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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泼墨黄山
江天舒

在新时期集邮复苏初期，国家邮

电部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发

行了全套3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绘画艺术展览》邮票（J60），展现
了我国现当代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

其中有常州人刘海粟的作品。

这套1980年10月8日发行的邮
票，画面选取了刘海粟的《黄山云海奇

观》、于非 的《黄鹂玉兰》、吴作人的

《牧驼图》，并印有该组织的徽志。面值

均为0.08元，邮票规格：52×31毫米
（一&三图），31×52毫米（二图），齿孔
度数13.5度，整张枚数40枚，影写版，
发行量为800万枚，由邓锡清设计。

刘海粟早年习油画，兼作国画。后

潜心于泼墨、积墨，继而又运用泼彩、

铺彩，笔飞墨舞，色彩绚丽。他平生十

上黄山，为世人津津乐道。第一次登黄

山是在1918年秋，1988年7月，93岁高
龄的刘海粟十上黄山，在国内外引起

轰动。

刘海粟画黄山，有一个以黄山为

师到以黄山为友的变化过程。六上黄

山之后，刘海粟刻了一方印：“昔日黄

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对黄山

的钟爱和崇敬，升华为像对密友一般

的相亲相知。1980年刘海粟七上黄
山，他创作了《莲花峰烟云》、《青鸾舞

处看天都》等作品，参加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中国绘画展览，其中包括这

枚后来制成邮票的《黄山云海奇观》。

此时，刘海粟对黄山的艺术表现已达

到了炉火纯青、真正自由的境界。

《黄山云海奇观》邮票，采用中国

传统画的“泼墨法”，以黑白灰三色将

黄山云海描绘得烟云浩渺、群山苍

苍、意境深远，有一种“笔未到气先

吞”的雄健。这种神奇艺术效果，是刘

海粟“一切因表现黄山而变法”实践

的成功体现。

金笔点线绘龙城
孟鹤群钢笔画：

说起绘画，很多人都知道水墨

画、水彩画、油画、版画，但对钢笔画

这一类型，也许很多人并不太了解。

前不久，常州有一位老人在网上晒

出不少自己创作的精细钢笔画《画

常州说常州》，吸引了许多网民的关

注和赞叹，有人将其誉为“常州钢笔

画第一人”。

这位名叫孟鹤群的老人，是一名

老常州，也是中国钢笔画联盟会员、江

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前几天，在位于

清潭新村的工作室里，孟鹤群打开他

的宝匣，向记者展示了他近年来的全

部作品。

一本小书《怎样画钢笔画》

孟鹤群生于 1949年，与共和国
同龄。1969年，他从常州市化工学校
毕业后，来到江苏大丰方强农场成为

一名知青。临行前，一位朋友送给他一

本小册子，“那是王琦编写的《怎样画

钢笔画》，也就几十页。”直到现在孟鹤

群还记得清清楚楚。

然而就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让

孟鹤群开始接触和了解钢笔画，在农

场劳作之余，他也开始自己摸索钢笔

画的技巧。

由于在绘画方面的特长，孟鹤群

被农场选送到盐城师范学校美术班进

修，经过不到 1年的速成培训，孟鹤

群初步了解了国画、水粉画、素描的知

识，并在农场学校的讲坛上当起了美术

老师。

回常州后，孟鹤群先后在多家企业

工作，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拿起钢笔画想

画的东西。黄山、庐山、泰山、绍兴、莫干

山、灵岩山……孟鹤群找出一叠 12册
小册子，都是他多年前出去旅游时的写

生，篇幅都只有小小的笔记本大小。

2005年，隶属中国美协的中国钢笔
画联盟筹备委员会在长沙举办全国首届

钢笔画展，孟鹤群的《庐山》一组 4幅作
品成功入选，这让他很是高兴。截至目前

的五届钢笔画展中，他的作品四次入选，

其中包括3.4米×0.45米的长卷《龙城
风韵》，在当时钢笔画大多呈小幅素描格

局的情况下，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退休前，孟鹤群在社区租下一间10
多平米的小屋，从此，这个小小的工作室

就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据点，“我的大

部分钢笔画都是在这里画的。”

180幅的《画常州说常州》

包括南大街、文亨桥在内的老桥、老

街，奥体中心、行政中心双子楼、运河大

桥等新建筑、新风景，孟鹤群花了近 7
年时间创作的共 180幅的《画常州说常
州》，既有老常州记忆中的常州旧时风

貌，也有新时代常州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今日繁华。

这些作品大多采用组画形式，有的

4幅、6幅，有的 8幅、甚至 12幅，最大
的 2.04米×1.04米，最小的 0.35米×
0.35米。为了画好这些画，孟鹤群多的
时候一天要连着画 10个小时，连吃饭
都忘了，直到老伴打电话来催。

为了画得真实，孟鹤群多次跑到现

场采风，比如有的运河大桥画面以俯瞰

的形式呈现，没有航拍、也不可能坐上飞

机从空中观察，只能从多个角度观察分

析，在脑海中把图像拼接。

而那些记忆中的场景，孟鹤群画起

来则是再亲切不过，“这个是当年青云坊

的木材店，门口一堆一堆的树着木头，两

个木工在对锯，然后我们小孩子经常会

跑过去故意把木头踢倒就跑，大人就在

后面骂。”

青云坊、双桂坊、正觉寺弄……随着

年龄的增长，这些儿时的记忆在孟鹤群

的脑海中日渐清晰，用自己的钢笔画下

来，对他也是一种心愿和责任。

用中国画形式表现钢笔画

“钢笔画以点、线为基本绘画语言，

用笔肯定果断，黑白对比强烈，有视觉冲

击力。”孟鹤群介绍，从传统上来说，钢笔

画是指用钢笔为工具所画的画，但现在

包括签字笔、中性笔在内的各种硬笔所

作的画一般也都可以说是钢笔画。

与其他画种比起来，钢笔画最大的

好处就是简单、方便，只要一支钢笔一张

纸，工具简单，随时随地都可以画，但费

时费力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再加上格局

比较小等原因，因此钢笔画在我国发展

一直比较滞缓，爱好者较少，绘画从业者

更少。

画钢笔画的多年来，孟鹤群尝试过

不少类型，卡纸、铜版纸、牛皮纸、有光纸

等等，最终选择生宣纸。再加上自己调制

浓度的墨水，他称自己的画为：生宣淡墨

钢笔画。

在创作过程中，孟鹤群也借鉴了

不少国画的表现方式和技法，比如勾、

皴、染、点，从构图、色彩、明暗等方面

入手，“用国画的形式去表现钢笔画，

增强表现形式，丰富表现能力。”这引

起了钢笔画界的一些争议，但孟鹤群

认为，任何一门艺术要想发展，都离不

开创新，有时候应该打破常规，创新和

完善表现形式。

本报记者 陈荣春

五龙潭
———艺术大师刘海粟作品赏析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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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藏

所谓“五龙潭”是五块巨

石，形似巨龙，头伸入潭，尾

展溪岸，其状如五龙吸水，故

名“五龙潭”。这幅画是刘海

粟七上黄山时的写生作品，

此时，海老的画已具有泼彩

的大气磅礴之势。上有苍穹、

山脉，云雾缭绕；中有松柏，

傲立山石之上；下有几泉活

水，一泻而下，潺潺流淌。作

品雄浑苍劲，清新秀雅。画

面烟云蒸腾、气象恢宏，海

老的气派与精神跃然于画

卷上。在海老的画中，少不

了松柏之景。他爱松柏，欣

赏他们的倔强不屈、奋发向

上，这也是他自身顽强拼搏

精神的体现。题款：“匡庐三

叠天下稀，嵩岳九龙称神奇。

何如此地独兼并，咫尺众壑

蟠蛟螭。”引自清代诗词，赞

黄山瀑布之美。

时尚
根植于传统

刘欢庆

本人的毕业设计课题《金陵十

二钗》是通过对人物服饰与发饰等

元素提取，以圆形结构为载体，以鲜

明的色彩对比突出人物性格，分别

对其进行形象设计，以复古与现代

风格相结合，进行再设计。既将这种

传统文化用视觉的形式进行了表

达，又将这些视觉形象进行了推广

和运用。既推广了传统文化又不失

时尚。本课题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设计，让更多的

人了解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传承。

'刘欢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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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于淮

安涟水县% 毕业于常州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专攻广告设计(

)金陵十二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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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优秀毕业

设计#奖( 指导老师孙宁( +

“小中见大”的文房清供
程香

2.07亿港元的笔洗、1.61亿元的
圆玺、5520万元的紫檀笔筒、4945万
元的水丞、4089万元的田黄纸镇、
2082万港元的紫檀文具盒……这些
耸人听闻的天价数字，不是传统中国

书画，不是古代瓷器，不是玉器，而是

由文房清供创造的。

提起文房，大多数人都会将其等

同于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而实

际上，文房器具种类繁多、材质多样、情

趣各异，列举起来堪称蔚为壮观。仅与

笔相关的器具，就有笔格、笔床、笔屏、

笔筒、笔船、笔洗、笔掭……而除了直接

的“文具”，文人书房中常有的香炉、袖

炉、手炉、如意、扇坠、琴、剑等也会涵盖

其中。因此，除了最为人所知的文房四

宝之外，古代文人案头所需一切工具被

统称为“文房清供”或“文玩”。

中国嘉德、北京翰海、西泠印社致

力于文人文玩专拍的

推介，很多专场备受

推崇。北京翰海1996
春拍即设中国文房专

拍，历年专拍多达数

十场。文房用品在拍

卖市场上风光无限，

不断有文房拍品冲破

百万大关、千万大关，

最终进入亿元时代。

2011年 北 京 保 利

2011秋季拍卖会古董珍玩夜场上，一
方清乾隆六十年(*-"%年)白玉御题诗
“太上皇帝”圆玺以1.61亿元成交，这
不仅刷新了御制玉玺和白玉拍卖的世

界纪录，也创下文房类艺术品拍卖价

格的新纪录。

除了价格昂贵的御用文房，一些

文房艺术品的价格被藏家和业内人士

认为仍属于价值洼地。西泠印社拍卖

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镜清认为：“文房类

艺术品是‘小中见大’的，‘小’是价格

上的小，‘大’是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上的大。文人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非

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房又是最能

体现文人精神的。文房与生活息息相

关，与生活相关的艺术永远都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他认为，与传统的收藏

热点如书画、瓷器相比，文房收藏的基

础更广、更踏实。

《痴者》结集出版
“泥腿画家”王玉伦中国画作品———

本报讯 著名“泥腿画家”王玉

伦中国画作品集《痴者》，日前由凤

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

凰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该画集共

收录了农民画家王玉伦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创作的 200多幅花鸟、山
水、人物画优秀作品。

年过七旬的王玉伦，我市武进

遥观镇农民出身，兄妹十人，排行老

三。自幼酷爱书画，一生充满坎坷。

王玉伦研习中国画，走的是一条与常

人不一样的蹊径。古往今来，书画家走

的多是师承之路，口授手教，修得正

果。而王玉伦自小家境贫寒，拜师无

门，走的是自学成才之路。这位1995
年曾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了个人绘

画展览的农民画家，绘画题材全拜大

自然的恩赐，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王

玉伦笔墨功力可和当今大匠名师比

美，作品从花鸟到山水到人物都有较

高造诣，意境深远属文人画范畴。其作

品被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天

安门、毛主席纪念堂、上海博物馆、美

国国际艺术博览馆等收藏。

王玉伦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江苏花鸟研究会会员。退休后的

他隐居于乡野，古稀之年，担水浇菜，

运气习拳，采菊东篱，观荷听雨，品茗

作画。

'韩兰娟 郑伶+

邮品上的常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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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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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于武进%号半耷农,寒凫&痴者%

斋号野草居-

*"-"

年有幸进入武进工艺美术厂学习修复古画和装

裱字画%

*"-"

年至
*".&

年期间为上海朵云轩&上海博物馆

装裱修复古画-

*".&

年至
*".%

年在武进博物馆&武进文化

馆从事修复古画和装裱字画工作%修复装裱恽南田作品%

工作之余废寝忘食地研习临摹了大量古今大师真迹-这

段修复古画和装裱字画的经历% 为他今后的绘画生涯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

年参加首届全国农民画展并获奖%

在画展开幕式上结识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喻继高- 后经喻

继高院长推荐%

*".%

年免费进入南京艺术学院进修-经过

美院的系统洗礼%绘画技艺渐增-

*".-

年在常州工人文化

宫举办个人汇报展%从此走上职业绘画之路-

*".-

年至退

休被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特聘为美术老师% 桃李

遍布全国-

*""%

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王玉伦画展-

创作手记

生宣扇面 淡彩钢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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