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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上的记者节邮票上的记者节邮票上的记者节
□ 周洪林

图1

今年 11 月 8 日是第 19 个记者
节。记者节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
节日，与护士节、教师节和医师节
一样，是我国重要的行业性节日。

1937 年 11 月 8 日是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
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
会”成立的日子。1999 年，中国记
协建议将 11 月 8 日定为每年的记
者节，次年 8 月 1 日获国务院批复
同意。为纪念新中国第一个记者
节，中国邮政于 2000 年 11 月 8 日
发行了编号为 JP.94的《记者节》纪
念邮资明信片一套1枚（图1）。明
信片邮资图案是中国记协办公大
楼，大楼上端缀有会徽。

2017年11月8日，中国邮政发
行了《记者节》纪念邮票一套 1 枚
（图2）。邮票图案采用了具有现代
感的构成手法及色彩表达方式。
画面中的钢笔象征记者秉持弘扬
民族精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责
任的专业精神和自信风范。两侧
的线条及方点构成的两个圆形图
案分别隐喻地球和现代网络体系，
表示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媒介
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全球化的发展
态势。画面中麦克风、摄像机、录
音笔等形式各异的采编设备图标，
结合卫星及地面发射站等元素，突
出了当代记者巨大的社会影响
力。同时，钢笔和两侧的圆形图案
共同组成了一只振翅飞翔的蝴蝶
形象，象征着记者追求至善至美，
在采访报道中担负着传播先进文
化、引领和维护社会和谐、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
任。

记者是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
想的职业。在我国发行的人物类
邮票中，一些堪称中国红色记者的
人物曾多次出现，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 1985 年 11 月 5 日，原邮电
部发行的 J122《邹韬奋诞生 90 周
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图3），第一
枚为邹韬奋画像，第二枚是周恩来

的题词。两枚邮票采用横连票设
计，背景为文稿稿纸，主题鲜明，寓
意深刻。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新
闻记者、出版家，原名邹恩润。郭
沫若曾作藏头联：“韬略终须建新
闻，奋飞还待读良书。”“九一八事
变”后，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
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
本目的，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
一面旗帜。1936 年 11 月，邹韬奋
因积极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当局逮
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
一。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
终年 49 岁。同年 9 月 28 日，中共
中央追认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正
式党员。1949 年周恩来为纪念邹
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邹韬奋同
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
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为了纪
念邹韬奋为中国新闻事业做出的
卓越贡献，1993 年，中国记协设立
了韬奋新闻奖。2005年，韬奋新闻
奖与范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
奋奖。

此外，还有 3位外国记者“走”
进中国邮票。1985年6月25日，原
邮电部发行的 J112《中国人民之
友》纪念邮票一套3枚（图4），图案
以肖像画呈现了三位著名的美国
作家和记者，他们是史沫特莱、斯
特朗和斯诺。史沫特莱自 1928 年
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
者身份来中国，真实记录了中国人
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的革命战争，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
争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同情。斯特
朗曾６次来中国，其报道几乎包括
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自 1958 年
后定居中国，并继续向全世界报道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斯诺
曾于 1936 年冒生命危险深入陕北
革命根据地，于次年写成《红星照
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次向
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

艺术动态

10月 26日至 11月 4日，由省
书协和井冈山大学主办，吉安市
书协、井冈山大学图书馆承办的

“映山红杯”全国书法作品展在吉
安市举行。本次展览共收到来自
全国各地作者的投稿作品 3270
件，从中评出一等奖 5件，二等奖
10件，三等奖15件，优秀奖50件，
入展作品 168 件。据悉，这是吉
安市今年继举办全省临帖展后举
办的第二项重要书法展览。这些

展览的举办，对提升吉安市整体
书法创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吉 书）

吉安举办“映山红杯”全国书法展

陈长生陶瓷作品展在南昌举行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4 日，陈长

生陶瓷书画艺术展在南昌举行，
共展出近 200 幅陶瓷山水画作
品。陈长生从事陶瓷艺术绘画
几十载，其陶瓷山水画结合青

绿、水墨浅绛、泼墨等中国传统
绘画技法，风格独特，代表作有

《长江万里图》《三清山》《大黄
山》系列等。

（记者 毛江凡）

辽宁省博物馆今年新馆全面开馆，
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周昉的

《簪花仕女图》等一大批教科书中常出现
的经典书画真迹，得以令世人靠近观
瞻。机会难得，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沈
阳市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的这座新馆。

《簪花仕女图》与《洛神赋图》

走进中国古代绘画展，室内灯光暗
淡，然经典因聚焦而光芒四射。映入眼
帘的，第一件展品是《簪花仕女图》，第二
件展品是《洛神赋图》。初看两件作品的
排位时，笔者略有讶异，按理，晋在前唐
在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理应摆
放在展厅第一的位置。后仔细研读相关
文字说明及杨仁恺主编的《辽宁省博物
馆藏书画著录》才知：此《洛神赋图》比较
一致的研究观点是，为宋人摹本。

尽管如此，因顾恺之像王羲之一样，
并没有真迹存世，那么其最早的宋临本，
肯定是对顾恺之作品最好的流传，它依
然能保留顾恺之创作的风貌，因此临本
也是极其珍贵的。顾恺之，约生于东晋
永和元年（公元345年），8年之后，王羲之
写下了著名的《兰亭序》。顾恺之在画史
上是四祖之一（其余三人为曹不兴、陆探
微、张僧繇），擅长诗赋、书法，尤其精通
绘画，工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在绘
画理论方面，顾恺之也提出了“传神写
照”“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传世观
点。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早期的摹
本，关于顾恺之的绘画，后人只能止步于
文字的记载与想象了。关于顾恺之，后
世还称其淡于名利地位，以“痴黠参半”

“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达到他艺术最
高的成就，这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现
代学人钱钟书。

《洛神赋图》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一张
手卷式绘画作品。长卷分为三个部分，
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了曹植与
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
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
叠、交换。观《洛神赋图》的典型感受是

“人大于山，水不容泛”，这种早期山水画
特点，宋人王铚说其“笔势高古”。笔者
现场所拍的局部图，读者可从中领略。

看《簪花仕女图》的人较多。有研究
者还自带了类似单筒望远镜的东西，隔着
玻璃以放大观看。因为此图为粗绢本，稍
微侧着看，还能看到绢质物淡淡泛光的效
果。此画描写了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
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

观画读书，会读到不少有意思的东
西。据《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一书
鉴藏过程中提到，《簪花仕女图》在上世
纪70年代重装拆裱发现，此图原非整幅，
系“数幅直绢拼接而成”。因此，此画又
被认为是“原从屏风取下，而后联为横
卷”。此外，包括《簪花仕女图》在内，到
了唐、宋年代的这类藏品，往往后世争议
较多，定论殊为不易。著名小说家沈从
文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后，对《簪花
仕女图》又提出新论——“此画或是宋代
或较晚些据唐人旧稿而作”，也是一种有
意思的角度。

观经典草书有感

许多人通过印刷物对张旭的《古诗
四帖》、赵佶的《千字文》已烂熟于胸，但
如果面对原作时，相信仍然会感觉新
鲜。笔者在中国古代书法展现场反复观
看，心中震撼自不必多言，但观看良久，
有几点感受。

一是娴熟。赵佶的《千字文》，运笔
疾速，结体虽千变万化但笔势极顺畅、结
字极纯熟，体会其整篇，就像是随随便便
写了这么一大通。

二是气象。观张旭的《古诗四帖》，
其单字多数不过5厘米左右大小，但每个
单字自由联结起来后，感觉气象博大，吞
吐开合，顿挫张弛，极为壮观。思其原
由，笔者以为是因其书法在结体、顿挫、
使转、开合的疾速运动中，仍保留了极其
丰富的细节所致。而观当代书法，尤其
以孙过庭《书谱》一路而来、杂糅当代书
风的行草书，大多意象单薄，在当代书风
中互相深度习染，书法作品中几乎没有

“小动作”。早已千人一面、令人视觉疲
劳，然书者不自知、评者仍然大量“放
水”，以至于国展上此类书风比比皆是，
雷同、单调、乏味。因此，书法线条快速
运动时，仍保留丰富的细节，能构成书法
意象的密度，从单字到整篇，就会形成一

个具有相对辨识度的、不同的“我”。
三是墨色。在现场观看原作，无

论赵佶《千字文》还是张旭的《古诗四
帖》，其实书法的墨色并不浓，与当代
展厅艺术背景下的书法作品来比较，
那都该算淡墨了。而为何当代书法用
墨这么浓，而古代书法墨色并不浓黑
厚重呢？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古
代书法大字较少，他们较为注重书写
的流动性，墨中有水，墨色整体淡了，
但书写流便，“小动作”发挥就多，书法
的意象就丰富，直至晚清，中国书法出
现了普遍的“乌、方、光”趋势，书法体
势就相对僵化了。当代书法因为不是
供日常所用，而是为着在高大的展厅
而呈现的，因此，书法作品的“大幅”

“黑亮”就成为一种“标配”，它少了书
卷气，多了“争强斗狠”的意气，因此把
墨色浓到极致，是大势所趋、身不由
己。这类当代书法，欣赏起来一是觉
着有些“僵”，二是它们一旦想发挥些

“小动作”时，墨色就极“燥”——墨色
极浓则流动性差，牵丝露白刚硬无韵
味。因此，有人说欣赏古人书法觉得
很安静，观看今人书法觉得有燥气，是
时代背景使然。

江西元素

注意到辽宁省博物馆的“江西元
素”，也许是笔者作为江西记者的职业
敏感使然吧。以笔者匆匆一过，发现
了三个与江西有关联之处，说来也挺
有意思。

第一个不用发现，站在《夏景山口
待渡图》面前，笔者第一个反应就是江
西 人 —— 董 源 。 董 源（934— 约 962
年），中国五代南唐画家，江西钟陵人，
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市进贤县人。南唐
亡后入宋，被看做是南派山水画的开
山大师。善山水，兼工禽兽。其山水
多以江南真山入画而不为奇峭之笔，
也就是今天的“写生”。古人评语简要
精当，一两句话就将其山水特点说到
位，如记载说他山水多画江南景色，

“平淡天真，唐无此品”。米芾盛赞其
山水说：“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
趣，皆得天真。”站在这加前后题跋约5
米长的横幅面前，山势重叠，缓坡绵
长，树多挺直，林木疏朗，点景的人与
船，遥相呼应，品咂趣味多多。

第二个发现于笔者是一个惊喜。
在赵佶那件著名的《瑞鹤图》跋文中，
竟然惊喜地看见以前曾到处寻其真迹
图片而不获的一个人——豫章沙门释
来复。释来复（1319-1391）字见心，号
蒲庵、竺昙叟，元末明初名僧，曾受明
太祖朱元璋及诸藩王尊信，并赐金襕
袈裟，封为僧官，荣宠一时。来复也是
著名诗僧和书僧，《书史会要》和《续书
史会要》均有传。来复在元末已极有

诗名与佛名，与虞集、张翥、欧阳玄等文人名士交谊深厚，又与公
卿权贵来往密切。后来复因牵涉“胡惟庸党案”，被朱元璋下旨凌
迟处死，卒年73岁。

第三个发现，是以前从来未见过的一个名头。在明四家之沈
周著名的《盆菊幽赏图》后的跋文中，一眼看到有“旴江张升”落
款字样，当时就小吃一惊。因为旴江，就是江西的，它发源于江西
省广昌县驿前镇血木岭，流经广昌、南丰、南城、临川、进贤、南
昌。立即搜索，马上有了答案：张升原来是明朝中叶出自南城县
的一名状元，后官至礼部尚书。名画，能得一观已不容易，可在其
上留跋更非普通之人。张升，按其出生于1442年推算，小沈周15
岁，并与其同时代，得以观其画并留跋，合理而自然。

留下强烈印象的作品实在太多了，明代仇英版本的《清明上
河图》、欧阳询的《仲尼梦奠帖》、赵孟頫的《红衣西僧图》、王蒙的

《太白山图》等，不可胜数。不过，笔者在现场感觉有点遗憾的是，
现场观展人数并不多。与北京故宫前次拿出《兰亭序》《清明上河
图》于武英殿展时的摩肩接踵相比，反差较大。也许是辽宁地处
东北，江南爱好书画的人士去一趟成本太高所限吧！

艺术热点 与国宝照面
——辽宁省博物馆书画展观展琐记

□ 本报记者 陈米欧 文/图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簪花仕女图》（局部）

《洛神赋图》（局部）

《夏景山口待渡图》（局部）

赵佶书《千字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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