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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平遥的摄影展影响颇大，
而这一次，平遥将首次举办雕塑节
了。由平遥县人民政府和奥地利莫
比乌斯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动创办的

“首届平遥国际雕塑节”将于 7 月
20日在古城平遥开幕。

雕塑节旨在让中外雕塑艺术作
品在平遥这座近三千年历史的文化
古城中交汇融合，届时将有来自意
大利、法国、瑞士、德国、美国等十余
个国家的雕塑艺术家、评论家、策展
人齐聚古城，展示和探讨中西方文
化的魅力。近年来，平遥古城已成
功举办平遥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平
遥国际电影展及平遥中国年等享誉
海内外的文化艺术活动，成为三晋
大地的“文化高地”，而即将举办的
首届平遥国际雕塑节必将成为平遥
的又一张“国际名片”。雕塑节主场
馆位于平遥古城原柴油机厂内，这
里也是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平遥国
际电影展平遥电影宫的举办场所和
所在地。 傅平

继摄影电影之后又一张国际名片——

平遥将办国际雕塑节

“翰逸神飞——苏州博物馆藏
历代书法名品展”，正在苏州博物馆
二楼吴门书画厅展出。

苏州博物馆所藏历代书法，虽
不乏唐宋名品，但主要以元明清为
多。此次展出馆藏元明以后书家 30

余人，元钱良右，明沈周、祝允明、徐
渭、王铎，清郑簠等。卷轴皆有、四体
兼备，或书以人传、或人以书重；有
着意而妙者、也有无意而佳者。

此次展览时间跨度覆盖整个暑
期，将于9月2日收官。 邓翡

苏州博物馆暑期推出——

馆藏历代书法名品展

王铎 枯兰复花图卷 （局部）

祝允明 行草唐诗七绝卷 （局部）

卡斯丁·霍勒《大蘑菇》

本报讯 由常州博物馆联合宁夏
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举办的“青铜之
路——宁夏固原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
文化特展”，目前正在常州博物馆一楼临
展厅展出，百余件（组）文物将带观众领
略宁夏固原地区游牧兼农耕的文化风
貌，感受我国北方民族交融共生的发展
历史。该展览将展出至8月19日。

宁夏固原地处黄土高原西北边缘，是
中原地区通往北方草原的咽喉要道，亦是
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
就是西北重镇，曾被称为安定、高平、原州、
镇戎等，明清时期改称固原。古代固原自

然环境优越，温暖湿润的气候、茂密的森林
草场、覆盖深厚的黄土，为西北各族的繁衍
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戎、羌、氐、鲜
卑、铁勒、柔然、党项、蒙古、回和汉等民族
都先后在此生息繁衍，共同谱写了辉煌灿
烂、交融汇聚的固原历史文化。

宁夏固原北方系青铜文化指春秋战
国时期活动于此的西戎各族创造出的一
种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文化，属于
固原历史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固原
北方系青铜文化充分揭示了固原古代游
牧民族生活的繁荣景象和青铜文化在欧
亚广大地区传播交融的脉络与关系，展现

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此次参展的100余件（组）文物源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以青铜器
为主、金银器为辅，涵盖兵器、车马饰件、
生产生活工具、装饰品四种类型，包括对
西南地区兵器影响颇深的青铜短剑、器
形丰富的车马饰件、具有浓郁北方民族
特色的鹤嘴斧、纹饰精美的动物纹饰牌
等文物精品。这些文物特征鲜明、风格
独特，汇聚成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中国
北方系青铜文化，展示出古代欧亚草原
东部游牧民族迁徙、战争、交往、融合的
壮丽画卷。 （张如嫣 周茜）

宁夏固原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特展正在常博展出

百余件（组）文物凝练北方系青铜文化

凭借丰富的古代书画收藏，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在 书 画 策 展 方
面 一 向 多 是 大 手 笔 。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从 7 月 1 日 同 步 推 出“ 何
处 是 蓬 莱 —— 仙 山 图 特 展 ”“ 杏
林春暖——传统医疗趣味书画”

“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
片及其影响”及“典藏新纪元——
清末民初的上海画坛”四大主题
各异、年代及地理都跨度极广的
书画特展。主题从人间繁华、炼
丹养生到仙山乐园；作品时代自
宋代横跨至民初，展现台北故宫
院藏书画的多元风采。

台北故宫负责人员表示，通过
上述四档策展者背后的深入研究，
除可让公众进一步理解各风格书画
背后有趣的时代背景外，亦将古人
对天上人间的各种向往，以及艺术
市场的流转变化一次补齐。

肖永军

台北故宫博物院7月同步推出——

四大主题书画特展

五代董源（传）《洞天山堂图》轴

本报讯 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
作品展开幕式暨作品集首发式，日前在
南通举行，90 余件真、草、隶、篆、行、篆
刻作品参展，其中有近 20 位全国书法
最高奖兰亭奖和全国奖获奖作者的精

品力作。此次展览是当今江苏青年书
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我市 6 位省青
年书协理事吴炜栋、汪凯、陈捷、陈曦、
郑长安、贾韬的作品参展。

在展览期间举行的省青年书协第三

届三次理事会上，常州市青年书协主席郑
长安以及南通市青年书协负责人，就青年
书协工作作了大会交流发言。我市青年
书协会自 2017 年 1 月成立以来，紧紧团
结全市广大青年书法家，定期举办全市青

年书法作品展览，积极开展书法理论研
究，培养、推出了一批拔尖青年书法人才，
开创了常州青年书法事业的新局面。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于 7 月 10 日
结束。 （周茜）

省青年书协理事作品展在南通举办

我市6位理事作品参展

铁线篆是从秦代《泰山刻石》《琅琊
台刻石》等玉箸篆书风中脱胎而出的一
种风格的小篆。它的书写方法与玉箸篆
的书写方法基本相同，因其笔画纤细如
线、刚劲如铁而得名。铁线篆和玉箸篆的
区别在于前者用笔刚劲如铁，笔画纤细
如线；后者笔画圆润，线条细如玉箸。流
传于世的铁线篆主要碑帖有秦《绎山碑》
(图①)、唐李阳冰《城隍庙》碑等。

《绎山碑》传为李斯所书，由于年代
久远，原石已毁。现存世的《绎山碑》以宋
代徐铉的复刻摹本为最佳，现藏于西安
碑林，虽是复刻本，去古已远，但仍存斯
篆遗韵。该碑以圆熟优美的形体结构，施
以细劲的线条，来成就铁线篆的定义。

铁线篆笔画线条圆润，粗细均匀，结
构匀称，字体呈方形，风韵已经与《泰山
刻石》有所不同，具图案之美，成为后世
临摹习篆范本。此后的唐代李阳冰虽也
是写铁线篆高手，很有功力，曾自谓：“斯
翁而后，直至小生”，其铁线篆作品《城隍
庙碑》全学李斯，虽也篆法精妙，但难入
其境，不能与《绎山碑》相提并论。

临创要领
1、学铁线篆必须从临摹碑帖开始，而

临帖要先从结构入手，对笔画的横平、竖
直，点画的向背，往来伸缩以及左右上下
的疏密层次都要亦步亦趋，不能随意增
损，要先求写“像”，此谓“入帖”。初学者不
能急于求创新，要通过多看，多写达到精
于运笔、熟于结构；要做到心不厌精，手不
厌熟，慢慢地就会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2、由于铁线篆的结体、运笔伸缩开
张比较大，在临写中最好悬肘临写，并且
尽可能将字临写得大一点，一般在 5 公
分以上为好，这样容易得势和练出笔力，
如果写得过小，不容易使笔运转。悬肘运
笔时挥毫的幅度大，能使笔运转灵活，横
平竖直，圆方自适。初学铁线篆时，悬肘
临习手往往会颤抖，笔画不是弯曲倾斜，
便是钉头锯齿，不能做到平直均匀，这是
正常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之后，即可

闯过这一关。此外，初学时行笔不能过
快，笔要在纸上走得稳，留得住，切忌一
拖而过，到了笔力强健时，行笔的速度也
就自然加快了。

3、铁线篆接笔很重要。在篆法上，
起、收笔和接笔处是不允许出现疙瘩的，
甚至要求看不出接笔痕迹。留待接笔的
地方应稍细于正常笔画，这样另一笔接
上来就会很自然，否则两笔重叠易生疙
瘩，弧线不能一笔写完，可以分笔写。

4、铁线篆与其他书体写法不同，在
临创前，要对全文篆法统筹安排，既要强
调单字的结体到位，以至全篇的布局妥
当，还要重视书写过程中的意趣。铁线篆

以小篆为本，古人对篆法的使用比较严
谨规范，随着创作的深入，可以尝试着打
破陈规，参以其它篆法，以补充小篆临创
时的局限。我们在研究上要严谨，创作上
要变通，所以铁线篆书法的创作不必拘
泥小篆写法，略施以融通之理，也许会另
出新境。

5、写铁线篆，对纸、笔、墨等均有较
高的要求。铁线篆线条虽然纤细，但对用
笔力度是有要求的，古人是力透纸背的，
只有使用生宣，才能显现出笔法和墨法
的变化，使墨有机地融入纸中，线条凝
练，运笔的趣味才能应运而生；若用熟
宣，墨易浮于纸面，线条板滞无神，了无

笔墨神韵；墨的稠稀宜适度，过稠则滞
笔，过稀起笔易生墨结；在通篇线条的控
制上，尤难停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预期
的效果。写铁线篆，用稍秃的长锋羊毫比
较好，也可用兼毫，笔锋不宜太短，否则
含墨量少了，会增加蘸墨的次数，直接影
响通篇的控制。在行笔时，线条要有微妙
的粗细变化，才会流动婉约，产生一定的
节奏感。

6、用笔和运笔贵在自然，不能人为
做作。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往往有不良
习气，并成为个性，因此不能作为初学篆
书者临习的范本，初学篆书便走正路是
非常重要的。

7、临创时的心境状态也很重要。铁
线篆的线条变化较简单，要求视觉上粗
细基本一致（有微妙的粗细变化），这就
给书写过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要求全
神贯注，笔笔到位，字字精准，行行贯气，
在近乎禅定状态下，就需要简淡平和的
心态，把创作激情委宛地融入这种平和
之中，这种心态在创作前需要主动调整，
避免斤斤计较于点画，从而使临创达到
肃穆、庄重、精美、灵动的艺术效果。

8、笔者临创的秦《绎山碑》集字作
品：“日有所思经史可诏，久于其道金石
为开”(图②)，采用较秃的长锋羊毫悬臂
书写；运笔速度慢中有快，并适当注重线
条的墨色变化；先用笔蘸少些水，然后蘸
墨，并适当调均，使水与墨交融；落款用
飘逸、灵动的小行书，与主体静穆的铁线
篆书法相对应，动静结合，整幅作品浑然
一体，意境高古。

羿耿庵

“经典书法鉴赏与临创”之五

纤细如线刚劲如铁的“铁线篆”

明代玉器特点可根据年代划分为三个
时期：早期明代玉器做工严谨，器形优美，
艺术风格沿续元代特点，刀法遒劲、风格粗
犷、不重细节，可谓是元代遗风；中期渐渐
开始摆脱元代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人文
色彩，玉器器形小巧玲珑，适宜于市民阶层
佩戴使用，非常之平民化；明晚期，玉器发
展渐入佳境，不仅产量增加，且品种、题材
更为丰富，尤其流行吉祥题材。

传世的明代玉器中，较有名的有玉牌、
玉砚、玉执壶、合卺杯、插屏、悬磬、山子、圆
雕人兽。宫廷用玉多带寿字，民间则为吉
祥图案。山子的出现和流行，与同时代风
行山水画密切相关。明代玉雕刀工粗壮，
浑厚有力，生动活泼，写生味浓厚，出现了
浮雕、镂空做工，还有双层，甚至三层的镂
雕。器物表面玻璃光泽强烈，大件器物的
表面也往往留有钻痕和铊痕。 陈小利

——历代玉雕技法（9）

人文色彩浓郁的明代玉器

明代兽面纹玉觚

郑长安

行书

《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

吴炜栋

行书七言联

陈捷

行草

《咏兰诗

》

陈曦

行书五言联

汪凯

篆书

《秋日偶成

》

贾韬

行草

《新凉

》

① ②

双兽首铜短剑 鹤嘴斧 动物纹金饰件

车轮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