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余载风雨路 蒙山沂水总关情
——— 山东艺术家赴大众日报创刊地采风写生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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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大众报业集团2011年邀请九位著名艺术
家进行以大众日报著名历史事件和人物
为题材的主题绘画创作，以艺术的形式
再现大众日报这份在战火中诞生的党报
的发展历程和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为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献礼。

一

正如65年前大众日报刊发的一篇社
论中所说的那样，大众日报的历史是和
山东人民的抗战史分不开的。它是山东
人民英勇抗战的史诗，也是山东人民艰
苦抗战的缩影。历史充分说明，这一论
断是十分正确的。作为全国连续出版时
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报纸，作为世
界报业史上牺牲人数最多的报纸，大众
日报是山东人民革命和建设史诗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山东人民革命和建设的
缩影。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对本次活动十
分重视，要求承办方山东新闻书画院精
心策划、精心组织，按艺术规律办事，
力求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历史性与时
代性的高度统一，为大众日报及后人留
下一批传世精品。

活动从年初策划，五月份正式开始
实施。承办单位山东新闻书画院经过大
量的资料查阅以及咨询考察，选定并接

洽了最适合创作这些题材的九位艺术
家，逐一拜访，交流沟通，最终达成创
作意向，同时向创作者提供了近六万字
的大众日报相关史料和数百幅图片，并
初步选定大众日报创刊、大青山突围、
革命烈士李竹如、敌后编辑部、战地采
访、穿越封锁线、鱼水情深、情系云头
峪、东方风来满眼春等选题作为创作方
向和题材，供艺术家们参考。选题从大
众日报的初创到战争年代的采访、编
辑、印刷、发行，以及参与的主要战役
和领导人等，一直到报社进驻城市。参
加本次活动的有国画家、油画家和雕塑
家，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用风格各异
的艺术语言全面表现活动的主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案头准备工作
后，六月初和七月初，艺术家们分两批
奔赴沂蒙山区大众日报创刊地，沿着报
社当年诞生成长、辗转战斗的线路，充
满激情地展开了采风写生之旅。

二

组织高水平的艺术家进行大型主题
绘画创作，这在大众日报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参加活动的艺术家都是参加过国
家、省级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作者，平
日工作繁忙，凑到一起很不容易。六月
初适逢端午节假期，放弃了休息时间，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山东省美协主
席团成员于新生，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玉萍，山东画院高级
画师、济南美协副主席李兆虬等第一批
艺术家率先踏上了沂蒙大地。

考察的队伍首先来到沂水县夏蔚镇
云头峪村，当我们推开大众日报创刊时
印刷所旧址那扇木门的时候，当年刘茂
菊主动腾出结婚新房给大众日报做印刷
所的动人一幕，似乎也在尘封的时光里
隐约闪现，我们似乎又看到前辈们在这
简陋狭窄的草房里点着油灯热火朝天连
夜赶印大众日报创刊号的感人场面。在
听了刘茂菊大娘的儿媳狄元梅的介绍
后，于新生老师感慨地说：不来真不敢
相信，如今置身宏伟的山东新闻大厦的
大众报业集团，起点却是这么个简陋的
草房。

下午，大家又不辞辛劳来到了沂南
县大青山突围纪念馆，并与当地有年纪
的老乡拉家常，询问了他们或了解或经
历的当年战役的点点滴滴。

第二天的考察重点是莒南大店的
“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1 1 5师司令部旧
址”。1941年3月至1945年9月，八路军
115师司令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
工会曾长期驻扎在这里。1 9 4 5年8月1 3
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政府——— 山
东省政府在这里诞生。当然，那个时期
的大众日报的编辑部旧址也在这里。旧
址面积四万多平方米，艺术家们认真地
记录拍摄着，并不时向工作人员了解相
关情况，不知不觉到了十二点多。出了
大门，听说还有一处有重要资料的地方
没有走到，艺术家们又不顾辛劳再次返
回纪念馆，一看又是大半个小时。

回来的路上，大家结合考察采风的
感受热烈地讨论着，油画家王玉萍女士
反复向工作人员询问她拟创作的“革命
烈士李竹如”是否还有更详实的资料，
回到济南后，王老师又查阅了很多资
料，并专门寻找了一位形象相似的模
特，借了军服，将其装扮好了认真写
生。而为了积累更多的创作素材，已拍
摄了大量照片的于新生老师，准备回济
后自己再去找一处农村的集市写生……

三

第二批采风写生的艺术家是在七月
一日——— 党的生日这天一早出发的。北
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人物画家王
珂（山东籍）除了创作任务繁忙，还是
首师大美术学院“唱红歌”的主力，6月
3 0日下午，王老师唱完红歌已经六点
了，乘坐晚上9点的火车，11点多赶到济
南，住下休息时已经是下半夜了。7月1
日一早，他如约和梁文博、岳海波、徐
青峰、仇世森四位艺术家一起迎着朝
阳，奔赴大众日报创刊地。

二次考察的路线还是从沂水开始
的。在云头峪，山东省美术馆馆长、著
名油画家徐青峰一看到那台布满尘土的
印刷机便激动不已，他说，这台简陋的
机器见证了历史，创造了历史，它像个

饱经沧桑的老人，让人回味。这是默默
的诉说，也是一种安静的震撼。

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艺术学院
教授梁文博老师多年前带学生写生时曾
经来过云头峪，并和当时大众日报第一
任总编辑匡亚明墓地的守墓人有过交
谈。再次站在这里，他不由地感慨道，
大众日报第一任总编辑的骨灰安放在这
里，而创刊地的老乡们又把这个地方维
护得这么好，这充分体现了大众日报和
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和割不断的血肉联
系！

第二天，艺术家们来到费县的白石
屋，这里是沂蒙小调的诞生地，路边的

老乡似乎谁都会随口来一段沂蒙小调。
大家都被这里的美景吸引了，而在不远
处，就是当年著名的大青山战役的战
场。这里曾上演大众日报历史上最为悲
壮的一幕，在当年反抗日寇的突围战斗
中，2 0多位大众报人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艺术家们来到纪念广场，听费县薛
庄镇宣传委员孙永丽介绍当年战役的过
程。大青山巍峨地屹立着，那悲壮惨烈
的战争场面似乎历历在目。“我发誓地
向天呼，为了民族的生存，要流尽最后
一滴血！”烈士郭季田在生前日记中发
出的誓言犹在耳边。如何艺术地再现这
段历史？艺术家们陷入了沉思……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著名人物画家岳
海波，山东省美协副主席、著名雕塑家仇
世森顶着烈日在广场上长时间交流，仇老
师的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形象画面。

来到莒南“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115
师司令部旧址”已经是下午了，大家看
得认真、听得仔细，走出展厅，王珂老
师激动地说：我计划创作一个群像式的
大画面，不这样似乎表现不出当年大众
报人的那种气势。

回济南的途中，一场盛夏的暴雨不
期而至，天慢慢黑了下来，在陆离的车
窗外，艺术家们创作的一个个鲜活的画
面似乎渐渐清晰起来……

山东省文联、山东省书协、山东
省美协于7月18日在济南举办了《马登
雨书画集》书法卷、国画卷首发式暨
座谈会。

《马登雨书画集》收集了马登雨
同志的350余幅书画精品，既是对其多
年来辛勤耕耘于书画园地的一次成果
的荟萃，也是对前辈、同仁和社会的
回馈。

马登雨，字顺堂，号云庵、怡雨
斋，1 9 5 2年生，山东滨州人，考古专
业本科，工商管理硕士，山东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聘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管理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楹
联协会顾问，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副
理事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山东画院高级
画师、顾问，山东中山书画研究会理
事，东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
席，东营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
名誉主席。

《马登雨书画集》

日前出版

登雨大学读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受
到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方面的训练。在山东省文化厅
从事文物管理工作期间，曾参加全国文物字画鉴定
研究班，得到启功、傅大卤、徐邦达、杨仁凯、耿宝昌、
万育仁、刘春甫、关天相等诸多文物鉴定大家的口传
亲授，并饱览京、津、沪、辽、鲁、陕、宁等地所藏书画
真迹。后来，登雨出任山东省文物总店业务经理，主
管流散文物字画的收集、鉴定及管理工作。长期与文
物特别是古人的字画打交道，使登雨沐浴着文化的
醇风和雨露，为其从事书画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传统为根，文化为养，书画之正道也！

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古法与创新？我以为，在

几千年的书法实践中，古人在技巧层面上如笔法、墨
法、结体、布局等几乎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界，现代书
法艺术遑论超越，实则远远未达到历史的高峰。我们
虽然不能复制古帖、克隆古人，但可以在尽量吸取、
遵循古法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个性、特点，形成具
有“这一个”的书法风格，应是现代书法创作的一个
价值取向。

登雨很注意临帖，而且是广泛临写。少年时代是
颜真卿的《多宝塔》，继而对钟鼎、石鼓、汉碑、魏碑及

“二王”下过切实的功夫。而尤其钟情于王铎。他的书
法创作是具有个性的，或者说是正走在由书法个性
演变为书法风格的路上。

孔夫子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登雨有四年军旅生涯的锻炼，又在纪检、监察系
统工作多年，对自身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正因如
此，其书法艺术是遵从做人做事的大原则下的游于
艺，是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展示美、阐释美和创造美。
古人有“字如其人”、“心正笔正”之说。登雨从事的是
正人心、正风气的工作，书法既是他陶冶心性的禅
修，又是他自正正人的利器。因此，他创作了大量修
身和廉政的书法作品，主持编印了《中国廉政教育书
画作品集》，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浩然正气。

书画同源。古代文人善书者大多善画，书画兼
修，相促并荣。登雨即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一九
九六年，他在山东省美术馆成功举办了个人书画展，
展出书画作品近二百幅，此次结集亦是书画联袂，翰
墨丹青，蔚为大观。

登雨已近耳顺之年，相信他会更加努力，渐至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书法境界。

（此文为《马登雨书画集·书法卷》序言）

为书法艺术注入浩然正气
□ 娄以忠

花开倾城艳 墨香飘寰宇
□ 谭英林

牡丹，为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之首，花硕色艳，富
丽典雅，号称“花中之王”、“国色天香”，至今已有一
千五百多年的栽培历史。秦汉以后，画牡丹大家代不
乏人。唐之滕昌佑，五代黄筌、徐熙，宋之黄居寀，元
之钱选，明之沈周、徐青藤，清之恽南田、赵之谦、任
伯年都是画牡丹高手。近代画家善此道者更是屡见
不鲜。吴昌硕、陈师曾、王梦白、于非闇、王雪涛为一
代画牡丹宗师；我省老一代书画家赫保真、于希宁、
王企华、张朋、王小古、崔辉均善画牡丹，他们都不同
程度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画坛。登雨先生数十年来夜
以继日，挥毫不辍，从中得到的教益，成为其书画艺
术创作的重要动力。

出版社约稿登雨先生，出版大型书画集，付梓之
前送来清样过目，笔者有幸先睹为快。甫观画册，一
股浓郁的国色天香扑鼻而来，芬芳馥郁，沁人心脾。
登雨以画牡丹见长，姚黄魏紫，天真烂漫。然细审之，
大致可类分为墨、风、晴、露、夜数款。他还喜作梅、
兰、竹、菊四君子，玉兰、荷花、水仙、禽鸟、草虫之类，
均取自造化，师法传统，骨法用笔，自然生动。所作山

水，属高古简约一路，立足文人，力追倪黄。综观全
局，可以论定登雨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能
大胆探索，创新求变；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鉴古
尊今，相得益彰。

十几年前登雨在省城举办个展，展出书画作品
二百幅，梁步庭、蒋维崧、刘艺、王企华、张建中、刘敦
愿、崔辉等题辞祝贺。展览圆满成功，引起政界、书画
界专家的瞩目。近十余年来先后参加香港回归，建党
七十五周年，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建国五十周年、五
十五周年、六十周年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
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山东美术馆、炎黄艺术馆等举
办的各种书画大展，并时有获奖。山水画《东岳朝
晖》、《墨牡丹》获“龙脉杯”、“康晖杯”特邀金奖、精品
奖。数十件绘画作品载入《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全国
艺术精品博览》、《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全国翰
墨精品集》、《世界文艺博览——— 中国书画》、《世纪书
画》、《清风书画》、《龙脉书画》、《神龙书画》等大型书
画集，并主编《中国廉政教育书画作品集》。艺术简介
选入《二十一世纪专家人才库》、《中国专家大辞典》、

《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大型辞书。报刊杂
志也多有作品刊登、推介。

登雨先生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功底深厚，涉猎
广泛。现正值创作盛期，《马登雨书画集》的面世是其
多年来在书画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的回顾与总结；
也是新长征的起点。我们翘首以待，企盼着画家在攀
登书画艺术高峰的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此文为《马登雨书画集·国画卷》序言）

艺术家李兆虬（左一）、王玉萍（左
二）、于新生（右一）在大众日报创刊时
的印刷所旧址与老房东刘茂菊的儿媳狄
元梅合影。当年，刘茂菊为大众日报印
刷所腾出了自己的婚房。

艺术家们在费县白石屋留影。(右起)梁文博、仇世森、徐青峰、岳海波、王珂。

由山东新闻书画院举办的“如花美
眷——— 于水中国画济南邀请展”日前在山东
新闻美术馆圆满落幕。

新文人画家于水先生1955年生于北京，
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北
京分会中国画艺委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编
审。于水先生的人物画起步于连环画，大都
写画古代仕女，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
之长，线描基本功扎实，笔墨简约随性，设
色明净淡雅，形成了兼工带写、舒缓闲雅的
格调。 (相飞)

“如花美眷——— 于水中国画

济南邀请展”落幕

《春晖》

苏晓丽 作

8月3日，“一脉文心——— 陈乐民的书画世
界”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式开幕，这是该院首
次为一名学者而不是艺术家举办的大型个人
书画展。

陈乐民，1930年1月28日生，自幼学书画
诗文，国学功底深厚；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
燕京、中法、清华、北大等著名学府，专修
西方文化。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
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所所长。晚
年专注于欧洲学研究，出版有《欧洲文明十
五讲》、《欧洲文明的进程》等著作，被欧
洲人称为中国的“欧洲学家”。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认为，此次
展览在国内来说非常少见。因为中国所谓文
人的传统在今天已经是过去式。文人画是中
国整个绘画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代
表了中国人对绘画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
仅有画，更多的是作者的素养。“陈乐民先生
首先是欧洲学学者，但当我们发现他一生都
在用毛笔书写的时候，特别是退休之后进行
了大量的绘画创作，令人非常惊讶。”（雅昌）

学者陈乐民书画展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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