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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苑杂志推出
艺术版《翠苑·艺》

! ! ! !本报讯 在文学版创刊 35周年
之际，《翠苑》杂志于今年3月正式推
出全新的艺术版《翠苑·艺》。
《翠苑》杂志是由市文联主办的全

国公开发行的省一级期刊，1980年创
刊。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市文联在推
出《翠苑》文学版的同时，又推出适合
学艺青少年的艺术版《翠苑·艺》。
《翠苑·艺》以常州城市为依托，

兼顾艺术考级市场的需求，面向家
庭、青少年以及关心和参与艺术教育

的老师和艺术家，通过开设“名家之
路”“未来之星”“佳作欣赏”“艺考指
南”等重点栏目，和“亲子家园”“艺
典 ABC”“创意无限”“艺术典藏”等
经典栏目，将与青少年分享艺术之
美，为艺术新人成长提供正能量，也
为建设书香社会和全民阅读活动添
砖加瓦。

据了解，《翠苑·艺》为双月刊，全
彩印刷，全国公开发行。

&王建湘 陈荣春'

金坛书法家冯建国本周开展
! ! ! !本报讯 本周四（26日），《气象雍
容———冯建国书法展》将在金坛市博
物馆开幕，集中展示这位金坛本土书
法家近 3年来的楷书、行书、草书和
隶书作品50多幅。

今年48岁的冯建国是金坛建昌
人，父亲是一名农村小学老师，写得一
手好字。在冯建国记忆中，小时候经常
有人来请父亲写对联、喜帖、书信。耳
濡目染之下，冯建国对书法也产生了
兴趣。1985年，冯建国考上师范学校，
主修美术，而书法是必修课。在老师的
指导下，他开始临习柳公权《玄秘塔

碑》，从此开始真正理解“书法”，并与
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建昌小学、城西小学……在当老
师的十多年中，冯建国从未放弃对书
法的研究和揣摩，其楷书以唐楷为基，
对魏碑、墓志、摩崖皆有广泛涉猎；行
草则以二王为宗，间以帛书、简牍。其
独特之处在于，没有局限于某一家、某
一帖、某一碑，而是透过传统碑帖笔法
和技法，古人笔法、结字、行走之规律，
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径，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2011年，冯建
国进入美术报名家班陈振濂工作室学

习深造，对书法的研究又更进一步。
从作品上来看，冯建国的书法既有

魏晋的笔意，又有明清的笔法，风格上
融碑融帖，形成一种清劲、质朴、凝重
的书风，朴实无华、自然本真，颇受欢
迎和好评，先后获得首届林散之奖·书
法传媒三年展佳作奖、江苏省第七届
青年书法篆刻展获奖&最高奖 '、首届
“顾亭林奖”江苏省书法大赛优秀奖、
“纪念抗战胜利 60周年”国际书画大
展一等奖等，入展去年评出的首届“江
苏书法奖”。

2002年起，冯建国来到金坛市艺
术教育中心工作。在这里，当过老师、对
书法也有研究的冯建国开始了书法教
育工作，帮助学校培训老师，面向金坛
中小学校推广书法教育，为推动该市书
法水平的提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学习书法是一个长期、艰苦、枯燥

的过程。”冯建国建议，初学者在学习过
程中首先需要确立计划和目标，究竟是
想在短时间内练着玩玩还是想成为一
名书家；确定目标后，选择古代经典法
帖进行临习，可先专精一家，再博采众
美，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最重要的是
要坚持不懈，肯下功夫，方能有大成。

本次书法展将持续一个月时间。
&陈荣春'

圆荷清晓露淋漓

田 甜

———艺术大师刘海粟作品赏析之七

荷花有品格高尚、纯净
美好等寓意，素有“花中君
子”之称。历代画家都喜爱描
绘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不
与邪恶同流合污的高尚品
德。刘海粟也爱画荷，而且水
墨、写意、泼彩皆有尝试。《圆
荷清晓露淋漓》即是其中一
件佳作。画幅节取了盛夏荷
塘一角，荷花摇曳池中，令人
仿佛可以感受到花香四溢，
沁人心脾。在这幅画中，荷花
运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荷叶
运用写意的笔法挥洒出大
气，尤以前景中那片墨韵最
为突出；荷梗以深浅不一、遒
劲有力的线条写出。纵览全
图更显整体统一，神完气足。
荷花如此高雅、洁净，出淤泥
而不染，不就是海老一生历
经磨难，仍孜孜不倦追求真
善美的写照吗？题款：“圆荷
清晓露淋漓。刘海粟年方八
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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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夏伊乔美术馆藏

恽寿平：没骨花卉
江天舒

1982年7月31日，邮电部发行
了《明清扇面画》特种邮票，全套6
枚，分别是恽寿平的《菊花图》T77
（6-5）和沈周的《秋林独步图》、唐寅
的《枯木寒鸦图》、周之冕的《竹雀图》、
陈洪绶的《白汉·松下题诗图》、王武的
《悟禽紫薇图》。该邮票规格 52×31
毫米，齿孔度数11.5度，印写版。该套
邮票每枚的发行量都不同，其中恽寿
平的《菊花图》为612.16万枚。

恽寿平（1633年 -1690年），名
格，别号南田，武进人，清代著名书
画家。工诗文，善书画，尤精花鸟。创
“仿北宋徐崇嗣”的没骨花卉画法，
所画花卉，很少勾勒，以水墨着色渲
染，用笔含蓄，画法工整，明丽简洁，
天趣盎然。以恽寿平为代表的常州
画派与苏南区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
体，并互为借鉴和影响，与“四王”、
吴历形成了在中国绘画史上声名卓
著的“清代六大家”。

扇面画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
艺术品。文人墨客精于此道者，灿若
繁星，其中不乏超绝脱俗的传世佳
作。折扇的扇面上宽下窄，呈扇形。画
家在命笔之时，必须考虑在这种特定
的空间范围中安排画面，精思巧构，
展示技法。
《菊花图》扇面，纸本、设色，现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恽寿平以写实的手
法刻画出三色菊花，构图均衡，造型优
美，富有生机。菊花相对顾盼,含情依
依，绿叶用写意画法，更显摇曳扶疏。
花瓣兼工带写，工笔中融入写意，在写
意时不忘细致，正是恽派“没骨技法”

的典型风格。
《明清扇面画》特种邮票上的 6

幅扇面画，都是中国明清两代著名画
家的得意之作。从表现题材上看，既
有山水、人物，又有花草鸟虫；从表现
手法上讲，既有酣畅淋漓的水墨写
意，又有精雕细琢的工笔重彩，可谓
各领风骚。该套邮票由许彦博设计，
他将邮票设计成长方形，并以白色衬
底，显得和谐自然，符合扇面画的意
境和内在气质。

此外，2003年发行的《贺年邮资
明信片》中有恽寿平的《出水芙蓉图》
HP2003C(4-3)，图出自恽寿平《山水
花鸟册》中的一开。纸本、设色，现藏北
京故宫博物院。图绘大叶荷花一枝，莲
花怒放，绿叶扶疏。作者以“粉笔带脂”
“色染水晕”画花瓣，石绿花青写荷叶，
画风艳冶秀逸，为恽氏没骨花卉中的
精品。

邮品上的常州元素

一枝一叶写龙城
周逸敏

在本月初结束的“迎新春刘海粟
美术馆特聘研究员书画精品展”上，冯
颖的一幅《鱼乐图》广受好评，甚至有
观众几次三番打来电话意欲夺爱。她
当然不肯，这幅长2.4米、宽1.5米的
画创作了好几个月，就像自己生的孩
子实在舍不得。这个月她还有一个小
惊喜：3月16日在武进淹城花鸟园结
束的“丹青翰墨颂党恩”展览上，她的
《花港观鱼》荣获最佳作品优秀奖。

冯颖并不是科班出身，学画缘于
自己的“不安分”。追溯这种元素，需要
翻开近40年前的记忆。那时，她是常
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团总支书记，这个
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务
虚”，但是她内心却一直有一个声音在
提醒她：不能虚，要实。第一个表达她这
种愿望的举动是，她不停地往国画组
跑。当时的工艺美术研究所，无疑是常
州美术水平最高的艺术殿堂，让一般人
看起来有些炫目。所里汇聚了一批即使
现在仍然引领着常州美术潮流的精英。
不过，冯颖并不与男画家争锋“金戈铁
马”与“大漠孤烟”的雄奇壮阔，而是钟
情“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
意境悠远。她寻到的表达方式是工笔
画。专攻工笔的常州著名花鸟大师沈云
霞见她有事没事总要凑到自己的画桌
前，就留心起这个小姑娘。终于有一天，
老画家开口了：“你要是喜欢的话，就跟
着我学学吧。”这让冯颖喜出望外，老人
早就不收徒弟了，从此，冯颖登堂入室。

她神游在墨分五色的快感里，醉
心在皴擦点染的意境中。水中悠游的
虾和鱼，田野盛开的桃和梅，天上飞翔
的鹰和鹤，全成了她笔下的“模特”。而
吴青霞、戴元俊、张恳、缪宏等书画名
家给予的指导更让她画艺大进。更有
常州前贤恽南田的“没骨花鸟”，开一
路中国画精粹，使她看到了中国画的
博大和精妙。她在继承和发展常州画
派的路上走得艰辛但也大有收获，渐
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的工笔没骨
花卉在淡雅中见清丽，平和中显精彩。
她潜心创作的《富贵牡丹孔雀图》、《双
鲤图》等展示出工笔花鸟画特有的魅
力。许多观众都说，她的画有吴青霞的

味道。
冯颖作画十分注重用传统写现代，

比如《龙城和谐图》《湖上渔村》与《常州
月季》等都在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基础上
融入了现代常州元素，使两者有机融合，
较好地解决了用传统表现现代的难题。
她的作品因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明丽
秀润、细致丰富、刚柔隽永的艺术感染力
而深受专家好评和观众喜爱。30多年
来，她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美术

展览并获奖。许多作品被美术馆收藏，也
有不少作品作为政府礼品赠送日本、新
加坡、台湾、香港等海外友人，传递着常
州人的友情。

作为省美协会员、市恽南田书画会
副会长、常州画院特聘画师和常州市刘
海粟美术馆特聘研究员，她的最大心愿
是传承和发展恽南田没骨花卉的传统和
精神，把“常州画派”做成常州名片，能与
其他著名画派比肩而立。

冯建国（冯坚谷），1968年
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常州市
教师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常州书
法院特聘画师，金坛市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金坛市美术院院长。

作品获奖：
首届林散之奖(书法传媒三

年展佳作奖

江苏省第七届青年书法篆刻

展获奖&最高奖'

首届"顾亭林奖#江苏省书法

大赛优秀奖

"纪念抗战胜利
)"

周年#国

际书画大展一等奖

首届"梨乡水城杯#全国书法

大展三等奖

全国首届和谐社区书法篆刻

作品展三等奖

作品入展：
首届"江苏书法奖#作品展

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作品展

全国第二届隶书艺术展

全国第六届楹联书法大展

首届"孙过庭奖#全国行草书

大展

第三) 六届全国中小学书法

节教师作品展

"纪念邓小平诞辰
'""

周年#

全国书法大展

首届中国王羲之书法艺术大展

笔势连绵满意趣
气韵生动透灵秀
———观冯坚谷书法作品有感

丘灵犀

! ! ! !

冯坚谷先生是金坛著名书法

家%自幼研习书法艺术%近二十余年

笔耕不辍* 最近%我看了冯坚谷的书

法作品%眼前为之一亮* 虽然只有幸

拜读其廖寥数篇%但是作品中笔画精

到+横扫直刷%却又天趣盎然,似一股

熟悉的古风扑面而来% 使人回味无

穷* 字如其人%冯坚谷的字该是如他

的人品%率真无邪%憨厚大气的吧*

观冯坚谷的书法%不拘一格%妙

趣横生%雅俗共赏*他的书法根植传

统%虽然不敢说无一字无出处%但总

是每笔每句有源头*他诸体兼工%尤

擅长两种书体% 行草写得厚重中见

洒脱%楷书写得娴雅而悠游*他深深

懂得书理%仅从他的小楷来看%线条

轻灵而富于张力% 字里行间充满意

趣%笔笔书写平实却又透出灵秀*

他的行草值得重视* 笔笔送到而

不滞%尤其在落笔处十分讲究*整幅作

品笔势连绵%气韵生动*不难看出%作者

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上%吸取了米芾-

赵孟頫)文征明等大家的笔法长处.结

构里行云流水%前后呼应%轻重有度%把

对古贤的仰慕很好地落实到了作品

里%把情感注入笔端%整篇作品有如音

乐般节奏分明%感染阅读的人.使人动

容%此乃书法正传.

冯坚谷扬书法大道于笔下%承

传美学于纸上%治学法度严谨%品位

格调高雅.其作品古拙厚重%也恰恰

反映出一个人宽厚的品质. 看着他

一幅幅刚劲又优美的作品% 令人欢

欣鼓舞% 处处折射出他刚正不阿的

个性和充满文化底蕴的张力. 艺术

的永恒标准是美-精-好. 作品的优

劣是评判书家的唯一标准. 书法绵

延几千年的传承%靠的是什么/既非

溢美之间%更不是高谈阔论%以作品

来说话%以作品征服人的心灵.可读

性强%感染力强. 我想%这才是书法

艺术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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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颖%女%斋名铭研斋%

'*+,

年生%江苏常州人*先后师承于吴

青霞-沈云霞-戴元骏-张恳-缪宏

等书画大师%并得其等悉心指点*

其专心研学前辈绘画创作技巧和

经验%取之精华-勇于开创%尤其

在继承-创新和发展常州画派"恽

南田#画种!!!"没骨画#中%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在工笔

没骨花卉画创作上深有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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