组合牛皮沙发
市场价：6500元/组

会员价：5000元/组 

布艺沙发
市场价：2800元/组

会员价：2000元/组

布艺沙发
市场价：1300元/组

会员价：1020元/组

上海我乐家具有限公司
米兰
市场价：2300元/张 

会员价：1840元/张 

琳达
市场价：2500元/张 

会员价：2000元/张 

儿童床
市场价：7200元/张 

会员价：5760元/张

           酒水
烟台三叶葡萄酒有限公司
北京营销中心
奥妮斯易拉罐干白
市场价：32元/瓶

会员价：25.6元/瓶

奥妮斯易拉罐干红
市场价：30元/瓶

会员价：24元/瓶

霞多丽干白
市场价：52元/瓶

会员价：41.6元/瓶

95特制解百纳
市场价：38元/瓶

会员价：30.4元/瓶

92赤霞珠黄圆桶
市场价：78元/瓶

会员价：62.4元/瓶

九二珍藏黑圆桶
市场价：88元/瓶

会员价：70.4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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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石  《雄风万里》张少石  《胜似闲庭信步》

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新起点。相

信黎明在将书法定位为经典与文

化的同时，会登上书法经典的高

峰而推出自己的更有文化书法深

度思考的理论和创作。

二○一○年六月十二日于北

京大学寓所

◆黎明，重庆人，1972年生于四川

南江

◆神州诗书画报执行总编辑、《巨

匠之门》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甘肃书法院特聘书法家

◆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甘肃省

书法大展，以及全国各地名家邀请

展，并被多家单位和个人收藏。获

首届全国新闻界书画大展书法一等

奖、甘肃省委省政府第五届敦煌文

艺奖、首届中国书坛青年百强提名

奖、甘肃省首届第二届书法最高奖

张芝奖、全国青少年钢笔书法大赛

一等奖等

◆书法报、书法导报、当代书法名

家、甘肃电视台、兰州晨报、今日

时刊，以及台湾《台中日报》等曾

做专题推介

◆发表散文、诗歌、专访、书画

评论等多篇。著有《当代书法名

家·黎明》《黎明书法艺术·册页

卷》

通讯：兰州市耿家庄邮局18号信箱

邮箱：806561852@qq.com

电话：13309465788

多年前我在兰州认识了黎明。尽管他是川人，

但因长期生活在大西北使他在巴蜀灵秀中多了一些

北方的厚重和浑朴。看他的字，铁画银钩，瘦硬通

神，结构复杂，变化多端。他往往喜欢用极简略的

笔墨、精粹的徒手线去表现自我感觉，用线条的起

伏、粗细、曲直、干湿、轻柔、光润的不同变化去

传达出自己对书法的独特理解。

黎明在西北书法沃土中，坚守二王经典书法传

统，于帖学手札方面用力很深，取法乎上，得沉郁

高古之气。他对倪瓒小楷、汉隶、敦煌写经、魏晋

墓志、以及汉简书法都有深入地研究，并在创作中

尝试性地融合多种书体，尤其是甘肃出土的写经和

简牍对黎明影响很大。黎明认为，“书法是写心写

我的艺术，艺术的本真就是要表现艺术家此时此刻

的心境，唯有用心去书写，才可能上升为艺术”。

我深以为然！

黎明勤于临帖，从经典中学习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的经典法书中取精用宏，对我提出的“文化书

法”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我深以为同道！他同

时认同我提出的新世纪书法 “守正创新，正大气

象”的美学原则，尊重传统，尊重经典，走进魏

晋，走书法之正道。黎明在西北淳厚的文化艺术氛

围中得以走近经典并重新发现书法文化精神，在

“守正创新”中感受自我书法的“正大气象”。

我知道，多年来黎明在夜以继日地读书和写作

中，在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努力下，对书法的理解

有了质的飞跃，笔下更多了些厚重，少了许多浮躁

和习气，力度不断提升，令人感到温故知新之乐。

他这次拿出的作品令我眼前一亮，可以想见他在多

年来付出了多少心血。事实上，技法问题不是书法

的终极问题。我欣喜地看到，作为实力派书家，黎

明学习书法的过程体现为重视文化美学高度标化过

程。我同意黎明的说法：书法的研究需要具备的东

西非常多，技法的积淀，审美的积淀，以及其他文

化的积淀……同样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

把书法局限在技术的层面上，没有综合文化的涵

养，是不可能成就一个一流的书法家。因为书法是

一个文化范畴的命题。只有根植传统，从传统中走

进去，广泛地吸取营养，才会使创作的语言丰富起

来。急于在功利场上寻找位置，急于在书法史奠定

地位，反而会被书法史加速淘汰。对于书法创作来

说，除了根植传统，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度，黎明的作品颇能

见其性情，作品集除了以行草为主兼及汉简小楷以

外，有大量临古代的作品，其小楷并不拘泥于唐

法，而是上下呼应，左右顾盼，行于所当行，止于

所当止，从笔未到处显出更多的意蕴，从静止的字

形中，显出厚重而飞舞的动势，加深和丰富书写内

容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使其书法作品具有特殊的

美感力量。我看到，黎明练习书法的过程体现为技

进乎道的过程。他在临帖中吸收经典摒弃陋习，不

断改进书写习惯，不断汲取与己相合的因子，培养

良好惬意的书写感觉。

 我经常看到一些作品非常做作，人为痕迹太

重，很少有自然天成的境界。我喜欢那类充满天趣

才情、大气盘旋的作品，体现出一种人文境界和书

法气象的作品。观黎明作品，哪怕是手札、手卷乃

至小斗方都体现出一种大气象，都令人感受到那种

大美学的视觉冲击力。这种“大”，一方面表现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正——正宗、本源、根本；

二是创新的力度，一般的创新可以说是在前人的基

础上添了一砖一瓦，相反具有正大气象的书法作品

中可以看出二王笔画结构和精神元素，以及杂取诸

家的笔意。

黎明书法作品的出版是其书法的一个里程碑，

黎明的文化书法境界
文\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书法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　

刘连城   书法

作者：靳鹤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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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艺术品投资收藏新观念新举措
书画、艺术品期权收藏
投资人、投资对象、投资方式、投资

结果、交易流程、期权监管、期权收益、
投资申请。

期权收藏投资人：
主指：收藏家、艺术经纪人、画廊经

营单位、企业家、书画爱好者。

投资人根据自己对书画艺术品的认

知和鉴赏标准，对特定书画艺术创作者根

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喜爱程度、追求目的

等，以特定书画艺术家年度艺术创作数

量、质量、价值等因素，设定一定的比例

额度直接向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

com 席位会员进行契约式前置投资，以实

现书画艺术创作者在某一年度内的艺术创

作成果可以定向进入市场，同时实现投资

人在低价位阶段吃进，在高价位获利了结

的经营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效果的是提高

了书画艺术创作者的积极性和不断提高艺

术作品价值的动力性。

期权投档：
A约：1000万元/年  B约：800万元/年     

C约： 600万元/年  D约：400万元/年   

E约： 300万元/年  F约：200万元/年   

G约： 150万元/年  H约：100万元/年     

I约：  90万元/年  J约： 80万元/年   

K约：  70万元/年  L约： 60万元/年 

M约：  50万元/年  N约： 40万元/年     

O约：  30万元/年  P约： 20万元/年  

Q约：  10万元/年  R约：  5万元/年  

S约：   3万元/年  T约：  2万元/年     

U约： 1.5万元/年 V约： 1.2万元/年  

W约：0.96万元/年 X约：0.72万元/年 

Y约：0.48万元/年 Z约：0.24万元/年

期权收藏对象：
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交

易席位会员。

投资方式：
定向选择，多项组合投资方式。

1、选定书画家

2、确定期权投资档

3、签订期权约定

4、按照指定账户汇款并开具委托发票

5、年度交割服务 

6、缴纳5%管理费

7、书画家多家期权收藏交易服务

如：与刘书法家签定期权R约一份，与

张书画家签定期权K约一份，又与王艺术家

签订期权X约一份年度期权总投资：757200

元/年，合计：总投资：757200元/年R、

K、X期权契约3份，管理费：37860元。

投资结果：
1、很容易低价位吃进具有一定升值潜

力的书画艺术品。

2、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

全程保驾护航。

3、为投资者提供市场最新交易信息及

监督约定的执行。

4、互惠互利：投资方、书画艺术创作

者、平台服务者。

5、为书画艺术家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

的市场交易基础。

交易流程：
1、书画艺术家首先成为中国书画交

易中心www.sh1122.com交易席位会员,建

立交易席位号和有效作品保真序列号，以

便进行交易选定。

2、期权投资者根据对书画家作品的

鉴赏判断和对自己经济实力的有效决定，

选择不同期权投资档进行签约。

3、期权签约为一式三份，书画家、

投资者、中国书画交易中心九鼎艺术交易

所各一份进行备案。

4、由投资者进行期权账户汇款，由

九鼎艺术交易所根据投资者要求进行监

督、协助、推荐，也可以进行九鼎艺术—

π R T K 委托产品。

5、由九鼎艺术交易所扣除5%管理费

全程负责投资方与书画家的期权委托契约

的实施。

期权监管：
期权收藏的监管项目：

1、期权收藏方是否具备自行鉴赏签

约的条件。

2、可否在契约中有效支付期权收藏

投资额。

3、督促指导被期权收藏书画家进行

如约创作。

4、提倡期权收藏多向发展和提倡书

画家多向期权签约同步进行。

5、年度契约交割与下一年度契约续

约的综合服务。

6、对期权收藏价值进行评估并修正

期权契约服务内容，以达到共赢。

期权收益：
1、书画艺术品行业的期权收藏，是

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 运营八

年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是书画艺术品行

业有序交易的有效方法之一。

2、早收藏，高收益，利润与书画家

的发展同步。

3、创作交易两步走，生产销售不同

体系，是保障期权收藏与艺术创作市场共

赢的基本方式。

4、期权收藏投资与市场销售利润明

朗化、直接划、可控化。

投资申请：
1、凡是属于期权收藏投资人条件

范围的，均可与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

sh1122.com会员签订九鼎艺术期权收藏投

资契约。

2、所有期权收藏投资款项的投入、

下发必须由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

com 九鼎艺术交易所 隶属企业济南九鼎贸

易有限公司认证并出具一式三份的服务文

件进行市场督察服务。

3、三方共同决定后进入实质性市场

运作中。

4、期权收藏投资方如无时间、精力

进行市场的跟踪、交易，本中心可全程代

理服务。以保证契约的执行和期权收藏价

值的实现。

5、申请提交后本中心出具期权收藏

投资协议书，进行相关服务细节的服务。

作者：吕源

田旭中、田海稣书画展将在京举办

     田旭中、田海稣书画展将于12
月1日至6日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举行。这是继田旭中在美国、
日本、法国、马来西亚举办个展
后首次在京亮相。这次书画展由
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
国家画院美术馆、全国书画经营
家协会、中国艺术家交流协会联
合主办。

本期共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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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鼎艺术家■

欧 阳 中 石

★ 明星经纪人★

■ 画廊T型台■

齐君，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九鼎贸易有

限公司）济南经纪人服务中心业务经理，至今已成功服务于

书法家全心爱、曹文清、国画艺术家吴华光、贝世福等全国

知名艺术家实施市场化运作服务，成功建设与运营中国书画

交易中心www.sh1122.com济南经纪人服务中心，领导济南经

纪人服务中心全体书画艺术品经纪人为全国及济南地区书画

艺术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市场运作服务。从业数年对中国书

画艺术品行业发展形式和行业运作模式已成熟于心，具备丰

富成熟的书画艺术家市场运作、艺术品市场动作、艺术品经

营及艺术品市场销售价格运作系统化的运作经营经验。

电话：13245309770

齐  君

中国书画交易报
高   伟 国画：
张   明 书法：
邓乃甫 国画：
宣永生 国画：
鹿庆春 国画：
朱士民 书法：
戴明友 国画：
张中海 书法：
邹本民 书法：
李国境 国画： 
蒙高生 书法：
曹文清 书法：
邵   辉 国画：
田庆振 书法：           
赵云龙 书法：
全心爱 书法：
丁文崎 书法：
刘文卿 书法：
邹友蒸 国画：
连燕堂 书法：
王一安 国画：
郭庆禄 书法：
李世麟 花鸟：
阮庆祥 油画：
杨树常 国画：
李学文 国画：
田美云 国画：
梁光彩 书法：
贺辉才 国画：
石昌德 书法：
李   利  油画：
王连庆 国画：
沈   鸽 书法：
周铁铮 花鸟：
陶世鸾 国画：
苏延龄 油画：
朱方炎 国画：
徐素素 国画：
石志远 国画：
刘鹏飞 花鸟：
林明深 书法：
李力民 书法：
刘文坤 书法：
张锡龙 国画：
张寿石 书法：
李凤魁 书法：
史学珍 书法：
刘福桥 书法：
杨   皓 书法：
王海军 油画：
李庆海 山水：
张济海 书法：
刘瀚文 书法：
孙泳新 花鸟：
孙兴学 油画：
左汝民 国画：
杨宝江 书法：
黄映元 书法：
李岐海 书法：
薛安吉 国画：
厉   俊 书法：
罗育珉 书法：
陆立林 山水：
张进全 工笔：
俞荣漳 书法：
于文昌 国画：
陈长智 国画：
范   鲁 国画：
刘明海 人物：
王海鹰 书法：
张文华 书法：
陈亲英 书法：
鲁克俊 书法：
王殿辰 国画：
贺琪鑫 书法：
孙晔民 山水：
邓德寿 书法：
孙文启 书法：
张   三 书法：
王宝顺 书法：
李秀峰 人物：
刘典才 花鸟：
刘艺青 国画：
崔杰挺 国画：
吴玉亮 人物：
刘新民 油画：
索凤利 山水：
刘振中 山水：
荀   士 国画：
余斯文 书法：
李元庄 花鸟：
壶   僧 山水：
于自忠 书法：
齐富山 书法：
马粤伍 国画：
余   彝 国画：
李学功 山水：
宋亚非 书法：
李开远 书法：
吉子榕 国画：
李伟胜 国画：
关耀久 国画：
唐国兴 书法：
詹剑锋 书法：
徐   杨 油画：
刘向东 书法：
陈   君 国画：
翟永华 书法：
郭斯标 书法：
秦   文 工笔：
张隆宽 书法：
孙学东 书法：
吴远谋 水彩：
杜   勇 书法：
孙   煜 书法：
任桂森 国画：
徐延珠 国画：
黄绍勋 书法：
崔士篪 书法：
吕作安 山水：
高   军 书法：
陈京水 书法：
张祖泰 水彩：
刘仁殿 工笔：
魏孔琦 国画：
罗襄琪 国画：
高守明 书法：
祁   峰 花鸟：
尹云鹏 国画：
邵志军 书法：
王世乾 书法：
朱元寿 书法：
张振国 书法：

13660050503 
13946830096
13363636677
18914330375
13256188156
13806329697
028-87613485
13363717355
0535-3571113
13905598332 
15936885399
0755-83392200
13866385495
13906350684           
13940438988
13974810929
0531-68682019
13841010831
13896653399
010-64411938
15829152085
15154107536
010-69080428
010-65225651
13501128032
028-89307575
13956449708
010-64929868
13974704318
13515315626
13797311653
13563653230
13773588198
022-27581217
0991-2648830
0772-7355160
0577-62896369
0543-3353501
0543-3353501
13845616178
13728085082
13864055551
15064038050
022-23711222
010-80996966
13210542785
0531-86017951
0535-3200620
0938-8367702
15933687202
15436992119
0311—85251890
13693578977
13552048163
13811585432
13093615880
13014333869
028-89293281
13730908866
13561661314
13625797804
13678357812
15854193767
15966302741
13008780466
13616457895
010-65579112
13583338495
13231628717
15053198698
15101547063
0931-6151397
13893393500
13841022681
029-86028748
15949790045
15997859170
13691155360
13780307333
13038721131
13919288876
13653952979
13522875984
13633110501
13132254067
13939891962
13910589600
13718060489
13439466205
13910109658
13361082152
18998102000
13809388351
13919913383
13068613360
13356661690
13601317094
13064472192
13969198606
020-81412139
13809458033
13578378968
13588356356
13707988528
13911079887
13643099745
13901251113
13954055673
13902737828
0537-5386662
15969723553
13930935866
13522186571
13882998705
13709578899
13719286189
15066141437
13501234904
13520526232
13641139811
0531-86739362
13505316936
020-84429250
13501582161
13893217071
13520092770
13521745302
13671066409
010-65956079
13701317189
0375-3976816
13519771998
13061054200

     出售信息

九鼎艺术经纪人
全国统一注册证号

JDsh1122-010-9003 

欧阳中石的书法如

其为人，格调清新高

雅，沉着端庄，俊朗而

又飘逸，古朴而又华

美。观他的作品，如欣

赏高山流水，又如见万

马奔腾，足见他无日不

临池的深厚功力和勇于

创新的精神。他出版了

《欧阳中石书沈鹏诗词

选》、《中石夜读词

钞》、《当代名家楷书谱·朱子家训》、《中石钞读

清照词》、《老子〈道德经〉》等众多作品集。其书

法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欧阳中石博学多才，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较

全面、精深的造诣。著述40余种，涉及国学、逻辑、

戏曲、诗词、音韵等。

2006年获得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

奖”。

2007年荣获中国文联第六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

奖”“造型艺术成就奖”，是11位获奖者中唯一的书

法工作者。　

欧阳中石1981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学科教

育、逻辑学，并走上书法教育的道路。他1985年主持

创办书法专业，首先开办了成人书法大专班，首批向

全国招收近百名学生，后又发展了书法本科、硕士教

育。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在首都师范大学设立美术学

博士授权点，1998年国家人事部批准首都师范大学招

收书法方向项目博士后研究人员，欧阳中石分别于

1990年、1993年起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并由此

建成了高等院校中第一个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到博士后的完整书法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书

法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对书法学科的发展完善和中

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欧阳中

石还主编、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著，如《书学导

论》、《学书概览》、《书学杂识》、《中国的书

法》、《书法教程》、《书法与中国文化》等等。

欧阳中石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

议组成员、文化部艺术系列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

委员。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名誉院

长。第八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8月21日被聘任

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九鼎艺术家鉴评委员会 隆重推荐

市场鉴评：极具收藏价值
九鼎艺术家荐评委员会常务会长：靳鹤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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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画店，声誉卓著，名书名画，名

扬天下。其是书画名家，腾飞的摇篮之一，

也是众多青年书画家，梦寐以求的地方。北

京画店从成立至今，名星荟萃，众望所归。

走过了艰难的风雨里程，它曾与许多近现代

书画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笔墨情意，其

书画经营之道，可谓当代楷模画店。据余所

知，略述其意。若有不当，知者教之。

（一）名家荟萃，诚信为本，名扬四

海聚画魂

北京画店，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名家

荟萃。又以诚信为本，名扬四海。大家国

手，闻风响应，相聚于店，畅所欲言，各有

所获。精品巨作，蓬壁生辉。使北京画店，

名声于外。

（1）画店名家荟萃 蓬壁生辉

北京画店其前身为北京市美术公司，

现隶属于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是我国当

代最早的专业画店之一，应艺术市场及自身

发展的需要，2003年由王府井大街289号，

迁至琉璃厂西街44号。在走过的三十多年的

历程中，它与众多的近现代书画艺术家，结

下了深厚的笔墨情缘。例如：董寿平、吴作

人、黄胄、李可染、启功、谢雅柳、许麟

庐、范曾等艺术家，都曾先后在北京画店挥

毫并展示，故此，使北京画店收藏了众多的

名人精品书画，一时名声大震。挥毫兴起，

吴作人、范曾两人，还先后为画店书提写了

匾额（见：附图），这更使北京画店，蓬壁

生辉，名扬四海。

（2）画店诚信为本，书画升值

诚信对于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言

而无信，不可交也。德乃是诚信之核心，

孔子《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又曰：“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孟子《离娄上》曰：“诚者，天之道

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转引《中华传

统美德警句名言》133页）由此可见，从古

人言亦知诚信，不仅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

能力的象征。如无诚信，能力失矣。书画

店对书画家要守诚信，画家才有可能把精

品交于画店经营。当前来说，在书画经营

市场上，最吃亏的是书画家，他们是直接

名店名天下  名牌名书画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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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故居纪念馆所在地台湾新竹县副县
长章仁香在于连胜撰写的《张学良将军诗
五首》书法长卷交接仪式上向书法长卷作
者于连胜表示感谢

于连胜在圆明园举行的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周年大型活动现场朗诵自作诗《让世
界不再遗憾》

《海纳百川》（已
在2010辽宁光大夏
季艺术品拍卖中以
一万八千元拍出）

《境高志远》（已
在2010辽宁光大夏
季艺术品拍卖中以
1万8千元拍出）

中
国
书
画
经
营
家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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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画经营家协会 ( 全国工商联文

化产业商会书画产业分会 ) 是全国以经营

画店、画廊、美术品公司为主的书画经营

家，以及书画家、关心支持书画产业发展的

企业家及各方面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贯彻

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加强协作和交

流，提高书画鉴赏水平，提高文明经营能

力，活跃、发展、规范我国书画市场，满足

国内外消费者对书画品的需求为目标，自愿

结合的团体。

    协会履行联络、协调、服务、自律的职

能，团结和联系着全国千家以上画廊、画

店、美术品公司及众多的书画经营家、书画

家和有关方面人士。

近年来，协会举办了“文明诚信星级画廊”

命名、“全国书画产业先进县（市、区、先

进单位）申报命名”、“星级画廊精品展卖

周”、“中国书画经营家协会会员单位”挂

牌、“2003•中国（杭州）首届书画产业论

坛”、“2006•中国（成都）第二届书画产

业论坛”、“中国书画经营家协会各地创作

经营中心挂牌”等活动，受到领导机关、书

画经营家、书画家和消费者的好评.

   《中国画廊5000家》出版 有奖购书活

动正在进行《中国画廊5000家》（2010年

版），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十六开，

彩印，定价218元，邮购不需另附邮费），

已刊登国内及港澳台画廊5000家简介；国外

画廊1000家简介；各地古玩城、书画城、艺

术馆、艺术区简介；各地书画院简介；历届

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馆协会主席、副

主席、理事名单、各省市区书协、美协主席

团名单及近百位著名书画家的简介及作品。

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如在当地购买不到，可

向我部直购。为优惠直购者，决定对2010年

2月15日前（凭汇款单据）从我部直购的购

书者开展有奖酬宾活动：

一、购书两册，奖励精美礼品一份（中

国书画经营家协会纪念册、书画台历、挂

历、书画家个性笔记本等）；

二、一次购书20册，奖励中国书协会员

作品一件；

三、一次购书40册，奖励中国美协会员

作品一件；

四、一次购书100册，奖励以下书画家

的书画作品一件：（段成桂、申万胜、刘

艺、佟韦、谢云、权希军、于志学、谷福

海、赵贵德、易洪斌、雷正民、柴京津、王

玉良、赵占东、郑绍敏、刘宝平、杜希贤、

邹德忠、周志高、程紫林）。为体现公开、

公平、公正，将邀请订购一百册书的前二十

名（凭汇款单时间），采取集中抽签的方

式，分配以上奖品。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小营支行
开户单位：北京至真至美画廊有限公司
账号：042601040010832

邮局汇款：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关北里217号
           中国书画经营家协会  
           北京至真至美画廊公司
联系人：张涛 
电    话：010—64951612   64957793     
               64945791   6492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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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艺术字画社全国连锁沈阳店欢迎您！
我们是与中国书画交易中心联网的大型书

画交易平台，立足沈阳，辐射东北，链接国
际。

随着大沈阳经济区的建立，沈阳正在从经
济密集区向经济文化双密集区发展，世界众多
的文化艺术交流机构纷纷在沈阳落户，沈阳正
在成为东北亚最大的文化艺术中心。九鼎艺术
字画社落户沈阳，为中国书画交易中心与东北
的书画艺术家、收藏家之间搭建了一条加快书
画艺术交流的高速通道。

这里会让您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难忘的艺
术欣赏和艺术交流信息，我们将为您提供一流
的服务。

希望您能记住我们的网址，像老朋友一样
常过来做客。您可以把“她”添加到您的收藏
夹中，也可以把“她”复制下来告诉您的朋友
们。特别希望能通过您，让我们认识更多的艺
术界、收藏界的朋友和书画爱好者。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街8号
电话：13840323149
联系人：华女士
网址：yuls.sh1122.com

平 理 若 衡   兼 收 并 蓄
——郭凤安书法印象 ■　米闹

从事书法的人都知道，当其书法水平达到一定层次

和境界之后，他的字里行间毫端笔触所流露所展现的，

已经不再是积累了多少的功力，临摹了几家法帖,而是

作品中所传达的精神气质，诠释着或雄浑，或秀丽，或

文雅,或飘逸,或简远的审美特征。郭凤安先生的书法能

够打动人的,正是作品中掩抑不住的美的锋芒；它虽然

不具备过于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正是这种不激不劢含而

不露的意趣和情调,让人瞩目停留手不释卷，心也随着

他的笔触在走，不知不觉沉醉于他所构筑的虚迷而悠

远，淡雅而华滋的点、线、面的艺术世界。

郭先生的书法根植传统，有着非常浓重的书卷气

息，无论于碑于帖，他都下过异常刻苦的功夫去身体力

行，其早年书作循规蹈矩不越雷池，难得的是，他的书

路很宽，今天还是王羲之，明天也许就成好大王了，书

凤的差异与变化之大令人称奇，不了解的人甚至不知道

他的专长在哪儿，哪一种字才是他的看家本领。不过在

郭先生看来，无论哪一种风格趣味，他都要尝试，在实

际操作中寻找与自己心灵相通的那个契合点，丛而寻求

突破。这种方法让人颇受启发。仔细品读他的作品，我

认为里里外外都洋溢着平衡之美，他用他的如意之笔

任意徜徉，在多种对应关系中按照自己的理想,兼收并

蓄，兼善众美。

首先他很好地处理了“雅”和 “俗”的关系。不

论是写碑还是写帖，他都取法高古,笔下气韵生动，有

着不俗的表现力。隶书古调苍茫，浑朴天成，碑体行草

也朴拙自然，而纯用帖派用笔的小字扇面在笔法的精致

与细腻方面更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他体兼颜柳的大

楷，以及平和静谧的小楷书，则显得更通俗，更家常，

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在书界多信奉阳春白

雪，将书艺视为象牙塔内高雅之物的时风里，郭先生的

胆识和见解的确值得我们称道，也引发我们深思。靠着

这样的理念，他的书法作品赢得更多人的喜欢，或者

说，通过对他作品的接触，人们对书法的了解乃至审美

眼界也逐步得到提升。

两者是他在创作中牢牢把握“博”与“专”的辩

证关系。就我的观点是主张学书法先学一家的，师法面

宜窄不宜宽，将一方面弄精之后再逐渐伸展，直至一通

百通。凤安先生恰恰是反其道而用之，他遍临百家，碑

帖通吃，也不管自己能不能消化，反正是捞篮子里就是

菜，这种思路仔细想想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人和人的胃

不一样，饮食习惯当然大相径庭。不过从他作品展现出

来的风貌来看，广征博取已有他明显的优势，这种大片

撒网集中捕鱼的方法，使他的作品更显丰富多彩，而且

使自己多方面的潜能得以发挥，在实际创作中又能够左

右逢源相得益彰。事实上，郭先生并非苛求面面俱到，

他只是在尽可能地探求成功的可能性，在探求风格的多

样化，在寻寻觅觅中逐渐寻找乃至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

语言。所以说，郭先生对于不同的书风，不同的书体并

非完全均衡地去对待；而且他心里非常清楚，进去千军

万马，但真正能打出来的只是极少数，在这种探索中他

逐渐发现小楷更能抒发他内心深处的审美理想，更能使

他的造型才情得以施展，也更能显现多年来如一日的勤

奋临池之功，因而，好像是无意识间，他觉得小楷在他

风格多样的作品中更显风标独树，于是他将更多的精力

付诸于小楷的临习，探索和创作，也使得小楷书成为他

书法创作模式的一个亮点。

同时，郭凤安先生还在用自己的书法行为诠释头

着 “艺”和“用”的关系。在对艺术的孜孜以求方面，

他下的是实功夫，笨功夫，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在用书

法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方面，他用的是活脑筋，新思

维，使书法发挥了作用，使作品得到了承认，真正实现

了“以文养文”。郭先生在主持基层书协工作期间，就

曾策划过许多有创意的活动，使当地的书坛新人层层脱

颖。后来他北上京城发展，逐步参与到更高层次的书法

活动中，历练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郭先生的书法经

历，不敢说代表着什么高度和意义，最起码对我们广大

从事书法工作的普通作者，应该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

启示。

我们祝愿凤安先生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是书

法，也包括书法之外，谨以为序。

                        二00九年三月十二日     

——略谈北京画店的书画经营之路 作者：冬 秀

的书画生产者。费尽心血所创作的书画作

品，给经营者后，有的少付钱，有的不付

钱，更有甚者，卷画之后，逃之夭夭，再

也找不到人了。这使许多书画家，多次吃

亏上当。因此，他们急切盼望有诚信的书

画店，给予帮助，以避免吃亏上当。北京

画店，诚信为本，画家从业，愿而往之，

使店名扬四海，生意兴隆。对于书画店而

言，诚信内涵增加，书画价值也随之增

加，这不仅是业绩的证明，也是书画经营

者的诚信宝贵之处。

（二）签约画家 不售赝品 名副其实

重友情

北京画店，声誉守真，名副其实，热

情服务，视顾客胜似亲人。对书画经营，

所销售的作品，不管其书画作品品位高

低，都应当是货真价实的真品。主要的可

从两个方面来说：

（1）画店货真价实 不售赝品

北京画店，作为书画经营者，一定要

有自己的声誉，画店不售赝品，如果出现

了赝品，对北京画店的声誉，将会受到大

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经营信誉，更重要的

是一种道德理念。当你走进北京画店，举

目四壁，皆是名家书画作品。这些作品，

全是名符其实的书画名家作品。在不知的

情况下，如果偶然出现了赝品，那将是不

可原谅的。就是自己原谅自己，顾客也是

不会原谅你的，因为你愚弄了别人，人家

不再与你打交道，那你将失去的不仅仅是

金钱，那将是人格的灾难。北京画店，有

较高的书画艺术鉴赏能力，非常重视书画

质量，不售赝品，所以，北京画店的书

画，确系真品。这与国与民都是有意义

的。

（2）画店签约画家  不售次品（庸俗

作品）

北京画店，为了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地，首创与画家签约制，走与画家共荣的

路子，受到良好的效果。早在1996年，就

在北京画院毕业的研修生班中，选取品学

兼优冯远、史国良、吴悦石、郭石夫、徐

希、康宁、董良达、周逢俊等人，作为北

京画店的首批签约画家，经过几年的合

作，相处和谐，直到今天，这些中青人，

多是画坛名家。后来多有名画廊也效仿签

约画家制，此法均收到良好的效果，所以

效仿此法画店，也越来越多。一直成为今

天常用的方法。

作为签约画家，要把精品交于画店出

售，决不允许画家把次品作为商品出售，

这不仅仅是影响个人的声誉，也影响到画

店的声誉。不过，书画家创作精品，也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管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件件精品，在书画家的一生中，

一般的书画作品是最多的。北京画店对于

书画家的作品，经过认真的包装，成为画

店的品牌产品，受到圈内人员的赞扬，也

得到社会的认可。画店对于自己所经营的

所有作品，建立档案，在售前都有一个明

确的印记，这对于北京画店、画家、书画

收藏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些标志，更重要

的是一个联系纽带，对于三方，都是大有

好处的。

概之，北京画店，经营之道，以诚为

本；新老画家，其画展于一堂；为提高技

艺，发挥水平，需共同努力，创建奇迹。

特别是总经理隗华，为画店的经营发展，

费尽心机，制定方略：为画家铺路，为藏

家寻宝，为弘扬传统文化，努力奋斗，积

极探索，与画家同舟共济。相信不久的将

来，北京画店，聚首群英，灵气至上，意

创画魂，其业绩更加辉煌。

山
东
省
盆
协
书
画
研
究
院
简
介

山东省盆协书画研究院，隶属于山东

省盆景艺术家协会。

书画院以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书

法、绘画艺术，文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为宗旨。以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宣传社会

先进人物，抒写祖国大好河山为背景，广

泛的深入盆协企业等基层单位。以提高艺

术创作水平，以两个文明建设为目标，同

各行各业企业家联手开展书画、盆景交流

展览活动。

书画院是书画盆景爱好者的乐园，其

主要领导成员由书画界知名人士、学者、

教授组成，广泛吸收书画爱好者参加。书

画院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筹资金、独立

自主，其性质为非营利性事业单位。

书画研究院遵守协会章程，加强内

部团结，严格机制管理，积极向上，健康

有序的开展工作。欢迎全国各界书画艺术

家、收藏家及爱好者积极参与，帮助支

持，共同为社会的文化艺术繁荣和

发展做出贡献！

书法  于太昌

国
画 

 

孙
长
林

盆景 日照魏园

执行副院长：吉敦训
电话：13869117118

地　

址
：
北
京
市
宣
武
区
琉
璃
厂
西
街    

号

联
系
人
：
隗
华

电　

话
：010-6318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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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福海简介：谷福海，男，57岁，北京市人。毕业于大学

美术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中国书画经营家协会

会长兼秘书长、全国画院协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直属机关

书画协会理事等。他兴趣广泛，尤善画花鸟，曾三次举办个人

画展。出版有《谷福海国画集》、《谷福海花鸟画选》、《谷

福海百扇诗书画集》等著作十本。

花鸟画家谷福海，画路广阔，思绪飘然。在他的笔下，

飞鸟在纸，如凸在现，腾空而起，由近及远，飘然而去；悠然

自得，神态自若。然有妙哉，其草木花卉，芬芳争艳；寿桃柿

子，更是叠叠生辉。再如荷花、水仙，碧水相映，绿叶红荷，

夕阳西下，余晖晚霞，在其笔下，笔墨落纸，红日远山，翠鸟

立荷，栩栩如生，显有动意。是其功夫之深矣。此拙文专谈谷

福海画桃，余皆略之。

画友谷福海，善画寿桃。枝繁叶茂，相映成趣，晶莹璀

璨，汁液欲滴。他构图简明，用笔利落，色彩分明，画面含

情。他是中国美协会员、中央直属机关书画协会理事。出版有

《谷福海国画集》、《谷福海花鸟画集》等著作十部。现为中

国书画经营家协会会长兼秘书长，全国书画院协会副主任秘书

长等。虽工作忙碌，仍每天坚持创作。近几年来，其所画寿

桃，神气活现，似有动感。受到中外友人的喜爱，多幅作品，

曾受到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人士的喜爱与收藏。

特别是他所画的《高寿图》、《万寿图》、《大寿三千年》等

作品，高雅不俗，倍受赏者观众好评。

谷福海所画寿桃，结构严谨。立意新颖，格调高雅，用

笔流畅，虚实疏密，均衡合度。如一幅作品，有虚实疏密。实

处为笔墨，虚处是空白。作画尽力做到：实而不闷，虚而不

空。看似空阔，实则有物。例如：《万寿图》（见：附图），

高调立意，疏密有度。作画先立意，然后定位置。立意高远，

境界深邃，否则，不可思矣。下笔之前，要成竹在胸。使起承

转合，引伸堵截，有设布局。险而挺立，绝处逢生，画出妙

哉。若处理不当，似画蛇添足，丑不言也。谷福海深知，一幅

作品，构图至关重要。各方关系，处理得体，相互协调，自出

其妙。例如：所作《寿桃图》（见：附图），主干粗壮，浑厚

有力；出枝挺立，左顾右盼；末梢柔韧，枝显弹性。远远挑

出，起承有根，转换开合，有序。谷福海创作画，寿桃满枝，

富有活力。凡作画品：幅无大小，应有宾主；虚实疏密，参差

不齐，上宜空天，下宜留地。若布局得法，多不嫌满，少不嫌

稀。密叶必间疏枝，向背留有间隙。此乃构图之妙哉！

谷福海创作的寿桃，从作品画面来说，主要的包括三个组

成部分：枝干，寿桃和桃叶。设色重点，各不相同。寿桃，用

色浑厚，干湿皆备。枝干墨彩，绿叶相辅；衬托寿桃，晶莹如

玉。

谷福海所画老枝，厚重拙壮，干裂沟壑，表面粗糙，带

有深浅花纹；新枝淡黄，娇媚皮嫩，富有弹性，光滑无痕。谷

福海用赭石加墨，调出浓度深浅，画出桃的主干，粗壮有力。

黄、绿加墨少许，画出桃的新枝，轻盈透彻，枝繁柔顺，桃着

新枝，叶掩飘荡，鲜嫩明亮；艳光四射，枝着于干，交叉配

合，干疏枝密，聚散合理，枝虚干实，鲜明黑白，远细近粗，

大干隐蔽，小枝显贵，上下有层次，纵横有交错，浓烈分淡

雅，轻重各相异；曲直有收放，藏露重开合，转让有孤奇，皆

色彩所为矣。谷福海把桃树的干与枝，表现的淋漓尽致，使桃

着枝，各站其位。有相衬托之美。

寿桃着枝，应分前后；桃子大小，个数多少，聚散合理。

■优秀会员介绍■

按常理，人的一生精力有限，但书法家

赵福生似乎是个例外，在艺术领域里，他常

年与文房四宝为伴，书法早已成为他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元素。

日前，参加完国庆六十周年观礼又在北

京与我国著名书法家们进行书画技艺切磋归

来的赵福生，感受着乌鲁木齐第一场大雪的

清凉空气，使他神清气爽。记者在他宽阔的

画室里见到他时，他谈论最多的、最有独到

见解的还是关于书法的话题，娓娓道来真是

让人受益匪浅。

他虽然生长在上海，但是对民风淳朴、

物产丰美的新疆却是情有独钟，浩瀚的沙

漠、碧绿如洗的草原、巍峨壮观的天山都让

他驻足几十年而流连忘返、赞叹不已，并成

为他书法创作的不竭动力。

他自幼爱好书法，并对书法有着特别灵

通的感悟，从少年时代就每每看到老师和好

友在家品诗论画他总是不离左右；每每看到

热闹的集市上书者现场挥毫，他总是忘了回

家。从少年时代养成良好的书法习惯，为他

成为书法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时光漫漫

的历史长河中寻找‘灵石’，在先哲们睿智

的目光中择索书法的真谛，把大自然中千丝

万缕的天籁物象当成书法大师的精品妙构，

以大海为墨池、大地为萱纸，从古今名家中

采撷英萃，吸取养料，在艰辛的跋涉中独辟

蹊径。认真研读和苦练各种书体。经过数十

年的磨练，终于使他的书法形成了厚重朴茂

寓灵动于端庄之中的独特风格，并因此受到

书法爱好者和书画家的一致好评。他认为，

真正书法艺术家的作品则是人生的一种真实

体验，是艺术个性、艺术灵感和书法家艺术

思想的体现。赵福生先生正是这种艺术境界

孜孜以求的追求者和实践者。

早年他的楷书从柳公权、颜真卿入手；

行书从“二王”、孙过庭入手；草书从张

旭、米芾入手。六十年代初拜沈尹默先生、

朱屺瞻先生为师，七十年代拜任政先生为

师，学习书法。其书体线条流畅，放纵洒

脱，圆转自然，古朴凝重，随意而不失规

范，粗犷而不失秀雅。善于激情发挥，用心

和情感作书；善表现诗、词、句深层次的内

涵。枯笔运用自如，具有强烈的古藤味道，

时而万马奔腾，时而峡谷流水，动感性强。

虽然生活把它推向了高等学府教授的岗位并

获得国家一级书法师的职称，同时担任中国

文化艺术联合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协会名

誉主席，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国际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但是他从不

懈怠，每天研习书法达6小时以上……

前不久在自治区博物馆举办的《老教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书画展》

上，展出了赵福生的十多幅书法作品，其彰

显力为众人叹为观止。其实早在数年前，他

的书法作品在日本等国家就受到世人的关

注，赵福生的作品之所以能受到众人的青

睐，其因在于他的书法深深植根于传统中华

书法传统的土壤之中。它不但符合中华民族

欣赏价值，同时也适应于多元化书法欣赏的

天地。

他的书法，具有古朴、老成、厚重飞

扬和潇洒的特点。每一部作品都因内容而横

空出世或潺潺流水。其表现的空间和角度都

因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于对书写内容的理解而成。多年来，他深

入基层，包揽祖国的大好河山，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从南到北，历经沧桑，从书生

到教授，历经坎坷，可以说对中国文字的理

解达到很深的程度。中国文字之所以方方正

正，就在于笔画的和谐，就在于字与字之间

的和谐。这就是书法艺术高低的精华之处。

正是对和谐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正因为

如此，他的作品多次作为珍贵的礼品馈赠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

和香港、澳门地区。部分书法作品还被中

国美术馆、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收

藏。2005年还被文化部授予全国百名杰出书

法家称号。

他非常谦虚地对记者说，作为纯粹的书

法艺术是不存在的，书法艺术必须和文学、

绘画、音乐等诸多艺术相结合，才有可能涉

及到书法艺术的边缘，才能在写字的基础进

行书法创作。我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说，

赵福生的书法艺术就具备了形神兼备的特殊

才能。这就是他能得心应手地创作出经典和

优秀作品的软硬件条件。赵福生作为一名高

等学府的政工教授，他的亲历和经历是他创

作的源泉，也是他成功的诀窍。

在他的众多书法作品中书法家们大多

认为，他的书法既不拘泥于传统的巢臼，又

不脱离传统的章法，当他笔走龙蛇时好似一

位天山论剑的剑客，他敛气书写时又似一位

深藏不露气功师，总之，他在中华文字的字

里行间穿行如飞檐走壁而不露声色，他的书

法有如雄狮冲向山领，似海燕穿越云层，自

成一体，无论用气冲霄汉，或岁月如歌来比

喻他的书法都恰如其分。因为他的书法艺术

都因其风格而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这就是福

生书法的独到之处也是他书法艺术的精华之

处。正因为如，他的书法艺术才被人们所认

可，才能够明月出天山。

电话：0991-4362265 4362324
手机：15276617695
网址：www.sh1122.com

大音希声—访著名书法家赵福生
■　高延明

高寿  33x33cm 

不羡春花颜色好  只酿腹中美种甜    68x68cm

粗枝不如花美  硕果却可润人  68x68cm 

观秋图   68x33cm 仙寿    33x33cm 

寿桃满枝甜似蜜

相辅相成，妙趣横生，不一而足矣。谷福海所创作的“寿桃

图”，构图有序，布局合理，层次分明，恰到好处。凡表现主

题的寿桃，摆在面前，加重笔墨，用心雕琢，显其厚重。凡次

要位置寿桃，少用笔墨，把握分寸，防止喧宾夺主。寿桃用

色，浓重淡雅，轻笔重托，鲜红翠绿，情真意切。力求写到，

笔可画不到，色彩要染到，充分展现画品技艺之高。明·唐志

契《绘事微言》云：“写画亦不必写到，若笔笔写到，便俗；

落笔之间，若欲到不敢到，便稚。惟习学纯熟，游戏三味，一

浓一淡，自有神行。神到，写不到，乃佳。至于染，又要染

到，古人云，宁可画不到，不可染不到。”(《明代画论》第

265页/引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444页)由此可见，绘画用色

的重要，写染之间关系，各有奥秘。谷福海知此用色之美，

调剂色彩亮度，使其闪光。此用色之妙，不仅知其然，关键

是效果，把握用色奥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陆游诗句《勤学古诗百首》笫129页)，绘画艺术，关键

在于效果。实践出真知，不可违也。

谷福海所画桃叶，不仅是形状似真，并区别于栁，更区别

于竹。桃叶的最大特征，中间比柳叶宽，总计比柳叶长；桃叶

两头比竹叶窄，从外观看，竹叶挺拔，近似匀称。桃叶趋向船

形，比柳叶上仰，比竹叶下垂。穿插紧密，密不透风；掩映闭

合，仰卧有度。谷福海对桃叶的用色，特别是正翻两面，用色

深浅，区别老嫩，合乎法度。所画桃叶，一笔下纸，有浓淡轻

三种色度，透明亮光，分辨清晰，实不易也。没有用色的认真

实践，是很作到的。

谷福海在寿桃创作中，均把寿桃摆在“画眼”，枝干叶

着色，分清浓淡。观之虚虚实实，虚实并举；实处有虚，虚处

有实，其表现手法，关键在于用色。谷福海把握色度调润，用

笔准确，色点恰到好处，使出神采。清·方薰《山静居画论》

云：“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于形色相和，和则神气生动，否

则形迹宛然，画无生气。”又云：“设色妙者无定法，合色妙

者无定方，明慧人多能变通之。凡设色须悟得活用，活用之

妙，非心手熟悉不能，活用则神采生动，不必合色之工，而自

然妍丽。”(见《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虽说设色无

定法，但法还是有的，关键是如何把色彩的协调，那就是自然

之法了。谷福海尽其所能，把寿桃与枝叶画面，使其色彩明

快，有兴奋感，欣赏起来，赏心悦目。否则，会感到忧郁沉

静，画无灵动，此皆用色所为也。"色彩的明快和忧郁与色彩

的明度、纯度有关。明度高而鲜艳的色彩显明快，明度低而灰

暗的色彩业忧郁。明度低的基调配色易产生忧郁感，明快高的

基调配色易产生明快感。"又云"色彩的兴奋、沉静与色彩的色

相、明度、纯度有关，其中受纯度影响较大。在色相方面，偏

红、橙的暖色系具有兴奋感；偏蓝、青的冷色系具有沉静感。

在明度方面，明度高的色彩具有兴奋感，明度纸的色彩具有沉

静感。在纯度方面，纯度高的色彩具有兴奋感，纯度低的色

彩具有沉静感。"(见《色彩与应用》第6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年8月第一版)寿桃是吉祥之物、高雅喜庆的象征，应以明

快、兴奋为佳。谷福海所创作的寿桃，画面协调，明快沉稳，

兴奋含情。透视度亮，而又有明快之感，是其用色之妙也。

谷福海所创作的寿桃，不仅色彩晶莹，似玉透明，观之，

似有动感。静则相依，势有所附。掩映藏匿，飘飘然含有韵

味。动势随境，显得活泼。谷福海所创作的“寿桃”（见：附

图），带有动势。枝有下垂之意，而实为上翘，似有动荡之

态，这种动势，增加了画面的美观。宋.郭若虚《论用笔得失》

云："凡画气韵本手游心，神采生于笔，用笔之难，断可识矣。

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

后神间意定，神间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谷福海用心作

画，奇而势生，有势则气韵生动。气韵有发于墨、有发于笔、

有发于意、有发于无意。无意者为上，因无意出于天然，乃情

趣无限也。谷福海所画寿桃（见：附图），枝梢挺拔，寿桃满

枝，显示挑树无限生机。由此可见，凡作画，需有气韵，其势

不可无，方显示寿桃清雅。吾见谷福海在创作寿桃，恳切认

真。他把心得体会与创作技巧，融为一体。从全局着眼，大处

构思，简处起笔。这些关系，对立统一。应画前多思，画中多

改，画后多比。余认为：赏画家作品，不要看名气，最为关键

的还是看水平，要叫"作品说话"，看其自然有神。创作画品，

难就难在看其有"神"。凡写意画，不必笔笔写到，若笔笔写到

易俗，欲到而不敢到便稚，神到写不到乃佳。此之画理，是其

绘画之诀，应铭记在心，不可忘也。

吾观谷福海的《福寿仙桃图》等幅作品，有的"画眼"不够

明确；且桃的大小相等，桃尖方向朝外；寿桃与叶子之间，比

例似乎失调。虽有美中不足，如碧玉有疵，仍不失其美，美多

至极矣。明.恽向《山水册》跋云：“每家造极各有一块得意

处，为人想之所不能到，则全体生动矣。譬如诗篇长幅中，其

警句谓之点眼，友夏云：'人只有两眼，若遍身是眼，其得为人

耶？'此以谓之警策之句不能多也。画非只求一眼，但能有一

处着眼处，不怕满身不活耳。”(此《山水册》藏镇江市博物

馆)由此便知，作画若能有一处"耀眼"亮点，做到以少胜多，在

微妙处下功夫，使之隐显神秘，明现景观，色彩润达，独有新

意，画面增辉。可显画技妙处，实不易哉。

概之，谷福海作画，蕴有成竹，意在笔先。浓淡干湿，适

而运之。其结构良好，染色至上，使其画有清新。清.《小山画

谱》云："设色宜轻而不宜重，重则沁滞而不灵，胶粘而不泽。

深色须加多遍，详于染法。五彩彰施，必有主色，以一色为

之，而他色附之。青紫不宜并列，黄白未可肩随。大红大青，

偶然一二；深绿浅绿，正反异形。花可复加，叶无重笔。焦叶

用赭，嫩叶加脂。花色重则叶不宜轻，落墨深则著色尚淡。

"(清.邹一桂著《小山画谱》转引《画论辑要》167页)此设色之

法，是之要诀，乃精典之处，不可忘也。画家谷福海，胸有诗

书，用色自如。善画寿桃，出手不凡，落笔含情，显其神灵。

由于他多年勤奋耕耘，其作品亮丽，受到前辈名家与社会名流

赞誉。余赏心悦目，拙笔论之，以表心扉。此一家之言，语无

伦次；若未尽其意，明家教之。

作者：靳鹤亭——略谈谷福海的"寿桃"绘画艺术



                  

奔，归纳所有特点，经过多次提炼出来的，

其姿态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例如，

站立之马、行走之马、漫跑之马、狂奔之

马，其姿态都是不一个样的。不仅仅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马的情绪，更有大的差别。

若在草原，兰天白云，衬托相映，显画面美

哉！凡马在飞奔时，头高昂起，尾巴向上，

随风飘荡，显其雄姿风采。当马左右转向飞

奔时，其头先定向，尾巴跷起张开，与头转

向一致。马跑的快慢，与马的步幅有极大关

系，当然，也与马的步伐频率、步调力度，

都有极大关系。此乃表现马儿飞奔之美。凡

画马者，必须知马的习性，农村有“站马卧

牛”之说，理之通也，在创作中应当遵之。

在画群马时，不仅要画好每一匹马，还应注

重它们之间的位置，相互传神，与画的主体

要协调。如所画马群《风雨三骏图》，位置

适宜，又有动态之美，相互之间，亦传神

采，更显画面其美也。

画家田旭中，所画作品，用色协调。

所画马群，虽多为墨色，则更显用色技巧。

用色的协调美，是指各种色彩之间的搭配。

墨分五彩，浓、淡、干、湿、焦，用此显示

画面的动与静，是不容易的。用色特点，各

类有别，不管是用什么颜色，最为关键的是

用色的协调美，在此基础上，再求色彩艳

丽。马的毛色，应与景色相协调。要用墨的

浓、淡相结合，把马的动与物体的静，结合

起来，其用墨的关键在于用水，就是说，用

水多少，决定浓、淡、干、湿变化。所以，

在画马中，用色的协调美，是非常重要的。

从田旭中的作品中(见：附图)，可以看到他

用色的特点，主要的是：田旭中画马用墨

明亮。明度是指色彩从浅到深的明暗变化程

度。就墨而言，加入的白色越多，颜色就会

越亮。颜色加入的墨色越多，颜色就会变深

暗。就颜色本身来说，也都有深浅色度的变

化，一幅好的作品，在选色上，应注意色调

配合，这样就会形成画面上的黑、白、灰色

皆有，使这一画面，出现强烈的层

次感。就像是音乐曲子，应当有

高、低音变化，旋律才能动听。

但应以适度为宜也。

田旭中所画翠竹，从貌观

之，有气韵之美。就气韵本身

而言，是指气与韵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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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旭  中  的  书  画  艺  术
神龙马嘶叫   野竹枝凌空

——田旭中的绘画艺术
作者：秋 园

“气”指神气、朝气、生气等内在精神；

“韵”指神韵、妙韵、情韵等外在的神采。

气韵的内容更加丰富，如气韵生动，韵味无

穷等。田旭中画的《翠竹图》，题款曰：

“野竹野竹绝可爱，技叶拽疎有真态；生平

素守远荆榛，走壁悬崖穿石罅。”(见：附

图)野竹迎风，更显气韵，此乃是指翠竹的

自身气质。画品有气韵，则势具在，气势大

小，通过画面神情表现出来。凡画有气韵

者，其画必神采飘逸。此《翠竹图》的意境

（指：情景交融），是指画家主观意识与情

感，同客观的景色与环境相融合，所形成情

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田旭中在情与景处理

上，表现出：品位高雅，境界和善，有综合

美感。在花鸟画中，应求协调美，以章法取

势，虚实疏密，宾主呼应。使浓淡黑白，绮

丽典雅，才有妙趣。由于田旭中的作品，内

容丰富，品种多样，用墨洁净，各有所异，

其画独有妙道。

概之，田旭中所画奔马，神气活现。所

画翠竹，丰满茂盛，情趣盎然。所画人物，

含情脉脉，传情活现。赏其画面，有动态之

感，显意境之美，是其绘画技艺之高也。

（秋园：中国书画经营报执行副主编、
书画评论家、山东省楹联学会顾问）

画家田旭中，在巴蜀大地，颇有声誉。

今日所见他画的人物、奔马、翠竹等，各有

特色，且画的神气活现，风华正茂，韵味无

穷。现就所见作品，略述浅见。从他的作品

看，结构合理，有空间立体感，由于物体的

近大远小，高低不同，视点位置方向，随视

角转换，具有变幻莫测。所画马群，俊秀神

奇；所画人物，高雅天真；所画翠竹，带有

骨气。此皆笔墨所为也。我在这里，只概略

谈田旭中画的特点，愿与读者共赏之。

画家田旭中，所画内容丰富，其常画的

种类，主要的有：人物、奔马，翠竹，有时

也画些梅花、兰花、牡丹花等。不管是画那

种花，都应是姿态美妙，画面亮丽。凡画马

之动态，多与人的心情有宻切关系。例如，

徐悲鸿所画马，不管单匹马，还是群马图，

均把他的喜怒哀乐，与画融为一体。画家田

旭中，所画群马《风雨三骏图》，仰头跷

尾，精明强干。以奔驰之态，志高气扬，咆

哮高唱。通过马的神情变化，传达人的思想

动态，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染力。通过画

面的立意，赏有情感，使之产生共鸣。所画

马的神情，立于旷野，在狂风暴雨之中，嘶

叫奔驰，显示神采。或立于悬崖，显示勇敢

精神，表现出一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地力

量。以其显示马的内涵之美也。

田旭中所画马的动态之美，还表现在马

的奔驰姿态。这是他充分研究了各种马的狂

 

田旭中艺术简介

1953年生于成都，当代书画家、作

家、艺术评价家。历任成都画院院长，全

国书画院创作交流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

家交流协会终身名誉主席，世界艺术家联

盟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

学学会会长、四川省草书研究会会长、中

国美协巴蜀创作中心常务副主任、四川省

美协、书协理事，四川中国画院副院长、

成都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成都政协书画

院副院长。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艺术创作。曾

多次参加中日书法交流展览活动。上世纪

90年代创作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毛泽东

诗词草书长卷》，国内重要媒体均作了专

题报道。2000年以来，书画作品多次在美

国、日本、法国、印尼、台湾和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展，并分别在日本、法国获得展

览金奖。2000年至2010年，七次应邀赴美

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纽约、洛杉矶、旧金

山、丹佛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并在华美协

进社讲学，受到美国《世界日报》、《侨

报》、《星岛日报》、美国中文电视台等

媒体的强势报道。作品先后被日本皇室、

泰国王室等机构收藏，在国内被中央军委

和人民大会堂等机构收藏。

国内美术刊物《中国翰墨》、《当代

书坛》、《当代画坛》、《中国收藏》、

《现代书法》、《走向世界的中国十大书

画名家》、《中国艺术大家》、《中国

画坛十大风云人物》、《聚焦中国艺术

大家》、《中国美术50年图志》等有专题

介绍。个人传略载入《世界名人录中国

卷》。1998年被十六个国际艺术机构授予

“世界书画名人”。2006年、2007年被中

国收藏学会提名为“百名作品最具收藏价

值的艺术家”，获首届中国国学奖创作类

金奖，首届人类贡献奖文化艺术书法类金

奖，2009年被授予“中国画坛60年功勋艺

术家”，2010年被授予“新中国人民艺术

家”。2010年被授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领军人物”称号。

笔断意还在  活泼骨气生 
——田旭中的行草书法艺术 作者：春 晓

草书，在各书体中，可谓难哉。其难在

于笔断意连，连笔意尽；形如相连，视而未

连；断其笔犹在，连其笔如断；断断连连，

连连断断；断连交替，断连有序，有章可

寻，无章可依；学而活用，自然为美，非连

连连，非断断断，只有断连得体，乃为草书

之妙也。书家田旭中，尤善行、草书。从其

所书作品看，挺拔有力，内涵厚重，书面清

雅，血肉丰满。字里行间，带有情趣，显有

自然之美矣。

田旭中自幼习书，至今已有三十余载。

在漫长的学书岁月中，从未间断。学书在于

心，心诚书进；运笔在于腕，腕活笔灵。

所谓：“字要习，马要骑。”是其常语，并

非习字就成书家，骑马就是骑手，只有在天

时、地利、人合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创作是艰苦的劳动，

只有心手并用，心手合一，才能运笔自如，

聚精会神，“意在笔先”，才可能写出得意

之作。田旭中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静下心

来，刻苦练习，达到入迷，其书法才会长

进。所学多部书帖，例如《兰亭序》、《祭

侄文稿》等，不仅是写，还需要经常读，观

其神妙，研其内涵，学其率真。通过孜孜不

倦的学习，形成了凝重不涩，流畅厚重，秀

丽挺拔，飘逸遒劲的书法风格。例如，所书

毛泽东《浪淘沙》北载河“换了人间”几个

字(见：附件)，写的有断有连，断而意连。

此可见田旭中书法功之深也。

田旭中的行草书法，从其所书唐·王

昌龄《出塞》绝句看(见：附书法)：入笔有

声，行笔快捷，笔画挺拔，质感性强，自有

骨力。如唐·李世民云：“今吾临古人之

书，殊不学其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

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

也。”(转引《中国书论辞典》第173页。)由

此可见，骨力对书影响之大。从田旭中所书

看，他有坚实的书法基础，掌握书写要领。

所书笔画，行笔过硬，此乃书貌之本也。学

习行草书，须精楷书，此至理名言，遵之，

书之捷径矣。凡古人学书，不尽临摹，把书

悬于壁间，细观入微，印之于脑，入之于

心，然后下笔，字方能随人意。只有如此，

才可“学字既成，确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

可以作，示人为楷式。凡作字须熟观魏、晋

人书，会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也。欲学草

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

不难工矣。”(黄庭坚：《论书》见《历代

书法论文选》第35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10月)观田旭中草书用笔，中侧并用，

奋力疾书，起止灵活，得心应手。此乃作行

草书之则矣。

书家田旭中，其书法作品，不仅含有

骨力，细观其书，结字严谨，自然生动。每

一笔画，均送到位，笔笔传神，点画搭配

合理，给人书面清新。余观田旭中行草书

（见：附件）行宽疏朗，自然流畅，字间

紧凑，变化莫测。只有大胆出笔，才能气

润饱满。田旭中对行草书，研究至深，落

笔准确，是其长年勤学苦练的结果。从其

书看，可谓有成，具有特色。书法作品，章

法严谨。就章法而言，若从广义说，可分为

大章法与小章法。小章法是指，字的结构，

在一个字中，点画之间的布局安排；大章法

是指，一幅作品中，字距的大小，行距的宽

窄，落款位置，以及印章的规格要求等。从

田旭中书法作品看，字距紧凑，行距适当。

字迹端庄，面貌俊秀，风格大气。从其整幅

作品看：落笔大胆，豪放奔流，疾速而书，

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宣泄情怀，淋漓尽

致。运笔以实为虚，实处皆灵，以虚为实，

其断俱续。凡行、草书，若行间疏，则须得

参差掩映。否则显疏。观田旭中的行草书，

劲拔有力。书写连绵，行云若流。从整体

看，字里行间，合于法度，潇洒纵横，视而

不拘。布局合理，风貌疏朗。品其内涵，血

肉丰满，神韵味浓。款式大气，错落有序，

十分协调（见：所附书法作品）。要知道，

书法有法，书法无法，有法无法，是其辩证

关系，意境所为也。清.赵孟起云：“秦、

汉之书，巧处可及，拙处不可及。《金经》

云：‘非法非非法。’悟得此诀，何患食古

不化。清心寡欲，字亦精神，是诚中形外之

一证。书无定法，莫非自然之谓法。隶法推

汉，楷法推晋，以其自然也。”(清.赵孟

起：《字学忆参》见《明清书法论文选》第

90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4月)无法即

法，自然之美也。凡行草书用笔，有方有

园，方笔易断，园笔易连，若头尾奇妙，方

为最佳。余观田旭中书，字字见笔，行行有

序，无冗杂笔墨，是其书魅力所在也。

田旭中的行草书，写的自有个性，受

到朋辈赞赏。四川师大美术学院院长林木教

授曾说：“他的连绵草书，气势辉宏，跌宕

起伏，摇拽多姿，笔力沉雄，收放自如，显

示出对中国书法深刻的领悟力和出色的表现

力。”又说：“田旭中凭借数十年的深厚积

累和独到领悟，非常巧妙地把这些矛盾因素

捏于一体，创造出气势畅达结构俊美的连绵

草书，其连绵的程度和笔力直逼清人王铎，

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见《治学为艺  

期于至境》作者：林木)近几年来，田旭中在

书坛名声，不绝于耳。取得较大的成绩。就

当代来说，颇具声誉。如此书家，也应好自

为之。我想，就是大师级境界，也应谦虚为

好。为社会美好，添砖加瓦，为民服务，作

出贡献。

概之，田旭中的行草书，有俊雅之美，

合章法之辙。他从基本笔画入手，到章法结

构，每一个步骤，都表现其美，才能神采飞

扬。凡作行草书，布置得当，专乎用心，合

度运笔，相间而行，如云行水流，如秾纤间

出，此乃行草书之源也。田旭中的行草书，

貌无哗众取宠，实有超凡之态，形如回归自

然，书有良玉之美焉。

（春晓：书法理论家、山东省老年书画研究
会顾问、山东羲之书画艺术研究院顾问、圣
公文化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