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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动态

刺桐翰墨颂辉煌
泉州市书法展举行

本报讯 作为泉州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系列文艺活动的首场展览，“刺桐翰墨颂

辉煌——泉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书法展”日前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泉州市书法家创作的书

法作品130多件，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样。

笔墨间饱含着炽热的创作激情，展现出书法

家纯熟的创作技法，是艺术家们祝福国家繁

荣昌盛的生动表达。参展作品集中展示了近

年来泉州书法艺术创作的新成果，展现了泉

州书法家良好的精神风貌。 （记者 洪亚男）

福建青年艺术家
雕刻作品展正式展出

本报讯 由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福建

省海峡民间艺术馆、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

研究会主办的“青蓝门径�福建青年艺术家雕
刻作品展”日前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举

行，并将持续至8月18日。

本次展览汇聚了寿山石雕、木雕、陶瓷、

刺绣等艺术门类，聚集了11位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及其新一代传承人，汇集了艺术家们近年来

的倾力之作，其中既有传统雕刻的经典范式，

也有时代精神的创新成果。（记者 李自涌）

丰泽区美术家协会
举办“河山颂”作品展

本报讯“河山颂——庆祝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丰泽区美术家协会作品展”8月16日

起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

据介绍，本次展览面向丰泽区美协全体

会员征集优秀作品，并从中遴选出57件。作

品种类繁多、题材丰富、流派纷呈、各具风格，

既有传统笔墨和当代精神的中国画，也有制

作精致的漆画和色彩绚丽的油画、水彩画，极

富闽南特色的人文风情和悠悠古韵。其思想

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代表了近年来

丰泽美术创作的较高水平。（记者 李自涌）

泉州举办
家庭书法邀请展

本报讯“书法传家风 翰墨话家训——

泉州市家庭书法邀请展”本月14日起举办，

并将持续至本月18日。

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13户民盟盟员

家庭的近30幅优秀书法作品，参展人员既有

夫妻、父子、父女，也有一家三口、祖孙三代。

参展作品形式多样，篆隶楷行草五体具备，主

题突出，充分展现了泉州民盟书法家和家庭

成员的创作水平和风貌，也生动传递出“书香

世家”“翰墨因缘”“以文化人”等家庭传统美

德传承有序的浓浓情怀。 （记者 李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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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梁祝”陈三五娘传说
的艺术演绎

有闽南“梁祝”之誉的“陈三五

娘”传说，是明清以来流传于闽南、

潮州等地的脍炙人口的民间爱情

故事。传说宋时，泉州书生陈三送

哥嫂广南赴任，途经潮州，逢元宵

节，在灯下遇黄九郎之女五娘，互

生爱慕。富豪林大，贪五娘美色，

贿赂媒婆李姐谋取。黄九郎趋势

贪财，应允了这门亲事。陈三从广

南回来，路经黄家绣楼，五娘投以

荔枝手帕，以心相许。陈三为接近

五娘，装扮成磨镜匠来到黄家，故

意打破铜镜，卖身为奴。后经丫环

益春相助，陈三得以和五娘相会，

互诉衷肠。此时，林大已经下聘。

婚期临近，陈三带五娘和益春深夜

逃奔泉州。行至中途，陈三被官府

抓捕，幸得哥嫂相救，始得获释，并

与五娘有情人终成眷属。

自“陈三五娘”传说诞生以来，

历代的民间故事、歌谣、戏曲等层

出不穷，情节模式也不断翻新。

在莆仙戏、高甲戏、

潮剧、歌仔

戏 等

地方剧种曲艺里，“陈三五娘”都是

十分重要的题材。据不完全统计，

在泉州南音2000多首曲子中，和

“陈三五娘”传说有关的就有200

多首。2014年，文化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公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

目名单，“陈三五娘”不负众望，位

列其中。

“陈三五娘”始于历史故事，后

来演化为戏曲，戏曲故事又使民间

传说更富传奇色彩，堪称闽南文化

的重要载体，它也因此成为了艺术

创作的不朽题材之一。这其中，最

为著名的莫过于杨夏林、孔继昭、

张晓寒三位大家合作的《陈三五

娘》连环年画系列。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工笔重

彩画因色彩艳丽、描绘物象精细、

主题内容通俗等特质，引起了国家

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

从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

文化部下发了开展“新年画”创作

工作的通知，众多优秀的工笔重彩

画家积极投身到年画和连环画的

创作中，在当时极大促进了中国年

画与连环画的艺术品质，创作数量

也出现了井喷状态。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福建人民出版社精心策

划，专门委托闽籍书画大家杨夏

林、孔继昭、张晓寒三位老师，以

《陈三五娘》为蓝本创作同名连环

年画。接受委托后，三位老师便以

极大的热情与专注度来完成这批

作品，图1便是该套年画的原稿，

形式为四条屏16幅图画，前后历

时一年有余才宣告完成。作品通

篇追求从内容到形式的民族化，汲

取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绘画语言

之精髓，故事情节严谨而富于变

化，从视觉上呈现了高潮迭起的戏

剧性瞬间，为我们展开了陈三

五娘的爱情故事篇

章。该套作

品 将

三位作者的艺术创作优势集中体

现，无论是人物情节的安排，抑或

古典人物的勾描、亭台楼宇的塑

造，均布置精密、经营得当。画作

于构图上借鉴结合了远、中、近景

互补，人物的主次、情节、动态都表

现得非常生动；人物环境通过雅致

重彩的描写，位置得宜，充满生活

气息。该套作品完成后，由福建人

民出版社在1955年发行第一版

后，当即引发巨大轰动，之后被收

录于《中国年画连环画集锦》。要

知道，当时《中国年画连环画集锦》

丛书的出版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它

将年画和连环画发展史进行了认

真的梳理，把每个发展时期的经典

作品都进行了一一收录。其中既

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家精品，也有

极少面世的稀世珍品，包括程十

发、任率英、董天野等一代大师的

作品皆有收录，堪称一部融资料

性、艺术性、经典性、收藏性于一体

的经典作品集。不得不说，《陈三

五娘》连环年画作品的创作是十分

成功的。

除了完整呈现整部传说内容

的作品外，《陈三五娘》里的部分剧

情也经常被单独拿出来作为创作

对象。如著名画家凌虚、郑慕康于

1955年合作的国画作品《绣楼投

荔》（图2），以及德化一代瓷雕名师

陈其泰所作的瓷塑作品《陈三磨

镜》（图3），这两件作品便串联起了

《陈三五娘》里十分重要的一段剧

情——“五娘投荔定情，陈三为奴

三年”。陈三为追求自由的爱情，

甘愿从官宦子弟屈身为工匠，可称

一片至诚至真的痴心。

这里再介绍一件中国美术家

协会理事陈政明创作于上世纪80

年代的《续荔镜记》立轴（图4），作

品描绘的是陈三五娘夤夜私奔逃

出牢笼，奔向自由，来到河边，主仆

憧憬着未来幸福的情景。黄五娘

决意与封建礼制决裂，与心爱的人

远走他乡的举动，不知感动了多少

人。画家在作品里将那位亭亭玉

立、似有所盼的少女形象烘托得淋

漓尽致，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

象空间。

可以说，有闽南人的地方就有

“陈三五娘”的传说。它依循古今

海上丝绸之路向海内外传播，演化

为全球闽粤人所共有的文化记忆，

并由此演绎成大量的戏剧、南音曲

牌，且融入书法绘画、工艺美术等

艺术形式中，无不诠释着人们对其

的由衷喜爱。 （记者 李自涌）

图4陈政明《续荔镜记》图2凌虚、郑慕康《绣楼投荔》

本报讯 由政协泉州市委员会

主办的“新时代 新泉州——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暨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书画摄影展”8月16日起在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并将

持续至8月23日。

本次展览以市民喜闻乐见的书

画艺术形式，紧扣“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递新时

代精神，推出泉州市当代书画摄影

名家的书法、美术、摄影佳作120多

件。这些作品主题鲜明、积极向上，

讴歌了70年来泉州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人民政协工作取得的巨大成

就，表达了作者们爱党爱国爱人民

的满腔深情。 （记者 李自涌）

何锦龙《习总书记用典》 陈伟平《洞庭长岛联》陈荣凯《致敬祖国》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气

息浓厚，包括收藏家在内的不少人心

情浮躁，疲于应酬和其他杂事，很难静

下心来从事学习和研究。对于知识，

有的人满足于一知半解，如蜻蜓点水；

有的人浅尝辄止，并不想去深究。对

个人的发展来说，这些情形都是不利

的。

在这个方面，一些古代收藏家为

我们树立了典范。比如与江苏著名学

者潘祖荫并称“南潘北陈”的陈介祺和

晚清大收藏家龚心钊，他们都有一股

“认真劲”。

陈介祺是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古

文字学家和古文物收藏家，以收藏毛

公鼎而闻名天下。他广泛涉猎各种文

化典籍，对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

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尤酷爱金石

文字的搜集与考证。他搜索文物，潜

心研究，探其渊源，考其价值，分门别

类，建库收藏。陈介祺对金石古玩善

于鉴别，喜爱收藏，治学严谨，勤于著

述，多有创见，写出了《十钟山房印举》

《封泥考略》《传古别录》等30多部金

石学著作。

龚心钊对待文物收藏的最大特

色，在于其精致考究、古朴典雅的包

装。无论是书画还是各类文玩精品，

他皆予以精致包装、精心题签。作为

文人的雅玩与收藏活动，这些无形中

展现出了他的深厚学识与审美素养。

龚心钊对于收藏品的考证，亦可称一

绝。龚氏笃好文物，但他不像一般收

藏家那样仅止于收藏，每收精品他必

加以潜心研究，考证其来龙去脉。

收藏是个“体力活”，得付出辛劳

和汗水，因为市场纷繁复杂，艺术品真

赝难分，你必须经常访企业、跑市场、

入基层、近藏家，了解文物艺术品市场

发展态势，把握市场脉搏，要做到这

些，没有体力是不行的。收藏更是一

个“脑力活”，正因为收藏的水很深，所

以需要收藏者认真学习，积累知识，打

好基础，提高去伪存真的能力。这就

需要付出大量的脑力劳动，依靠智慧，

付出心血，坚忍不拔地去探求、研究和

辨析。

每当看到有藏友在艺术展现场如

饥似渴、如痴如醉地观展，每当遇到热

爱学习研究的藏友和古玩商人，笔者

便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从事收藏，

就要有这种“认真劲”。

社会在不断进步，大量知识和信

息需要我们了解和掌握。在这个瞬息

万变的时代，你若不能很好地贴合时

代变化，最终会被淘汰。任何时候，我

们都不要认为自己的知识已经足够，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放下学习的脚

步。像陈介祺、龚心钊等古代收藏家

那样，认真地对待收藏，抱着研究和学

习的态度投身于收藏，而不是仅仅做

一个藏品的“搬运工”和“保管员”。只

有锲而不舍地走下去，做到深入其中、

收有所学、藏有所研，才能成为一个真

正的收藏家。 （尼松义）

艺坛

走笔学学古代收藏家
的“认真劲”

新时代 新泉州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书画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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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聚焦

郭宁《刺桐古城》

陈立德《荷韵》

江松《初日照高林》

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稿本

图1杨夏林、孔继昭、张晓寒《陈三五娘》连环年画

图3陈其泰《陈三磨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