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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美协于
己 亥 除 夕 发 起
2020年“众志成城
战疫情”漫画展征
稿活动，并通过网
络陆续展出入选漫
画作品。希望这些
幽默诙谐的漫画能
使公众对疫情提高
警觉、对未来充满
信心、对一线工作
者表达崇高敬意，
众志成城，战胜疫
情！

防治疫情，需
要每一个人从自己
做起。自我防护，
不仅是为了自身的
健康，更是为他人
着想。出门戴口
罩、远离人员密集
场所、不搞聚会、
拒绝野味等，不成
为污染源，是我们对全社会负
责。这些漫画作品旨在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提高自身防范意识。
只有人人成为自觉的防控主体，

才能最终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疫情不灭，漫画不停。漫画家

们还在继续行动，征稿活动目前仍
在进行。 高飞

“众志成城战疫情”漫画展：

疫情不灭，漫画不停

本报讯 艺术为人民，笔墨表肺
腑。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常州市书法家协会自2月1日
起，在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五期将“万众
一心 抗击疫情”主题书法篆刻作品展，
展出了我市书法家饱含激情创作的150
幅以“抗疫”为主题的书法篆刻作品。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举国上
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共同抗击疫情的
阻击战中，一批批最美“逆行者”挺身而

出，一个个志愿者迎难而上……这一切
无不感染着我市的书法家。因此，当市
书协快速反应，倡议广大书法家和书法
爱好者以“万众一心 抗击疫情”为主题，
以书法艺术形式为为武汉加油、为祖国
加油，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时，得到了许
多书法家的响应，大家在第一时间创作
出一批高水平的书法篆刻作品。

此次书法篆刻作品展，参与度高，活
动凝聚了市书协公务员分会、企业家分

会、青少年分会、常州印社，以及各辖市
区书协等多方的力量。参展作品内容包
括经典诗作、自创诗歌联语等，表达出对
战胜疫情、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对一线工
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书体涵盖正草隶篆
等，虽然征稿与创作时间较为仓促，但书
家拿出的均为精品力作。首期作品一经
推出，便得到众多微信网友点赞和期待。

另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支持防控工
作，表达全市书法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

的一份爱心，市书协2月2日还发出《关
于开展爱心捐款支持“新冠病毒”防控
工作的倡议书》，爱心捐款本着自愿、公
开的原则，捐款金额由会员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而定。接收到的会员捐款，将由
市书协全部捐赠给常州市慈善总会，并
在《常州书法》报上刊登相关情况。倡议
书发出后，得到了广大会员的积极响应，
截至2月5日，共计收到422人的爱心捐
款13.7152万元。 （周茜 张军佳）

市书协微信公众号推“万众一心
抗击疫情”主题书法篆刻作品展

艺术为人民，笔墨表肺腑

袁昉（1909-1974）字敏宣，祖籍江
苏常州，她是晚清翰林袁励准的二女
儿，人称“袁二小姐”。袁敏宣出生在北
京，从她生活经历来看，似乎没有回过
常州。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譬如她的
堂弟，现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
的教授袁行霈就和她一样，袁行霈祖籍
也是常州，按照袁行霈自己的说法，是

“没有到过常州的常州人”。在上世纪
中叶，袁敏宣是北京昆曲界三位著名的

“二小姐”之一，另外两位是天津周銓庵
和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袁二小姐接
触昆曲是受她父母影响，袁敏宣父亲袁
励准和母亲汪瀞，都有拍曲的雅好，袁
敏宣从小就耳濡目染。后来，袁敏宣又
受到“红豆馆主”溥侗和京昆大师俞振飞
的指教，艺事精进，从而也确立了她俞派
得意弟子的地位。一九五六年，红学家
俞平伯和袁敏宣作为主要发起人，在袁

敏宣家的南客厅，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
社”。研习社的成立，对当时北京昆曲艺
术的提高和推广，以及现在的复兴和繁
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昆曲
界，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和袁敏宣有关，一
是袁敏宣的母亲汪瀞八十大寿，袁敏宣在
家办昆曲堂会为母亲祝寿，这是上世纪
五十年代北京的最后一次堂会，此后这
类活动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时代的
结束。第二件事，就是二00九年北京举
办了纪念袁敏宣诞辰一百周年的昆曲演
唱会，可以看做是北京昆曲艺术重新繁
荣的一个符号。袁敏宣的昆曲艺术后继
有人，她女儿胡保棣克绍箕裘，如今在
上海昆剧院从事表演，也是一代名家。

袁敏宣擅长绘画和书法，她的绘画
师从溥伒，溥伒号雪斋，是清朝的皇族
子弟，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雪斋艺
术天分极高，琴棋书画都出类拔萃，在

民国年间，除了在辅仁大学教授国画
外，还分别成立和执掌“松风画会”和

“北京古琴研究会”。一九四九年后，溥
雪斋和朱德、周恩来等都有过艺术上的
交流和沟通，在北京艺坛德高望重。溥
雪斋的国画，以山水为主，他从小在皇
宫看到大量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从中
汲取传统国画的精髓，形成自己格调雅
致，风格清新的面貌。袁敏宣也继承了
溥雪斋山水画的特点，再加上她女性特
有的细腻，她的山水画更呈现婉约和柔
美，十分耐人寻味。袁敏宣的书法，应
该是受她父亲袁励准的指导，他们父女
的书法风格完全一样，我曾经把他父女
俩的书法放在一起，很难分辨是谁的作
品。袁励准本身就是著名书法家，现在
中南海的正大门“新华门”的门匾，就是
袁励准的墨宝。我几次经过长安街，看
到“新华门”三个字，总会停下来拍个照

片，国家最高党政机关的大门虽然戒备
森严，但在警戒线外拍照，警卫们并不
过多干涉。

这里展示袁敏宣一字一画两幅扇
面（如图），这两扇面原先是一把成扇，
因为多处开裂，我把它拆开裱成合页，
更便于保管和欣赏。画是浅绛山水，用
很工细的笔法作《菱塘秋思》，远处青山
如黛，近处湖面似镜，有渔夫在两条小
船上钓鱼，菱塘边水榭内有一女子，望
远处遐想，画面表达一种“悔教夫婿觅
封侯”的意境。书法是写董其昌画禅室
一段画论，小楷一笔不苟，看得出来都
是用心之作。这把扇子作于“庚午夏五
月”，当时袁敏宣二十一岁，是为“叔平
三舅”所作，这位叔平的身世，我请教过
几位朋友，据说是青果巷汪家的，我苦
于手头资料有限没能查证，如果有哪位
行家了解具体情况，还希望多指教。

袁敏宣在民国时期，就和她父亲袁
励准一起，在荣宝斋挂单鬻书卖画，加
上时间与现在间隔不远，所以她的画能
经常遇到。在去年夏天的嘉德艺术品
拍卖会上，见到她一幅绢本青绿山水
画，上面有红学家俞平伯的题识：“袁敏
宣世姊旧作，芳嶶已远，妙绘犹新，宜为
家乘之美。乙卯新正应行云贤世讲之
属，俞平伯”。几十字的题识包含许多
内容，俞平伯称袁敏宣为“世姊”，是因
为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和袁敏宣的父
亲袁励准是同科进士，两家是世交。另
外提到的行云，是袁敏宣的堂弟袁行
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的《清人诗集叙录》，业界人士评价极
高，俞平伯称他为“世讲”，表明他们有
讲学的情谊。这件作品及有内涵和故
事性，是收藏与研究乡贤的上佳选择，
可惜最终还是流落他乡了。另外，袁敏
宣有五册一套的《澄碧簃曲谱》出版，是
袁敏宣蝇头小楷写就的曲谱影印本，在
曲谱的扉页，有袁敏宣一帧小照，娴静
淑雅，果然是大家闺秀的样子。

张 骏

翰墨乡贤

芳嶶妙绘袁敏宣

顾其星先生
在中国藏书票作
者中是一位饱学
之士，他对作品
的文化内涵尤为
讲究，高招迭出。

所以，欣赏
他的生肖藏书票
贺卡时，那是一
种散发着书香之
气的陶醉。

趣味性，再
加上浓浓的人情
味儿。无拘无束
的联想和令人称
奇的仪式感。

他要让自己
这个历经各种社
会磨难的“老三
届”，为“高中同
学群”的孩子们
和孙子们祈福。

通过让他们
从小就拥有属于
自己的藏书票，
来传承美好的民
俗，感受“我们这
一辈”的祝福和
希冀。

那一份执着
与深意，着实令
人感动和钦佩。

这份从内心
深处涌出的爱，
这种空前的做
法，在中外藏书
票历史上都是堪
称唯一。

别出心裁的
小小藏书票，不
仅成为“过来之
人”、高中同学群
成员之间的“连
心锁”；而且，也
成为了他们后代
之间“延续友谊
的信物”；以其独到的新颖性、“跨代
情感”的厚重性，对处于世界上领先
地位的“中国藏书票文化”而言，更是
一种丰富和滋润。

一种由“大爱”托举而起的贡

献……
究竟是如何萌发这个念头，又

是怎样构思作品的，我们不妨先看
看他的庚子年贺卡作品，再请顾其
星先生自己说个端详…… 董大可

——顾其星2020庚子年版画贺卡赏析

“我们这一辈”的祝福和希冀

我
不
知
道
你
是
谁
，我
却
知
道
你
为
了
谁
（
漫
画
）

罗
琪

在2016年农历猴年时，高中
同学微信群闲聊中聊到生肖一
事，我萌生了做生肖藏书票的
念头。从那年起，我每年制作
两枚生肖藏书票，在同学聚会
时发放，相赠祝福。票主均是
群中同学的子女，或是孙辈的
小朋友。

对生肖藏书票最喜欢的当
属小孩，当小孩能得一枚以自己
为票主的藏书票时，别提有多高
兴了。

老鼠嫁女的事，小时候听外
婆讲的。

外婆家在常州武进湖塘镇
老街旁沈家弄，祖上是清代初期
从安徽徽州篁墩乡接驼村迁来
的，道光年间，造的房子也是典
型的徽派楼房。

过年去外婆家住，晚上哄孩
子睡觉，说：早点睡吧，在被窝里
等待，会有老鼠嫁女儿，抬着轿

子从房梁上经过，吹吹打打，很
热闹的。在被窝里静等着，不久
便睡着了。

啥也没看到，外婆说你睡着
了，当然看不到了。

长大才知是哄小孩睡觉的办
法，但想象中，老鼠嫁女该是很有
排场的吧。

老式的砖木结构房子，花窗
月洞中透进的光很少，暗暗的；柏
木打造的老衣橱，开门关门时会
吱呀吱呀响；雕花的老床，昏暗中
有一种神秘感。冬天冷，在被窝
中捂着，很舒服的。

小时候还常点蜡烛，一丝光
亮照不远，一切都在幽幽的模糊
之中，像梦境一般。

哦！这场景，正适合老鼠行
事。

过年了，有吃有玩，人鼠都
皆大欢喜，这就是过年。

顾其星

鼠年贺卡创作构思

庚子年贺卡之一 顾其星

庚子年贺卡之二 顾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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