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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系
列活动中，中央党校和国防
大学的书画展受到各级领导
及首都书画界的高度关注。
参观者在欣赏书画作品艺术
造诣的同时，还对一件文房
四宝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
件被誉为“五个第一”并被多
位书画大家收藏的文房四
宝，就是为庆祝建党九十周
年特别制作的《伟人墨宝》。

《伟人墨宝》第一次将毛
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和邓小平同志的书法作品，
用99 . 9%的千足金制作成黄
金书帖，以永久展现中共伟
人的墨迹风范。第一次由中

国制笔大师武京生为党的生
日制作特殊材质的极品毛
笔，一杆名为“君子”，选用顶
级狼毫，尖齐圆健，四德考
究，笔身由京城景泰蓝大师
手工绝技雕琢，并以稀有之
猛犸象牙封冠，其精湛豪华
可谓达到了毛笔的顶峰；另
一杆名为“当家”，是由顶级
羊宗和稀有檀木精心雕龙刻
凤的提斗，高雅夺目，弥足珍
贵，收藏家一致认为：这两杆
笔达到了料工技艺精气神的
至高境界，是十年不遇的难
得藏笔。第一次选用上等和
田青玉制作砚台、笔架和镇
纸，一方“荷花谐蜓”砚台、一

座“巍峨井冈”笔架和两条
“光辉历程”镇纸，由京城玉
石名流王凯先生倾力雕制，
大气磅礴，精美绝伦，镇纸上
一大会址、南湖红船、古田会
址、遵义会址、井冈山、延安、
西柏坡和中南海新华门等八
幅微型浮雕，记录了党的足
迹和丰功伟绩。第一次在文
房四宝中加入了签字钢笔，
笔身由优质和田青玉制作，
配备稀有金属笔尖，采用了
笔体面9 9 . 9 %的黄金工艺，
充满了中华风韵，名贵儒雅，
是重大签字场合的最佳用
笔。第一次以高科技万写宣
纸替代了传统宣纸，这也是

此套藏品受到各界人士青睐
的原因之一，她不仅具有很
高的纪念收藏价值，而且还
兼具方便修身养性的实用功
能，每日在繁忙的空隙，随时
清水为墨，纵情挥洒一番，怡
情雅兴，临摹伟人墨迹，更能
抒发革命情怀。

金银玉器、檀木象牙是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
体，《伟人墨宝》也是用这些
名贵材质把中国共产党走过
的光辉路程予以艺术的表
达，这正是对中华文化的一
种传承，具有深刻的历史文
化意义。该套文房四宝以建
党9 0周年为主线，回顾9 0载

党的光辉历程，有着重大的
历史意义和纪念价值。纯金
的货币价值、名贵毛笔的艺
术价值与和田玉器摆件的完
美结合，可谓是集纪念、收
藏、馈赠、实用等诸多价值于
一身，全部经过国家检测机
构检验并出具证书，难怪京
城诸多行家一致赞叹：“这是
建党题材中最具有文化价值
的藏品。”且全国发行量仅有
1 9 2 1套，其独特性和稀缺性
决定了《伟人墨宝》毋庸置疑
的升值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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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厅主办，山东画院承办的山东省送文化下
基层书画笔会在济南东方大厦举行。省文
化厅副厅长李宗伟、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
出席活动。

为落实中央关于“三个一切”的指示
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建设，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决定开
展“送戏下乡、下基层、进广场”的文化活
动，把山东地方戏曲名剧制作成视频光
盘，无偿地送到广大乡村、社区、城市广场
等基层，丰富城市及农村的群众文化生
活。14日下午，山东画院邀请丁宁原、谭英
林、李向东、范正红、沈光伟、刘书军等3 0
余位著名书画家在东方大厦举行了送文
化下基层书画笔会。书画家们挥毫泼墨，
创作了作品5 0余幅，全部捐赠给有关部
门，用于光盘制作发行经费。（书讯）

山东省送文化下基层

书画笔会在济举行

“云中漫步——— 2011印象中国冯钟云
水墨艺术展”将于8月26日在济南美术馆
举行开幕式。

冯钟云的艺术实践在写实与抽象两极
之间游走，展示出画家驾驭形式的天赋。冯
钟云承认自己绘画的现代性，但他又有很
好的传统功底。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马蓬勃
称，冯钟云的人生与艺术都在追求一种这
样的彩墨境界：寓杂多于纯粹，澄五色而至
清明，冯钟云以其独特的色彩体系，创造了
一个气韵丰盈、精神自现的新境界。（如画）

“云中漫步——— 2011印象中国

冯钟云水墨艺术展”将开展

由山东省民族文化学会主办，潍坊丰
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杨家埠年画社承办
的“山东书画名家八人展”将于8月25日在
潍坊市丰泰文人会馆开幕。

这次展览将展出黄汝清、潘玉东、丁
选、杨建勇、许嘉鸿、薛永维、马笑雷、
段凯夫等八位山东书画名家的新作100余
幅。 (聂明强)

“山东书画名家八人展”将开幕

李荷芹，1969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宁
市。现为济宁市市中区美术家协会会员、济
宁市市中区书画之友社社员。作品曾被《家
教导报》、《济宁日报》、《从政警言书画作品
集》等刊物刊登，其中《猫、鱼》获区教育系
统一等奖，《国画》在济宁市纪念人代会成
立五十周年书画展中被收藏，《天香图》被

《济宁市市中区廉政文化进社区书画摄影
作品展》刊登。

□ 文\范迪安

中良先生的新作精品《杜中良国画
作品集》近期付梓，这是近年来他参心
禅、悟画道、勤奋钻研的收获，可喜可
贺。

北方山水的特点是厚重刚直、雄峻
壮观，紫气氤氲、飞瀑流泉。没有博大
的胸襟，没有对祖国山水炽烈的热爱，
没有长期的艰苦写生，没有心灵与大自
然的天人合一，是写不出这样大气、壮
观的山水画的。郑板桥说过，必极工而
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随能写意也。中良
追求的精神特色是以情造境，情趣横
生，在虚心学习八大、石涛、吴昌硕、
齐白石、朱屺瞻等大师的基础上，张扬
出自己的艺术个性。

近现代以来，国内画坛已经有多人
提出中国画的未来走向问题，我看最根
本的还是从传统中国画中溯源，结合现
代世界的发展趋势，确定新的突破方
向。不论怎样变化，中华民族的精神和
中国文化艺术的符号，是不能丢掉的。

在我国美术史上有很多前辈大师，
提出过带有原创性、本体性意义的绘画
理论或主张。晋代顾恺之提出传神论，
南齐谢赫提出气韵生动论，唐代张璪提
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现代齐白石
又提出“似与不似之间”的创作主张，

五代荆浩的《笔法记》，宋代郭熙的
《林泉高致》，清代石涛的《石涛话语
录》等，这些画家的理论影响了我国绘
画史的走向、形态和风貌。中良在这方
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在画论、书法、诗
词、治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
格。

具有开创性的艺术家，会在既有知
识和现状的基础上致力于未知领域的探
索，他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总是处在一种
新的体验之中，紧紧抓住所要表达的思
想、意念、意象，利用深厚的笔墨功底
和技巧，因势利导、随机应变、造险破
险、将计就计、有法中无法、无法中有
法地进行创作。心、手、笔合而为一，
始终围绕似与不似捕捉物我之间以及景
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一种运
动关系。若只是追求技巧去画俗气的
画，那么就只能达到技巧处理的完善
了。

我历来主张，一幅好的中国画作
品，应该是一首好诗、一首好歌，一部
好的文学作品，耐人寻味，给人遐想与
震撼。一个经得起历史推敲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隐秘着他的思想与情感，强烈
的个性和高尚的品德激发画家的创作冲
动，灵感油然而生，能够独树一帜的作
品也就此应运而生。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长）

雄峻壮观 飞瀑流泉
杜中良的山水人间

杜中良
笔名汉华，1950年生，山东菏泽市人，毕业

于北京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专业，进修于天
津美院，师从姚治华。现系中国孔子国画院院
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国画家协会
理事、中国美协山东省分会会员、世界文化艺术
研究中心理事。

作品多次获奖并入编《中华名人大典》、《共
和国名人大典》、《翰墨丰碑》、《海内外中国书画
艺术当代名家集》等。

作品曾被《中国书画报》、《大众日报》、《齐鲁
晚报》、《美术报.》、《羲之书画报》等多家报纸报道，
近几年曾在南京、天津、九江、济南以及韩国仁川
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 文\孙国章

走进吴建军的艺术天地，扑面而来的
是一团浑厚的苍茫之气。高山云雾，月色迷
濛，空谷松风，给人一种“万物一体，宇宙在
我”的阔大胸臆和艺术魅力。并且在细细品
味之后，还能咀嚼出一种难得的虚静，一种
现代人亟需拥有的“不与物迁”的人生态
度。建军特别钟情于月光下的世界。月光如
水，抚摸着山川河流、苍松翠柏；冷月高悬，
天地间充盈着一片孤寂静逸之气，令人浮
想联翩，万千感慨。正如墨西哥诗人帕斯所
说：“每一个读者都是另一个诗人。”绘画亦
可作如是观。有人说，月光下的世界，本质
上就是一个艺术世界，我同意这个观点，建
军对此也该有同感吧。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无论他选择何种
画种，运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其终极目
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指向社会和人生。通
过点、线、面以及黑白、色彩等手段，在巨大

的想象力和激情的呼唤中，表现出画家向
善大爱的人文情怀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的高尚情操。虽然境界高远难以企及，但对
于一个有追求有抱负的画家来说，应该对
此心向往之，并付诸不懈的艺术实践。建军
意趣雅致、平和淡定，对艺术敬而畏之，孜
孜以求。在繁琐的工作之余，书斋面壁，品
画读书，常常和前辈艺术大师们灵魂相逢，
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一有空闲，便打点行
装，在山水间行走，感受着山的挺拔和壮
美，品味着水的宏阔和妩媚，同时也在体验
着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冷暖。也许，正是这
些从思想到感情、从生活到艺术的潜心历
练，才使他在山水画创作的道路上，追随着
大师们的脚步，愈走愈远，踏出一片阳光。

建军的山水画创作，已经取得了令人
欣喜的成绩，再往前走，怕是要更深刻地去
感悟人生的意义和灵魂的价值。八大山人

“墨点无多泪点多”，当我们面对悲凉人生、
苍茫世界的时候，能“独怆然而涕下”吗？

建军当珍惜时代的恩赐，听命于艺术
至高无上的指令，沉静地面对我们置身其
中的这个时代，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把根留
住，使自己的艺术生命灿烂并摇曳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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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图》 李荷芹

《满山红叶有秋声》

《黄土情》《黄土之巅有书声》

《碧水蓝天春意浓》（一）

《千佛山系列》之一 《泉城公园系列》之一 《西递古村系列》之一《苍岩山系列》之一

吴建军
笔名无山。1985年毕业于山东工艺美

院工艺绘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山东省
致公党书画院副院长，济南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济南市文联副秘书长兼
协会工作部主任，济南市海外联谊会理
事，济南市政协常委。作品曾多次获奖，
出版有《吴建军画山水》、《吴建军水墨
作品集》、《山水名家吴建军》和《山水
画名家吴建军》等。

《中国名家速写集——— 吴建军速写》
日前出版，本文所配画作均出自此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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