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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悬着弭金冬女士的绘画——— 盘结劲挺的松树，郁郁苍苍，
带着枝香叶露扑面而来。透过虬干翠针，后面则是悬崖峭壁。两峰
之间，百丈瀑布喧豗而下。瀑布上一桥飞架，桥端添上一二粒行
人，倘佯于更高的峰岚之下。这苍翠背景中的白桥沟通了山与水，
融会了人工与天然，于是清气拂拂，生意盎然。

白色的桥是泰山长寿桥，瀑布之下应是黝碧渊深的黑龙潭。这
地方我很熟悉，黑龙潭东边的山岗为我家茔园。虽是离开故乡已70
年，但看见泰山图象就和遇见故里的前辈一样，油然起敬，充满了
爱慕。金冬这幅画于我心有戚戚焉。它不仅令我观山思乡，而且令
我见画怀人，使我联想起十几年前另一位为我绘泰山的人，那就是
她的父亲——— 已故的弭菊田先生。

菊翁文静寡言，年长我10岁，我素以长者视之，并不是“道貌
岸然”使我不敢接近，相反，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平易近人，犹如
孔子评价晏婴那样：“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他和蔼可
亲，使人们敬爱而不是敬畏。他的绘画，在山东是负盛名的，世称
“关黑弭岳”四大家。但是友人索画，无论多忙，也会答允。平时
见到他的画，欣赏之余，曾想到关友声先生，黑白龙先生的画我都
有了，就想求他的墨宝。考虑到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百废俱兴，
菊翁作为领军人物，忙于美术界的复兴与建设，念他年事已高，体力
不支，一直不忍心开口。有次会议间隙谈起泰山掌故。一不经意，我顺
口就溜出要幅泰山的画来了。不久，我就拜赐了一件横幅，于是书斋
中既有了气象巍巍的泰山，又有了杲杲跃然的旭日。今生何幸，使我
足不出户而得享烟云供养，更不用说移故乡于目前之乐了。后来又得
到金冬的黑龙潭图——— 济南弭家山水，犹如宋代的米家山水，

“弭”、“米”音同字不同，然而都是一家两代以擅绘山水画传
世，这是济南画坊的佳话，故而得藏弭家山水，令我蓬荜生辉。

家族传艺，不仅仅是在技法上的言传身教，不仅仅是书香门第
的家风薰陶。窃以为人类审美能力也源于与生俱来的血脉——— 基
因。金冬既禀遗传基因，又在父亲口传手授之下学绘画，两代人审
美的能力和倾向性一脉相传，而其后天的外部环境、生活经历，以及
时代风气有所不同，因此观看两者作品的同异，在艺术理论的探讨方
面是颇有意义的。历史上书法传家如王氏父子，文学传家如苏氏父
子，绘画传家如米氏父子等，也都可作研究的对象。翻开人民美术出
版社的《弭菊田画集》和中国画报出版社的《弭金冬画集》，就感到同
中有异，更感到其“异”却是“和而不同”的异，是一家眷属。

父女二人的画都是清秀雅洁的风格，然而又各有特色。菊翁画
的山，一脱师徒传授的窠臼，程式化的积累很少，而是因物赋形，
还其大自然的本真面目。例如《泰山旭日》之雄浑苍茫，《华山春
晓》写华不注山的“虎牙桀立”，《匡庐云烟》写含鄱口的云水荡
漾，《武夷山鹰嘴岩》的险峻奇特等等，以多种视角，表现千变万
化之名山面貌，不仅是其形体特色，并且也表现它的气势神情。菊
翁比起同辈画家如关、黑和岳祥书先生来，他更擅长于画水。他的
《观瀑》一图，瀑布先以丰沛的水流平铺而来，流至悬崖边沿跌至
二叠，水分为二，垂落至三叠，又分为三。由于水量宏大，水帘的
宽度不缩小而是愈来愈大。画面未画出落潭时的湍激，却是用近景
的冈峦隔藏，只强调了水流之畅顺坦荡，源源而至的渊深海涵的气
象。《鳞峡烟云》的瀑布虽占了画面的一角，然水自横云断山的谿
谷中突然踊跃而下，遇到阻力，遂以“之”字形劲折夺门而出。水
流先细后粗，体现峡谷的束缚力，激发了水流的力量，遂具有一泻
万丈之势。而在《空潭泻春》中，瀑布虽宽而高垂，但在褐峰苍松
的掩映下，却显出调子的深沉清雅，使洪流悬瀑转化为静穆的气

氛，令人神往。菊翁画水尤喜爱波涛，是否受了家乡的趵突泉的影
响？事实他确有幅《趵突泉》，画的是平池突起的欢腾景象；尤其
是《成山巨浪》的汹涌澎湃，惊涛骇浪的震撼心目的宛如山摇地动
的镜头；同是波涛而形态气势各有千秋。菊翁历经坎坷而能享高
年，笔墨自乐，应是以高山流水为知音者。孔子曰：“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德与智慧，菊
翁兼而有之，一往情深地注入于其“仁山智水”之中，并影响了女
儿，这就是“弭家山水”！

金冬的画是菊翁嫡传。弭家的画以秀雅明净为特色，细察而品
味之，同中也有异。如她的《春风吹雨满江南》，在崔嵬青峰下，
掩映于高大芭蕉中的青瓦粉壁的篱笆小院，表现得清丽潇洒。又如
《柳暗花明又一村》，粉红的花树布满了苍山褐岭之间，而在山坳
的空隙里展露出了一所杏花山村。在厚重的背景衬托下，主题色彩
明艳亮丽，夺人双目。这两幅画，展现出了女性的风格。然而令我
关注的是金冬以文弱女子画山水，多数作品却以笔墨挥洒了阳刚傲
岸之气，虽有杏花江南的“红装”，却多爱表现高山峻岭的“武
装”，而其腕力又足以表现之。《古柏》中树干的笔锋爽利如铁、
入木三分，画虬枝挐屈则如力士的筋节劲张。《峡江行》峻岭挟束
大江，通天达地，山危水疾，有一泻千里之势。再就是《万壑松
云》，群峰耸立森列，犹如万笏朝天；青松劲拔，具有壮志凌云之
致。不由我记起辛稼轩的《沁园春》中写上饶灵山的诗句：“老合
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稼轩把劲挺兀立的松树比喻
为十万雄兵猛将。金冬此画不仅松树挺拔，而且群峰伟岸，生气勃
勃，俱雄强阳刚之美，遂使我联想到菊翁的画山，父女有异曲同工
之妙，两人笔下的山，很有张力与活力，画中的山不是静物，是动
物。哪里是山？其实是人物！可借稼轩此词的下阕来说明，稼轩是
把山看作人物的，他说群山“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
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稼轩看山非
山，是王谢子弟的英气磊落，是汉朝车骑的庄严雍容。我更顺其词
意来评价弭家山水的群山叠嶂，千峰万壑，也不是客观的山体，而
是一篇篇锦绣文章，一个个人物列传。

儒家欣赏作品，讲究论世知人，不同于西方论客的支离破碎。
对于艺术的传承发展来说，特别是在中国普遍认可的“家学渊源”
方面，弭氏父女的绘画应是一个很好的范例。金冬是个有心人，她
不仅收罗了父亲的文献材料，并撰写了自己的小传。在她只是对父
亲的崇敬和对绘画的热爱使然，但在于他人，却是提供了一份研究
中国艺术世家传承的资料，弥足珍贵。这些文献，我有幸先观为
快，尤其是她的自叙，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娓娓道来，情真意挚，使
读者近距离体会了弭氏礼传家的门风，两代画家的成长历程，不论
是做人作画，都在平常中透出秀逸，生活中展现美学真趣，足以供
人参悟，予人启迪。济南人家旧时常写的春联有云：“忠厚传家
远，诗书继世长。”那么，弭家的山水传世，必将是既远又长的。
金冬将这些家庭文献录编成书，让我作序。对于绘画创作，我是外
行，但从门外看画，却又情不自禁地多嘴多舌发些议论。仅供参
考，似也未尝不可。我曾写过关友声先生的墓表，写过《诗情画
意——— 兼论黑白龙先生的画》的文章，写过《岳祥书画集》的序
言，现在遵嘱为弭氏家写序，从1984年起，20年间，我为“关黑弭
岳”四大家都写了文章，既是我的画缘不浅，也是我的荣幸，因此
我乐于应命执笔。

(本文作者生前为济南著名学者、教授，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
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两周年之际，3月29
日，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指导下，由中国美
术馆、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美术馆承办的
全国美术馆文创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山东美术
馆成功举办。交流活动以“文创使生活更美
好”为主题，以全国知名美术馆19家参展、32
家参与的强大阵容，文创成果展览展示、活动
开幕、大会交流、分组讨论、大会总结等环环
相扣的内容设置，200余件文创精品展示全国美
术馆两年来的最新成果，百余名美术馆文创专
业人士分享文创工作的难与易，让本次活动不
仅有面子也有里子：既有面向观众的“看
见”，也有专业人士针对美术馆文创的“探
索”和“求解”。

美术馆文创事业的春天

3月27日至4月1日，持续6天的文创展示活动
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展览结束后，还不断有观

众电话咨询展期是否可以延长。有观众在看过山
东美术馆官方微信平台推送的新闻后，抱怨为什
么不多推送些关于文创产品本身的新闻。在日益
关注生活质量、期待艺术点缀生活的观众的呼吁
和需求下，文创事业春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观众对文创展示活动的热情不是没有道理。
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山东美术馆、
浙江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关

山月美术馆等19家美术馆的200余件文创产品，
兼具创意性、实用性，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具
备较高的文化属性，全面展示了全国美术馆界近
两年来在文创领域的最新成果。文创工作开展最
出色的美术馆带来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创产品：参
观一遍山东美术馆二楼的展示空间，等于走访
了全国美术馆的艺术衍生品商店。

《意见》发布两年来，全国美术馆文创工作推
进得如何？由展示出的文创产品可见一斑。

一、对藏品的发掘程度越来越深入。如浙
江美术馆针对吴冠中馆藏作品的开发，关山月
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长春雕塑艺术馆、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罗中立美术馆对馆藏作品
的整理提炼，从馆藏 IP资源的稀缺性上下工
夫，让藏品除了在美术馆展览之外，还能以另
一种形式跟观众回家，装点群众艺术生活。

二、实用性、艺术性兼顾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小到书签、手表、笔记本等文具，大到家
具、服饰，本次展示的美术馆文创产品都有较
强的文化属性，这让文创产品区别于普通的生
活用品，让消费者既有使用的满足，也有审美
的愉悦。山东美术馆提取馆藏剪纸元素制作的
十二生肖书立，既具有典型的山东文化元素，
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产品一经推
出，备受观众喜爱。

三、地域特色的凸显。广西美术馆立足少
数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设计，苏州美术馆、宁波
美术馆、河南省美术馆、太原美术馆对地域文化
的重点推荐，使浓郁的风土人情扑面而来。

四、文创的当代特色越来越明显。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深圳美
术馆、武汉美术馆、深圳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
立足当代艺术、紧跟时尚潮流的文创设计，拉
近了当代艺术与观众的距离。

随着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显著提升，其文
化审美诉求也越来越高。检验美术馆工作是否
成功的标准之一，是观众是否愿意到美术馆进
行文化旅游、文化消费。美术馆文创，作为美
术馆里最大头的文化消费，点亮了群众艺术生
活的路，目前看来，难易并存。

美术馆文创的易与难

在大会交流和分组讨论环节，与会人员表
示，《意见》为美术馆文创工作指明了方向，
也让文创从展览、公共教育中独立出来，成为
美术馆的一项重要职能，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两年内，全国美术馆在原先的工作基础
上，文创职能部门和文创产品商店(中心)从无到
有、由小而大、由大而专。首先在空间上，保
证了文创职能的实现。

2017年2月，中国美术馆文创中心正式开
放，空间集艺术商店、艺术书店、咖啡休闲、
文创活动于一体。中国美术馆文创中心整合资
源后的重新开放，是《意见》发布两年来全国
美术馆界由大而专的典范。这种整合也得到了
群众的认可：中国美术馆咖啡店随即入选北京
最具艺术气息的咖啡店前十，咖啡厅环境排行
榜第二名。

几乎与中国美术馆同步，山东美术馆占地
276平方米的艺术衍生品商店升级为文创艺术空
间，并在美术馆部门设置上，专门增设艺术服
务部，负责文创产品开发推广以及文创艺术空
间管理与运营工作。成立专门的文创服务部
门、升级原有文创展示空间、整合本馆与社会
资源……浙江美术馆、陕西省美术馆博物馆、
山东美术馆在内的大部分省级美术馆在《意
见》发布后，多以上述举措组合拳的形式，进
一步明确了美术馆文创的职责和定位。

除了空间上的保证，《意见》发布后，全
国美术馆文创理念也空前地更新换代了。知识
产权保护、藏品文化内涵挖掘、社会资源引
入、数字文创趋势等，让美术馆文创由简单复
制的初级阶段，朝着越来越专业的方向发展。
2016年，深圳美术馆在收藏协议里增加了授权
美术馆开发文创产品的条款；中国美术馆在内
的几乎所有美术馆都在梳理藏品，不断提高藏
品曝光度以增加其社会辨识度，持续为文创开
发制造流量；美术馆同仁们关于行业资源共
享、成立美术馆文创联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司企业发展处副处长陈
桦楠认为，《意见》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上
解决了文创工作“可以干”的问题，让美术馆
可以合规合法地开展文创工作。接下来的工
作，则是如何充分调动美术馆文创工作的积极
性，让大家不仅“愿意干”，而且“积极
干”。

然而，《意见》给美术馆文创发展指明大
方向的同时，也确实让大家有一些困惑，这些
困惑，源于各级美术馆在工作实际开展中遭遇
的困境。分组讨论时，美术馆文创一线的同仁
们频频吐槽省级配套政策缺乏、文创启动资金
无明确来源、文创收支两条线等问题。来自苏
州文化艺术中心的刘逸平主任用“船摇了半

天，缰绳还在岸上”形容目前公益一类美术馆
面临的普遍困境：《意见》在前，但如果省一
级的配套政策得不到落实，经费来源没有保
障、文创专业人员缺乏等问题得不到解决，美
术馆文创工作可能会面临新的政策困境。这些
吐槽，从深层看，是美术馆文创工作者对文创
工作内生动力缺乏的担忧。看似吐槽，实则呼
吁：呼吁地方政府配套政策的早日出台，让文
创工作有的放矢，助力文创事业长远发展。

据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介绍，2018
年山东启动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建设，全
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文化创意产业
作为十大重点产业之一被赋予重大历史使命。
预计到2022年，山东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将达
到560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5 . 6%，真正成为
全省的支柱产业，文创事业将要在国家经济发
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共识。

牢记美术馆文创使命

文创工作的开展，不外乎“政策”“经
费”“人才”等关键词。按照传统，最理想的
状态是谁的问题谁解决：政策制定者尽快配套
相关政策、财政管理者按照政策拨付款项、文
创实施者组织团队具体推进。然而这种传统的
思维方式也有可能是大部分美术馆困惑不已的
根源之所在：期待政府包办一切、给多少钱办
多少事、收益自然而然地划归本单位使用。习
惯政府“看顾”与“耳提面命”的全额拨款事
业单位在文创工作中遭遇的“身份”问题，归
根结底是意识是否到位的问题。

困境恰恰可以考验美术馆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考验一个美术馆是否有能力不依赖政府
的启蒙，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新旧动能转
化；考验作为政府文化职能重要实现部门的公
益文化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能否始
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社会效益优先，
利用好国家政策，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尝试，
勇于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把经济效益提上来，
将文创事业真正做大做强，让文创产业成为组
成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一支。从这些层面讲，
美术馆人需要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像克服美
术馆全面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那样克服
目前的困难。也期待本次展示交流活动碰撞出
的观点和火花，对于推进全省、全国的美术馆
文创产品开发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杨庆庭、刘小云）

美术馆文创如何点亮群众艺术生活
——— 全国美术馆文创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山东美术馆成功举办

两代丹心寄青山
——— 试谈弭家山水

□ 徐北文

弭金冬，1937年生于济南，1963年毕业于山东艺专美术
系，受教于关友声、于希宁、柳子谷、黑伯龙、张彦青等。毕业后
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及博物馆考古美术研究。系山东省女
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山东文博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画院高
级画师，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济南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弭菊田、弭金冬父女

牧归 弭金冬

远浦归舟 弭金冬

大展厅

全国美术馆文创成果展示现场

4月7日-5月13日，“他方与此方”罗中立
写生作品展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本次展览
的作品是罗中立在旅途中的即兴之作，他行走
于他方，用画笔记录旅途中看到的点点滴滴。
风格上看上去更加自由随性，与惯常的作品比
起来，让观者耳目一新；而作品中对“他方”
的勾勒比起惯常对“此方”的描绘也更增加了
这种新奇之感。

“他方与此方”罗中立写生作品展

今年适逢何海霞诞辰110周年，由中国嘉
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办的“梦幻成真——— 纪
念何海霞诞辰110周年精品展”将于4月14日-
26日在嘉德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共展出书画作
品110余件，主要为何海霞上世纪60年代至80
年代的代表作，包括山水、花鸟、人物、书
法，力求全面展现何海霞“师造化”、“师己
心”阶段的艺术风格特征。 （艺风）

梦幻成真

纪念何海霞诞辰110周年精品展

山东美术馆开发的文创产品“剪纸十二生肖书立”

2017年度山东新闻奖新闻

美术作品复评结果揭晓
4月2日，由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山东

省新闻美术家协会主办的2017年度山东新闻奖
新闻美术作品复评结果揭晓。共评出获奖作品
50件，其中一等奖9件、二等奖15件，三等奖
26件，代表了我省新闻美术作品的实力和水
平。其中，大众日报选送的《金鸡报晓 喜上
眉梢》获一等奖。

山东新闻奖新闻美术作品复评是为推荐新
闻美术优秀作品参加每年山东新闻奖定评而举
办的评选活动，旨在检阅我省新闻美术工作者
年度成果，促进新闻美术事业的发展。评奖标
准为具有全国正式刊号的省内报纸、含时政类
期刊、电视等，范围涉及新闻漫画、新闻速写、
新闻连环画、版式设计、电视片头、电视舞台
设计等多个领域。 （霍晓蕙）

由山东出版集团策划，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和山东齐鲁美术研究院主办、山东出版美术馆
承办的“齐鲁水墨十家暨青年水墨十家作品巡
展——— 北京展”于2018年4月11日—13日在北京
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举办。此次参展的画家，是
主办方精心策划组织、严格遴选推出的优秀齐
鲁水墨艺术家代表。在他们近110幅作品中，
充分反映了山东美术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既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
又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积极探索新时代美术
创作的崭新路径和表现方式。 （东方）

齐鲁水墨十家暨青年水墨十家作品

北京巡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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