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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神与物质
生活——“乐享年华”！扫一扫，
每天好礼相送哦！

由上海博物馆与法国巴黎池
努奇博物馆共同策划与主办的“中
国芳香：古代中国的香文化”展，近
日在巴黎开幕。本次展览以时间
顺序为线索展开，通过上海博物馆
的 91 件（组）陶瓷、绘画、青铜等展
品和巴黎池努奇博物馆的 19 件亚
洲艺术收藏，110 余件精美的古代
艺术品，全面展示自战国时代至清

代末期的中国人如何用香与品香，
香如何融入皇室、庙宇和文人雅士
的日常生活。

香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既取其
芳香之味，亦有礼教之用，更是与上
苍神灵的沟通之物。本次展览首次
聚焦于中国香文化，观众将有机会
理解和探索来自古代中国的独特芳
香。展览将至8月26日。陆林汉

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如何用香与品香

上博香文化展走进巴黎

清乾隆景德镇窑胭脂地粉彩五供

战国络纹熏 汉凤踏龟座博山炉

在最近的伦敦苏富比拍卖
中，毕加索的《戴贝雷帽·穿格
子裙的女子》以 4982.7 万英镑

（约 4.33 亿元人民币）成交，这
也成为欧洲拍卖市场中价格第
二高的艺术品。此幅作品是毕
加索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情
人——“金发缪斯”玛丽·泰瑞
莎而画，然而不同于1932年初
遇玛丽·泰瑞莎时的《梦》那般
温暖、激情、热烈，这幅画生动
地展示了毕加索在随后五年间
的情感转折。画面中人物后另
一个人的剪影，暗示了毕加索
的新情人——朵拉·玛尔的介
入，充分反映重叠与矛盾的状
态。如毕加索所说：“若女主角
看到自己正要从画作中离开，
她一定会感到非常痛苦。”

在遇到泰瑞莎的那一年，毕
加索特意为她在巴黎举行了全面
回顾展，展览中大多数画作的主
角都是泰瑞莎。1932 年，毕加索
以她为灵感创作的作品，竟然超
过了百件。直到看到这一切，长
期被蒙在鼓里的原配奥尔珈才意
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在毕加索
画中的位置，也失去了在他心里
的位置。这一年，也成为了毕加

索的“奇迹之年”。
令泰瑞莎绝对想不到的是，

在他们的女儿出生的两个月后，
毕加索邂逅了美丽而独立的摄影
师朵拉·玛尔，并成为其下一段感
情和创作的新缪斯。半个多世纪
后，毕加索为泰瑞莎创作的诸多
画作，也已成为苏富比拍卖会上
的常客。

肖永军

拍出4.33亿元的毕加索作品

透露出他有了新的情人

毕加索《戴贝雷帽、穿格子裙的女子》

随着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
曾被认为是“贵族收藏”的贵金属纪
念钱币也越来越常见。但专家提
醒，“纪念币”与“纪念章”是不同的
概念，两者仅一字之差，价值相差却
不小。在专业人士看来，除了极少
数艺术价值很高的纪念章以外，大
部分的纪念章收藏价值较低。

从外形看，贵金属纪念币与纪
念章很相似。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
是，在纪念币上必须铸有面值、“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和铸造年号，而
纪念章没有面值。纪念币作为国家
的法定货币，通常必须经央行授权
并由国家造币公司铸造，铸造发行
数量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控制，权

威性远高于纪念章。而民间铸造的
纪念章，不允许雕刻上“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名，销售渠道和市场可销售
量的随意性很大。

当前的“纪念钱币陷阱”分为
几类：一是夸大宣传、虚假承诺，如
宣称“史无前例”“绝版发行”等；二
是以章充币、偷换概念，如采用中
国题材附“贸易美元面值”的手法
混淆概念；三是用长时间的“温情
攻势”打动老人，取得老人信任后
进而行骗；四是以次充好、以假乱
真，采用价格较低的金属材质，通
过镀金、镀银等方式制作；五是直
接对贵金属纪念币进行伪造，并伪
造各类鉴定证书。 陈淦璋

投资收藏价值判若云泥

纪念币和纪念章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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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猴年生肖贺岁纪念币

“中国汉画大展”3 月 12 日在北京
山水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中国汉画
学会与北京山水美术馆共同主办，参展
作品全部由中国汉画学会的集体会员单
位提供，分别来自全国 23 家文博单位，
展出汉画拓片 581 件（套），展览面积近

万平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
的汉画拓片专题展览，展览成功入选国
家艺术基金资助计划，成为2018年度国
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此次“中国汉画大展”是中国汉画学
会历经两年的策划，联络山东、江苏、河

南、陕西、浙江、四川等地会员单位，精选
各地博物馆、汉画馆所藏精品汉画拓片
推出的大型展览。展览将于 4 月 9 日结
束，在北京展出后还将赴郑州、贵阳等地
进行巡展。 田达治

“中国汉画大展”在京开幕

带你穿越汉朝时空
汉画包括汉代的画像石、画像

砖、壁画、帛画、漆画、器物绘画等，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画像石和画像
砖。汉代承袭前代的传统和丧葬制
度，其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
庙阙等建筑和棺椁上都有雕刻的画
像，这些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上的建
筑构件，所刻图像表现出的丰富的
内容和多样化的艺术手法，前所未
有。画像石、画像砖的遗存分布很
广，以河南和山东、苏北、皖北和鄂
北、四川、陕北以及晋西北为中心的
主要分布，表现出了地域性中的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而以画像砖
构成的砖室墓，其画像的规模虽不
及画像石墓，可是，其独特的艺术手
法也是汉代绘画一个方面的代表。
汉画以其丰富、多样的视觉形象，表
现了先秦至汉代的许多历史故事和
神话传说，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因此，它们被视为汉代社
会的百科全书。

汉代的厚葬之风为后世留下了
丰厚的文化遗存，其中的方方面面
构成了今天还原汉代社会的每一个
组件，当考古学家和研究工作者将
它们拼合到一起之后，人们看到了
车马出行、迎宾拜谒、捕鱼田猎、驰
逐牧放、纺纱织布、庖厨宴饮、乐舞
杂技、琴瑟和鸣、六博对弈、射御比
武、飞剑跳丸、驯象弄蛇、迎来送往、
亭台楼阁、门卒侍卫、鱼龙漫衍等；
还有贤君明臣、武功勋爵、贞节烈
女、殉国先烈等历史故事；另有神仙
世界中的东王公和西王母、伏羲和
女娲，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三青鸟、九
尾狐、玉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四神与九头人面兽、麒麟、羽人、天
神、奇禽异兽等，而承载它们的是形
式各不相同的汉代绘画。

画像石在制作技法上有阴线
刻、凹面刻、减地平面阴刻、浅浮雕、
高浮雕以及透雕等多种方法，有的
甚至是多种技法混用，因此，基于它
的拓印、收藏及其对于拓印版本的
题跋、考释，都是中国独特的学问，
也为历代文人和书画家所好。

游学京城的知名书法家羿耿庵，穷
其50年的努力，不懈追求中华传统经典
书法艺术，走出了一条不拘泥于古人又
能自出新意的艺术创作之路。数十年

来，他坚持追本溯源、取法乎上的学书之
道，其作品无论是规整的篆隶楷，还是放
逸的行草，笔墨总不失传统文化的气息，
或高古、或静谧，字里行间给人以浓厚的
书卷气息；同时，羿耿庵的作品还有着鲜
明独特的正大之气，这和羿耿庵的为人
品格不无关系；此外，他的作品还有着一
种高雅宁静之美，这和他近年来探视和
研究佛文化、茶文化不无关联，品读其书
法作品中所透露出的气韵和独到书风，
对我们不无启发。

羿耿庵书法作品中透露出的“书卷
气”，源于其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还与
他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地域文化环境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羿耿庵受家父影
响，自幼喜好书法，最开始练颜真卿的

《多宝塔碑》，空时还背诵唐诗宋词。同
时，地域文化环境对羿耿庵书法创作的
潜移默化也是不可估量的。他出生于书
画名人辈出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常州，
从小耳濡目染，弱冠之年有幸成为著名
书画金石学家沙曼翁的入室弟子，尊先
贤之训，他在学书的同时不忘对书法理
论、碑帖考证、文字训诂、书法研究、品评
鉴赏加以研究，特别对那些名碑名帖的
精妙之处更是悉心探究，了然于胸。羿
耿庵认为，为人为艺不可俗，俗便不可
医，须多读书，才能避庸俗之气，书法重

要的是书卷气息，而这种气息只有多读
书才能产生，且还是才情、学问、人品、气
质、思想等内在因素的反映。因此，他平
时十分喜爱买书、读书，出游时也常在床
头灯下读书。在其书斋中，除文房四宝，
更多的是书刊。因此，欣赏羿耿庵的书
法作品，首先透露出的是浓郁的书卷气。

羿耿庵的书法作品还有着鲜明独特
的正大之气，这和羿耿庵的为人品格不
无关系。羿耿庵是一个受到儒家思想深
刻影响的文人书法家，这必然导致了其
书法主体向正大方向发展。针对当前书
坛的“浮躁之气”，他以一个正直文化人
的担当，甘于寂寞，守望传递传统经典书
法艺术。羿耿庵认为，传承中华书法艺
术，首先必须“守正”，“守正”就是要传承
中华文化经典中的正道，必须取法乎上、
传承经典，因此，他学书坚持探本溯源，
恪守恩师沙曼翁的教诲，坚持篆隶习秦
汉、楷行承晋唐的学书原则。他首先对
上古的殷商甲骨文、先秦石鼓文、秦代小
篆名迹《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及汉篆等
各种劲挺风格的篆书，数十年反复临习
并深入进行系统研究，同时他还遍临《曹
全碑》《礼器碑》《石门颂》等诸多汉碑。
他所作隶书既具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力，
又有丰富的笔墨神韵，在继承传统汉隶
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将篆书中最讲究的

结体、草书中最传神的
笔墨情趣有机地融入到
隶书中去，又把简帛书
的自然天真之趣与碑刻
隶书的浑厚古朴之气有
机地结合起来，这在当
今书家中实属不多见。
他还十分重视对晋唐楷
行书的研习，临创的楷

书侣风格清秀飘逸，字里行间多显行书
的流动之气，令行家十分叹服。

羿耿庵认为，书法属寂寞之道，讲究
静，静就是清净。心不静，则字不纯。羿
耿庵的书法除了透露出书卷气、正大之
气，你还会感受到其作品字里行间洋溢
着一种纯净、清净、宁静之气。欣赏其作
品，会使你原本躁动不安的心逐渐地安
静下来，这样慢慢地去读他的书法，体味
文字中静静流淌出来的禅意，你会感到
书家如山月般朗朗的心境已在眼前，你
不得不被这种儒雅、宁静之美所感染、所
打动。对中国传统书画颇有研究的中国
佛学院副教务长广如法师不无感慨地
说：“羿耿庵书法艺术中所体现的静美，
在当今艺坛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人的
心静与不静，不在于你身处何方，也不在
于你亲临何务，而在于你是否能够真正
放下心来，以清净、真诚之心去从艺。”

通过人生的不断丰富和书法作品文
化内涵的长年积淀，羿耿庵的书法作品
逐渐形成了自己显明的艺术风貌，以其
卓著成就呈现于艺坛。早在2000年，羿
耿庵就成为全国新闻界第一个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个人书展的书家。2012 年以
来，他连续三年在京举办个人书展，受到
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作品先后为国内
外众多艺术展馆和收藏家珍藏。隋永刚

羿耿庵书法作品中的“三气”

小篆对联

通篆汉隶

东汉崖墓彩色榜题浮雕壁画（四川德阳）

武梁祠西壁（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持节吏（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

孔子拜师壁画（陕西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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