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铁时代看丁德源《红梅春晓》

! ! ! !

沪宁城铁开通后，让长三角区域

进入了“
!

小时生活圈”，如何向沿线

旅客展示“大常州时代”的龙城风采？

日前，中国美协会员、我市著名画家丁

德源为常州火车站贵宾室创作了一幅

山水巨画《红梅春晓》，文笔挺拔、红梅

怒放、太湖潋滟、以灵动水墨挥洒常州

地域特色。

推开贵宾室的大门，迎面可见《红

梅春晓》高踞整墙。该画长
"

米、高
#$%

米，装裱后尺寸更达到
&

米
!'$'

米。

整幅画融具有地方特色的常州景点于

其中，将位于传统江南水乡的“灵气、

雾气、水汽”，在宣纸上发挥得淋漓尽

致，大气之中见精神。

整幅画颇有“时尚”感，层次分

明、虚实结合，将重心压于下方，着

重刻画文笔塔、红梅阁等地标建筑，

而将开阔的太湖水面、起伏的山峦

作为相对虚一些的远景画于上半部

分，富于动感的水面则展现着常州

人心胸的开阔和对外的包容。水墨

淡雅，格调高雅，笔触时而狂放不

羁，时而冷静描摹，如作为体现“红

梅春晓”精神的主角红梅，在画中姿

态倔强，仿似正在不屈地舞蹈；右下

角的
#

棵千年古柏，与传统大画里

松针点勾不同，粗看是一团墨，仔细

看却可发现其苍劲有力的残枝，在表

达传承与沧桑的内涵之外，更对比出

基座掩映于红梅丛中文笔塔的雄伟

与秀丽。此外，在色彩表现方面，除了

如火的枝枝红梅之外，大片的点染绿

色，除了增加画面灵动感之外，也渲

染出绿到江南的意境。

“拿出手的，要是一幅代表常州艺

术水准、有时代感、能体现画家责任心的

作品。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常州的精神气

质———自古以来都是刚柔并济，虽有艳

色而无软骨，平和而不排外。”

丁德源觉得，能够用自己的画在公

共场合展示常州的文化特色，他很自豪。

创作的过程中，构思远比作画时间

要长，他的小稿画了七八次，最终才由市

长王伟成拍板决定要画红梅公园。“的

确，纯艺术与纯写实都不行，我这幅画最

大的特点就是用大写意的手法画中国山

水。这也是近几年来我画的最大的一张

画。多年的积累，正让我处于艺术创作的

勃发期，生活观察与个人情感的融合，在

我看来，风光也要表达思想。”

据悉，尽管丁德源已浸淫中国画多

年，但为了画好这幅画，他曾像小学生

一样，每天背着小包，带上小板凳，拿上

干粮到公园写生，光是画文笔塔，就在

其中奔波了许多天找了无数个角度。真

正开始画时，他又一连将自己关在市文

联的画室中
#(

多天，连饭都没到食堂

吃过，“我还采取了三关政策呢———关

门、关机、关心！”有的局部细节，他甚至

画上了数十遍，“画得手都举不起来”。

丁德源有着四十年西中绘画学习

史，近
)*

年致力于中国画的探索、继承

和创新，其山水系列、水乡系列、都市系

列等三大主题系列作品，在互补、交融

中，逐步形成了带有时代精神的艺术语

言和鲜明个人面貌的作品风格，引起学

术界及国外展览交流机构的关注和兴

趣。“传统的中国画也要有个性，我将一

直探索下去。”他如是说。

何嫄
!

文 张海韵
!

摄

悦 赏

收藏絮语

!

谢玉清

赏

石

重拾往日那份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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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极好下军棋，凡我下过的军棋都

被好好地封在箱子里，至今也存了
!**

多

副军棋了。但是，即便再宝贝，也难免有疏

忽。很遗憾，有几副军棋在屡次辗转中，有

的破损了，有的甚至丢失了。而今我已成

家立业，闲暇时会陪棋友下两局，偶尔小

心翼翼地翻看宝贝，爱人总在一旁打趣：

“你现在倒是有些做研究的架势嘛，就是

不知研究来有何用？”每听至此，我都但笑

而不语，只是真心喜欢，却未曾想过把事

情变得严肃起来，还是随缘吧。

在这些宝贝中，有一副父亲早年送

我的“陆海空军战棋”，可惜其中
!

枚棋

子和棋盒早已不知所踪，只留得
&+

枚棋

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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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破损的棋盘。我每次拿出来端

看，都觉得棋子上那有些模糊的刻字让

人捉摸不透，“它来自哪里？”“它走了多

远？”这样的问号总在我脑子里回响，因

为整盘棋子都是繁体，而且的确已有些

年代了，当年也曾问过父亲，父亲只知道

家里一直就有的，至于如何得来也早已

忘记，时间太久了。

也许真的是缘分，一次有位广东棋

友托我办事，我无意在网上看到上海一

位叫陈速的老先生写的回忆录《旧上海

的几种新棋类》，在这篇文章中，他回忆

了自己七、八岁时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

见过的几类棋子，这其中就包括“陆海空

军棋”，老先生说大概是抗战胜利后二到

三年，他在上海福煦路、同孚路（今延安

中路、石门一路）路口一家“五洲文具店”

购得“目前在弈道上已难见到的陆海空

军棋”，此棋“棋盒绘着飞机、兵舰，两军

对垒，图案五颜六色，十分精致。盒内盛

着代表海、陆、空三军各种兵力的红蓝二

色棋子，共七十枚”，又说“盒上印有‘无

锡陆铁民发明’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两行红字，这才知道它发明较早，当初也

许申请过专利”。

令我惊奇的是，陈老所言棋子的外

形、数目、名称、玩法以及棋盘注册商标

等信息均与我这副棋完全相符，更令我

欢喜的是，他的发明者竟是江苏无锡县

人。我查了史料得知，无锡县曾在解放前

隶属于常州市，而棋盘下方印制的“中国

棋子公司”听说创办于民国
!&

年前的上

海，最关键的是，棋盘本身印制的竟是民

国旧版的中国地图（
!+%"

年前的民国地

图含外蒙，却没台湾），由此可推断，此棋

至少在
!+%"

年之前就应该存在了（
!+%"

年台湾回归中国版图）。

我虽曾猜测过此棋年代久远，但从

没想过它的缔造者竟然与我的家乡有此

等渊源，小时候因一时兴起留下的东西，

而今倒生出这许多的意外收获，每思至

此，我都觉得心里满满的。我虽然还很年

轻，但总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

往复循环，实不该太急功近利，过分强

求，只需按自己的心意，不违背自然，生

活最终会给你惊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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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宫里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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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少年宫二期建设基本结

束，绿化工作开始全面展开。大家都说园

无石不秀，希望在中庭草坪上放置一块

太湖石。于是我们负责基建的一帮人，在

一个相对空闲的日子直奔盛产太湖石的

宜兴而去。在车上大家十分兴奋，七嘴八

舌议论纷纷。有的说要觅一块山形石，有

的说要寻一块象形石，有的认为关键在

于体量硕大，有的则坚持要皱透漏瘦。我

只是听，不作声。因为我知道寻访石头往

往是不随主观愿望的，觅得佳石要靠运

气，没有石缘，再好的石头也会失之交

臂。我只是希望不虚此行，能够选购到一

块比较符合青少年特点的石头，便心满

意足了。

刚进入宜兴境内，便看到公路两旁

竖立着许多大小不一、姿态各异的太湖

石，令我们目不暇接，这是石商们招揽顾

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我们按捺不住，急

切下车，扑进石头堆，围着一块又一块石

头细细品读起来。然而不一会儿，大家就

充分体验到选石头不是一件易事。远远

看着十分惹眼，到近处却发现是拼接起

来的；正面看着非常可意，背面却又都是

凿磨的痕迹。也有一些原生态的石头，但

不是体量不够，就是造型欠佳。好在沿着

公路两边长龙般排开许多石头，不断给

我们希望，召唤我们耐着性子挨家挨店

看过去。就这样边走边看，不知不觉已经

走了四、五公里。转眼到了正午，大家汗

流浃背，又渴又饿。我便建议暂告一个段

落，找个地方用餐。这时却见前方三十米

处一位老汉，急切地直向我们招手，喊我

们去看他的石头。大家都疲惫不堪，了无

先前的兴致，个个东倒西歪不愿向前，都

说看了那么多石头都没有挑到，他那里

也未必就有中意的。但我却有些心动，一

是缘于老汉的态度，眼巴巴的，满眼恳

切，不去看看似乎过意不去，二是因为吃

过午饭也许就不回来了，说不定就错失

了美石，还是去看看吧。

老汉笑逐颜开，不断向我们推荐。太

湖石不少，但却没有什么有品位的，草草

环顾，便一目了然。老汉见我们要离开却

拦着不让，说后面园子里还有精品。我们

不太相信，但在店家的再三恳求下勉强

前去。刚进园门，我们居然眼前一亮：不

大的园子里端放着三、四块太湖石，其中

靠围墙的一块极具轩昂气概，高近
%

米，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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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厚
!

米有余，石肤嶙峋，造型

别致，如同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只见它

双翅紧紧地收敛，让人联想到高高飞翔

靠的是坚定信念；又见它利爪有力地扣

住岩石，让人相信暂时的栖息，是为了又

一个新的开始；再看那高昂的头颅，雄浑

的体魄，凌厉的眼神，一扫抑郁与惆怅，

让人分明感受到凛凛威风和冲天豪气。

这不正是青少年志存高远、向往蓝天、不

飞则已、一飞冲天的象征么？这块太湖石

竟然与我们所思所想如此契合，似乎就

是为我们所准备，令所有的人激动不已。

这块形似雄鹰的太湖石现在就置于

少年宫中庭，举首昂胸，屹立山巅，在苍松

的映衬下，显得那么矫健、洒脱和豪迈，用

它非凡的气概激励着每个来少年宫的青

少年：把辽阔天空作为目标，把茫茫苍穹

作为舞台，敢于梦想，勇于搏击，让心飞起

来，目标总在更高、更远的地方。

夏日炎炎话藏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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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我来说说扇子的收藏，主要

针对团扇和折扇。

团扇的收藏，一般是除去了扇柄，

将扇面装裱后，加以收藏。因此，团扇

的收藏只是团扇面的书画收藏而已。

笔者曾鉴藏到清代名画家任薰的团扇

《佛像》和《紫藤》。前者活佛栩栩如生，

一只灵猴伴其参禅修行，画面动静结

合，生动活泼，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精

品。后者写于光绪四年（
!-.-

年），半

面为画，紫藤生气勃勃，满枝开花；半

面赋诗，深沉含蕴。两幅团扇，画面简

洁明快，功力不凡。

任薰（
)-'%/!-+%

年）字阜长，别

署舜琴，室名怡受轩。浙江萧山人。

从小随兄任熊（
!-0'/)-".

年）学习

绘画，又一同移居上海，卖画为生。

初以人物画见长，传承画宗陈老莲

（洪绶）的夸张风格；中年后，专门画

花鸟，笔意清秀，素来在画坛享誉极

高。他的绘画作品
)**

多年来，一直

为中国画收藏者所喜爱，海外博物馆

收藏“四任”（任熊、任薰、任颐和任

预）的书画，首选画家任薰，其次为任

颐（伯年）。因此，任薰的绘画精品，

价格极高。

同时，笔者还鉴藏到沙馥的团扇

《人物》，画面的人物表情和眼神，较好

地继承了传统，并有新创造。

沙馥（
)-')/)+**

年）字山春，江

苏常州人，是著名画家马仙根的弟子，

其画学甚深，笔致妍秀，创作的人物、

花卉，无不精妙。

在团扇上绘画写字，我国唐代已

经相当流行。在新疆阿斯塔那的一座

唐墓里，出土了一把木柄绢质的团

扇，扇面上绘有花卉。唐代著名画家

周 在《簪花仕女图》中，画了一位贵

族妇女，手执绘有牡丹的团扇。古代

的男子也用团扇，在唐代永泰公主墓

和李凤墓的壁画上，就有手执团扇的

男子。晚清以来，团扇变成女性的专

用品了。

唐、宋、元、明代的团扇收藏品，笔

者曾在上海博物馆欣赏到，但是，在众

多的藏友交往中，从未见过，看来，已

是我们普通收藏爱好者可望不可及之

珍品了。

折扇的产生，要比团扇晚得多。据

《南齐书·刘祥传》记载：司德褚渊“以

腰扇障日”。《通鉴》注：“腰扇即折叠扇”。

至于何时在折扇上绘画写字？宋代

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称：自己曾藏有

章伯益的草虫折扇扇面。元代的郑之友

曾写过一首《题赵千里聚头扇》的诗，说

明宋代宣和年间赵千里曾在折扇上绘

画。至明代永乐年间，因皇帝喜其卷舒之

便，命令内府大批制作折扇。在明成祖倡

导下，折扇开始广泛流行，随之，扇骨、扇

面的制作也日趋精良，且各有名家产生。

到了清代，折扇大发展，官员、文人频繁

使用。而且，折扇不仅是夏天生风凉的工

具，当其手执一扇，打开收拢，或是佩带

在身，或是藏于袖中，就能表露其人格，

流露其情绪，此时此刻，扇子成了相互交

流感情的工具。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明代

宣德帝御笔描画的一把大折扇，这是我

国现存最早的带有完整扇骨的折扇。

笔者曾鉴藏到清代沈丹 的折扇扇

面《绿树远 图》)见图*。沈丹 ，名忠，

字德方，号丹 。江苏吴江人。工山水、人

物、花卉，精鉴赏，兼精医理。这幅扇面是

对江南水乡自然诗境的抒写，展现的石

桥翠柳，扁舟荡漾，茅屋农舍，仿佛一切

浸润在一片水乡之中，水使所有景物都

变得空朦灵动、透逸滋润起来。这幅精

品，让人百读不厌。

许多藏友对折扇的收藏，开辟了专

项，如父子扇、兄弟扇、师生扇、梅花扇、

状元扇等等，不一而足。而笔者致力于名

家的十二生肖扇的收藏，至今仅鉴藏到

金梦石的鼠、李芳园的牛、沈一斋的羊、

熊松泉的虎、戈湘岚的马和杨笑柳的猴。

这是
&

位名家在
)+%%

年的精品之作。尚

有龙、鸡、犬、蛇、兔和猪
&

个生肖扇面书

画不知流向何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收

藏憾事。

收藏折扇扇骨也是一种乐趣。笔者

鉴藏到一柄清代竹扇骨，由名僧竹隐画

稿，赵德桢篆刻，阳刻留青，一侧是双婴

斗蟋蟀，一侧是双婴踢球图。人物形象

生动，神态逼真。另一柄竹扇骨系清代

著名画家朱 弟子宋海（石年）墨色手

绘，一侧为《池塘清趣图》，一侧为仿写

吴仑书“吉羊”。画面洒脱随意，书法古

朴苍劲，不愧为名家之作。还有一柄象

牙扇骨，扇股达
'*

之多，无疑为仕女所

用。象牙呈现细致木纹纹理，小股薄如

纸，在灯光、阳光下照看，其肌理毕现，让

人爱不释手。

无意收藏
! ! ! !

搞收藏很不容易! 既要慧眼识

珍!更得机缘巧合"几乎每件好的收藏

品的背后都有一段苦苦寻觅的故事"

但也有一些人! 并不刻意去收

藏什么! 却能在不知不觉间积攒很

多东西"

一位朋友买到新房后!忙着装修

了一年多" 装修完毕!便很兴奋地带

我参观"他领我在各个房间转了好几

圈后!又特意将我领进厨房" 在一尘

不染的厨房里!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

炊具和餐具!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在参

加一个小型的厨房用品展示会"朋友

说!这些东西将大派用场!他的新居

将会成为一帮好友饮酒聊天的乐园"

以后几年里! 我曾几次去他家

做客" 每次的饭菜都很丰盛!但全是

从超市买来的熟制品"他所做的仅仅

是用起子打开一个罐头瓶!或者把熟

肉切片盛盘!最麻烦的也不过是把一

些食物略微加热一下" 做这点事!一

口炒锅就够了! 根本用不着其他炊

具" 事实上!朋友的那些炊具都成了

摆设" 朋友和妻子工作很忙!应酬也

多!在家的时间本来就少!哪还有兴

致研究做菜+ 直到现在!朋友的所谓

拿手菜还只是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另外有一位朋友是文化人! 对炊

具餐具不感兴趣! 他喜欢往家里搬的

是书和碟" 听到有人说某张碟或某本

书不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买来看"看

的时候! 若被书中的一些妙语或碟中

的某个片段打动! 就会觉得这书或碟

充满思想和技巧! 于是在看过几遍之

后仍不想丢弃!决定留着日后再看!为

的是今后能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 可

是!他的书和碟越来越多!新的还看不

过来呢!哪有工夫重温旧的+重温那些

旧书旧碟的时候! 往往是一不小心就

买了看过的书或碟!似曾相识地看着!

最后终于想起来家里就有这书这碟!

也终于明白自己在不断购买# 不断补

充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遗忘"

收藏家乐于收藏!既可陶冶情操!

也能谋点经济利益" 我那两位朋友没

有这些想法!他们无心收藏!买那么多

炊具餐具#书和碟!仅仅是因为出于自

己需要!需要用炊具餐具招待客人!需

要用好书好碟来提高自己"

他们只是不明白! 好东西就像女

孩们的漂亮衣服! 看上去每件都很实

用!但拥有的多了!每件衣服穿在身上

的机会就少了!更多时候!它们只能被

寂寞地挂在衣柜里"

丁德源艺术简介

收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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