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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大民营博物馆——金刚
博物馆新年之初盛大开馆，全馆面
积约 2 万平方米，包含近现代大师
馆、油画馆、古代石雕馆、海上画派
馆、雕塑馆、翡翠馆、精品翡翠馆、文
房古玩馆、玻璃艺术馆、临展馆等十
大展馆，定位集展览、学术、收藏于
一体；拥有书画、雕塑等各类珍稀藏
品 4 万余件。其中，近现代大师馆
展示了五十余幅书画作品，它们出
自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举足轻重的
10 位大师之手，他们分别是林风
眠、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潘天

寿、齐白石、李可染、吴昌硕、傅抱
石、黄宾虹。他们以各自的艺术追
求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异彩纷呈的
绘画作品汇聚成中国近现代绘画的
煌煌气象。

海上画派馆也是该馆的亮点之
一。展示陈列了从清末民初到当代
的五十多位海派艺术大家的经典作
品，这些作品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上
海的中国画传承发展的脉络。此
外，博物馆还将在临展馆引入国外
一些知名大师的画作。

谢媛

上海最大民营博物馆开门迎客

汇聚齐白石等大师作品

珍稀藏品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
经过近17年的不懈努力，日前终于
完成了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
290 件竹木漆器类文物的保护修
复。其中包括一套距今约有 2500
年历史的战国早期漆床，这也是中
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结构
最完整的漆床。

修复完成的大型的彩绘漆床，
上面用不同颜色的色漆绘制了精美
的回首龙纹、蟠螭纹等纹饰。这套
漆床由45个构件组成，最长的构件
长达 3.27 米，最小的只有 26.5 厘

米。虽然在保护修复前考古人员曾
绘制了漆床的复原图，但由于漆床
拆成了散件下葬，而且至少在西汉
早期就被盗掘，漆床拼接复原工作
十分困难。

盛产大漆的成都是中国早期漆
器技艺的中心，长沙马王堆汉墓和
朝鲜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均制作于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漆器的保
护修复不仅能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
和漆器工艺，还能了解晚期蜀文化
的历史。

贺劭清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历时近17年

修复距今约2500年的漆床

漆床整体

“荣宝斋2018当代名家书法年
度提名展”之“书者心画——陈海良
书法作品展”，昨天在荣宝斋书法馆
圆满结束，此展是“荣宝斋2018当代
名家书法年度提名展”的首展，展览
展出常州籍书法家陈海良书法精品
六十余件，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王文章、吴为山、陈洪武、潘文
海、吕品田、常绍民、管峻、张旭光、
魏哲、朱培尔等众多知名艺术家到
场祝贺，并给予展览作品一致高度

的评价。来自全国各地数百位书法
爱好者前来参观展览，现场人潮涌
动、气氛热烈。

陈海良现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国书法院创作部主任，作品
曾获首届、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七、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
三、四届全国正书展全国奖，二届行
草书大展一等奖等九次大奖。先后
在江苏省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中国
美术馆等地举办15次个展。老九

荣宝斋书法馆展出——

常州籍书法家陈海良作品

白居易诗三首

陈海良

书

圆雕满工的大型玉雕《龙腾中华》，
是中华玉雕史上一件颇具震撼力的代表
性作品。2017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这
座专门为常州天宁宝塔度身创作的独山
玉鸿篇巨制，由来自河南南阳的宛派制
玉名家尚涛，携常州企业家徐光全、管冬
梅、黄政，捐赠给“神州大佛塔”。

《龙腾中华》采用 1.8 吨独山玉原
石，由宛派玉雕代表性传承人尚涛、中国
玉雕非遗传承人仵海洲、河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刘晓强、河南省玉石雕刻大师徐
双兴等 8 名玉雕大师，历时近 5 载精雕
细琢而成。这件作品除了玉材资源稀缺
昂贵、原石体量巨大和制作工艺精湛等
特点外，更重要的是作品立意高远。“玉
必有工；工必有意；意必吉祥。”那呼之欲
出的九龙造型，象征华夏九州炎黄子孙
合力向心，九九归一，向着民族复兴的伟
大目标奋勇前行。同时，常州古称“龙
城”，乾隆赐书天宁禅寺“龙城象教”，作
品以龙腾喻之，对于常州人民，特别亲
切，特别振奋。

《龙腾中华》利用独山玉的原石形态
和天然色泽，顺色立意，贴近自然，焕发
其独特光彩；采取浮雕、透雕、镂空、线刻
等多种雕刻表现手法，因材施艺，变暇为
瑜，彰显玉石之美。整件作品既体现出玉
雕北派的雄浑大气，又兼具南派的含蓄
精致，全篇贯通，气势磅礴，浑然天成。作
品全篇贯通，气势磅礴。除九条祥龙外，
作品正面崇山峻岭中的松竹图案，表示
政通人和，万古长青；巧色巧雕的日晷，
表达九州儿女追随太阳的步伐，向着伟
大目标前行；毛笔、书简等寓意魁星点
斗，代表上下五千年的祖国文化。作品背
面的长城、丝绸之路等图案，象征“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寓古老以崭新时代内
涵。完工后的成品高 1.3 米，宽 1.5 米，厚
0.7 米，重达 1.2 吨。据行家分析，这么巨
大的体量，这么上乘的品质，再加上这么
精彩的雕工，在当代独山玉乃至整个玉
石雕刻行业都十分罕见。

天宁宝塔，不但是中国佛塔之最，也
是世界佛塔之最。作为盛世之塔、文化之
塔、传世之塔、旅游之塔的天宁宝塔，被
誉为“世界佛教文化博物馆”。《龙腾中
华》成为天宁宝塔的永久藏品，是古老独
山玉文化的一件盛事，更是常州人民文
化生活的一件大喜事，寓意新的历史形
势下，常州将以独有的玉石精神开创崭
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龙腾中华》
当之无愧为天宁宝塔新的镇塔之宝。

王蓓 傅平/文 张海韵/摄

链接

独山玉与“宛派玉雕”
独山玉出产于河南南阳独山，又

名南阳玉，系我国四大名玉之一。独
山玉多彩艳丽，迥别于其他玉种，白、

红、黄、蓝、紫、绿等主题色和数十种
过渡色，使其傲立玉林，赢得了“南阳
翡翠”的美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有“ 南 阳 有 豫 山 ，山 山 出 碧 玉 ”的 记

载。南阳玉雕随独玉开采，始于殷商
时期，兴于汉、宋、元，后继晚清，在创
作理念上博采众长，融汇了苏 、杭等
南 派 婉 约 细 腻 的 艺 术 流 派 及 北 方 宫

廷大气厚重的工艺特点，并继承发扬
了明清近代玉雕的精华，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艺术风格。因南阳古称“宛”，
业界称之为“宛派玉雕”。

——天宁宝塔藏品大型玉雕《龙腾中华》赏析

立意高远的华夏九龙图

尚涛（前）在讲解《龙腾中华》玉雕的技法

《龙腾中华》正面 《龙腾中华》背面

点翠是我国传统的金属工艺和羽毛
工艺的完美结合，先用金或镏金的金属
做成不同图案的底座，再把翠鸟背部亮
丽的土耳其蓝色羽毛仔细地镶嵌在座
上，制成各种首饰器物。点翠历史之悠
久，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

据说，翠羽必须从活的翠鸟身上拔
取，才可保证颜色之鲜艳华丽，翠羽根据
部位和工艺的不同，可以呈现出蕉月、湖
色、深藏青等不同色彩，点翠的羽毛以翠
蓝色和雪青色为上品，加之鸟羽的自然
纹理和幻彩光，整件作品富于变化，富丽
堂皇又不失生动活泼。

点翠工艺的发展在清代乾隆时期达
到了顶峰，现代所见的点翠工艺饰品绝
大多数都是清代流传下来的精品。清末
民初，点翠逐渐被烧蓝工艺取代。1933
年，因点翠翠羽鸟毛已经绝市，中国最后
一家点翠工场终于关闭，这项传统工艺
几乎失传。现代，随着人类保护动物和环
保意识的提高，开始探索用鹅毛、丝带等
多种材质替代翠鸟羽毛制作点翠首饰。

西文

——中国珠宝七大
传世手工艺（6）

点翠：最有
“活力”的手工艺

“大林问道”名家系列作品珍藏
展，1 月 13 日至 3 月 18 日在常州大林
禅寺展厅展出。此次共推出“花言鸟
语·润江南”吴门画派泰斗张继馨先生
花鸟画作品珍藏展、北京师范大学潘
晓云教授花鸟画作品展，“沧海寻泉·
大林问道”江苏理工学院刘海粟艺术
学院院长汤洪泉教授山水画作品珍藏
展，“水木清华·大林问道”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林书杰老师书法小品雅集四个
展览。

93 岁高龄的张继馨先生出生于
常州，是享誉全国的花鸟画大家。他
19 岁拜著名画家、“吴门画派”传人张

辛稼先生为师，70 多年来坚持传承吴
门写意花鸟画之血脉，以现实主义的
手法为人们呈现了一个烂漫纷呈的绘
画世界，先后在国内外举办展览60多
次，出版专著 60 余部。他的作品融中
西而贯南北，工写皆能，艺术风格卓然
独立于神州花鸟画画坛。

潘晓云教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画高研班花鸟画专业导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客座研
究员。他按照中国画品评标准系统研
习，认真解读古人的作品，从宋元明清
经典结构入手，笔法坚实，墨色醇厚，
韵致空灵，力求展现纯正而精微的新

文人花鸟画。
汤洪泉教授现为江苏理工学院刘

海粟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水墨画学会理事。他苦学传
统，博采山川；广学先贤，收为己用。读
他的作品，能发现他对山川特别是对
江南的景致，情有独钟，对于艺术的新
形式更是不断探索。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林书杰，现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老师，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他擅长书法、国画、篆刻创
作和理论研究，书法作品超然脱俗，亲
近自然。

周茜 散石

大林禅寺展出——

“大林问道”名家系列作品

①张继馨作品
②潘晓云作品

③汤洪泉作品
④林书杰作品① ②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