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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以古为镜——张宇书法作品展”在京开幕
本报讯 6月1日上午，由中国书协主办，

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书协、中国职工书
协、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安徽省书协共同承
办的“以古为镜——张宇书法作品展”在北
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隆重
开幕。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吉林省
省长洪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
会长梁嘉琨，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
审委主任李守镇，煤炭工业部原副部长濮洪
九，煤炭工业部原副部长赵岸青，安徽省原
副省长黄海嵩，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国农村
合作经济管理学会理事长毕美家，中国书协
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晓华，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虹
霖，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孙一纲，原煤炭工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乌荣康，国家煤矿安全监察
局副局长桂来保，国家应急管理部老干局党
委书记付伟，原安徽煤监局局长徐安崑，安
徽省政协常委、原安徽省国资委主任许崇
信，原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程传
如，原兰州军区副参谋长杨旭华，淮北矿业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胜，安徽国贸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范阳，淮北市委常委、市委宣
传部部长顾文，淮北市人大副主任金文，淮
北市政协副主席张保成等出席展览开幕
式。开幕式由表演艺术家瞿弦和主持。著
名书法艺术家张荣庆、卢中南、张铜彦、胡传

海、韦斯琴、姜寿田、蔡树农、杨中良等及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各部室、代管协会领导以及
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爱好者300余人参加了
本次活动。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常
务副馆长李虹霖，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张杰，安徽省文联主席吴雪，中国书法家协会
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晓华，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梁嘉琨分别讲话，他们
对展览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展览书
法作品诠释经典的成就表示赞赏，充分肯定
了张宇在书法创作方面的艺术造诣。

“以古为镜——张宇书法作品展”共展出
书法作品80多件。（李广林）

本报讯“艺林风华——梁长林
作品展”由北京美协、北京画院、中央
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共同主办，并在
梁长林先生的家属邹爱茹女士和梁
彬先生的大力协助下，聚集了梁先生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作的不同风

格与主题的精彩作品。
今年是梁长林先生逝世 35 周

年，也许对他最好的纪念，正是将这
些画作展现给大家，让大家共同追忆
长林之风华，思考他为如今的艺术创
作所带来的启迪。（赵 旭）

“艺林风华——梁长林作品展”
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

本报讯 5月20日，由广西百色市
文联、百色印社、右江书画院、广西古
筝学会百色分会联合主办的，2018年

“到人民中去”百色市文艺志愿者服
务活动启动仪式暨“金石永寿，翰墨
铸情”百色印社右江书画院戊戌雅
集、“盛世国乐，筝韵天下”中国古筝
日百色少儿古筝演奏活动在百色森
林公园举行。

上午10点，雅集活动开始。百色
印社社长、右江书画院院长周坚首先
挥毫泼墨，在宣纸上用隶书写下“金石
永寿，翰墨铸情”8个大字。开笔后，50

位少儿古筝演奏者一起演奏了中国古
典乐曲，数百名观众掌声不断。在几
张书桌前，书画家和少儿书画爱好者
依次登台进行即兴书画创作。

琴音绵绵，翰墨飘香。在近2小
时的雅集中，文艺志愿者们冒着高
温，在烈日下挥汗演奏一曲曲优美的
旋律，创作出一张张精美的书画作
品，大家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彼此
分享交流，去感受艺术魅力和“到人
民中去”带来的快乐，同时也让观众
的视觉、听觉都得到了美的艺术享
受。（黄宗舜）

广西百色市举办“到人民中去”
文艺志愿者服务活动

全国文艺志愿服务日——“到人民中去”中国
书协、山东省文联举办走进英雄台儿庄活动
本报讯 5月25日，在第五个中国文艺

志愿者服务日到来之际，由中国书协、山东
省文联主办，山东省书协、枣庄市文联、枣庄
市书协、台儿庄古城集团公司承办的“到人
民中去”中国书协、山东省文联书法家走进
英雄台儿庄活动成功举办。中国书协副主
席、中国书协行业建设委员会主任、河北省
书协主席刘金凯，中国书协副主席、山东省
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书协主席、山东大学艺
术学院院长顾亚龙，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党
组成员矫红，枣庄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王
延亮，台儿庄区委副书记王光明，台儿庄区
文联主席李楠，台儿庄古城集团公司总经理
张永强及新闻媒体、台儿庄群众等300余人

参加启动仪式。开幕式由中国书协理事、山
东省书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孟鸿声主持。

刘金凯代表中国书协行业建设委员会
在启动仪式上说：“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大力弘扬

‘乌兰牧骑’精神，把人间温暖送到基层，把
文化艺术种在基层，自觉做到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放歌。”

参加本次活动的书法家还有：中国书
协理事、中国石油书协主席、中国书协行业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于恩东，中国书协理事、
山西省书协主席、中国书协行业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石跃峰，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
行业建设委员会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部秘书

长卢中南，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行业建
设委员会志愿服务工作部秘书长吴震启，
中国书协行业建设委员会志愿服务工作部
副秘书长李志强，中国书协行业建设委员
会维权工作部秘书长、河北省书协副主席
吴占良，等。

仪式结束后，与会书法家们现场挥毫，为
当地群众书写“福”字等各类书法作品500余
幅，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日下午召开了

“‘讴歌新时代、共筑中国梦’——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书法展”暨行业行风建设研讨筹备
会议。就展览的时间、地点、作品的内容与形
式等各项事宜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许
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田选军）

本报讯 由中共都江堰市委宣传
部、都江堰市政协、都江堰市文联主
办，都江堰市政协书画院、都江堰市
美协、都江堰市书协协办的古堰春
风·又见都江堰——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都江堰撤县建市三十周
年书法绘画作品展在都江堰开展。

5月29日，活动正式开始，参加
活动的有都江堰市政协主席丁小
平，中共都江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唐小锋，市政协副主席杨永奎、周中

国，市文联主席周晓勇，市书协主席
邓崇祝，市美协主席廖鹏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和入展作者观者300余人。

都江堰市奎光公园展厅展出
120余件作品。展览将持续到6月7
日结束。

今天的都江堰人，正秉承着前
人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奋 力 建 设 国 际 生 态 旅 游 名 城 。

（王 程）

“都江堰撤县建市三十周年
作品展”在都江堰开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讴歌党的丰功伟
绩，发掘书法新人，提高创作水平，鼓
舞万盛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5月26日，由
重庆市万东镇党委、政府主办，文化
中心、团委、妇联承办，万盛书协协办
的“2018年万盛‘孝’格言现场书法大
赛”在红枫广场举行，万东镇党委书
记陈春明，万盛文广新局局长张果
安，万盛书协主席贾秀平、副主席冷
开建、袁堂明，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
王丽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时代新人”为主题，以庆祝“六一儿
童节”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中
国优秀孝文化。活动吸引近100名书
法爱好者参与了现场书法大赛。

随着主持人宣布“孝感万东·笔尖
论道”书法大赛开始，经过1小时的现
场创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
莫大于孝”“要知亲恩，看你儿郎；要求
子顺，先孝爹娘”“不孝的人是世界最
可恶的人”等一幅幅饱含孝文化的格
言作品，分别以正草隶篆的形式呈现
出来。近20件书法作品分别荣获一、
二、三等奖。（贾秀平）

重庆市万东镇党委举行2018年
万盛“孝”格言现场书法大赛活动

“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大赛”在重庆武隆举行
本报讯 为庆祝第 69 个“六一”国际儿

童节，5 月 26 至 27 日，“‘印象·武隆’第四
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大赛”在风景如画的武
隆区隆重举行。本次大赛由中国书协行
业建设委员会、重庆市文联、重庆市书协、
重庆市教科院联合主办。

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龙川，
中国书协会员、重庆市政府原副秘书长余
恢毅，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主席漆
钢，重庆市教委艺教办副主任、市学校艺
术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唐平，中国书协教育
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书协副主席周德聪，

《书法报·书画教育》主编陈明华，重庆市

书协顾问张裕纲、副主席胡永庆，中国书
协青少年工作部副秘书长、重庆市书协秘
书长周庶民，全国少儿书画理事会副秘书
长、重庆市艺术教育协会书法专委会副会
长吴启菊，重庆市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郑启超，武隆区政协副主席徐正菊，武隆
区教育党工委书记、教委主任余长江，区
教委副主任周大林，武隆区喀斯特印象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兵等出席了
活动。

开幕式上，徐正菊、漆钢、唐平、张德
兵致辞，龙川宣布展览开幕。随后，参赛
选手按照评审委员会命题要求现场书

写。选手们全神贯注地用自己擅长的字
体创作作品，书体各异，内容丰富，一幅幅
风格迥异的书法作品彰显选手们的书法
魅力，整个赛场洋溢着墨香之气、向上
之风。

紧接着，评审委员会秉承公平公正、
科学规范的原则，进行综合评审，经过现
场打分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
奖 20 名、三等奖 28 名，与会领导为获奖选
手颁发了奖杯及奖品。漆钢、周德聪、陈
明华、胡永庆、周庶民等专家对决赛现场
创作的作品作了精辟点评。

（重庆市书协）

本报讯 6月2日在思源广场邓
小平图书馆举行广安市硬笔书协书
法交流会暨翰墨学堂开班。开班仪
式吸引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积极参与，
参与者们热情高涨。文化自信，文化
自强已深入人心。广安市硬笔书协
积极响应市委、政府的号召，在市文

联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努力做好写好
硬笔书法的引导工作，现场进行了书
艺交流和笔会。此次活动的开展得
到了邓小平图书馆和思源广场管委
会的大力支持，引来了广大书法爱好
者 数 十 人 的 积 极 参 与 和 互 动 。

（王 程）

广安市硬笔书协书法
交流会暨翰墨学堂开班

黑龙江省农民书法学会成立
暨黑龙江省首届农民书法展开幕

本报讯 5月31日上午，黑龙江省农民书
法学会成立大会在绥化市召开来自全省128
名农民书法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
产生了首届理事会和会长组织机构人选：钱
松君当选为会长，张化云、杨广明、黄显臣当
选为副会长，彭丽艳当选为秘书长，赵占启
当选为副秘书长，王华等41人当选为理事。

王晓凤、石正军、张日安、何鑫、高国庆
等宣读了黑龙江省农民书法学会成立的相
关文件，李月贵宣读了中国书协贺信。大会
审议通过了《黑龙江省农民书法学会章

程》。新当选的第一届会长钱松君在会上致
辞：“在省书协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我将与
广大农民书友共同努力，为广大农民书法爱
好者做好服务，进一步激发农民朋友学习书
法的热情，推出精品，把我省的农民书法工
作开展好，为龙江农民书法事业贡献力量。”

5月30日下午，由中国书协作为艺术指
导单位，黑龙江省文联、省农委、省扶贫办、
省农垦总局、黑龙江省书协联合举办，中共
绥化市委宣传部、绥化市文化旅游局、绥化
市文联承办的“黑龙江省首届农民书法展”

在绥化市科技文化馆开幕。由省书协编印
的《黑龙江省首届农民书法展作品集》同时
首发。

开幕式上马国良宣布展览开幕，张戈、
赵琳先后致辞，王晓凤、侯立宏、石正军分
别宣读了获奖及入展作者名单，张化云代
表获奖作者发言。嘉宾分别为获组织奖、
特别奖、获奖作者颁奖。展览共收到来自
全省各地的农民书法作品522件，评选出组
织奖作品3件，特别奖作品1件，获奖作品
24件，入展作品101件。 （黑龙江省书协）

本报讯 由上海市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机关书协、中共闵行区委宣传
部共同主办的以“善行天下”——上海
市机关书协第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5
月30日上午在上海图书馆揭幕。

展览现场，周志高、童衍方、刘一
闻等书法名家的作品前站满了观众，
一幅幅作品翰墨飘香，传递着暖意。
此次展览也是纪念上海市志愿者协
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20年
来，上海市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
组织保障体系不断完善，队伍不断壮
大，现有注册志愿者360多万人，他们
服务的身影遍及申城扶贫帮困、交通

平安、医疗卫生、科技科普、文化体育
等各个领域，赢得了广泛赞誉。

上海市机关书协主席晁玉奎告
诉记者，该协会成立7年来，每年举办
一次大展，每次突出一个主题，都是
注重引导机关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
升文化素养，把书写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960件，经
过认真评审，评选出入展作品168件，
其中一等奖5件，二等奖10件，三等
奖20件。评委认为，此次投稿不仅数
量多，且有不少高质量的作品。

（吴良安）

“善行天下”——上海市机关书协
第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上海中国书法院正式入驻闵行新虹艺术馆

本报讯 上海中国书法院“纪念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海内外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
于 5 月 25 日下午在新落成的新虹艺术馆
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105位海内外书法名
家的精品力作，不仅具有时代性的纪念意义
和人文性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一次国内外翰
墨的大巡礼和当代书法家的嘉年华。

上海中国书法院院长周志高把成立书
法院的宗旨归纳为“立足上海，面向全国，面
向全球。举办高端的创作展览或学术活动，
加强书法艺术本体的研究，攀登高峰，宏扬
书艺，无愧于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彰显
出了一种历史责任心和艺术使命感。本次
展览的举办正是为了向大师前贤致敬！海

派书法是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
神相对应的，本次展览也再次体现了开放包
容的格局和国际的眼光，参展的有来自法
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印
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及中国香
港、台湾的书法名家。海派书法名家参展的
有陈佩秋、韩天衡、周志高、王伟平、钱茂生、
刘小晴、童衍方、林仲兴等，他们或追踪经
典、韵胜度高，或碑帖相参、金石兼融，传承
有绪而风格鲜明。上海中国书法院的成立
和上海中国画院形成了书画并举、彩墨竞秀
的海派艺术大格局。

上海中国书法院的成立和“海内外书法
名家作品邀请展”的推出，也正是为了贯彻
落实习总书记当年的殷切嘱托和期望。早

在2007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在参观了“海派书法晋京回沪汇报展”后指
示：“要把书法艺术打造成上海国际文化大
都市的名片之一。”也同时响应上海市委、市
政府关于全力打响“四大品牌”号召，展现

“上海文化”标识度的一个有力举措。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与嘉宾有：第十二届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中共中央宣
传部原副部长龚心瀚；第十届上海市政协主
席蒋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童世
平；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
炜；上海机场管委会主任张学兵；中国书法
出版传媒董事长·总经理，书法出版社社长，
中国书法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书法杂志
社社长李世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
院长管峻；中国语言大学中国书法院执行院
长朱天曙；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迟志刚；闵行
区区委副书记于勇；上海市书协顾问王伟
平、钱茂生；副主席张淳、戴小京、孙慰祖、张
伟生、李静、丁申阳、宣家鑫、徐庆华、王国
贤；秘书长潘善助、副秘书长章宏伟；新加坡
狮城书法篆刻协会副会长、上海觉群书画院
副院长胡考；美国落基山中国书法研究院院
长屠新时；马来西亚滨州原拿督(州长)滨州
书艺学会主席江真城；法国书画家协会副主
席苏稚清、日本东京艺术院院长郭同庆；香
港书艺会会长戚谷华；台北书画院院长张炳
煌；日本名古屋市观光文化交流特命大使旅
日著名书法家胡永华等共300余人。

（上海书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