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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3 日，“万益书法陇上巡展·镇原
展”在甘肃省镇原县文化馆开幕。这是翟万益书法陇
上巡展的第一站。

这次展览共展出翟万益近期创作的书法精品 50
多件，包含了他的甲骨文、草书、隶书、小篆、陶文书法，
全方位地展现了翟万益在书法创作上取得的成果。

翟万益，现为中国书协理事、篆刻委员会秘书
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导师，
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西泠印社社员。此次活动由
中国书法家协会、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主
办，甘肃省书协、庆阳市文联、中共镇原县委、镇原县
人民政府承办。 （刘云鹏）

本报讯 2013年 12月 30日，由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
“陈向迅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是陈
向迅在国内举办的首次大型个展，共展出其各时期
的代表作品百余幅。

陈向迅，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他的作品重视形式语言的表达，讲究笔墨表现的
传统意味，追求厚重而充实、丰富而精致的整体效果
和画面构成。

此次展览展出了他近几年创作的《春来江水绿
如蓝》《清景无限》，以江南水乡为题材的成名作《牧
歌三月》《燕子声里》，多年前创作的《兰江记忆》组画
和部分“瓶花”作品，以及创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至 90 年代中期的水墨作品，包括“课徒系列”“水墨
构成”等。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2014年 1月 10日。（黑白）

本报讯 吴月霖“琴绕榻佩鸣廊”书画作品，近
日参加了法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巴黎卢浮宫卡鲁塞
尔国际展并获得优秀奖。

由法国美术家协会（SNBA）主办的 2013 年卢浮
宫卡鲁塞尔艺术展于去年 12 月 12日在卢浮宫卡鲁
塞尔厅开幕。法国美术家协会始创于 1861年，协会
中著名的艺术家有：奥古斯特·罗丹、艾米·米勒、欧
也尼·德拉克罗瓦、简·卡尔博等。每年一度的卢浮宫
卡鲁塞尔艺术展是全球画界的一件盛事。每年画展
将汇聚全球绘画及雕塑作品 600余件，呈现全球艺
术界的趋势和现状。 （何颖）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朱建国）由江苏省美术家协
会、江苏省文联书画研究中心主办的王重墨中国画
展，日前在南京民俗博物馆举办。

王重墨，现为中国青少年书画协会理事、中国书
画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主攻写意
花鸟画及人物画，尤以画猫著称。

王重墨继 2010年画展后，磨砺三载，又办画展。
此次画展作品中，其猫画作品占一半。他笔下小猫栩
栩如生，在盛开的花丛深处，或静观花卉，或跳跃追
逐，或扑蝶玩耍，无不憨态可掬。此外，人物画也是展
览的一个亮点。王重墨的人物画继承了他的老师、著
名人物画家贺成的优势，传承“唐风”大写意人物画
风格，以写实的造型、灵秀的画面，让人眼前一亮。

本报讯 1月 7日，“温暖中国梦·李优良书画展
暨‘CoCo国际艺术慈善扶残助学’项目启动仪式”在
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

李优良师从欧阳中石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人民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此次活动共展
出李优良新近创作的近百幅书法作品，涉及行草隶
篆四体，作品形式丰富。展出的画作，用笔凝练，构图
独具匠心，用写意的线条表现出人物的思想动态。

这次活动是 CoCo 国际文化交流（英国）有限公
司倾心打造的一项公益活动，意在让艺术与慈善结
合。据悉，此次活动的部分收益将用于慈善项目的实
施。

这次活动由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人民日
报《人民艺术》杂志、人民艺术创作院、北京海淀区政
协、北京东城区文联等单位主办。 （巧缘）

本报讯 2013年 12月 31日，“信步大别山———
王永亮中国画作品展”开幕式在安徽省博物馆举行。

王永亮是从安徽走出的国画家，几十年来一直
坚持用画笔展现家乡的名山秀水，特别是再现大别
山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他的画作，具有时代田园
的审美情怀，是心灵与自然对话的写照。本次展览共
展出王永亮的作品 130余件，有丈八巨制，也有尺幅
小品，题材皆为大别山区的风土人情，展现了画家对
田园生活的深入体验，以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诠释了
当代田园山水的质朴美、内蕴美。 （李亮）

翟万益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彭一超）1月 5日，中国榜书艺术研
究会在北京举办迎新春笔会。刘精松上将，张序三、糜振玉、
宗顺溜、王福义、蒲荣祥、刘红军、张钰钟 7位中将，陈虹、杨
正泉、高运甲、宋树友等老同志，历届中国书协理事于曙光、
贾起家、王祥之、赵立凡等参加了笔会。中国榜书艺术研究会
主席任之通少将致新年贺词，中国榜书艺术研究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苑建国主持笔会。
笔会上，来自上海的榜书家、中国第四届榜书大展一等

奖第一名获得者王国廷，现场即兴创作了行书“马啸”和“腾
飞”两幅丈二匹榜书巨制。中国榜书艺术研究会理事夏保军
也现场创作了楷体“怀德”丈二匹榜书作品，将笔会的气氛推
向了高潮。

本报讯 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国
琳，是一位勤奋、多产、高能的画家。他本是画
版画出身，作为当代新徽派版画创作的领军
人物，他的版画艺术成果卓著，曾获得过中国
版画家协会颁发的中国版画界最高奖“鲁迅
版画奖”，也获得过“安徽版画功劳杯奖”。版
画之外，他的中国画创作也很有成就，最出名
的，是他领衔主持创作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入选作品———中国画《生死
印———1978·安徽凤阳》，及获第 16届世界美
术大会美术特展金奖的作品《安徽历代文化
名人图》。这些，在全国美术界都产生了不小
的影响。他还带领合肥美术创作群体，共同完
成了多件抒写合肥、赞美安徽的巨幅中国画
和版画作品，并因此入选《中国书画报》评选
的 2012中国书画十大年度人物。

张国琳是一个闲不住的画家，手和脑都闲
不住。他探讨各种技法，尝试各个画种，并且每
一次尝试都有新成果。于近日完成的一套艳丽
吉祥的套色版画作品《黄山神韵》就又是一次
成功的探索。

《黄山神韵》是张国琳为纪念特 57《黄山》
邮票发行 50周年而倾情创作的，全套共 16
幅，将黄山的春夏秋冬、风云变幻尽收画中。
展开这套版画作品，你可以看到黄山的春暖
花开、晴空万里，夏山如碧、骄阳似火，秋风萧
瑟、烟雨蒙蒙，冬山如睡、银装素裹。张国琳不
知多少次登临黄山，对莲花峰、光明顶、天都
峰、剪刀峰等大大小小峰峦的日月阴晴、寒来
暑往细细品阅，寻找、归纳其特别的语言符
号。《黄山神韵》构图简洁，大气磅礴，色彩浓
烈而富于变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
的个性艺术语言。可以说它是画家几十年艺
术实践与积累的喷薄绽放，也是继版画大家
赖少其、师松龄的黄山经典作品之后，呈现的
新徽派版画里程碑式的力作。

近 30年来，张国琳先后创作了各类版画
作品 300多幅。最近又听说他的版画作品《汉
代太学独尊儒术》入围由中国文联、文化部、财
政部联合主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为安徽赢得了荣誉。（附图为张国琳画
作，淤《天都远眺》于《万松林》）（于芳雪）

上博三专家公布《功甫帖》研究结果
刘益谦回应，就《功甫帖》发布第三度公开声明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沈士君）上海小幅油画展是上海市
美术家协会每年举办一次的重要展览。从之前的“笔迹”“直
觉”“图像”到今天的“面孔”，4年的时间，上海小幅油画展通
过定期的展示与研讨，建立了一个开放的油画家学术交流平
台，并进一步推动了上海油画艺术的全面发展。
“面孔·2013上海小幅油画展”于 2013年 12月 27日至

2014年 1月 20日在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东外滩艺术空间举
行。展览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承办。通过广
泛征稿，展览共收到作品近 500件，经过严格的评审，从中评
选出 130件参展作品，其中包括评委作品 10件。

之所以冠以“面孔”之名，是想提倡一种不一样的创作状
态，让画家在小小的油画布上，以最自由、最不受约束的方式
表达情感，展示自我。一幅幅性格鲜明的油画即是当代油画
家们一张张生动的“面孔”。此展全面展现了当下上海油画艺
术的丰富与多样，画家们通过内心不同的情感与思想，表达
了对当下社会的认知和感受。

本报讯 （特约记者沈士君）关于
苏轼《功甫帖》的真伪，2014年 1月 1日，
上海博物馆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
研究员的正式报告在《中国文物报》刊
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1月 2日，针对上
博研究员发布的正式研究报告，收藏家
刘益谦发布了第三度公开声明。

单国霖以“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
畅———苏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为
题，对苏轼的《功甫帖》进行辨析。他提
出“对《功甫帖》本体的看法”：“关于古
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
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
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
这就是：“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
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
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
潢形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
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
析。”
单国霖文章中说：徐邦达先生在

《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论述“作伪和误定
的实况”时指出：“摹书有三种方法：先
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
修饰之。”又说：“第三种，先勾淡墨廓
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
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
作。”“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
写法，有时会将牵丝的笔画搞错”。同
时，“又容易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
《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

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
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
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徐先生说：
“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
最为可靠的。”
苏轼书写有他自己的特点，黄庭坚

记述苏轼书写的方法谓：“或云东坡作
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
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
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

妍。”（《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
赞》）又同时代李之仪记载：“东坡每属
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
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
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
（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
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这些
记载说明苏轼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是
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比较
柔软，笔锋含墨多，肥厚处不会开叉。他
执笔又偏下，手腕着案，笔呈卧势，所写
字形体偏于肥扁，运笔迟缓，墨色浓稠，
故而往往左边笔画显得秀拔，而右边笔
画有内收之势。

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
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
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
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
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
停辍，如李之仪所迹：“涣涣如流水”，取
苏轼《中山松醪帖》中的“倒”字来比照，
最后一笔竖画，下笔通畅无碍，仅有粗
细变化，并无波状起伏。这种波动不平
整的笔道，是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
拘谨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

另外，单国霖在文章中还提出“对
翁方纲题跋的质疑”。

钟银兰、凌利中发表了《从法帖中
双钩———谈〈刘锡敕〉〈功甫帖〉墨迹的
勾摹性质》一文，认为《功甫帖》墨迹本
勾摹自《安素轩石刻》：

苏轼《功甫帖》被模勒上石，最早见
于徽籍儒商鲍漱芳（约 1763原1807）辑
刻的《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该
石刻共计十七卷，系鲍氏自嘉庆元年
（1796）从其家藏古代法书原迹中，辑选
唐宋明五十件，自嘉庆四年（1799）至道
光四年（1824），分别由扬州篆刻家党锡
龄，鲍氏二子治亭、约亭陆续精心勾摹
上石。

其中苏轼《功甫帖》系从《安素轩石

刻》中翻刻而来。
他们认为“墨迹本”所呈现的书艺

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
“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更

接近苏字书法特征。
“拓本”较好地体现了苏字逆入平

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
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
丰腴，且起收、使转、起伏等运笔过程交
待更为明晰，其于颜书取法的习性亦一
脉相承。

他们还具体地指出：
“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

的形态。
“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

了勾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
“墨迹本”中“议”字长撇等泄露了

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
文章最后作者写道：刻帖成风的晚

清，坊间射利之徒的作伪亦如影随形、
愈加猖獗。饶有意味的是，本文所析《刘
锡敕》《功甫帖》两件勾摹伪本，不正是
前引“十万卷楼主人”王端履（1814 年
进士）所言“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
帖中双勾”之实证么！更从一个侧面折
射了晚清商贾为追逐利益而无技不施
的狡狯。

2014年 1月 2日，针对上博研究
员发布的正式研究报告，收藏家刘益谦
发布第三度公开声明。他说：我感到欣
慰的是，《中国文物报》的“研究成果”虽
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但文章的标
题、行文语气、表达方式都符合正常学
术论文的规范。我不禁要想：如果当时
这三位研究员是先在专业报刊发表这
两篇文章，然后再引起相关方面和大众
媒体的关注，那么事件的进展就不会如
此波谲云诡，也不会给我个人带来难以
承受的压力。既然是学术中人，就应该
遵守学术规范。从这两篇文章来看，单
国霖研究员认为“安岐著录的可能即是

此墨迹”，也就是主张《功甫帖》是清初
以前的仿本；而钟银兰、凌利中研究员
则坚持此帖是清末依据石刻拓本“双勾
填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不同是显
而易见的，也是需要进行完全不同层面
的学术论证的。可见在“上海博物馆书
画研究部”内部对此也存在不同的学术
主张，这或许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水
平有高低、眼界有高下、功力有深浅，只
要是心平气和的表达，就不会引起误读
与误解。

单国霖：形相似 气不畅

钟银兰、凌利中：法帖中看双勾 刘益谦：发布第三度公开声明

《黄山神韵》，张国琳的版画神韵

上海小幅油画展
亮出不同的“面孔”

陈向迅

吴月霖

王重墨

李优良

王永亮

淤

笔会现场展示王国廷的两幅丈二匹榜书巨制（一超摄）

中国榜书艺术研究会
“马啸”“腾飞”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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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东（太仓），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也是昆曲和
江南丝竹的发源地，文化禀赋丰厚，三百多年前，具有重大
影响的娄东画派也诞生在这里。 为了弘扬中国画的优秀
传统，传承优秀娄东文化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力量，从传统
文化中获取智慧并促进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由中国美术
家协会和中共太仓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重温经典”娄
东（太仓）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将在太仓市举办。现将此次展
览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共太仓市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太仓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太仓日报社
协办单位：宋文治艺术馆、太仓博物馆

二、展览组委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里、宋玉麟、杜军、陈雪嵘
秘书长：杜军（兼）、丁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尹石、王建秋、王雪春、孙君良、

张培成、赵炎、高建彪、徐惠泉、董竟成、蔡萌萌、潘井亚
办公室主任：董竟成、蔡萌萌（兼）
展览编辑：苏鸣、陈亮
三、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展出日期：2014年 6月中旬
五、展出地点：江苏省太仓博物馆
六、展出规模：本次展览展出优秀作品 60件，入选作

品 140件。
七、作者待遇：1.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

请加入中国美协（会员）的一次条件。2.优秀作品 60件（税
前收藏费 20000元 /件）；入选作品 140件（税前收藏费
12000元 /件）。作品全部由组委会收藏。3.画展将出版画

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4.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
发证书。
八、参展要求：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张

（10寸）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
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
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
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2.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
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
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
动。3.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
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九、送件要求：画幅尺寸统一为六尺整张，横竖不限。

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
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

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
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十、收作品照片时间：自广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4年 4

月 30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十一、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号楼

A座 710 邮编：100083 收件人：苏鸣
办公室电话：010-59759683
十二、主办权：主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

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十三、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

征稿通知的各项规定。
十四、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

家协会网站）查看。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年 12月

“重温经典”娄东（太仓）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征稿通知

2014年 2月下旬入学。专业及学费：
国画、油画、书法、雕塑、陶艺、视觉传达（平面设计）、环

艺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动画、游戏、服装等（均为
20000元 /年）。
报名方法：详见招生简章（上我院网站查询或来信来电索取）
地址：（310052）杭州滨江区浦沿路 88号中国美院继教院教务处
电话：0571-86652456、86652468-804、13588110913
网址：jxjy.caa.edu.cn
我院同时招收函授生，简章详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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