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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月22日，冯其庸先生永远离开了我
们。先生走后，我常常想到他，梦到他。当先
生的忌日愈来愈近的时候，我写下这篇怀念的
文字。我之所以选定这个题目，是因为“大众
书画”专刊与冯先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在
创办这个专刊前前后后20多年的时光里，受到
冯先生难以记述的教益。

经过长时间酝酿准备，大众日报编委会研
究决定，“大众书画”专刊于1998年3月5日正
式创刊。此前，负责具体筹备工作的王海清、
叶兆信二位同志找我一起拟定，请冯先生写一
篇发刊词，并由兆信同志联系。1998年2月中
旬，冯先生把稿子寄来。我注意到，冯先生所
用的题目是《创刊感言》，并用毛笔签名。这
是非常精当的，比《发刊词》的标题更有特
点、更引人关注，也更有史料价值。我还注意
到，“感言”的文尾赫然写着：1998年2月15日
凌晨1时。见此，我的眼睛顿时模糊起来，继而
簌簌泪下，从心底感动了。在多数人早已进入
梦境的凌晨，年高76岁的冯老还在为“大众书
画”的事殚精竭虑，是他对大众日报的一片深
情啊！

名为《创刊感言》，实则是一篇经典的发
刊词，表现了冯先生匠心独运和高明的智慧。
“感言”发表在“大众书画”专刊创刊号头版
头条位置，短短1013个字，把创刊的宗旨、方
向、目标任务等等，讲得明明白白。关于创刊
的宗旨，冯先生写道：书法、篆刻和中国画
“是我国所独有，是我们的一种独特艺术”；
当代中国“书画篆刻特别红火，几乎是老百姓
人人所爱”，“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一种
象征，……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民族
自爱自豪的表现，我们应该特别珍惜这种感
情。”讲得何其深刻到位！关于“大众书画”
的创办方向和目标任务，冯先生认为，一定要
“真正做到大众化，也即是为广大群众所热爱
所拥有”，既“要避免脱离群众” ,又要通过
“面向大众的评论赏析甚至研究性文章”，
“逐步帮助群众提高鉴赏水平”；要认真贯彻
“双百”方针，选登和提倡优秀佳作，坚持正
确导向，他特别指出：“导向是一种稳定的总
趋势。”“感言”还谈到队伍建设，强调“特
别是多注重中青年的作品，因为他们就是我们
的未来。”冯先生炽热的爱国情怀、担当意识
和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奋斗不

息的精神，充溢字里行间，真乃“一片冰心在
玉壶”，实实的正能量，催人奋进。

“感言”发表20年过去了，至今仍有鲜活
的生命力，是我们必须遵循的。重读“感
言”，引起我对冯先生关心支持“大众书画”
的更多回忆。

大众日报有着弘扬中国书画的光荣传统，
一直在总编室设有“美术组”的编制，每周发
一版美术作品，深得好评。1996年10月，大众
日报社党委决定，在美术组的基础上成立山东
新闻书画院，报社党委常委为院长或副院长，
其中的常务副院长具体分管画院的业务。山东
新闻书画院是继人民日报神州书画院之后，全
国新闻界第二家书画院，在省属新闻单位中则
是第一家。“大众书画”专刊由山东新闻书画
院具体承办，画院秘书长叶兆信同志任主编，
每周一期，每期四个版，设多种栏目，以适应
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大众书画”专刊一问
世，便引起山东和全国美术界的关注，书画篆
刻家纷纷不吝赐稿，书画爱好者们热情鼓与
呼，成画苑一时之盛。我们不会忘记，这背后
同样倾注了冯先生的满腔心血，现在我手头仍

保存的《山东新闻书画院初步设想》和《山东
新闻书画院章程》，就是早在1995年10月冯先
生指导兆信同志起草的。

冯先生对大众日报有特殊的感情。我从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先生，他每次到山东学
术考察，总要到大众日报看看，并为报社留下
墨宝。大众日报社原党委常委会议室“泾渭看
同流”八尺横幅行楷、招待所二楼中厅“一笑
扬鞭夕照中”丈二横幅行草，都是先生所书。
至今仍悬挂在新闻大厦北门大厅西墙的大型线
描作品，正是当年冯先生指导兆信同志精心创
作、冯老亲笔题写的“兰亭修禊图”巨制。还
有，大众日报社每有重要庆典，冯先生都创作
了精妙的书画作品示以祝贺。不仅如此，他还
邀请全国的书画大家、名家如张仃、蒋风白、
梁树年、常沙娜等向大众日报惠赐作品。这些
瑰宝现今都由大众报业集团完好地珍藏着。

“大众书画”专刊是冯先生精心参予开发
的一方画苑新土，他如同大众报人一样，殷殷
期盼这方新土丰收累累果实。故此，先生经常
为之输送营养，先后撰写了《梦里青春可得
追》(谈张正宇、黄永玉、关良、华君武等书画

家)、《博学宏通 显幽烛微——— 读启功先生<
论书绝句百首>》(连载长文)、《我所认识的杨
仁恺先生》、《青春不觉老将至，富贵于我如
浮云——— 戴行之画集续》等。这些名篇大大丰
富了“大众书画”专刊的思想内涵，提高了学
术品位，赢得阵阵掌声。创刊后的“大众书
画”也成为冯先生每到新闻书画院必看的项
目。他像老师阅卷一样，每期内容都看得很仔
细，并提出改进意见，还不时向大家讲解书画
知识，诸如“临”与“摹”的区别和联系、如
何选择临摹善本、书画篆刻的流派和创作等。
谈到书法，冯先生说，习书法一定选择书法史
上最经典的书法大家及其最好的墨迹本或墨迹
摹本，习《兰亭序》就要选“神龙本”即唐代
冯承素的摹墨迹本。他还分析了“神龙本”作
为最佳摹本的根据，令在场人茅塞顿开，大有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一次，冯
先生乘火车到济南，在报社招待所草草晚餐后
说：走，到画院写字去。先生边讲边写，幅幅
出神入化，我看得目不暇接、激动满怀，回家
后试写了如下一首题为《看冯其庸先生写字》
的诗：

椽笔如神胜操手，纵横驰骋不能收。
千军万马奔腾急，十里百泉蜿缓流。
虎啸龙吟声烈烈，莺歌凤唱调悠悠。
天风吹起众仙舞，五岳三江尽和酬。

2000年1月
次日，我去陪冯先生早餐，并呈上这首习

作请先生过目，先生若有所思地说：“先不要
在报纸上发表。”我遵从了先生的意见，至今
方刊于此。

1998年5月，冯先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冯其庸书画展”，提前给我寄来请柬。冯先
生在电话里说，请兆信同志与我一块去，并命
我在开幕式上致词。我们按时赶到，只见展厅
里人头攒动，耳闻一片赞扬声。我遵嘱在开幕
式上做了简短发言，除表示祝贺外，主要谈了
冯先生文人书画的特点。北京和全国那么多报
纸和画院，冯先生为什么单单邀请大众日报的
人致词？我想，全因先生对这张有着光荣革命
传统、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党报的深情厚谊，也
因对山东新闻书画院和“大众书画”专刊的关
爱。

冯先生是当代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中
国著名学者、红学家，对我国文学史、文化
史、戏曲史、艺术史、考古学、文物学、诗词
书画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均有重要建树，仅皇
皇一套《瓜饭楼丛稿》就1700多万字！他2011年
荣获“首届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山
东新闻书画院、“大众书画”专刊能够在多年
间屡屡得到这样一位巨匠的亲临指导，殊为难
得。我自己更是为能够结识这位忠厚温良、博
学谦和、热心助人和提携后学的高尚学人而深
感荣幸。也正是这个缘故，我也常常因没能向
冯先生学习更多的学问而悔憾。

去年冯先生仙逝的当天，先生的忘年交、
大众报业集团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新闻书
画院副院长王海清同志，写下一题六首悼诗，
总题目是《遥祭冯先生》，现将其中的第四首
抄录如下，寄托我们对冯先生的共同怀念：

难忘先生我社行，潇洒论报谈笑中。
经典指导书画义，非凡题书瓜饭情。
泾渭同流看世界，兰亭添彩傲泉城。
千禧祝福策骏马，扬鞭夕照今永恒。

2018年元旦于日新书屋

冯其庸先生与“大众书画”专刊
□ 刘广东

学习“十九大”报告，受益良多。在此，
我要谈的主题词是“美”和“文化自信”。

先说“美”。
我们画家有一个正式的称呼——— “美术

家”，是以“美”字打头的。为什么话题要以
“美”字引申呢，因为我们欣喜地看到，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美”字的频
率明显增加了，有人专门作了统计，“美”字
共出现27次，相比前几次党代会翻了数倍，而
且这个“美”字的表述是用在磅礴千钧的位置
上：

首先，在新时代新的矛盾表述上，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相比36年前在十一届六中
全会的表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用“美好生
活”代替了“物质文化需要”。这是“美”的第一个
重要展现。

其二，在新时代目标表述上，加上了“美
丽”二字。我们都知道广为传播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24个字，分为三个层面：前八个字
是国家层面，中间八个字是社会层面，后八个
字是个人层面。前八个字是“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现在又加上了“美丽”两个字，
全称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个是“美好生活”，一个是“美丽国
家”，这两个“美”字的华丽呈现，表明了我
们下一步的目标是由物质层面飞跃到精神层
面，其意义非同小可。在官方的表述中，首次

将人民“需求”上升到“非物质”层面，这表
明今后工作重心不仅仅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而是
拓展到了社会发展领域。“美好生活”和“美丽国
家”是以人们幸福指数的提高为标志的，这包括
民主、法治、公平、公正、安全、健康、环境等。

我们是美术家，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也
只有我们这个行当是以“美”字打头的。我们
是以呈现美、表现美为使命的，这真是“美美
与共”了！这不就是我们的自豪和幸运吗？如
果说我们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那么下一个“起来”应该是什么呢？窃以
为是“美起来”——— 美，关乎人心、国体，更
关乎未来。

再说“文化自信”。
自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成了热词

儿，通常是四个“自信”连在一起的，就是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在一年前召开的全国文
代会上，把“文化自信”单拎出来成为文艺方
略，而在十九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中，“文
化自信”都占有了突出的位置并有深刻的阐
述，足见它的分量。

那么什么是文化自信？通俗地讲就是———
“我能行”！

与“我能行”相对的是“我不行”，这在
178年前是“我不行”。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
方列强的利炮坚船打开了国门，“天朝”一夕
崩塌，中华民族岌岌可危，于是义愤抗争的社
会精英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

题？在“我不行”的境遇中开始思索，便生发
了强烈的社会期待——— “我想行”。于是探索
各种救亡之路，诸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
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莫不是
探索方法和行动，到了“新文化运动”还请来了西
方的“德先生”、“赛先生”。然后就上升了一个层
面———“我要行”。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才真正
寻找到了一条民族解放之路，经过28年的卓绝奋
斗，建立了新中国。这在文化层面上又上升了一
档——— “我还行”。建国后，随着政治、经济实
力的不断提升，最终是文化的提升，这就是“我能
行”。可见来之不易啊！

那么，可以预想一下，按照十九大的宏伟
部署，到了本世纪中叶，我们中华民族以崭新
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从文化的角度上说，那
个时候我们就可自豪地对全世界宣布——— “我
真行”！是不是很鼓舞人心！

我们美术家幸逢盛世，就不能辜负这个新
时代。我以为，要树立“三个意识”：第一个
是使命意识。就是要懂得，我们身处国家最好
的时期，要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才能定准方
向。第二是担当意识。就是要做好一个画家的
本色和当行，投身到新时代的大潮中去，做“美好
生活”的引领者和“美丽国家”的讴歌者。第三是
精品意识。作为一个美术家，说一千道一万，还是
要靠作品说话，就是要做到十九大报告中所强
调的“三精”———“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只有创作出叫得响、传得开、立得住、留得下
的精品力作，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系山东省美协顾问、济南市美协主席）

做美好生活的引领者、美丽国家的讴歌者
□ 韦辛夷

刘玉民书法：文人情怀的宣泄与坚守
□ 张成

说起书法，刘玉民最引以为荣的是那年中
国现代文学馆编选出版《馆藏珍品大系·书画
卷》时，他的一幅作品入选其中，而同时入选
的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鹏等文
学大师、书法大师的作品。

作为山东第一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和山东文
人书画院的创始者，刘玉民对文人书法情有独
钟。他认为文人书法，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学素
养和特有的审美情趣作为基础和支撑，同时也
有赖于文人情怀的宣泄和坚守。他说：“文人
自有文人的情怀，中国文人自古崇尚‘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
及超越世俗、名利的君子之风。文人书法特别
是当代文人书法，如果远离了这种高尚情怀，
沉溺于商品经济的纸醉金迷，是注定走不远
的。”

文人书法特别推重内容的原创性，把文学

与书法的珠联壁合、相得益彰，视为既定的目
标和要求。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杜牧的
《苏小小诗帖》、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郑
板桥的《题竹石诗》等无不如此。刘玉民以长
篇小说知名，但他同时创作和发表了不少古体
诗词，其中《题画诗》、《自度曲六首》、
《石湖诗帖颂》、《重游百脉泉》等，都成了
他书法创作的题材和成果。

文人书法特别注重学识和情感的积累与灌
注，提倡“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
之间”(黄庭坚句)。刘玉民对此深为赞同，并在
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如榜书“壮怀”二字，
是他从岳飞的《满江红》词中选取的。刘玉民从上
世纪70年代末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岳飞》开始，
一直没有中断有关岳飞的研究和创作，对《满
江红》词更是烂熟于心、推崇有加，咏诵之余
还多次写成书法作品参加省内外的重要展览。

而这恰恰为榜书“壮怀”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以至于该作品一经问世便赢得了众多赞赏。

文人书法特别讲究形式的创新和品位的提
升，把清雅、脱俗视为一种境界和追求，如苏
轼的《人来得书帖》、《次韵三舍人省上一
首》等。刘玉民在书法创作中也不甘沿袭旧
法，如他的隶书《上善若水》、《明月入
怀》、《为而不争》等，在传统布局中打开了
一扇窗口，透出了一股清逸快爽之风。

身处商品经济时代，面对当下书坛的种种
乱象和诱惑，刘玉民始终信守家国情怀和君子
之风，把书法视为人生的一种状态和信仰，不
为金钱名利所动，不为新奇怪异所惑，只求在
学习继承先人的基础上，把作品写得好一点、
更好一点，为中国文人书法的兴旺发展和群众
文化生活的丰富提高，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祝愿他行稳致远，取得更大成就。

今年3月5日，“大众书画”专刊将迎来自己20岁生日，这是“大众书画”与广大书画家相亲相爱、相扶相携、共同成长的20年，

回忆中满是优美的画卷和真挚的文字。1月22日是曾经见证“大众书画”专刊出生、成长并为之写过《创刊感言》和系列文章的冯其

庸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冯先生是著名学者、书画家，更是“大众书画”专刊的老朋友。今日，本刊刊发大众日报社社原党委书记、

社长、总编辑刘广东同志的文章，回忆冯其庸先生与“大众书画”专刊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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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摩诘画》（冯其庸先生为大众日报创刊55周年所创作的书法作品）

水乡 关山月 牧牛图 李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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