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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地的艺术家们，太讲“个性”了。

由清至民，就在各地艺坛都在“抱

团”，京津派、海派、岭南派……一个地域

逐渐形成同一类或近似的艺术风格的时

候，闽地的艺术家们却在纷纷彰显自己

和同乡们的不同，汀州伊氏、陈宝琛、严

复、林纾、郑孝胥……他们形成了各自的

艺术面目，都相当鲜明突出，也难怪直到

今日，我们仍然感叹“闽地书画不成派”

了，闽地书画难以整理出何种“共性”或

“特点”，然而或许这样的“个性”，正是闽

地书画的最大“共性”——“各具特色”，

也是闽地书画的最大“特色”。

汀州伊氏的字是真正“自成一家”

的，从伊秉绶肇始，再到其子伊念曾，及

其玄孙伊立勋，那严谨精拓、劲秀古媚的

“伊隶”，得汉碑之浑厚沉实气象，令人一

见难忘。他们的隶书，金石味道老辣而

浓烈，结字、用笔无不个性鲜明，即使是

在隶书之外的楷、行、篆，也同样融入了

这样的方严而不刻板的书法特点，于形

式美中增添线条变化，这样的伊氏书法，

将严整的“金石气”激发出磅礴与生命力

的机趣。

陈宝琛的书法没有跟随晚清民国书

家的从金石碑刻追求强烈表现力和个性

的大流，同样从金石来，陈宝琛的书法取

法欧柳又融入唐碑，讲究精严与典雅之

风，被时人誉为“伯潜体”。特别是他的

楷书小字，当它们在扇面上铺展开来时，

每一个字都那么持重端庄，偏瘦长的结

体，又融入了冷然而恬静的趣味。

这难得的典雅华美气韵加入了唐碑

的金石味，像是冬日的白梅，细碎地散发

出来自灵魂深处的芬芳，绝无半分世俗

气，这便是“伯潜体”书法所生出的生命

力，如案头一缕沉香般绵长不绝。“书法

直追汉唐，海内之士，以得片纸只字为

荣”，并非过誉之词。

陈宝琛的书法风格很有个人特色：

儒雅瘦硬、秀逸中蕴冷峻。另一位闽籍

书家郑孝胥的书法，也同样别具一格。

沙孟海曾评价郑孝胥的书法：“可以矫正

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

的颤笔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作

品，有精悍之色，又松秀之趣，活像他的

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郑孝胥自己也曾说：“字之疏密肥

瘦，随其意态以成其妙，执死法者必损其

天机。”郑孝胥的书法确实有着“意态之

妙”，结字上收下放，清刚凝练之余特别

注重笔画之间的轻重对比，即便是仅仅

一字之间，也很有韵律感，整体观之更是

奇姿灵动、生趣淋漓。

比起郑孝胥书法的“由帖入碑”，严

复的书法则一如既往地坚守着“帖学”气

质，他的书风延续了“二王”的精神。特

别是严复的行书，行笔刚柔并济，讲究流

美秀逸、规范精妙，飞动之中又通过笔画

的粗细变化和字之间的呼应保持了细劲

端庄的气质，机趣无限。严复自然不是

一位职业的书法家，关于他的印象，更多

的人会想到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

堂，以及《天演论》。

在严复之外，同时期的闽地还有一

位出色的翻译家，他就是林纾。两位翻

译家意外地在艺术上都保持了“传统”，

严复坚守“帖学”，林纾则是延续了“四

王”的余绪。

“画故求肖古人，尤以能变古人，方

为名家”“作画须循古人轨范，不当落古

人窠臼”——这是林纾在《春觉斋论画》

中的观点，他在自己的创作之路上，同样

坚持了这样的原则，他的绘画以山水为

主，在图式上基本保留了“清初四王”的

特点，却又有自身的面目。而作为一位

极富文学功底的传统文人，林纾的自题

画诗也成为他的绘画作品中一个不容忽

视的亮点。“画理之精微，画学之博大，非

区区一家一派所能尽。”

没有派别、只有个性、充满包容——

这大约就是闽籍书画能够不断焕发生机

与光芒，并发展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吧。 （垂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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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春图

作 者：陈子奋
尺 寸：105×49厘米
创作年代：1955年
题 识：一九五五年春日陈子奋写于福州
月香书屋
钤 印：陈子奋印（白）、月香书屋（朱）、渚
凤（朱）
拍 卖 会：福建东南拍卖2018秋拍
专 场：翰墨集珍�中国书画
拍卖时间：2018年10月28日
估 价：7万元-10万元 （李自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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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精彩开展

本报讯 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国

美术家协会、福建省文联、龙岩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生态龙岩�红色闽西——全国中国
画作品展”日前在龙岩市美术馆展出，共展出

292幅国画作品。

本次展出的作品，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

备和严格的初评、复评，从全国4000多幅参赛

作品中脱颖而出，涵盖了闽西红色文化、客家

文化、生态文化等多种主题，凸显了“古田会

议精神”以及“美丽家园”建设成就和改革开

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记者 李自涌）

北京故宫馆藏文物
复刻展举行

本报讯 日前，“故宫馆藏文物复刻展”在

福州开幕，展出北京故宫馆藏的德化窑白瓷

复刻文物10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取材

于2012年发行的《中国陶瓷——德化窑瓷

器》特种邮票作品，分别为“白釉夔龙纹双耳

三足鼎”“白釉象耳弦纹尊”“白釉观音坐像”

和“白釉达摩立像”。

据介绍，本项目由故宫专家指导，知名设

计师设计，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行研

发制作。成品与文物原作高度契合，再现了

国宝的形貌、精髓和神韵。 （记者 李自涌）

福建漆画
赴贵州巡展

本报讯“材料与图式——2019福建漆
画全国巡回展�贵州站”近日在贵州美术馆展
出。本次巡回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

委员会学术支持，福建省美术馆、贵州美术

馆、福建省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主办。

本次共展出110件漆画作品，呈现福建

漆画的多元艺术面貌，是福建当代漆画艺术

在贵州的第一次整体展现。开幕当天，主办

方还举办了“中国漆画的形成及福建漆画的

教育发展”艺术讲座，闽江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郑鑫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记者 李自涌）

曾成钢雕塑作品展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讯 由中国雕塑学会、福建省文联主

办的“中华家园——曾成钢雕塑作品展”5月

12日起在福州举行。

曾成钢现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雕塑

学会会长、清华美院博士生导师，是著名的雕

塑艺术家。从事雕塑艺术数十年来，曾成钢

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果。此次来榕首展的

56组民族大团结铜质组雕，为曾成钢历时4

年8个月创作完成，以每个民族一男一女载

歌载舞的造型，表现了民族大团结的主题。

本次展览为期一个月。 （记者 李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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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画作为当代画坛的一门新生

画种，是从有着7000年历史的漆艺

艺术发展演变而来的，它是使用天

然漆来进行图案、人物等绘制的艺

术。漆画具有独特的美学品格，这

与大漆的特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想要充分展现漆画的艺术魅

力，不仅需要绘画者熟练掌握漆画

创作的技巧，还需要作者规范地使

用漆画艺术语言，体现了漆画创作

的独特艺术感染力，形成漆画独有

的艺术美，将漆画艺术的意境充分

呈现出来。

5月12日，福建东南春拍在福州

举槌，继续推出“古质今妍——当代

漆艺专场”，囊括了全国知名漆艺大

家的力作。从平面到立体，从器物

到观念，从中可以看到古今中外各

种艺术要素在漆艺中相遇、融汇与

升华的深度与广度。专场共有拍品

28件，成交25件，成交额200.1万元，

成交率89.29%。这里，让我们一起

来欣赏该专场中的几件重点拍品。

郑益坤《鹰》，尺寸60×60厘米，

估价25万元-30万元，成交价32.2万

元。这件作品以黑漆为底，灰、绿色

漆交织绘制滔天巨浪，黑褐色巨石

上有鹰站立，嘴爪坚硬如铁，居高临

下，转侧睥睨，雄视远方，钢爪扣紧

山石，羽毛迎风欲动。其中白色羽

毛主体以蛋壳贴就，疏密恰当，线条

流畅而富于变化，线条有力量感，鹰

爪、鹰喙与鹰眼均为螺钿贴就，实属

匠心之作。

苏国伟《心曲》，尺寸100×100

厘米，估价16万元-20万元，成交价

25.3万元。作者擅长人物题材漆画

作，其人物作品画面构图自由活泼，

有较强的张力，对人物的五官及皮

肤的刻画细腻独到，层次丰富，具有

浓郁的生活气息。画中吹笛女子源

自福建惠安女形象，具有极强的地

域风土之感。

崔俊恒、黄山合作《梨花蜜》，尺

寸90×90厘米，估价20万元-30万

元，成交价25.3万元。大漆与各种

装饰质材为现代漆画提供了无与伦

比的丰富材料，几千年积累的传统

漆艺又为现代漆画提供了无限丰富

的表现手段。在这之中，蛋壳是现

代漆画创作中的重要材料，肌理上

如同陶瓷般的“开片”生动丰富，具

有极强的可塑性。在《梨花蜜》中，

大面积的蛋壳运用极富形式感。画

面上满溢盛开的梨花，被蛋壳的白

净衬托到了极致，显得非常清新和

灵动。在这背景的烘托下，画面中

的少女同样身着白衣向观者走来，

四周浓密的树枝交织成无数的“之”

字形色带分割画面，使得画面更有

耐人寻味的意境。

郑智精的《关雎》，尺寸120×90

厘米，估价11万元-13万元，成交价

14.95万元。画中少女温文尔雅，长

衣裹身，衣服的肌理与质感也印衬

分明，襟边、领边和袖边以及流水衣

纹表现得细腻入微，将女子温婉沉

静的形象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装

扮得更加清秀和娴静。人物大胆构

置于背景中，焦点突出，符合现代人

的审美观念。观者除获得怀旧的时

间感，还获取精神上全面的张力，被

那些丝毫毕现、精致入微的形象与

技巧所折服，弥漫其中的沉静与静

寂氛围尤其动人，完美呈现出浓郁

的东方韵致和情调，渗透现代美感，

更形成其冷峻、深刻的写实主义风

格。

汤志义的《莲香荷韵》，50×50

厘米，估价10万元-15万元，成交价

12.65万元。在这件作品中，以红黑

二色的强烈对比为基调，与战国楚

漆器艺术既深邃、幽远、虚玄又斑

斓、缤纷、悦目的色彩风格一脉相

承。画面中白色的莲花静静盛开，

是他寄寓对时间和生命的感怀，将

抽象形式导入情境表达，于丰富与

单纯两级形成视觉张力，令悠渺的

生命气息与气韵从作品中透溢澄

明。

郑琦玮的《行者》，尺寸115×50

厘米，估价3.3万元-3.5万元，成交价

3.795万元。作者吸收敦煌壁画中的

色彩元素和中国意象精神的表现手法

相融，通过自身的艺术内化、碰撞、重

构、抽象，形成姿态优美、饱满浑厚，有

着强烈视觉效果的艺术作品。

福建作为漆画艺术的重

镇之一，其创作历史比

较悠久，近年来得

到了社会

各

界的广泛重视。福建省文化部门对

于福建漆画的传承和发展工作也非

常重视，为福建漆画艺术的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艺术家在一起交流和学习，为

福建漆画艺术的创作及探索适合福

建漆画发展的艺术风格，实现福建

现代漆画艺术追求的目标都做出了

努力。另外，福建漆画在发展过程

中重视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利用

本土文化特征，赋予漆画艺术特

殊的艺术魅力，运用民间艺术元

素，突出福建现代漆画艺术的

地域特色，进一步推动了福建

现代漆画艺术的发展。并且

随着人们对漆画作品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其艺术和

市场价值得到越来越多

藏家的肯定，其也昭示

着福建漆画在市场

中凸显出来的生

机，令人十分期

待。（记者 李

自涌）

闽籍书画最大的
“共性”是什么？ 本报讯 5月6日至5月11

日，由福建师范大学主办、福

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承办的

“培根铸魂——福建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国家重大历史题材

创作草图展”在福建师范大学

旗山校区美院 2号展厅开

展。本次展览汇集了福建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老中青三代

十位画家创作的草图和完整

图景，共计62件草图与手稿。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

里”，诸多涉猎“重大历史题材

创作”的宏大叙事，都是从草

图开始，草图与手稿是最能体

现画家思想的一手材料，是创

作者的心血凝聚。如果说图

像是对历史的“诠释”，那么这

些草图与手稿便是一种画脉

的传承。这些历史题材画作

位列历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

创作工程”项目，且均被中国

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权

威机构收藏。（记者 李自涌）

古质今妍——当代漆艺专场撷珍

展览

播报

崔俊恒 黄山《梨花蜜》，25.3万元成交郑智精《关雎》，14.95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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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豫闽、王裕亮、李旭东《人民好干部》素描稿

尉晓榕、卢志强《沈括与梦溪笔谈》素描稿

林之耀《乌金闪烁�接班人》（之一）素描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