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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徐悲鸿与他的时代展”
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幕

本报讯 6月5日,“徐悲鸿与他的时代展”在江苏
省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作品200余件，主要依托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展出了包括国画、油画、
雕塑、版画、水彩等多种艺术门类的艺术作品。

展览以徐悲鸿为枢纽，管窥其所处时代的艺术生
态。反之，也试图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语境中观照
徐悲鸿，加深对其艺术思想和实践的理解。展览分为

“学派传承”“文源同道”两大单元。“学派传承”从“徐悲
鸿教育学派”的角度考察徐悲鸿艺术教育的实践、传承
及对中国20世纪美术发展的深远影响。“文源同道”以
徐悲鸿为源点，以与徐悲鸿写实主义艺术主张、改良中
国画艺术理想志同道合者为经纬，梳理徐悲鸿多领域、
宽视野的社会文化交往轨迹，呈现这一坐标系中不同
艺术家在20世纪中国美术由传统走向现代之路上的
多种探索，正是这些先辈的不懈探索，才共同绘制出了
异彩纷呈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发展的基本面貌。

据了解，今年3月，中央美术学院曾举办百年校
庆特展：“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引起社会
强烈反响。以此为切入点，江苏省美术馆又策划了

“徐悲鸿与他的时代展”，进一步推进徐悲鸿及20世
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

本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江苏省文化厅主办，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承办，同时得到
了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常

沙娜敦煌图案研究设计工作室等机构及个人的大力
支持，还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
项目”支持，将在全国6大城市的重要美术馆巡回展
出。江苏省美术馆是“徐悲鸿与他的时代”巡展的
首站。

主办方表示，江苏正在进行文化强省建设，需要
大力引进名家精品展，推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艺
术发展面临诸多新课题的今天，重新认识“徐悲鸿与
他的时代”，既是向勇于革新的前辈艺术家致敬，也是
对中国现代艺术的一次溯源寻踪。从广义上讲，“徐
悲鸿与他的时代”是他所生活的年代，其艺术发展的
复杂性并非一个展览可以概括；从狭义上讲，“徐悲鸿
时代”正是中国传统艺术转折、现代艺术萌发的充满
各种可能性和可行性探索的时代。

在展览中，人们可以体会徐悲鸿的为人处世、书
画艺术，也能看到吴作人、艾中信、冯法祀、孙宗慰、王
临乙、李斛、宗其香、李苦禅、李宗津、王临乙、王合内、
李苦禅、齐振杞、韦启美等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及他们与
徐悲鸿密切关系的文献资料。在“文源同道”板块，人
们还能看到以徐悲鸿为源点的一批探索求变的“新派
人物”和艺术先行者，包括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傅
抱石、陈师曾、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黄胄、常书鸿、
秦宣夫、李毅士、吴法鼎、司徒乔、王少陵、刘开渠、滑田
友、李桦、古元等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高 木）

“魅力中国城·曲靖·‘二爨’之光——全国爨体
书法名家邀请展”在曲靖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 鑫）为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党的十
九大会议精神，坚持“文化自信”，彰显书画艺术家的人文
关怀，丰富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共飨艺术盛宴。6月10

日上午，由曲靖市政府
主办、曲靖市第一中学
承办的“魅力中国城·曲
靖·‘二爨’之光——全
国爨体书法名家邀请
展”在曲靖市第一中学
开幕。

此次爨体书法展，
特邀中国书协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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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
究生导师李世俊作为
学术主持。展览集中
展示了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书法院特约研究员、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书法
创作院副院长康成元，广东省书协顾问、广州市书协顾
问、广州市文联委员、广州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周树坚，

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文昌市文联副主席、文昌市书
协主席陈其吉和曲靖师范学院名誉教授、二爨书画院院
长陈正义等4位爨体书法家的呕心之作，为广大爨体书
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好机会。应邀参展的书
法名家创作的艺术精品，让市民在分享艺术盛宴的同时，
提升了城市文化的品位。

出席本次展览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共曲靖市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付尔华，曲靖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曲靖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杨学智，曲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书记、
局长孙进周，曲靖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农发办主
任李生荣，中国“百强中学”曲靖一中党委书记、校长李
晶，曲靖一中党委副书记张世海，曲靖一中副校长付昆，
曲靖日报社副总编辑杨志刚，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科
长彭小飞，曲靖市美术馆馆长李永刚，爨文化博物馆馆长
王平永以及中国书法报社、中国书法杂志社、广东省书
协、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州市政协书画院、广
东南粤印社、海南省文昌市书协、云南省书协、云南大学
昌新国际艺术学院、曲靖市第一中学、曲靖市美术馆、太
一书院、爨文化传承馆、曲靖电视台、曲靖日报社的领导
及朋友们。

开幕式上，李晶在致辞中表示：“曲靖市第一中学素以
教育品牌闻名全国，多年来坚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将‘四
个自信’融入到整个教书育人全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
文化使命要求，充分发挥曲靖市爨文化博物馆作为专题博
物馆的展览陈列功能，更好地为艺术家服务，让更多的艺术
家走进曲靖、发现曲靖、表现曲靖，让广大中小学生和市民
朋友学习和传承城市文化精髓，着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系
统打造特色文化。聚合全国习爨研爨的艺术大家对曲靖独
特的城市名片做一次集中展示和提升，加快曲靖特色生态
文化旅游城市建设步伐，并特邀李世俊先生做学术主持，通
过其麾下主办的《中国书法报》《中国书法》等专业核心期
刊、主流媒体做系列宣传，让曲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增强
曲靖知名度、美誉度，推动‘文体旅、研学游’融合发展、深度
发展。”

随后，周树坚代表参展书家致辞，付尔华宣布展览
开幕。

下午3点，举办了“魅力中国城·曲靖·‘二爨’之光——
全国爨体书法名家邀请展”学术研讨会，李世俊担任学术主
持，周树坚、陈其吉、陈正义、叶炼勇、王平永先后发言。

◤研讨会
李世俊：曲靖历

史悠久、文化厚重，是
中原文化与云南少数
民族文化交融荟萃之
地，在 2000 余年沧海
桑田的历史变迁中演
绎出以“二爨”、堂狼、
铜商、民族风情等为主
的珠源特色文化，留下
了“南碑瑰宝”的《爨宝

子碑》，“神品第一”的《爨龙颜碑》，“二爨”是曲靖市一张响亮
的文化名片。才华与财富接轨，文化与市场结合，曲靖市以
爨文化为特色，能够打造出很多文化产业项目，当引起当地

政府的重视。
就书法艺术而言，“二爨”的笔法与结构既保留了隶书

遗韵，又融入楷体创新，在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程中具有深
远影响，堪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碑刻楷书的代表作，对当代书
法创作具有学习与借鉴意义。爨体字是中国古代稀有字
体，代表云南特色。“二爨”地处西南边陲，又处在特殊的文
字演变及书法艺术的发展时期，与中原北碑书风以及南朝
帖学书风均拉开了距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可谓独树
一帜。在多元审美取向背景下，临摹此二碑的笔法、结字，
取法其生拙意趣，形成个人书风，对当代书法创作有一定的
借鉴价值。学习研究“二爨”，是继承中国传统经典碑刻的
需要，对于全面认识中国书法，拓展书法艺术审美视域，都
有着典型意义。

周树坚：在康有
为先生的倡导和秦咢
生先生的实践影响
下，广东省写《爨宝子
碑》的人很多。前几
年我带了一群广州市
书画专业学校高研班
的学生来到曲靖专门
看《爨宝子碑》，从踏
入碑亭的那一刻就抑

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我的老师秦咢生先生写了几十年
都没看过《爨宝子碑》原石，对于我自己来说《爨宝子碑》
更是意义重大。开始跟随秦老师写“二爨”时，我写了一

阶段的《张迁碑》，它与《爨宝子碑》同样是方笔，所以开始
时我写的《爨宝子碑》都有《张迁碑》的影子，后来我临了
一阶段的《龙门二十品》，写过之后再写《爨宝子碑》就很
容易了。在2016年我办了学习班，从没写过书法的人，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就能写一手像样的爨体书法了。课程
结束后我们举行了专题展，以爨体写秦老诗词，引起了很
多的轰动。

我认为在全国推广《爨宝子碑》是很有必要的，贯彻
落实新时代关于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新要求就是我们的
责任，尤其是“二爨”在几千年发展中对我们全国书法水
平的提高、曲靖文化经济的繁荣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
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爨体书法协会，由专家引导全国习
书者学习“二爨”。

陈其吉：今天很荣
幸能够来到曲靖参加
此次研讨会，在此我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年
来我研习爨碑的体
会。20世纪60年代初
期，我学习唐楷、汉
隶，后来从事的是电
影、美工、海报等宣传
工作。80年代受广东

省老书法家秦咢生的影响，开始临摹《爨宝子碑》，后来我的
“爨体”作品入展很多次全国各类书法大展，并都获奖，我也就
一直坚持去研究和学习。我从秦咢生等一些写爨体的前辈

身上汲取营养，把他们每个人的特点糅合在一起，自然、潇洒、
笔法的吸收等，然后加入我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在我的创作
中追求圆、美、拙的趣味。《爨宝子碑》同时又具有汉隶的庄重，

“一波三折”，也有唐楷的方正，所以我还进行了《张迁》《礼器》
等诸体碑帖元素的实践，深度挖掘《爨宝子碑》的天真、稚拙、
谲诡。平常我的“爨体”作品写唐诗宋词比较多，唐诗宋词在
内容上就很有意境。《爨宝子碑》写起来比较慢，动感很强烈，
所以写的时候一定要心静，这样才能“慢”，书写的时候慢，笔
力才能渗透纸背。这么多年来，好多老师都建议我不要再写

《爨宝子碑》了，说写这个太难了，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爨宝
子碑》。我曾经写过一副对联，“与爨相伴，遗世无争”，《爨宝
子碑》给了我太多艺术的养分与精神方面的享受 ，我要穷其
一生研究它、推广它。

陈正义：首先，非
常感谢李世俊老师百
忙之中来做此次活动
研讨会的学术主持。
我看到《中国书法报》
上刊登了关于“二爨”
的精神内涵的深层次
的东西。“一世人、半
世爨。”能够在《爨宝
子碑》亭办展览我感

到很荣幸，向祖师爷汇报，表达我们对它的敬意。我和我的
学生就是这块碑的“守碑人”，我们尽最大的能力去研究好
这块碑，来到爨亭的名家很多，都给予我们指导。我也希望

社会给予支持，希望宣传部门和理论界给予支持，才能够上
升到理论、流派，才能将“二爨”碑的爨体流派发扬光大。今
天的展览活动也是我们“二爨”故乡的一件盛事。

“二爨碑”、爨文化，不仅是两块碑，岭东、岭南都喜欢爨
体，我们如何将“二爨”发扬光大，是需要共同努力的。有了
这个开头，将来我们真正能够把“二爨”作为一种课题也好，
作为书法流派也好，做更深入的研究。今年，我们国家基金
批下来了，叫做“西南少数民族爨体创作人才培训班国家基
金”。集中培训43天，主要是西南招生25人，请全国的专家
来讲，再通过一些关于书写“爨体”的展览，我看到“爨体流
派”的希望。我想，“二爨”的研究有理论的支撑，有专家的
指点，有一大批的追随者，它在书法界就是一块闪闪发光的

“钻石”。

叶炼勇：之前我的
文章有幸入选了曲靖举
办的“首届《爨宝子碑》
学术论坛”并被《中国书
法报》转载。在文章当
中提出了一个看法，“二
爨”是西南文化与汉族
文化交融的一个成果，
在南京出土了三个王羲
之家族成员的墓志，书

写风格跟《爨宝子碑》类似。而同时期西北部甘肃等地北凉
时期留下了很多的墨迹墨刻，也跟“二爨”有非常大的关联。
施安昌先生把北凉的这些墨迹墨刻称之为“北凉体”。我认
为这些书体形成如此类似的风格应当是有全国性或者整体

文化的渊源背景的。
其次，我想谈一下《爨宝子》风格在广东的流传。第一个

发现《爨宝子》的人是曲靖的知府邓尔恒，他的父亲是两广的
予总督邓延桢，是与林则徐一起在广州查办鸦片的。书法理
论家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派论》里讲到，“南派书家
长于启牍，北派书家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
通习”。他的以碑帖进行的南北书派论，在现代影响非常
大。而广东康有为先生就驳斥了阮元的说法，说这是忽略了
南方一些雄强书风例如“二爨”的碑帖的存在。康有为给予

“二爨”很高的评价，使之海内外扬名。除此外，还有画家赖少
其，将趣味、墨色变化融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书法家
秦咢生因为写“二爨”有名，国内外的书法爱好者都慕名前来
找他学习交流，受到了当时政府的重视。《爨宝子》的学习在广
东也是一代一代地传承。

王平永：在“二爨”
的研究深度上，我不如
各位专家，但我愿意用
真正的热爱去坚守
它。我工作了24年，守
护《爨宝子碑》23年，多
次接待到访参观的国
内以及日本、新加坡、美
国等汉学界的同仁。

“爨”字，“兴”字
头、“林”字腰、“大”字底下用火烧，从词源学意义来说，爨就
是一个动词，指烧火做饭。比如成语“分居异爨”，就是指兄
弟分家过日子。8年前，我在香港买到了一本台湾丁文江教
授的《爨文丛刻》，在20世纪30年代，功底非常扎实的学者，

已经把爨文化研究得非常通透了。丁文江教授的书回答了
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爨文化，第二爨文化的分布空间，第
三爨文化曾经是怎样辉煌的，又流传到了哪些地方。一本
小小的书，就把我们的困惑解释得很清楚。

真正让“二爨”碑对中国书法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康有
为。他对这两块石碑的碑文推崇备至，在康有为先生的《广
艺舟双楫》里面说《爨宝子碑》是“正书古石第一碑”。《爨宝子
碑》立于老庄哲学兴盛之时，因此，碑文文风受道家影响很
深，蕴含了《诗经》《汉书》等著作中的很多典故，需要有很高
的文学修养、古文水平的人，才能够读懂这388个字，可谓曲
高和寡。历史的齿轮已经碾过，但广大的曲靖人依旧对以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为代表的爨文化耳熟能详。如今
在曲靖市街头，爨体字比较常见，很多牌匾、店铺招牌都使
用该字体，又形成了新时代的爨文化。

“吴广诗书画印艺术回湘汇报展”
在湖南省文化馆举行

本报讯 由湖南省文化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全国公安文
联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吴法吴迹·吴广诗书画
印艺术回湘汇报展暨五体书曾国藩楹联展”，6 月
11日在湖南省文化馆展厅举行。

此活动由艺术展览策展人是曹隽平策展。参
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湖南省委原常委杨忠民
将军，湖南省政协委员朱建纲，中国美协理事、湖南
省美协主席朱训德，中国美协理事、湖南省画院院
长刘云，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龚旭东，中国美协会员、
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张青渠，湖南省文化馆馆长叶伟
平，娄底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谭清华，湘阴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蔡炜，湘阴原政协主席伏煌曙，湘阴
县宣传部汪令维，艺术家杨瑛、王云飞、田夫、张国
华、黎德良、胡超美、张朝辉、张晃林、李文波、盛勇，
深圳商会执行董事长刘竞成，深圳市松海装饰董事
长蒋光武，湖南省石塘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盛，
深圳市艺书坊文化公司董事长石玉莲，广东龙美达
董事长龚松林，湖南嘉龙置业董事长罗君，长沙雲
泉壹号董事长雲泉辉，长康笔业公司总经理欧阳玉
龙、诗人、戏剧家刘海阳，《艺术中国》主编戴慎崇、
副社长曾冬等领导和艺术家300余人参加。

“吴法吴迹·吴广诗书画印艺术回湘汇报展暨

五体书曾国藩楹联展研讨会”亦在该馆举行。研究
会由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曹隽平主持，参加研讨会的著名艺术家有：
鄢福初、龚旭东、张青渠、彭国梁、曹隽平、陈新文、
吴尚君、李正庚、吴志立、陈樵哥、江波、贺迎辉、丁
杰君、李莹波等，还有吴广老家湘阴的部分好友、艺
术家参加了讨论和发言。

会上，大家纷纷发言，气氛十分热烈。中国美
协理事朱训德先生坦言：“一个农家子弟，自修诗
书画印，坚持中国绘画的中和正脉，实为难得，这
不是大学、院校能教出来的人才，必然要经过家
庭、社会、地域文化的长期熏陶、积累和沉淀的。
读吴广的作品没有见他对少年艰苦生活的怨艾，
反而充满意境、阳光、聪睿和悠然，无不是呈现出
一派文人之风和浩然之气，从他的《人文百律》中
可见一斑！”

中国美协理事刘云先生认为：诗书画印既是
中国画的“要件”，也是中国画笔墨的“核心”，诗如
魂魄，笔如筋骨，墨如血肉……吴广的画中有诗，
书以诗存，自撰印文、辞条、词牌、曲牌，数以万计，
可见诗在他心中是何种地位，这在当今画坛是极
其少见的。因此，我相信他会画得越来越好，走得
越来越远！（赵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