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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3日，首届王羲之奖全
国书法作品展览启动仪式在山东广电
产业大厦举行。

首届王羲之奖全国书法作品展览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共山东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联合主
办，山东省书法家协会承办，倪氏海
泰集团有限公司协办，将于2012年8月
在济南开幕。此展赛三年一届，永久
落户山东。

近日，美国埃默里大学特邀我省书
画家张景尧作了题为《国画、书法与中
国当代社会》的讲座。这次讲座由埃默
里大学俄罗斯与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埃
默里大学东亚研究项目、埃默里大学视
觉艺术系共同承办。

张景尧从如何欣赏中国书法绘画、
中西艺术比较、民学派和学院派的概念
以及张景尧55米巨制《黄河颂》创作等几
个方面作了论述。这次讲座是对弘扬传
统文化、促进中西艺术交流的积极尝
试。

□文/刘大为

沧海的书画有着文人大写
意中的禅宗写意之风。观沧海之
书画，无事雕琢，而闲放中见整
肃，意到笔随，于平淡中寓天趣。
评者谓之“此境界如散僧入圣，
非颖悟超人者莫能及也”。

文人画家的创作不单纯是
对合乎自然秩序的艺术秩序的
感悟和体验，更是对生命完美的
追寻。而禅宗写意则更加注重自
由与超越的纯粹精神的表达。禅
宗写意画尚虚静、尚单纯，创作
者当先顿悟与明心见性，方能观
照自然之内美。在这里笔墨不仅
是技术层面上的绘画语言，更是
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写意精神
之所在。对自然之亲近，对大朴
无华之心灵体验与对勃勃生机
的追求，则是沧海写意画的重要
特征。“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老子》)，因于积累，绘画之法自
有所“益”，而单纯的法之增益却
不是绘画的终极，在法度完备之
下，应“损之又损”，直至达到内
心的纯粹表达，达到与自然的和
谐。也正因为如此，沧海的画才
愈显空灵，其笔墨也愈纯净。

沧海的创作状态是自由而
无滞碍的，他善于抓住生活瞬间
的感觉与稍纵即逝的“化机”，并
诉诸笔墨。是客观物象内在的某
种精神，和画家的心灵形成和谐
与统一。在创作中，一些枝节的
真实被精湛的笔墨韵味和独立
的审美特征升华。相应地，由简
约而单纯的笔墨构成的特有的
程式自身便成了被欣赏的对象，
同时，对于大写意画来说，笔、
墨、水、宣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统一体，它充分体现在临机应变
与在一瞬之间生发于内而形诸
于外的迁想妙得，形迹的韵味是
在心物交感中所生发的返璞归
真。在其创作过程中，毛笔的柔
韧、劲健，以及顺、逆、藏、露等不

同的笔法，不同因素协调在一张
统一的画面上，墨的变化更加丰
富，每注一滴水、每蘸一毫墨，书
画家情绪的稍微变化落实在用
笔上，在宣纸的渗化作用下，便
会呈现出不同的情境。所以用笔
施墨之间，虽有法所依、有形所
循，而书画家又非写形、写法，实
乃写心、写生，倾注一己之情感。
笔墨的变化、墨与水的交融、形
与神的契合，都在有无之间体现
出书画家先天之才情秉性与后
天之修为学养。

沧海深知“盖世聪明，精彩
绝艳，离却静净二语，便堕入短
长纵横习气”。只有脱尽纵横习
气，才能做到淡然天真，才是高
逸之作。只有“歙气于骨”，才能
如此的“天籁自鸣”。因而他超越
了表面化的情感与得失，进入生
命的自在自呈的本体层面，使形
式、意味更率真、更本质。因为他
深谙“大美配天而华不作”，“大
音希声，大象无形”，“易简功夫
终久大”，“不拘于俗”方可无缚

无解，如意自在方是正道。正因
为如此，沧海作品的境界才会如
此的返于清虚、空灵与简远，往
往在寥寥数笔与咫尺篇幅之中，
有着极深、极厚、极广的意蕴。这
是一种在滚滚红尘中传达出古
雅出尘的精神风采，一种对文化
精神的顽强固守。

沧海之书画，亦蕴含有君子
风骨。其于文化之精神，非徒提
倡，更在践行，而且能表里如一，
其不偏不倚，是谓中庸；不诱不
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是谓
仁；其真实无妄，坦然无欺，是谓
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因而君子的
形象及君子风骨更体现在他的
绘画中。沧海喜写梅、兰、竹、菊。
他写竹自根直贯顶萼，自由自
在，清逸之气，一任生发；写梅在
点画聚散之间传递着一种萧散
出尘之致；其写翎禽，意态“敛翮
闲止，好声相和”，问君何能尔，
安静自在心。沧海尤喜画山居高
士或隐逸之士，或泛舟壁下，或
凭崖寄高，或风雨归舟，或策杖
问山，或悟道净庭……仿佛这类
题材早已是他内心的一个情结。
蜗居在钢筋水泥里的城里人，为
了生理与心理的休养而艳羡乡
土田园景致，这仿佛成为了时
尚。而我认为，沧海对田园自然
逸趣的向往之情，与其说是对自
然情趣的亲近或是心理与生理
的回归，不如说是艺术家文化意
义上的归属和追寻，是千百年来
中国文人对田园归隐境界的情
结所使然。

古人曾云，学之不如好之，
好之不如乐之。沧海对于水墨写
意画，就是这种从之而乐之的真
性情流露，是其内在诗情的表
述，他的水墨写意画是一首首似
真亦幻的“无穷出清新”的诗，真
实而自然，如诗如梦，达至乐而
相忘。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沧海及其禅宗写意画风
著名学者、书画家、南

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尹
沧海先生“尹沧海2011———山东

书画交流展”定于2011年12月23日至
27日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

此次画展由南开大学、山东大
学、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与山东省美
术家协会联合主办，参展作品100
余幅，分人物、山水、花鸟、书

法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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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得草书藤一束》 《三坡镇都衙村写生》

首届王羲之奖全国书法作品展览

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

书画家张景尧应邀赴美讲学

“妙境花情”莫晓松画展

在青岛开幕

“守望家园”单国栋油画作品展

潍坊开展

“守望家园”单国栋油画作品展
将于今日下午3点在潍坊丽景画廊开展。

单国栋1968年生于甘肃，1993年定
居北京，职业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北京关照自然中国工笔花鸟画院常
务理事。作品大多表现西部风情，尤其
擅长表现藏族人民的生活。单国栋一直
研究西方油画与中国现实题材的结合，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妙境花情”莫晓松画展于2011年
12月16日在青岛一叶美术馆开幕，展期
一个月。本次展览展出了莫晓松工笔花
鸟画新作40余幅。

莫晓松生于1964年，现为北京画院
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工笔画学会委员，中国美协会员，
工笔画功力深厚，尤其擅画荷花，作品
宁静淡雅，细致唯美。

《九华夜月》

《何物醒吟目——— 斗鸡》

《几间东倒西歪屋 一个南腔北调人》

2011年12月13日上午，由北京荣宝
斋主办、山东大厦艺术馆承办的“张登
堂新作展”在山东大厦多媒体厅隆重开
幕，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韩喜凯、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乔延春等领导出席了
开幕式并为画展剪彩。出席开幕式的还
有众多山东省书画界人士、画家友人以
及社会各界来宾共1000多人。

张登堂先生是当今中国北派山水画
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艺术探索，
为新时代山水画的创作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他的创作根植传统，注重意境的塑
造，作品波澜壮阔、大气恢弘，具有气
象正大、格调纯正的特点。

张登堂先生一贯强调写生，此次展
览的66幅山水画，均是他近年采风写生
的得意精品，其中包括俄罗斯风情及国
内各地胜景系列。作品选材精妙、墨色
淡雅清丽，通过虚实、动静的对比以及
色彩与构图的选取，抒发了画家对雄浑
壮丽的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以及对生命的
讴歌。其中，水墨与彩墨的表现力极具
个人特色，传统文化的意味十分突出。

张登堂新作亮相山东大厦

马世祥书画展在济开幕

《后窗偶得》 《莫道空山秋色淡》

《达摩面壁图》

《悲落叶于劲秋》

《形容出造化 想象成天地——— 荷花翠鸟》

尹沧海，又名老
沧、月明，学者、书画
家。1966年生于安徽
省萧县，艺术史博士。
师从范曾先生。现为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
教授，南开大学艺术
与艺术品投资博士生
导师，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当代艺术创作国
画名家工作室导师，
天津大学、天津商业
大学客座教授，淮北
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九三学社天津
书画院副院长。作品
被人民大会堂、中南
海、八一大楼、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天津滨
海国际机场以及国内
外部分大型博物馆、
图书馆收藏。

艺术论著作：《复
归于朴—写意花鸟要
旨》、《沧海一粟》、《写
生课》、《沧海论画》。

书画作品集：《尹
沧海画集》(荣宝斋出
版社 )、《中国当代名
家画集—尹沧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
《 中 国 美 术 家 作 品
集—尹沧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 )、《尹沧
海速写集》、《尹沧海
书法集》、《尹沧海书
画集》、《尹沧海师生
画集》、《月明沧海·释
本如终南禅会集》、

《行迹—中国画名
家写生作品集·尹沧
海》。

12月17日，由外交部中日韩经济发
展协会、山东省文联和中国华侨画院主
办的“道法自然 宁静清远”——— 马世
祥书画展在山东省美术馆开幕，省政协
副主席齐乃贵出席开幕式并为画展剪
彩。

马世祥1952年出生于山东诸城，现
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理事、《中国书
画家报》副主编。其国画作品自然平
和、清秀典雅、恬淡简远。近十几年，
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济南、青岛
等地举办个展和联展，受到专家和观众
的好评。马世祥创作的《白发渔樵》、
《清韵图》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入选
中国美协主办的中国画作品展。多幅作
品被国内外博物馆、艺术馆等机构收
藏。此次展出的150余幅书画作品皆为
作者近年来潜心创作的精品佳作。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25 . 00元 零售价：0 . 8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济南天气预报 今日晴 温度 -4℃～4℃ 明日晴转多云 昨日开机2：50 印完5：3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