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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班现场

本报讯 6月2日上午，由三楚书
法院主办，“艺观三楚——三楚书法院
艺术家作品展（第一回）”暨“翰墨缘情
——三楚书法院艺术家踪录”在湖北
省荆门市博物馆开幕。

展览由荆门市文物局、市博物
馆、东宝区书画协会承办，荆门市文联
和文体新广局担任艺术指导，荆门市
书协担任学术支持。

湖北省书协副主席吴中华，著名
书画大师杨随震，湖北省书画研究会
副主席、楚简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何慧
敏，荆门市文联主席、市书协主席潘丹

良，荆门市政协原副主席张保民，荆门
市文博局局长汤学锋，台湾地区企业
家、书法家薛学隆及三楚书院研究员
等200余位嘉宾参与活动。三楚书法
院院长慕弘致欢迎辞，吴中华、何慧
敏、潘丹良等致辞，开幕式由荆门市书
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炜主持。

展览共展出58位艺术家的书法、
国画和篆刻等精品力作60件。其中，
艺术家中有中国书法院硕士生导师、
国家画院领军人物、兰亭奖获得者、楚
简入书的创始人，等等。

展览将于6月18日结束。（毛鹤林）

“三楚书法院艺术家作品展（第
一回）”在荆门市博物馆开幕

黑龙江省书协召开工作会议
暨学习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

本报讯 5月31日，2018年黑龙江省书
法工作会议暨学习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在
绥化市举办。

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省书协原主席马
国良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合影。

黑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黑龙江
省书协主席、中国书协理事张戈，中共绥化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琳，绥化市政府原常务副
市长，绥化市书协原主席聂耕寰，黑龙江省文
联组联处处长王丹，黑龙江省书协驻会副主
席、秘书长胡志平，省书协副主席何鑫、张日
安、李文宝、李月贵、芦海娇、陈宇龙、洪铁军、
高国庆、温刚、钱松君、栾继生、蔡兴洲，黑龙
江省书法活动中心副主任王晓凤、石正军，中
共绥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志君，哈尔滨市
文联常务副主席高弟，齐齐哈尔市文联主席

朱宏宇，牡丹江市文联主席冯红，绥化市文联
主席白雪松，绥化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郭树
峰，老书家杨克炎、王鸿庆还有各地市、行业
书协负责人及特邀代表和各媒体记者200余
人参加会议。

张戈做了讲话。胡志平秘书长作了黑
龙江省书协2017年工作总结暨2018年工作
安排的报告。赵琳致欢迎辞，会议由温刚
主持。

哈尔滨市书协副主席赵清阳、省书协副
主席芦海娇分别代表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
发言。会议通报了《中国书协“送万福进万
家”2017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先
进集体：黑龙江省书协、哈尔滨铁路局书协，
先进个人：胡志平、张化云、王刚。会议还表
彰了2017年全省书法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哈尔滨市书协、伊春市书协、绥化市书
协、黑龙江省高等院校书法协会荣获先进集
体称号，于洋、宁和平、芦海娇、李月贵、杨克
炎、陆标、陈宇龙、金泽珊、赵雯、聂书春、高
国庆、黄涛、崔德祥荣获先进个人称号。

工作会之后，举办了黑龙江省书协学习
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特邀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理事，黑龙江大学教授，《文艺评论》
杂志主编，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
主席兼秘书长林超然做了题为“人民的需
要、时代的召唤和艺术家的使命担当——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创作无愧于时代的
文艺精品”的讲座。

5月30日晚，黑龙江省书协四届三次主
席团会议在绥化市召开，张戈主席主持了会
议。（黑龙江省书协）

“学习与思考——中国书协中青年优秀骨干书家专题研讨班”在京举行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观学

习教育，全面提高中青年优秀骨干书家的
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中国书协在北京举办“全国中青年优
秀骨干书家专题研讨班”。

参加研讨培训的学员为入选“现状与
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的
100余位作者。

这次活动采取“学术前置”的方式，在
展览启动前期，中国书协召集参展书家集
中培训。目的在于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中有关文艺和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引导
书法界优秀骨干队伍带着问题意识，结合
当代书坛实际展开深入思考和研讨，进一
步提高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推
动书法事业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努力营建良性健康的书法批评
新环境，重塑当代书法精神高地，让党中
央的文艺思想在书法界落地生根。

中央党校教授陈中浙、北京大学教授
金永兵分别作了题为“新时代·新气象·新
作为——充分认识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书
法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人的自由与美的
生成——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思想漫

谈”的讲座；学员观摩学习了《不朽的马克
思》专题片。在讨论环节，学员以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就当
前书法创作的现状、问题、理想、目标、解
决问题的途径、方法等进行深入思考与研
讨。研讨分为三场：第一场讨论“当前书
法创作的新问题”，议题包括：可视性与可
读性，传承性与创造性，写什么与怎么
写。第二场讨论“书与文的辩证”，议题包
括：“文”包含哪些层次，“文”如何体现（如
何影响）“书”，“书”如何促进“文”。第三
场讨论“创作背后的观念”，议题包括：个
性化和公共性，跟风现象，书法与时代
审美。

与会书家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上述
议题结合当前书法创作的现状进行讨
论。大家在辩论中思考，在交流中碰撞，
在启发中互鉴，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
识，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与差距，引发了深

层的思考，为推进创作积攒新的能量。
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陈洪武在总结会上强调，优秀骨干书家
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深入学
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
文艺思想，在精神气象上要有天地之心，
超然高举，含弘光大，不仅注重技法锤炼
和文化修养，尤其要重视精神气象的锻
造，努力向传统深处进发，与历史上的书
法大家进行心灵和思想上的碰撞，学习
体验那一种浩博宏伟的胸襟和气度，使
我们的精神气象与审美理想能与身处的
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相适应；在创
作方向上要有独标一格之心，保持特立
独行和挺然不可移的品格，坚守艺术理
想，融古纳今，开我新风；在从艺心态上
要有虚怀若谷之心，善于聆听批评，勇于
修正自我，全身心投入创作，发挥出自己
的最佳水平，为当代书法贡献智慧和才
华。（赵 旭）

江苏省直书协五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南京召开

本报讯 5月27日，江苏省直书协五届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钟山宾馆召开。江苏
省文联主席章剑华，中国书协顾问、江苏省书
协名誉主席尉天池，中国书协副主席、江苏省
书协主席孙晓云，江苏省书协顾问张杰，江苏
省书协副主席李啸、王卫军、王继安、刘灿铭
以及江苏省直书协原主席赵绍龙等在主席台
上就座，130余名代表参加大会。

江苏省直书协执行主席黄正明代表第
四届理事会做“立足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工
做报告。副主席韩显红作“修改章程的报
告”。副主席兼秘书长柳正梅做“财务工作报
告”。参会代表审议并通过了以上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
事和主席团，黄正明当选主席。韩显红、于洪
军、柳正梅、戴民辉、汤志平、吴勇、常汉平、王
岚、张其凤为副主席，陈克年为秘书长。朱
斌、乔均、王建根、王强、郁建生、郭倩倩、包学
文、伍根元、李春、朱凯、赵凌云、荀海为副秘
书长。大会聘请汪寅生为名誉主席，聘请朱
寿友、郁宏达、魏建勋、王继安、陈金纯等为顾
问，还聘请十二位名誉理事。

黄正明表示，江苏省直书协新一届理事
会，主席团成员一定要珍惜和维护当前大好
的发展局面，抓住书法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大
好机遇，立足书法艺术本体，紧跟时代前进步

伐，创新有为地开展各项工作，切实把省直书
协建设成为温暖和谐、有凝聚力吸引力的大
家庭。

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致辞。充分肯
定了江苏省直书协第四届理事会和汪寅生主
席的工作。同时，他对下一届的理事会提出
了三点要求：一是江苏省直书协应该成江苏
书法界的领头羊。二是做好两件事，为人民
创作，为人民服务。三是进一步提升三个境
界，即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孙晓
云代表江苏省书协对大会的召开及新当选的
黄正明主席和新一届理事会表示祝贺。

（朱 同）

“‘十年一剑’——李放书法作品展”
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

本报讯 由郑州大学和河南省文联共
同主办，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书协书法教
育委员会、河南省书协协办，郑州大学书法
学院、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承办的

“‘十年一剑’——李放书法作品展”于6月
3号上午9:30在河南省美术馆隆重开幕。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十二届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河南
省政协原主席王全书，河南省委宣传部原
部长、省政府副省长孔玉芳，河南省政协原
副主席、工商联主席梁静，郑州大学党委书
记牛书成，党委副书记李兴成，河南省文联
党组书记、副主席、河南省文艺批评家协会

主席王守国，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江学者郑强，上海戏剧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黄昌勇，
河南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马正跃，中国文
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冯克坚等
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著名的专家有：首都师范
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原院长、中国传
媒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守安，首都
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同印，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李
一、郑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刘士林、周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韩天雍，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李彤，北京大学教授张华，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宗超，四川大学
书法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吕金光，河南
省书协副主席谢安钧、王荣生、云平等书法
专业的负责人和专家共50余名。

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兴成代表主办
方在开幕仪式上讲话。浙江大学校党委副
书记郑强代表兄弟院校致辞。

李放教授至答谢辞。王全书、孔玉芳、
梁静、郑强、黄昌勇、牛书成、马正跃、王守
国、刘守安上台剪彩。研讨会由刘守安主
持。（汪 欣）

本报讯 6月1日下午，由成都市文
联指导，四川博物院、成都市书协主办，
成都市书协青少年工作部承办的“致敬
经典·翰墨相传”四川博物院馆藏书法
现场临摹活动暨成都市首届中小学生
临帖大赛启动仪式在四川博物院一楼
中庭隆重举行。四川省博物院副院长
卢越，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都市书协
主席舒炯，成都市书协常务副主席、秘
书长赵安如，成都市书协副主席钟杨琴
笙、魏爱臣、王兴国、刘宁宇、汤文俊、代
明道、张雁，成都市书协常务副秘书长
何晓巍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活动现场。

受四川博物院特别邀请，成都市书
协主席舒炯为小朋友们做有关书法学
习的专题讲座。舒炯主席讲话。赵安
如向在场的儿童书法爱好者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来自成都市四川大学附属
小学、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泡桐树小学西区等30多所中小学上百
余名学生参与到现场书法碑帖临摹活
动中。

本次活动中还举办了成都市首届
中小学生书法临帖大赛启动仪式，成都
市文联、书协的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

（王 程）

四川博物院馆藏书法现场
临摹活动暨成都市首届
中小学生临帖大赛启动

中国书协举办
2018年新疆（兵团）书法公益培训班

本报讯 5 月 26 日至 30 日，由中国书
协、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办，中国书协
书法培训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协、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书协承办的2018年中国书
协新疆（兵团）书法公益培训班在新疆干部
学院举办，来自全疆及兵团的153名学员参
加培训。

5月26日上午，培训班举行了简短的开
班仪式。兵团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斌，
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副主任兼中国书协
书法培训中心主任高庆春，兵团书协主席孙

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孙朝军，新疆书协
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志顺、副主席张沧、刘建
新、李涛、田旭军、陈伯阳，以及承担本次教
学的书家杨昌刚、李守银、周剑初、刘宏卫、
蔡兴洲出席开班仪式。孙峰主持仪式。

李斌代表新疆文联和兵团文联致辞。
高庆春代表主办单位和中国书协书法培训
中心讲话。

开班当日，杨昌刚、李守银、周剑初、蔡
兴洲、刘宏卫五位老师先后以学书观念和方
法以及各书体学习要点为主题，开展了集中

讲座，调整学员学书理念，拓展学员艺术视
野，为接下来的临摹与创作训练打下基础。
5月27日至30日，五位老师又按照书体展开
分班教学。通过大量讲解和示范，传播艺术
规律，传授具体技法，针对学员不同基础，有
的放矢，给予学员相应的指导和调整。

李志顺说，这次培训班非常成功，短短
几天时间学员们取得的进步使人振奋和骄
傲，今后将继续创造条件举办这样的培训
班，促进新疆书法整体水平的持续提升。

（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

本报讯 谢季筠、刘云泉、刘泽
文、王飞、刘崇寿“五丁问道”书法展6
月 1 日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诗书
画院美术馆揭幕。展览呈现 5 位书
法家88件书法作品。

这 5 位书家，其艺术追求、性情
修为皆有相似之处，同道同志，多年
来更在书法艺术上一路同行。

5 人之间，其艺术认知、书艺积
累、作品面貌，各有特点，并不雷同。
谢季筠、刘云泉两位书家早已在书坛
享有盛誉，刘泽文、王飞、刘崇寿三位
则以各自所长，自辟蹊径，引人入
胜。谢季筠帖学积累深厚，用笔沉着

飞动，可谓“下笔便到乌丝阑”。刘云
泉则在笔墨提炼和个性表达上达到
相当高度，形成自己独特书风。刘泽
文书法大处落笔，圆融舒展，笔力雄
强，令人侧目。王飞注重书法文气之
表达，在简逸中求丰富，在深入传统
基础上探求自家面目。刘崇寿书风
率性，其书法在灵动和拙趣上有独到
体验。虽然刘崇寿自谦说资质尚浅，
此次展览属于“赶考”“交作业”，但刘
云泉评其在创作时以性灵为先，有技
有法，创作时往往能达到“无我状
态”。

展览将持续到16日。（王 程）

“‘五丁问道’书法展”
在成都杜甫草堂开展

本报讯 6 月 5 日上午，“同创文
化示范区 共圆美丽台州梦”——庆
祝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周 年“‘ 山 海
情’——路桥·天台书法交流展”开
幕仪式在浙江天台文化馆一楼展厅
举行。此次展览由台州市路桥区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体育局）、政协
路桥区委员会教文卫体委、路桥区
文联和天台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政协天台县委员会教文卫体委、
天台县文联主办，路桥区文化馆、路
桥区书协和天台县文化馆、天台县
书法家协会承办。两地50余位书法

家和书法爱好者参加了开幕仪式。
此次书法交流展是路桥区、天台县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而举办的一
次文化盛宴，展出的50件精品佳作，
书风纯正，植根传统，彰显时代。交
流展至6月20日结束。

展览期间还举行了两地文化交
流座谈，路桥与天台，地域毗邻，人
缘相亲，文脉相联，多有交往，各有
所长，将以此次交流展为契机，进一
步扩大“文化走亲”范围，共享资源，
互为借鉴，助推两地公共文化事业
发展与繁荣。（李新兵）

“‘山海情’——路桥·天台书
法交流展”在浙江天台举行

本报讯 6月1日，中
央美术学院附属实验
学校揭牌仪式在京举
行。北京市教委委员
冯洪荣，中央美术学院
党委书记高洪、副院长
苏新平，中国国家画院
副院长、《中国美术报》
总编辑张晓凌，中央美
术学院造型学院第五
工作室主任、国际学院
院长刘刚，朝阳区教委
主任肖汶等嘉宾参加
了揭牌仪式。姜源、苏
新平、肖汶先后致辞，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实
验学校党组书记于亚
萍主持仪式。

据姜源介绍，为积
极探索和实践高等教
育支持基础教育共同
发展、逐渐满足人民群
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
需求，在北京市教委和
朝阳区区委区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朝阳区教
委与中央美术学院密
切合作，共同协商，整
合资源，以北京青年政
治学院附属中学为基
础，整合北京市电气工
程学校大山子校区和
大山子第二小学，成立
了中央美术学院附属
实验学校。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
实验学校是十二年一
贯制公立美术特色示
范学校和中小学素质
教育示范学校。学校
一校三址办学，分为高
中校区、初中校区、小
学校区，现有56个教学
班 ，在 校 师 生 1800 余
人。苏新平表示：“中
央美术学院附属实验
学校的成立，将借助中
央美术学院百年以来
的丰富艺术教育资源
和先进的办学理念，以
推动我国中小学艺术
教育的改革，发展和促
进全社会青年艺术教
育 的 普 及 、完 善 为 目
标，积极探索和实践高
等教育支持基础教育
发展的新途径。在基
础教育中开展针对性
探索，将技能学习和美
育素质教育相结合，营
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文化艺术环境，系统地
建立我国高等美术教
育从小学到大学的美
术人才贯通培养模式，
为艺术教育改革提供
示范参考和实践依据，
努力打造现代基础美
术 教 育 发 展 的 新 模
式。”

早在 1917 年，蔡元
培先生就提出了“美育
救国”“美育代宗教”的
观点，将美育提高到了
一个改善国民素质、圆
满 个 体 人 生 的 高 度 。
在张晓凌看来，中央美
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的成立，是将中央美术
优质资源的落实到地，
能为中国美术事业打
下更深厚的基础。更
重要的是其十二年一
贯制的美术教育，能培
养学生一种健康的价
值观，提升其人文修养
与审美境界。他谈道：

“今天中国的‘美盲’与
中国中小学美育的缺
失有很大的关系，这也
是与西方教育相比我
们 所 存 在 的 巨 大 差
距。实验学校的成立，
能让中央美院最优秀
的资源得到发挥，让学
生对一切事物的判断
都带着审美的姿态、眼
光和标准，建立比较健
全的国民精神和性格，
那么整个社会、人文生
态都会变得更好。”他
还强调：“每一位艺术
家、艺术教师都应肩负
起民族美育的重任，希
望在不断探索发展中，
让‘实验’成为‘常态’，
建立一个规范的、可持
续的、具有人文精神的
教育体系。”

资 讯

书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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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刚

曾默躬（1881—1961)，一名思道，字墨公，号阿默、苦行者、默居士、墨
道人、锦里老民等，斋号有暾斋、日省轩、待耕草堂等。四川成都人。出生
于中医世家，早年就读于私塾，后毕业于四川省高等师范学堂。平生喜读
经史，诗文、书法、绘画、篆刻、鉴藏、医术等皆颇为精通。1949年以后，为四
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中医学院特聘医师。

默言躬行之“士人画”大家
——曾默躬山水画之传统基因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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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蜀自西汉文翁兴学以来，历代大儒辈
出，文坛艺苑，彬彬隆盛，蜀之人不鸣则已，鸣
则惊人。20世纪艺苑书、画、印学大家曾默躬
先生生前几乎湮没无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历任馆员名录》仅有“曾默躬(1881—1961)，四
川成都人，1959年入馆，中医师”一行记录，要
其已逝53年后之今天，行将脱颖而出，皇天不
负，天道持平者也。《易经》云：“无平不陂，无往
不复。”《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
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
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之谓乎！吾本蜀
人，久居蜀都，有德高艺馨之士而未闻，惭愧惭
愧！国族艺苑，蜀中画坛，再添大家，可喜
可喜！

曾默躬生性淡泊，耿直寡言，“所学在儒
墨道释之间”（曾氏印文），生活俭朴，不图名
利，不求闻达，终身刻苦治学，从无一日休息。
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识见清深，气象宏阔深
隐，守死善道，人不知而不愠，遁世不见知而不
悔，曾自刻“外奖不闻”印章以为鉴戒，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

曾默躬先生平生广交游，著名者主要有
谢无量、徐悲鸿、蒙文通、易均室、曾阖君（蜀中
名士）、吴昌硕、张大千、陈子庄、齐良琨（齐白
石第三子，善画，承家学）、齐白石等引为“神交
友”，高足则有张正恒等。

先生为职业艺术家，平生于书、画、印用
功极为精勤，成就卓著。于治印极自负，曾云：

“《万印楼印谱》拓了五部，极其珍贵。我的印
谱只拓三部，更珍贵，藏于家中，绝不示人。”他
为自己刻了一方“默躬千秋万岁”印，这绝非自
高自大、盲目自信，其印学成就早已蜚声印
坛。如1916年，吴昌硕于上海见其书画篆刻
后，甚为欣喜，奖誉有加，即刻石“吾道干城”

（白文）相赠；齐白石评
其印曰：“今之刻印者，
唯有曾默躬删除古人
一切习气而自立。”吴
作人观其数方印后，连
呼：“一代宗师！一代
宗师！”早在20世纪20
年代，印坛即有“北齐、
东吴、西南曾”称誉。

先生书法、绘画虽
鲜为人知，实亦值大书
特书者，曾自评云：“我
是书法第一、绘画第
二、篆刻第三。”其弟子
张正恒说：“从其印谱
水平之高，可以推想诸
艺之精，皆臻化境，当
无问题。”潘天寿、邓
白、王伯敏、贺天健等
对默躬画艺、识见甚佩
服，如王伯敏在写给默
躬之信札中说：“默翁

先生前辈：正恒君自蜀返校，承惠赠大作《苍松
图》，至为欣喜并此谨谢。图中题识虽寥寥数
语然对晚辈之启发甚大，如亲聆教益当永远
不忘也。宾翁去世倏忽两载，艺林痛惜，但识
其画者不多，引以为憾耳。蜀川是美好之地，
晚甚向往，明春去河西，拟绕道一游。届时当
来拜谒请教。肃此，敬请崇安。晚王伯敏
上。三月一日。”

由于“文革”时期的损毁，现在可见的默
躬画作已不多，然亦足以凭之卓立于近现代
画坛，其作品极具特色。就定性而言，予以为
默躬可称得上是近现代以来几乎绝迹的、不
折不扣之“士人画”大家。

“士人画”概念最早由吾蜀苏轼提出（出
自东坡《又跋汉杰画山》：“观士人画如阅天下
马，取其意气所到”），亦称“士夫画”“士气”或

“南宗”，由王维开派，荆浩、关仝、郭忠恕、董
源、巨然、李成、范宽、徐熙、文同、李公麟、米
芾、米友仁、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文徵明、
沈周、董其昌、清初六家（即“四王吴恽”）及“四
王”传派（如“小四王”“后四王”）等继之，为唐、
宋、元、明、清画史主流，其主要特征是康有为
所概括之“以复古为更新”，即寓开来于继往，
集古之大成而自创新面，终至东坡所谓“不古
不今，稍出新意”境界。现代以来，由于时势所
迫，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务，一切向西洋学习，
倡导“美术革命”，打倒传统，“革王画的命”，实
则革“士人画”之命；近百年来，随着“士人”（古
亦称“君子”）之淡出历史舞台，“士人画”已遭
灭顶之灾，几无后继者，悲乎！主流“士人画”
之命被“革”，别出之“文人画”由于与现当代西
方注重个性、强调创新之艺术精神契合，风云
际会，而大行天下，现当代艺苑画家、名家、大
家几乎全以徐渭、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

为宗，于“文人画”一系精耕细作；成就虽斐然
可观，然纵观中国数千年主流画史，再看20世
纪中国画，就定性而言，毕竟是剑走偏锋，别子
为宗。

然于此“别子为宗”现象，亦有例外，就鄙
人浅见，20世纪对晋唐宋元明清主流“士人
画”持同情态度，深入理解、孜孜以求并成绩卓
著者，黄宾虹、张大千等而已，皆称大家，而今
默躬先生为人为艺，若起东坡于地下，必曰：

“真士人画也！”如此，20世纪“士人画”又添一
重镇。默躬先生画艺何以可称“士人画”？有
两点支撑：一是人为“士人”，二是画“以复古为
更新”为本质特征。前者为后者之前提，如戴
醇士《画絮录》反复曰：“如若真想作士夫画，求
其所以为士夫者。”谓默躬为“士人”，言其具士
人情怀与精神也。细考默躬先生平生学问、
行谊，与古所谓“儒行”若合符节，不迨多言
也。如默躬书画鉴定极精，“解放前四川的几
个大军阀王赞绪、刘文辉等，常请他去鉴定书
画，并欲授以高职，让默师作他们的幕僚，都被
默师直言峻拒了。只有解放后，人民政府为
他在四川省文史馆安排的工作，他才接受了”。

再考与默躬平生交往深笃者，有“蜀学”
大师廖平之弟子、经史大师、“蜀学”传人蒙文
通者，受儒学“以复古为更新”深刻影响是必然
的；再从上文援引黄宾虹弟子王伯敏致默躬
信中所云“宾翁去世倏忽两载，艺林痛惜，但识
其画者不多，引以为憾耳”中不难见出，在黄宾
虹画艺尚不为人所识时，默躬即表现出对其

“士人画”之卓识，实乃心心相印故也；又默躬
与张大千交往甚深，大千才华横溢，一生行事
高调，画学自心仪明清文人画（尤其是八大山
人、石涛等）至“不做文人画家”，而上溯晋唐宋
元诸大家（主要是南北宗与敦煌壁画），与古人
血战，最终创新出独具特色的泼墨泼彩画风，
成就卓著，为20世纪“艺苑宗师”，谢稚柳说

“中国当代画家，张大千数第一”；默躬长大千
16岁，深厚学识深为大千敬服，“大千平生飞
龙在天，光耀艺苑，士之时者也；默躬与之正好
相反，潜龙在渊，默言躬行，士之隐者也；宾虹
则介于二者之间，见龙在田，士之任者也。

就默躬现存绘画作品而言，“以复古为更
新”体现在“复古”与“更新”两个方面，“复古”
即集古之大成，既包括唐宋元明清之“士人画”
主流传统，又包括明清以来别出的“文人画”传
统。此孔门之教也，如《孟子》曰：“孔子之谓集
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
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
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
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
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默躬山水、花鸟、
人物兼擅，且无一不精，尤以山水为著，宗宋元

“士人画”，以学黄公望、王蒙等专门，兼宗“文
人画”巨擘石涛等；花鸟取明清以来逸笔草草
之“文人画”法；人物长于佛像，溯源六朝，皆斐
然成章者也。下文仅就其山水画稍作展开。

在集古之大成方面，曾默躬1924年《临范
中立夏日山居图》扇面是现存较早者。现存
默躬1935年《临元代黄潜山水》长卷为其“抗
心师古”力作之一，自跋云：“乙亥二十四年仲
旾临黄潜画法，其恣肆沉潜处，开西庐一派，除
董华亭以淹润胜，尤有未逮，顾其作品在有明
一代极鲜，以先生不屑以画传，故知者甚罕。
晴窗点染，抗心师古，留待来日参证焉。默行
者并记于武曲禅林。”黄潜为元末明初画家，号
冰壶外史，画史无载，赖现存其元至正十二年
（1352）秋《临黄公望富春山图》以传，清高士奇
《江村书画目》“永存秘玩上上神品”条著录该
画：元黄冰壶富山图一卷（亦载《江村销夏
录》）。民国时，该画曾为张大千收藏。默躬盖
因此画识冰壶画学渊源传派，谓其“开西庐一
派”（“西庐”亦称“西田”，为王时敏晚年所筑别
墅，王时敏晚年号“西庐老人”），却“不屑以画
传”，实情亦如此。由此足见默躬学识渊深。
默躬临此画时53岁，以临作与原本相较，可见
非足本，而是截取局部临之，有“六经注我”意
味。最让人感到震撼的是现存默躬所临被誉
为“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富春山
居图》卷，自跋云：“此黄大痴《富春山居图》真
迹，故宫藏有两本，影印者有四湖社月刊、有正
书局、延光室三处。印者是一个本，尤以延光
室者毫发无遗憾为最，此本余昔肯订为真，即
兹卷所临之本，商务印书馆所印参加伦敦中
国书画古物展览本，此橅本伪本也。其中间
有所取，余于去秋命四弟期远临《山居》真迹四
次，颇得子久秘契，略与点定存于家中。此卷
从壬午三十一年冬月朔日起手，每日临池，未
尝虚懈，至今癸未三十二年元月三十日止，告
竣。然不过痴老画此卷岁月十分之一，古难
而今易，岂可怠乎？人事倥偬，空袭时惊，暂记
岁月，用存观省。大儿毅弘于役雅安。四弟
期远、二儿景伊、大女璲、小女璚侍砚。

将集古所得带入自然山水（即“造化”）中
体会、印证，让古人、自我与造化相契相知，是

“士人画”学习过程之要义，姚最“学穷性表，心
师造化”、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论，“米
家书画船”“董氏书画船”等让人艳羡不已之画
苑典故，皆此义。默躬亦如此，如《葱翠可掬
图》自跋云：“写彭瓘诸山，葱翠可掬，读宋元各
家率写。”“士人画”之最高境界为“师造化”之
后的“师心”，即摆脱古人、造化之束缚，“一超
直入如来地”，直抉“性体”，至“性体”朗现境
界，“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眼前无
非生机”，无意于创作而创作自显，信手拈来，
左右逢源。王绂《书画传习录》所云：“外师造
化，未尝定为何法何法也。内得心源，不言得
知某氏某氏也。兴至则神超理得，景物毕肖，
兴尽则得意忘象，矜慎不传。”

总而言之，曾默躬先生山水画主要师法
董源、巨然、荆浩、关仝、范宽、郭熙、二米、曹知
白、黄公望、王蒙、黄潜、王绂、石涛等，进而“师
造化”，终至“师心”妙境，为“以复古为更新”之

中国传统山水画学主流“士人画”嫡派正脉，其
成功是学而知之，集古更新而成家，正如其题

《山深落图》轴时所云：“学者试看吹毛剑，盖千
锤百炼而后成。”曾默躬常说，我们每做一件
事，都要有“千秋万岁”的想法；又云，书法第
一、绘画第二、篆刻第三，其木强之气，亦足有
动人可观之处。（本文节选自《中国美术》，
2013年10月，有删减。）

引言：欧阳修留下的问题
在书法史上，《龙藏寺碑》评述始见于北宋欧阳修

（1007—1072）《集古录》的两段记载：
右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不著书人名

氏，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隋开皇六年建，在今镇

州。碑云：“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世子，左威卫将军、

上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

公、金城王孝僊奉敕劝奖州人一万，共造此寺。”其述孝

僊云：“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然北齐、周、隋

诸史不见其父子名氏，不详何人也。

又，右隋《龙藏寺碑》，齐张公礼撰。龙藏寺已废，此

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门，书字颇佳，第不见其人姓名尔。

碑以隋开皇六年立，后题“张公礼”，犹称“齐”。按周武

帝建德六年虏齐幼主高恒，齐遂灭，后四年，隋建开皇之

号，至六年齐灭，盖十年矣。公礼尚称齐官，何也？嘉祐

八年九月廿九日书。

同时欧阳修也留下一些疑问：一是《龙藏寺碑》立碑
时间与齐官张公礼矛盾的问题；二是立碑者王孝僊身世
的问题；三是《龙藏寺碑》书风与初唐书家书风关系的问
题；四是关于碑文书写者与撰写者关系的问题；五是《龙
藏寺碑》位置迁移的问题。这五个问题也成为后世学者
争论的焦点。其中前两个问题，清人已经解决。清代学
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指出：“碑文金城王孝僊，
欧阳永叔、赵子函以为齐、周、隋诸史皆无之。以予考
之，盖王杰之子孝僊也。《周书》杰：金城直城人，宣帝即
位，拜上柱国，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僊，大象末，
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碑书‘僊’为‘ ’，盖字体之偶
异。传不云袭鄂国公，则史之阙也。其仕隋为恒州刺
史，在《周书》固不当载，而《北史》亦未增入，此为阙漏
矣。”钱大昕认为，“僊”是“ ”之异体，恒州刺史就是王
孝僊。今人汪庆正也认为“此论颇确”。

关于第二点，撰文者齐官张公礼与《龙藏寺碑》立碑
时间的冲突问题，清初顾炎武、朱彝尊、孙承泽等人已经
讲得很清楚。这是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反映了当时“君
子不忘故国”的士大夫气节。顾炎武《日知录》记载了

“书前代官”这一文化现象：“书前代官陶渊明以宋元嘉
四年卒，而颜延之身为宋臣，乃其作诔，直云‘有晋徵

士’。真定府《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立，其末云‘齐开
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而
犹书齐官。”清代顾炎武（1613—1682）《金石文字记》讲
得更为透彻：“碑为隋开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
孝僊立，而其末乃云‘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
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犹书齐官。盖君子之能不
降其志，而其时之人亦不以为非也。”清代朱彝尊《曝书
亭集》也指出：“公礼仍书齐官，君子不忘其故国，于称名
见之矣。”清初孙承泽（1593—1676）《庚子销夏记》也有
解释：“至碑立于开皇六年，齐已久灭，而张公礼犹称齐
官书者，不以为嫌，当时不以为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
纪也。”可见在当时，“书前代官”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
象。

在《龙藏寺碑》研究中，《龙藏寺碑》艺术地位及审美
风格、碑文书写者与撰写者、龙藏寺碑位置变迁与龙藏
寺演变等问题至今犹有争论。

—、《龙藏寺碑》价值与审美风格的历史评述之辨析
从欧阳修评述此碑以来，明清书家多有评议且略有

差异，今按顺序分类剖析。
欧阳修《集古录》认为《龙藏寺碑》“字画遒劲，有欧、

虞之体”，更多的是从考古和文献角度来记载而没有对
其书风做过多探讨。我们能够看出在欧阳修眼中，此碑
艺术地位低于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作品。明代丰坊
（1492—1563）与欧阳修思路相似，其《书诀》云：“张公礼
中楷《隋龙藏寺碑》，颇似庚永兴。”

受欧阳修影响，一些金石学家和学者对此碑进行关
注。南宋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卷三》只是简单
记载该碑为“张公礼撰，开皇六年十二月立”。明代都穆
（1458—1525）关注的重点并非碑刻书法艺术价值，其
《金薤琳琅》云：“见殿前一古碑，其趺已没土中，读之乃
公礼文，盖寺在隋名龙藏，欧公误寺废，与碑在常山府
署，盖未尝亲历其地故误书耳。”都穆提及此碑为张公礼
撰，且没土中，又臆断欧阳修没有亲自来此地勘察碑刻
（事实上，庆历四年八月欧阳修在河北为官一年有余）。
可见，《龙藏寺碑》在明代中期也没有引起太多重视。顾
炎武《金石文字记》云：“《龙藏寺碑》张公礼撰，正书，开皇
六年十二月……其书‘践阼’为‘践祚’，‘何人’为‘河人’，

‘伽蓝’为‘伽篮’，‘怀’为‘坏’，‘五台’为‘吾台’，则理之
不可通者，疑为后人摹刻之误。惟其大书‘齐官’则必非
后人所加也。”因碑刻中的错别字（或异体字）甚多，竟然
怀疑《龙藏寺碑》是后人翻刻的。可见，在顾炎武眼中，

《龙藏寺碑》价值不高，只有那行带着官职称谓的落款是
真迹。清代朱彝尊（1629—1709）《曝书亭集》只是肯定
了欧阳修的记载，指出了撰文者张公礼“君子不忘其故
国”，以及碑的位置变化，“则嘉祐间碑犹在寺外也”，没
有提及《龙藏寺碑》的艺术价值。该碑的艺术价值并没
引起朱彝尊的太多重视。

可见，都穆、顾炎武、朱彝尊并没有从书法艺术角度
关注《龙藏寺碑》，只是从文物和文献价值角度进行了记
载。其中，顾炎武对该碑略显贬斥态度。欧阳修、丰坊
虽提及此碑艺术价值，也指出其与初唐名家相似之处，
但从其表达方式来看，可以断定在欧阳修、丰坊眼中，

《龙藏寺碑》虽然具有较好的书法价值，但与初唐名家相
比还差一截。后人的认识略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欧
阳修对《龙藏寺碑》书风与其在书法史上意义的开掘，起
到了奠基性作用。

对《龙藏寺碑》评价的提升始于明代赵崡（1564—
1618？）。赵崡《石墨镌华》讲《龙藏寺碑》：“碑书遒劲，亦
是欧、虞发源。”明确指出了《龙藏寺碑》对初唐欧、虞书
风的引领作用，为《龙藏寺碑》地位升高做出重要铺垫。
可惜的是，赵崡此评没有得到同时代书家的响应。直到
清初，孙承泽又将这种观点从“欧、虞”扩大到“唐初诸
人”，进一步推动了《龙藏寺碑》地位的升高。《庚子销夏
记》云：“其书方整有致，为唐初诸人先锋，可存也。”孙肯
定了《龙藏寺碑》的艺术价值“方整有致”和历史价值“为
唐初诸人先锋”。其后，黄云、査慎行进一步阐释孙承泽
的观点，将“唐初诸人”转化为“初唐四家”。査慎行
（1650—1727）以此碑“得法欧、虞、褚、薛前”，《敬业堂诗
集》中有《周桐野前辈以〈隋龙葳寺碑〉拓本见贻二首》，
第一首盛赞正是由于欧阳修《集古录》的记述，才使得此
碑得以流传。第二首讲《龙藏寺碑》的艺术价值，肯定了
该碑与“初唐四家”书风的相似之处以及该碑对初唐书
风的先导作用。

由此可见，清初在孙承泽、黄云、査慎行的评述中，

《龙藏寺碑》从对欧、虞两家书风的引领拓展到对初唐楷
书名家的引导。黄惇先生充分肯定了该碑对初唐楷书
的影响：“《龙藏寺碑》，用笔清健，结体疏朗，有文人雅士
冲和婉丽之气质……隋时的石刻充分地展示了这一时
期的书法风貌，且开启了初唐楷书的新格局。”方传鑫也
认为该碑对初唐名家有较大影响，同时强调了对褚遂良
的影响最大。在为《龙藏寺碑》作序时，方传鑫讲：“通观
此碑……绝无六朝碑刻墓志险峭之习气，初唐书家如虞
世南、欧阳询都受其影响，特别是褚遂良的书法在笔和
结字上更是接近《龙藏寺碑》。”

如果说欧阳修的记载有对《龙藏寺碑》评述的开创
之功，明末清初这几位名家使《龙藏寺碑》引来了人们的
关注、推动了其地位的提升，那么对《龙藏寺碑》价值开
掘作出重大贡献的则是清代中期著名书法家王澍
（1668—1743）。王澍《虚舟题跋》讲：“《隋龙藏寺
碑》……书法遒劲，无六朝俭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
之治，帮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
实通达时变之言。”王澍此处“虞、褚之体”当为欧阳修

“欧、虞之体”之笔误，也反映出王澍认为此碑更接近虞、
褚，而非欧体，纠正了欧阳修和前人对其风格的判断。
这种看法为清末杨守敬（1839—1915）所阐明，其《平碑
记》云：“细玩此碑，正本冲和处似永兴，婉丽遒媚处似河
南，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杨守敬明确否定了欧
体与《龙藏寺碑》书风上的传承关系。此碑有“瘦劲宽
博”“正本冲和”“婉丽遒媚”三个重要特征。因而杨守敬
认为此碑对初唐书风尤其虞、褚书风有先导作用，其《学
书迩言》云：“隋代混一南北，其书法亦有整齐气象。《龙
藏寺》《贺若谊》已开虞、褚之先声。”朱关田在对《龙藏寺
碑》风格界定上也承袭王澍、杨守敬之说，认为此碑与欧
相离，而与褚、虞二家风神相近。王澍称赞《龙藏寺碑》

“遒劲”“无六朝俭陋习气”，说明该碑胜过六朝碑版，又
称“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则高
度肯定了《龙藏寺碑》对唐初书风转向起到的引导作
用。王澍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历史大势来看书法史，通过

《龙藏寺碑》风格走向论及时局和时代书风，充分显示出
集政治家与书家为一体之非凡的艺术史观，并进一步演
绎为后世书家的三种观点，将于下期展开论述。

碑帖之间：《龙藏寺碑》审美价值的历代评述及文化争议之剖析（上） □ 颜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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