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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书法展本周六开幕
本报讯 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

教了 10年数学后转行教起了书法，
并多次在全国书法大赛中获奖……4
月18日-22日，“翰逸神飞———谢飞

书法展”将在刘海粟美术馆举行，集中

展出这位常州知名书法家近 5年来
的70件作品。

谢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

省江海书画会理事，常州龙城书画院常

务副院长，常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民

进会员。

“去年 12月我已经正式退休，有了
更多时间搞创作，办这么个展览也是一

种回顾总结。”谢飞笑着介绍说。

谢飞是土生土长的常州人，生于

1954年。在年幼的谢飞看来，读过六七
年私塾的父亲并不是个普通农民，一手

好字在附近村落颇有名气，每逢有些红

白喜事都要请他去写写对联，春联更是

不用说。

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谢飞从五

六岁就开始练习书法，“而且当时小学

里都有专门的毛笔写字课程，慢慢地

我也入门了。”也是凭着一手好字，从

小学到初中，谢飞都成了班级里的黑

板报专业户。

在那个年代，书法似乎并不能成为

一个专业。1978年，谢飞从南京大学数
学系毕业，来到常州技工学校（现常州技

术师范学院）当了一名数学老师，一教就

是10年。虽然如此，谢飞并没有放下从
小就接触、爱好的书法，“毕竟练了这么

多年，不舍得放弃，而且书法也是陶冶情

操、修身养性的一个好办法。”

1988年，谢飞商调至当时的常州财
经学校当了一名书法老师，这也成为他

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2001年 10
月，他又进入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执

教，直至去年退休。这期间，他走的是以

书法为职业的道路，不仅自己创作，还给

学生上课，并编写出版《大学书法教程》。

在谢飞看来，要写好书法、甚至成为

一名优秀书法家，既离不开自己的勤奋

努力，也要得到名师指点，还要有一定的

天赋悟性。1992年，年近不惑的谢飞来
到南京艺术学院深造，师从全国著名书

法篆刻家黄 教授，“当时我们一共 7
个人，其中不乏后来在全国书坛很有成

就者。”

这一年中，谢飞几乎所有时间都用

在书法学习上，除了系统学习书法理论

知识和技巧，就是在宿舍里临摹前人碑

帖，“大家一起学、一起写，第二天一起交

流，黄 教授给我们指出不足之处。”正

是得到这样的名师指点，谢飞的艺术水

平有了较快提升，“这也成了我艺术道路

上的又一个转折。”

在书法创作上，谢飞兼擅真、行、草、

篆、隶诸体，尤精于楷书和行草。在几十

年的学习过程中，他于 遂良、杨凝式、

米芾、赵孟 、董其昌用功最勤，逐渐形

成清新、幽雅的书风。其楷书揉褚遂良

《阴符经》和杨凝式《 花帖》于一体，在

保留传统渊源的同时，呈现出个性的清

新淡雅；行草则显温润平和，舒卷有致。

“书法从表面上看是写字，更深层次

则可看出书写者的情与性。”谢飞认为，

书法创作不能停留在摹古的高度，写得

再像古人也超不过古人，而应跳出历史

所设置的框框，形成自己的风格；书法艺

术创新可以逐步进行，“在整体并没有很

大突破的时候，局部细节进行一些小创

新，这也是一种创新。”

退休后的谢飞在创作之余，还从事

少儿书法教育工作，“现在学书法的孩子

越来越多，能帮助更多人了解书法、喜欢

书法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陈荣春'

家乡·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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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连云港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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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

离开家乡已10多个年头了，得知家乡作为“一带一路”国家政策重点
扶植的城市，对家乡的怀念之情愈加深厚。由此，想以自己的绘画语言来
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因为家乡的发展重点在于港口的建设，所以将目光瞄
准了港口。如今，不断扩建的港口已经气势磅礴，遥想当年的港口、码头，
是那样的局促。《1972连云港码头》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上世纪70年代
初连云港码头的景象。在画面的表达上主要运用灰色来表现，因为那已经
是过去了。历史需要我们用特殊的方式去记忆它。让我们对未来有憧憬。
而画面上动感强烈的轮船和火车，则突出了当年的港口繁荣之景。

石景山
——艺术大师刘海粟作品赏析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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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海老以耄耋高龄
作闽粤游，作画、写诗达半年

之久。此画为海老游至珠海

所绘画作之一。石景山位于

珠海市中心，山上怪石起伏

跌宕，忽如奔马绝尘，忽似众

流归海，因而得名。此画以平

远之势，突出山石的主题。只

见怪石嶙峋，石景山石头

“奇”的特色跃然纸上。远景

山石虚无，近景水流湍急，起

到衬托、活景的作用。整幅画

用笔热情奔放，用色明快，作

品凝练有力。远山、怪石、枯

树遥相呼应，形成一曲色彩

变幻的交响曲。海老游览石

景山后写诗赞美道：“石景山

郭静朝晖，香炉湾前坐翠微。

诡石石尖堆石诡，奇峰峰外

讶峰奇。”

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供稿

常州是中国邮展发祥地
江天舒

这枚编号为JP147的纪念邮资明信片，确认了———

中国集邮史

上首次邮票展览

会在哪里举行？

答案是常州，时

间是 97年前的
1918年 5月 10
日至 12日。这
是经过多方考证

后的科学结论。

随着 2008年 6
月 10日 《中国
举办邮票展览会

90 周 年 》

（
,-!.+

）纪念邮

资明信片的发

行，此事终于尘

埃落定。

中国第一次邮票展览会的归属，

无疑是非常重要且很有意义的。早在

1981年，我国著名集邮家刘广实第一
次公开提出这一问题，到 1986年，常
州市集邮协会为了编《常州集邮史

话》，专门到市图书馆查找，在残缺不

全的常州地方报纸《晨钟报》、《武进

报》上找到了关于常州这次邮展的详

实报道。

时光流逝，随着中国举办邮票展

览会 90周年日子的临近，在 2007
年，常州市发出了申报发行《中国首次

集邮展览九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

的请示，全国集邮联邀请国内集邮界

权威人士举行了两次研讨会。与会专

家认为，根据考证各种资料可以认定：

1918年 5月 10日至 12日，常州人
魏伯熙、左起喜等人在常州公园（今人

民公园）举行了一次邮票展览，是中国

集邮史上首次集邮展览。此次邮展共

有几千枚邮票按类展出，邮展公开征

集参展品、聘请邮展评判员、评定展品

奖级并颁发获奖证书，所制定《邮票展

览会之办法》，堪称现代邮展章程之肇

始。邮展史实清晰，材料充分，佐证可

靠，是中国集邮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

要事件。

据此，国家邮政局同意发行这枚

《中国举办邮票展览会 90周年》纪念
邮资明信片 (JP147)。明信片邮票规
格：对角线 30.5×30.5mm（菱形），明
信片规格：148×100mm，设计者为李
群，版别为胶印，发行量100万枚。这
枚纪念邮资明信片用足了常州元素：

右上角，邮资图案设计成菱形，中间是

常州文化标志之一的“毗陵驿”图案，

它又与邮政有着密切关系，上面有夸

张变形的“90”字样，表示中国第一次
邮展距今 90周年；左下角，有当年刊
载邮展报道的常州媒体《武进报》、《晨

钟报》影像图案。随着在常州市人民公

园举行隆重的首发式，一张常州文化

新名片就此诞生。

明代吴门书画特展
南博5月1日将推出

南京博物

院艺术馆春季

展即将展开。

立足于丰富馆

藏，南博拟推

出明代吴门书

画特展，分别

在 历 代 绘 画

厅、历代书画

厅举办“江南

风华———明代

吴 门 绘 画 特

展”、“江左流

韵———明代吴

门书法特展”，

特选书画精品

近 130件，以
飨观众。展览

将 于 5月 1
日正式开放。

图左：沈
周 (溪山秋色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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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品上的常州元素

创作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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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西画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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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任教于常州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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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油画 (走进新

时代)入选"时代风华#江

苏省高校教师美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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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摄影作品 (追

梦)获"时代风华#江苏省

高校设计作品展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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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油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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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云港码头)入选江苏省美术

家协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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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新人新作展《走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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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

在美丽的校园里闻着玉兰花香，悠闲地散步；在陈旧的
建筑群里品味着历史，纵情地抒发。同学们快乐地享受着大
学生活。每每回望黄金年代，种种校园景象便恍若眼前。作
品里的三位学子是我的研究生同窗，他们无忧无虑地漫步
在校园，背景是久违的蓝天还有熟悉的鼓楼景象。那种大学
精神的内在表达都显露于他们的表情。此情此景，是对同学
的怀念，是对学校的怀念，也是对青春的怀念。面对学习和
生活，需要留下点记忆。

谢飞书法作品获奖情况
"全国第五+第七届中青年书

法篆刻家作品展#入展

"全国第一届楹联书法展#入

展

"全国第一届正书展#入展

"全国第三届书坛新人作品

展#入展

"当代江苏书法篆刻精品晋

京展#入展

"第一届中韩书法作品大赛#

金奖

"全国第六+第七届教师书法

大赛#一等奖

"第七届海内外中国书画大

赛#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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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学书勤奋刻苦% 数十年如一

日%笔耕不辍,学书路子正%功力深%悟

性高%大有可为也,

———谢稚柳（书画艺术大师）

书法贵有文气+ 静气+ 清气和逸

气,观谢飞书法%一股清逸之气扑面而

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冯其庸（著名红学专家、文化
学者、书画大家）

谢飞书法清新淡雅+萧散简远%有

董香光遗韵,十多年前看过其书展%略

显稚嫩, 近观新作%已有了质的飞跃,

楷书灵动多姿%行草流美飘逸%篆隶古

雅质朴% 显示出他掌握各种书体的综

合能力和具有扎实的基本功,

———沈鹏（中国书协名誉主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立江海书画

会时就与谢飞相识,谢飞为人真诚%不

事张扬%谦逊好学%创作认真而严谨,

后入黄惇先生之门下%书艺大进,作品

多次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书法展

览并获奖,近观其作品%爽爽有一种古

风%飘逸俊美%儒雅洒脱%流畅舒婉%清

新劲健%这是其才情+学养和气质的综

合体现,

———萧平（著名书画家、书画鉴
定家）

谢飞在书法实践上自觉以文化书

风为鹄%而与时风保持间距,他的书法

立足帖学%于二王+米芾+董其昌+赵孟

頫和王铎诸家博涉兼优% 在自然书写

中充溢着生命的感性%气格高而不俗%

气韵醇而不薄%气息清而不浊,帖学是

文人化的产物%尤重书卷气+风韵+神彩%

在这一方面%谢飞书法表现出气韵高标+

风神独具的一面,这与他沉浸帖脉%通研

书理密不可分% 同时也与他的书法观念

达成一致,

———姜寿田（书法导报副总编、著名
书法理论家）

谢飞先生痴心书法艺术数十年%潜

心传统,曾游学于金陵黄瓜园%遍习历代

精典%深得古圣贤之妙法, 善真+行+草+

篆隶诸体%尤工楷书和行草%得宋人之意

趣%唐人之法度%晋人之神韵%清新雅逸%

温润华丽%一如其人低调斯文%平静之中

略显几分江南文士之气耳,管峻于金陵,

———管峻

（中国书法院
院长） 名 家 点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