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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93件漆画
入选全国美展
本报讯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漆画展区复评工作在厦门举行，共遴选出
314件入选作品，其中涵盖进京展出作品33
件（含获奖提名6件）。据悉，漆画展区开幕式
将于9月24日在厦门美术馆举行。
据介绍，本届全国美展的漆画展区收到
作品1853件，福建省共有93件漆画作品入
选。从入选作者总体情况看来，本届入选的
复评参评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人物画作品
数量增加，在整个参评作品中占比有较大提
升；二是作品呈现了在观念题材上的拓展，风
格形式多样。
（记者 李自涌）

福建举办闽艺匠心
雕刻艺术作品展
本报讯 由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福建

省海峡民间艺术馆联合主办，福建省手工艺
协会承办的“闽艺匠心雕刻艺术作品展”日前
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举行，吸引了众多
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
据介绍，本次展出的作品有陶瓷、石雕、
木雕等，共计50余件。作品散发着昂扬向上
的时代信息，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再现中国
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走上幸福
生活的光辉历程，充分表达“铭记历史，不忘
初心”的当下情怀，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上一份祝福。
（记者 李自涌）

泉州举办杨继农师生
国画义卖作品展
本报讯 昨日，由泉州市退休离休教育工

作者协会、泉州教育基金会特教专项基金会
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杨继农师生国画义卖作
品展”举行，并将持续至9月15日。
杨继农自小喜爱绘画，得泉州著名画家
黄紫霞亲授。任教之余，其潜心研习绘画，擅
长国画山水、花鸟的经营。在教师岗位上，杨
继农兢兢业业，退休多年，仍致力于艺术教
育，在国画教学上孜孜不倦，桃李满天下。本
次展览展出杨继农师生作品共八十多件，作
品尽数用于义卖，所得善款将全部用于山区
学校建设及贫困学子求学。 （记者 李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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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帆影

指缝宽，时间瘦，当天上的那轮明月
由缺向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即将到
来。对于这个寄托着中华儿女阖家共聚、
幸福团圆等美好愿望的佳节，历代诗词名
家皆有吟咏，流传至今的也多为人们所耳
熟能详。而在传世书法之中也有不少此
类佳作，如文徵明所书的《行书咏中秋》
“横笛何人夜倚楼，小庭月色近中秋。凉
风吹堕双桐影，遍地碧阴如水流”，林散之
题写的《中秋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
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
思在谁家”，赵朴初创作的《中秋调寄人月
圆》“思亲倍是逢佳节，翘首盼归期。年年
此夜，天清地爽，年年此夜，天清地爽，明
月圆时。何当共赏，笙吹同调，花发连
枝。愿同努力，因缘成就，兄弟怡怡”等
等，品赏之余，使人顿生出无限遐想与相
思之情。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对 图2南宋李嵩《月夜看潮》
中秋佳节的美好遐想都留给了艺术创
作。今天，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古代书画
名家笔下的中秋或赏月之作。

图4清代陈枚《月曼清游图》之“琼台赏月”

良辰美景话中秋
画家笔下各不同

直接表现中秋赏月场景的著名
画作，这里介绍四件，分别出自南宋
和清代。
天津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南宋
时期的《月下把杯图》，是著名画家
马远的传世精品（图1）。虽然只是
一开册页，然“小中见大”，笔墨之中
图1马远《月下把杯图》 颇见生动精逸之趣。描绘中秋美景
之夜，一轮圆月高悬空中，照耀天
地。在这美景之下，恰逢远方多年
不见的好友来访，这让刚刚还在睹
物思友的主人欢喜不已。只见主人
体态轻盈、举止文雅、面如春风，手
中把杯迎友，显得是那么的亲密愉
快。旁有四童仆，一侍立待唤，一侍
果备用，一侍酒小童正在回望另一
侍琴上台阶的半隐文童。整幅画面
虽只描绘主仆六人，然笔墨神态各
异，颇具生动真趣。作者还在画上
分别题写了“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
花前且把杯”“人能无着便无愁，万
境相侵一笑休。岂但中秋堪宴赏，
凉天佳月即中秋”两处诗句，借以表
达心绪。与马远同时代的著名画家
李嵩，也有一件非常精彩的中秋题
材画作传世，那便是《月夜看潮》（图
2）。“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
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
月中看”，这是宋代大诗人苏轼写的
《八月十五日看潮》诗。自古浙江一
带，除中秋赏月外，观潮可谓是又一
中秋盛事。这件作品所画的就是南
宋时临安（今浙江杭州）中秋夜观海
潮的情形。高悬的明月下，浪潮卷
图5明代唐伯虎《嫦娥执桂图》 涌成一条直线奔驰而来。江畔华美

艺术品市场
“静默期”
藏家适合做点啥

的平台阁楼上，隐约可见有人穿梭、
呼喊着。整个画面，没有堵塞的车
水马龙，也没有喧闹的人山人海，取
而代之的是远山江帆、月影银涛，一
幕祥和而又没有纷扰的景致。作者
以极为细腻的情感与笔触，描绘了
精妙的楼阁与粼粼江涛，很好地描
绘出了苏轼的诗意。

图3 清代郎世宁
《雍正圆明园十二行乐图》之“福海赏月”

清代的两件传世佳作，则主要
表现的是宫廷赏月的情形。郎世宁
绘制的《雍正圆明园十二行乐图》共
有十二幅，表现的是雍正皇帝与其
子女在圆明园内共享天伦之乐的场
景。该系列作品内容以12个月份来
展示，其中八月展现的是雍正皇帝
和他的家眷以及大臣们在圆明园福
海赏月的场景，一轮明月倒影水中，
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美好寓意
（图3）。而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宫廷
画家陈枚也绘有一册《月曼清游
图》，展示的是宫廷嫔妃们一年十二
个月的深宫生活。通过一幅幅生动
的画面体现了宫廷生活与民间生活
的密切关联，以每月的气候变化为
背景，描绘了宫女们随其女主人在
庭院内外的游赏活动。其中八月景
即为“琼台赏月”，只见图中高台耸
立，秋高气爽，桂子飘香。空中明月
如盘，众女或立或坐，凭栏赏月（图
4）。其上还有御题诗云：“石栏微冷
透冰纱，徒倚中宵玩月华。环佩风
清凉夜永，水晶宫里绿华家。峭寒
已切薄罗裳，云外风飘桂子香。指
点秋光含意处，遥空月色正苍苍。”
十分切题。
当然，中国人对中秋节的美好

遐想并不局限于直接的赏月场景，
还把最美好的故事给了月宫、嫦娥、
吴刚、桂树、白兔等，十分动人，也因
此成为名家笔下着重描绘的对象。
特别是中秋节正值农历八月十五，
此时的月亮是一年中最圆之时，人
们也常常把“嫦娥奔月”的美好传说
和中秋节的团圆之喜联系在一起。
唐伯虎就绘制了一幅精妙之作——
《嫦娥执桂图》（图5），只见嫦娥手持
桂花，神态温柔，飘逸清丽之态毕
现。尤其头部线条圆和流畅，勾染
得当。面容的设色，敷白色晕染，如
月色清凝，皎洁典雅。还有清代画
家冷枚的《梧桐双兔图》也是为中秋
而作（图6），画中绘梧桐二株，石缝
中斜出一株桂花。野菊满地，桂花
飘香，高大的梧桐树下，两只肥硕的
白兔惬意地在草地上嬉戏。兔眼用
白色点出高光，令眼神活灵活现顿
生神采。
可以说，以上述画作为代表的
传世艺术精品，很好地为我们还原
了中国古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习俗与
意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让我们共赏那
一轮明月，感受那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秋文化吧！ （记者 李自涌）

河山颂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丰泽区美术家协会作品展

图6 清代冷枚《梧桐双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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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迪虹《古韵悠悠》

作 者：董希源
尺 寸：134.5×66.5厘米
形 制：立轴
材 质：设色纸本
创作年代：1991年
题 记：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
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
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
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
只相似。唐人语句。岁次丁丑（1997）年夏
月于闽江畔祭酒岭，静远斋主人希源作并题
记
钤 印：希源（朱）、董（朱）、静远斋（朱）、
肖形印（朱）
拍 卖 会：台湾富德国际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2016秋季拍卖会
专 场：金秋映彩
拍卖时间：2016年12月24日
起 拍 价：3万元-4万元
成 交 价：6.73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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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赵朴初《行书毛主席“咏梅”句》（资料图）
每年的七八九三个月，火爆的 经纪人和拍卖公司的智慧，打造出
春拍季基本落下帷幕，而距离秋拍 琳琅满目的艺术盛宴，堪称一场斗
还有一段时间，艺术品拍卖市场迎 智斗勇的智力和财力比拼。因此，
来“静默期”。这段时间，拍卖公司 充分利用这段“静默期”，从春拍中
要么在忙着总结，要么已经开始在 搜寻近期市场热点、研习买家竞拍
为下半年的秋拍着手准备。因此， 策略、预判市场走势等，不仅切实可
无论是对于经常在拍场“厮杀”的艺 行，而且快速有效。
术品买家而言，还是习惯了“坐山观
其次，可以暂“别”市场，调整心
虎斗”的业界观察家来讲，或许会感 态。有研究认为，一直沉浸在同一
到寂寞。显然，市场的惯例常人无 种模式下，容易造成思维定式，对风
法左右，那么，这段时间适合做点什 险的判断力也会降低。艺术品拍卖
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市场作为艺术精品和大量资金的集
首先，及时从春拍中总结经 散地，表面上的数字的博弈，实际上
验。有位经常参加拍卖的收藏家朋 却是真金白银的比拼。长时间沉浸
友不久前曾感慨，“艺术品市场需要 在各种精品的诱惑和竞拍环境的刺
调整，收藏家的知识和思维也需要 激作用下，有的藏家难免做出不理
适时地跟进和调整，如此才能与时 智的竞拍。曾有国外研究认为，这
俱进，才能时时处于有利地位。”坦 也是造成艺术品市场“拍而不买”的
率的言语中，透露着对知识和经验 部分原因之一。收藏家应当运用好
的推崇。事实上，任何市场都不是 市场“静默期”，暂离“血脉偾张”的
一成不变的，艺术品市场同样如此， 环境，调整好心态，冷静地为下一步
而作为艺术品市场的直接参与者， 的收藏作计划。
收藏家无疑最具感触。不管是为了
最后，去博物馆补充养分。博
纯粹的收藏喜好，还是出于投资回 物馆作为优秀文化和典型器物集结
报的预期，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 地，不仅可以从中找寻知识亮点和
回报是每一位理性市场参与者的目 文物传承脉络，还可以查缺补漏，为
标。中国艺术品市场春拍季，集结 鉴证器物和判定价值提供最准确的
了全国乃至全球顶级藏家、艺术品 衡量依据。
（王国良）

曾诚聪《桃园三结义》
“河山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丰泽区美术家协会
作品展”近日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展览集中展出了
丰泽区美术家协会会员创作的58件美术作品，作品思想性、
极富闽南特色的人文风情，代表了
林志阳《清流出秋山》 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
近年来丰泽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记者 李自涌）

汪速清《水是泪波横山是目峰聚》

吴斌《一带一路之吴哥印象》

陈怀贵《闽南古厝系列——早春》

陈晓晓《萦绕》

卓少东《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