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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君经新，号远斋，以号行。近 50年来，驰骋于方
寸之间，醉心于墨池之内，以游戏三昧精神，涵泳于艺
术海洋中。上世纪 70 年代已驰名海上艺坛，为印学大
师、著名书法篆刻家方去疾入室弟子。

经新君擅篆刻，书攻简牍、章草。其篆刻崇秦追
汉，工而不板，奇而不怪，韵致清雅。大胆落刀，细心
收拾，把书法笔意融入刀法，文艺雅趣纳入方寸。其印
风厚于神，秀于骨，奇于格，淡于品。玩其印蜕，初看
平平，在咀嚼中渐觉韵味，虚实、黑白、疏密的安排十
分熨帖，具有天成之妙。同时，他追求篆刻与书法、文
学、绘画之互通，治印之余，不废临池，对先秦刻石、
两汉碑版、简帛残纸、吉金文字，均有涉猎。尤其对汉
隶，更是情有独钟，先后从 《张迁》、《衡方碑》、《石门
颂》 诸碑中博取所长，含英咀华。40年来，浸润于简帛
残纸的异彩缤纷之中，《武威医简》《居延汉简》《马王堆
汉墓简》 等简牍帛书墨迹中古质挺劲、灵动苍腴的笔意
使他似痴如醉。而汉简书中时简成草，时类乎行，出于
自然的章草书，又给他找到了一块可以为之耕耘的天
地。其书风以意趣见长，隶书以碑立骨，以简养气，掺
以草书灵动笔意，写得十分轻松，趣味十足；其章草书
则以隶入草，以方化圆，揉以隶书古拙之线条，表现得
沉精有致、遒练生动，颇有古章草之遗意。尤为可贵的
是他以刀法透入书法，以笔意透入刀意，以简意透入隶
书，以草意透入简书，于是交相辉映，融为一体，这种
化裁能力，尽管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但至少反映出他在
艺术创作中极有见地和个性，富有一种靠内涵的质的滋
养来驾驭书法线条张弛之美的能力。恩师方去疾曾称赞
其“刀法老辣，后生可畏”；钱君陶评其“含英咀华，博
采众长”；单晓天称其“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陶经新为人，十分谦逊诚笃，不苟名于时，不取媚
于世，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清贫。每当夜阑人静，
或提刀奏石，或濡墨挥毫，或展书苦读，或阅览古帖，
以平常之心为非常之举，以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睿智
的判断能力，不断地吐故纳新，遂使其胸襟与见识日
高，腕势与心灵日进，在对艺术执著的追求中寄托人
生。历年来，曾举办“陶经新书画篆刻展”，作品多次入
选全国及日本、韩国书法篆刻展；艺术成果录入 《中国
当代篆刻家辞典》、《中国青年书法家辞典》、《西泠印社
年鉴》等。自1976 年起发表书法篆刻作品，先后见诸各
类报纸杂志数百余件，并编著出版有 《陶经新印稿》、

《陶经新书法篆刻集》、《篆刻百家姓字典》、《汉简集字对
联》、《汉简集字古诗》 等。甲午岁末，他第六本专著

《远斋陶经新书法篆刻作品选》即将付梓，我有幸先睹为
快，钦佩之余特略记一二，与诸位同道共享。

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14年12月19日 星期五2014年12月19日 星期五艺术部落艺术部落

万马奔腾
陶经新作

四角草堂门下
陶经新作

黎池，祖籍湖南临湘，哲学博士，他以“独立根
性”精神，潜心研究“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魏源，并撰写出版《魏源人才伦理思想研究》专著，
提出“人才伦理”概念，开创了以人物思想为对象，
研究人才伦理思想的先河。

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黎池的研究具
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为世人提供了更深远的文
化参照。

因此，黎池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务实践
履、沉静内敛、经世担当的学者。

文以载道。书亦载道。
清康熙年间书坛四大家之一的陈奕禧认为，

书虽一技，然通于大道。故其慨言：书学大矣哉！
通乎天人，乃成其事。自一画造端，极于蕃变，何
所不有，何所不收，浅尝之未至也。

黎池幼承庭训，5岁即临池学书，专攻《九成
宫》，接受严格的书法训练。

有论者谓：“黎池少小从师学书，及今遍涉篆隶
楷行诸体，近更沉浸西周金文，兀兀穷年，其志不
磨。……师古师今，渐造乎自家面目。黎池以多年沉
潜工夫，取法乎上，出入诸体，心追手摹，又泛观博
览，借镜今人，参以心悟，应该说已有了比较坚实的
书法基础，形成了自家一定阶段的面目和风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黎池书法的“面目和风

格”，正是其心底“独立根性”精神的源起与写照。他
还探索将金文、篆、隶、楷、行、草书等几种字体融汇
到一幅作品中，进行创作，用以表达对社会的思考，
确乎是一种“审美自由与心物合一”的超越。

观黎池之书《一眼万念》，不觉心为所动。复
细看款书：“书法既要重形式，更要有内涵，给人
以精神力量。”更看到了他对于“书如其人”，“心
手双畅”的顿悟。

黎池自署斋名“归真阁”，并自言：“真，既是一个
对象与我们的表象相一致，又是一个内容与其自身
相一致。归真，在于改造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形成
主客体融洽的和谐世界。”更可以看出他对于“返璞
归真”境界的思辨、期待与追求。

修身、悦己、交友、传道，健康、充实、自由、快
乐。黎池积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与书学思考，提炼
出书法与人生的“关键词”。

作为书法艺术的执著研究者和实践者，黎
池以独特的文化视角，从 《大盂鼎》 看到了宁
静，从 《兰亭序》 看到了自然，从 《礼器碑》
看到了秀雅，从 《石门颂》 看到了沉雄，从

《草书论》看到了法象……
书，心画也。
以墨为镜，临池载道。黎池志在达观万物，照

见自我。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 （2014·北京） ”日前在
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从文化性、艺术性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实践与保护的角度展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当代的
继承与发展，表达传统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
合，展现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审美观和价值观。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工艺美术馆承办的此
次展览，共展出 500 余件精品，出自全国 200 余位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手，分为两个
主题篇章：“承古启今、巧夺天工”展示以手工雕刻技
艺与工艺技巧为突出表现形式的玉雕、石雕、牙雕、砚
雕、竹木雕、雕漆等门类工艺美术作品；“薪火相传、

演绎华彩”展示以艺术设计与装饰色彩为表现形式的陶
瓷、漆器、金属工艺、织绣、玻璃等工艺美术门类以及
唐卡等民族手工艺术作品。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高显莉说，当代工艺美术不
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契合时代精神的创
造性表达，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工艺美术的文化内涵
和价值在当今日益凸显，对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作用更加显著。

展览期间将以“承古启今、薪火相传”为主题，开
展专题学术研讨，及时总结经验，拓宽创作视域，推动
当代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问道修为”展在京展出
“问道修为”张晓东新作展日前在北京乐木文化艺术

空间展出。此次展出张晓东近期新作50幅，计99件。绝
大部分为篆书作品。既有巨幅条屏，又有盈尺小品。风
格多样，形式丰富。

张晓东多年致力于篆书研究，勤于耕读，广泛涉
猎。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楚简到明清篆书等不
同风格；从刻划、铸造、错金到手写等不同手段；从甲
骨、青铜、石材、竹木、陶土到帛纸等不同材质，他都
进行了比较性探究。他娴熟地运用毛笔的不同部位，创
作出丰富多彩的篆书作品，既能苍茫厚重，又能清雅爽
朗。高古、浑厚、正大是其主流风格。

张晓东自释“问道修为”：“问，求教也；道，规律
也。问做人之道，问从艺之道。修，炼也；为，境界
也。修敬行，修静身，修净持。勤三修，达三境。”

张晓东，斋号谦堂，1964 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现供职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 心）

崇秦追汉书印合璧
游戏三昧艺坛风流

——记海上书法篆刻家陶经新

远 方

576件佳作集中亮相

全国美展 有高原 更盼有高峰
赖 睿

5 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再出硕果。
自 12 月 15 日起，“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暨中国美术奖·创作奖、获奖提名作品展”
在中国美术馆对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
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壁
画、漆画、动漫、艺术设计、陶艺以及新增
加的实验艺术等门类的作品576件，其中包括
全国美展金奖作品 7 件，银奖作品 18 件，铜
奖作品49件，优秀奖作品86件。

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徐
里介绍说，贴近生活是本届美展获奖作品的

一大特点。以金奖作品为例，中国画 《儿女
情长》 描绘了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回家看
望老人的温馨场景；版画 《而立之年》 塑造
了一位普通的“80 后”青年阳光自信的形
象；水彩画 《亮宝节上的人们》 的创作者深
入甘南藏区实地创作，栩栩如生地描绘出

“亮宝节”这一传统民间盛会的场景。
笔墨追日月，丹青绘华章。作为中国连

续举办时间最长的国家级文化活动之一，全
国美展荟萃了新中国美术史的精美段落，艺
术地展现了共和国 65年来各个历史阶段的美

术精神、艺术成果和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
光辉历程。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吴长江说，本届全国美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涵盖全国老中青三代美术家的精品
力作，总体水平高，体现了当下美术创作的“高
原”。但非常出挑的作品并不易寻。这也是当下
美术界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向老一辈
的艺术家学习，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艺
术创作融入血液，创作真切的、生动的、耐看的
作品，为出‘高峰’打下基础。”

儿女情长 （中国画）陈治 武欣（天津） 金奖
获奖评语·既工且美真实感人

《儿女情长》 是当今和谐盛世一幅温馨动人、家和情深的风情
画。这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场景，女儿带着女婿和外孙女回家，
女儿给妈妈带去了礼物，外孙女给姥爷带去了柔情，女婿的到来，
更增添了家庭的温馨与完满。这既是一个幸福完美家庭的单个场
景，又是和谐社会一个个幸福单元的生动缩影。 （林 木）

而立之年（版画） 彭伟（重庆） 金奖
获奖评语·传统木口木刻的当代转换

彭伟的 《而立之年》 以超大的青
年人物肖像和木刻艺术深入细微的刀
痕，塑造了当代青年励志奋斗、阳光
自信的形象，并较好地体现了传统木
口木刻的当代图像转换。

画家选择的这位他的同龄人，无
疑是具有某种典型性的。卷曲的头
发、方正的脸庞、厚实的嘴唇、时尚
的眼镜、清爽的衬衫与稳重的外套，
无不散发出现代、阳光和知性的时代
气息，尤其是那一双略带迷茫却坚
毅、自信的眼睛，深刻地揭示了改革
开放后出生的这一代青年人在独生子
女的优越家庭环境中走向社会而逐渐
成长的心路历程。 （尚 辉）

为西部农民生土窑洞改造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局部） 中央美术
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太原理工大学北京
服装学院 金奖

获奖评语·乡村建设的样本

《为西部农民生土窑洞改造设
计》 项目是近年来设计界有影响的

“设计为人民服务”典型案例，不但
积极回应了西部农村日益增长的对现
代生活方式的需求，同时提出了当代
设计新的思想，在设计技术上也有所
突破，其对乡村改造设计的系统性做
法，极大地拓宽了乡土设计的传统理
念，对美丽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要样
本价值。 （杭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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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黎池书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
500余件精品很养眼

朱 蕾

陶瓷装置《中国牛》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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