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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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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天上来，好像海上来，
美丽的金桥连接所有的期待。太
阳拥抱着，月亮亲吻着，紫荆莲花
飞扬幸福的神采。”

词曲作家专门为港珠澳大桥
定制的金曲《海上金桥》，唱出了
人们对大桥竣工的喜悦心情。

10月24日，当今“超级跨海工
程”——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
全球瞩目，世界震撼。中国邮政于
10月30日发行2018-31《港珠澳大
桥》邮票一套，以庆贺并纪念。

港珠澳大桥全长 55 公里，是
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和中
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
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项目，
被业界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
峰”。《港珠澳大桥》纪念邮票一套
共3枚，以点带面，着重聚焦桥梁、
岛屿和隧道最精彩、最炫目的部
分，运用平视、仰视和俯视等不同
的构图角度，在总体面貌上追求
一种恢弘大气的整体格调，并分
别以红、黄、蓝色调为基本色调，
统一中追求变化，给人一种磅礴
的视觉体验。

邮票第 1 枚（图1），展现了桥
结构的代表——青州桥。靠近香
港一侧的青州航道桥，是港珠澳
大桥中三座航道桥中跨度最大
的，其两座桥塔以中国结为造
型。画面中上部分以青州桥的斜
面造型出现，着力表现了大桥雄
姿，并配以船只和搏击风浪的海
燕，让人们对这座复杂的大桥有
一个感性的认识；下面前景部分
为三地地标性建筑——香港会展
中心、珠海大剧院、澳门大三巴牌
坊。上下图案形成呼应，寓意三
地紧密相连。

邮票第 2 枚（图2），展现了岛
结构的代表——东人工岛。从这

枚邮票开始，就要打破普通人对
桥的一般概念，来理解这个工程
的伟大之处。因为海上的桥与海
底的隧道本身无法直接连接在一
起，中间需要有一座岛来进行过
渡。在周围没有现成的可供使用
的岛屿情况下，大桥建设者修筑
了两座被誉为伶仃洋上的“最美
地标”的人工岛。邮票选取的东
人工岛，位于港粤交界线内地一
侧，是海底隧道的东出入口，游客
们置身东人工岛还可以驻足欣赏
白海豚和远眺美景。画面通过人
工岛、瞭望台以及蔚蓝的大海，腾
跃的白海豚等视觉元素的迭次出
现，勾画出一幅势不可挡、横跨大
洋的壮丽画卷。

邮票第 3 枚（图3），展现了大
桥中创多项世界之最的海底隧道
的出入口，背景中反映了东、西人
工岛和海底隧道上方航道的全
貌。邮票设计者史渊介绍说，“海
底隧道”这一枚也是整个邮票设
计过程中的难点。由于海底隧道
是隐蔽工程，跨度巨大，海面部分
难于表现，最初的设计方案是反
映沉管对接的施工作业现场，画
出来后效果不是很好，特别是与
前面两枚的风格不协调，于是作
了修改，通过隧道口和东西人工
岛叠加的方式，呈现海底隧道建
成运行的功能，表现出该工程的
宏大气魄，使邮票画面更具有一
种对整个工程复杂性的解读。

这套纪念邮票主题鲜明，色
彩饱满，构图讲究，视角多元，质
感强烈，具有穿透感。设计者娴
熟地运用方寸语言，有力反映了
大桥的浩大和宏伟，较好地展现
出港珠澳大桥这一超级工程标志
性特征，画龙点睛般地诠释了中
国形象、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收藏一线

超级工程的
方寸诠释

——《港珠澳大桥》纪念邮票赏析
□ 危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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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徐志摩的爱妻陆小曼（1903-1965），
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女画家，所作国画清逸雅
致、诗意盎然。

陆小曼自幼受母亲的影响而喜爱绘画，
少女时代的画作就秀润天成，给人以飘逸潇
洒之感。1926 年，陆小曼拜国画大家贺天健
为师，并致力于研究元代倪云林、明代沈周、
清代王鉴等大师的作品，平时又与吴湖帆、钱
瘦铁、应野平等画家多有交往，彼此切磋，因
此画艺大进。1941 年，陆小曼在上海大新公
司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作品达 100 多件，轰
动一时。艺术大师刘海粟对陆小曼的评价
是：“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

本的传统。”
陆小曼喜爱大自然。她的画格调脱俗、

润泽秀丽，书卷气洋溢，是典型的文人画风。
相比别的画作，陆小曼的扇画尤为精致，颇受
当时名士们的喜爱。作于1930年的《山居图》
（见上图），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是她的一幅
代表作。

这幅画上，由中间向两侧重峦叠嶂、林木
葱郁，山下空地，则高低参差地布置了两处屋
舍，那是隐者的居所。其淡雅的设色，表现了
山间的宁寂气氛。为了反衬静寂，达到“鸟鸣
山更幽”的效果，作者在左右两侧布设了淙淙
的河流。为了点缀生气，作者又通过左右山

峦的高低错落和山势的横向余脉，加上屋舍、
山峦平台的穿插，显示出缥缈淡远的意境，令
人遐思无限。在扇面的左上方，有小楷题字
为“庚午仲夏雨窗以应秉宣先生雅属，小曼陆
眉”。书法清远绝尘，秀韵芳情。

陆小曼的用笔轻松，墨色简淡却无纤细
浮薄之感，使画面显得爽洁灵秀。全画的精
彩处，在于笔墨的冲和闲静，达到了浑厚与潇
洒、刚劲与柔和兼备的效果。整幅画营造出
一种静谧清幽的氛围。欣赏这充满诗意、发
人遐想的画境，其韵而秀、细而柔的笔触，淡
而雅、丽而谐的设色，不难想见作者的清远情
怀和对美的塑造能力。

近代画家贺天健说：“世界上有三个山水
境地：一是人世间的山水实境，一是唐宋历代
诗里的山水境地，一是画里边的山水境地。”从
这幅扇画来看，陆小曼确是继承了老师贺天健
的画学理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表现出
一代才女幽雅淡远的情怀。

幽雅淡幽雅淡幽雅淡远远远 秀韵芳情秀韵芳情秀韵芳情
——陆小曼《山居图》赏析

□ 陈卫卫

■王寀王寀（1078—1118？）字辅道，一字道
辅，号南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枢密副
使王韶幼子，北宋杰出的词人、书画家。他登
第后，官校书郎，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因主持
整理、刊刻《汝帖》而名噪一时。

王寀自幼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岳珂
《桯史》中有“南陔脱帽”逸事，主人公便是王
寀。他是北宋徽宗朝大晟词人群的重要成
员，其诗词在当时享有盛誉。王明清《挥麈后
录》卷三谓其“少豪迈，有父风”“轻财喜士，宾
客多归之”“善议论，工词翰”。《宋史》卷三百
二十八《王寀传》亦谓其“好学，工词章”。据

《宋史·艺文志》，王寀著有《南陔集》一卷，又
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王寀著有《岷
山百境诗》二卷，两集均佚。今《全宋词》收其
词十二首，《全宋诗》录其诗十六首。王寀又
是书画家，其在知汝州任上所整理、刊刻的

《汝帖》，成为我国古代碑帖之珍品。与王寀
交游者多为诗词人、书画家，如大词人周邦
彦、书画家颜博文、周纯等均与之交往甚密，
以致王寀为林灵素所陷而诛死时，周邦彦、周
纯等受到牵连。《宋史》本传记其事甚为简略，
事迹湮没不彰，生平多难考实，以致后人知其
者不多。

《汝帖》是我国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丛帖
之一。在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汝帖》与北
宋时期民间镌刻的《泉帖》《绛帖》《潭帖》并称

“天下四大名帖”。四帖都以北宋992年官刻
的《淳化阁帖》为底本。清代著名碑帖学家程
文荣在《南村帖考》之《汝帖》卷中赞其“真宋
室中之鸿宝也”。

《汝帖》于北宋大观三年（1109）由时任汝
州知州的王寀杂取《淳化阁帖》诸帖以及自藏
法书，收录了历代各家法书和铜器铭文，共十
二卷，以夏朝的《仓颉戊己帖》开篇，以五代郭
忠恕的书法收尾，囊括了北宋以前九十八家
的手迹，镌刻在紫色含润、一丈多高的碑石
上。王寀在《汝帖跋》中说：“来汝逾年，吏民
习其疏拙，不堪委以事。闭阁萧然，奉亲之
外，独念弃日偶得三代而下讫于五季字书百
家，冠以仓颉，奇古、篆籀、隶草、真行之法略
真，用十二石刻置坐啸堂壁。其论世正名于
治乱之际，君子小人之分，每致意焉，识者谓
之‘笔史’，盖使小学家流固以博古知义，不特
区区近笔砚而已。大观三年八月上丁敷阳王
寀记。”现存《汝帖》碑石20块，其中16块是清
朝道光年间，由汝州牧白明义钩摹勒石重新
镌刻。1997 年补刻所缺 4 石，现存河南省汝
州市汝瓷博物馆汝帖陈列室。

王寀不是简单翻刻《淳化阁帖》，而是本
着文以载道为主旨进行新的艺术创造。其对

《汝帖》的定位，首先是为明经达理之用，其次
是书法，再次才是法帖。因而，《汝帖》以其鲜
明特色独树一帜。

《汝帖》一经传开，各地争相翻刻引用，据
《洞天请录集》中记载：“今会稽以《汝帖》重
刻，谓之《兰亭帖》。”元朝刘有定注《衍极》一
书，曾借用《汝帖》中的诸葛武侯书；张天如编

《王右军集》也采用了《汝帖》中的《二王帖》；

清代大书法家王铎曾说：“细观《兰亭序帖》皆
本《汝帖》。”另外，在很多有关金石的专箸中
都有《汝帖》的详细记载和评论，如程南溪《南
村帖考》，黄长睿的《法帖勘误》，岳珂的《宝真
斋法书赞》等。可见《汝帖》保存流传之久，影
响之大。

《汝帖》承载着中国文化史，有较高的史
料价值。其内容十分丰富，上自黄帝，下迄五
代，虽只言片语，但都是难得的史料。现代碑
帖学家林宰平《帖考·汝帖考》认为《汝帖》所收
文字：“有莫知所自来，则原文已佚，东鳞西爪，
乃赖此帖而获传。又如《封比干墓铜盘》《宗资
石兽》，后人皆据《汝帖》重刻。刘有定注《衍
极》，引诸葛武侯书，张天如辑《王右军集》，亦
有采自《汝帖》者。南唐李后主五言诗一首，吴
越王钱镠七言诗一首，他书征引，皆据此帖。
又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所载薛稷《夏热帖》缺
字，可从此帖校补。古刻之可贵如此。”

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宋刻汝帖》（故宫
博物院藏本）跋语云“秦《诅楚文》发见于宋
代，惟《绛帖》及此帖载之……”林氏、容氏皆
充分肯定了《汝帖》在中国历史、文学史、书法
史、汉字学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汝帖》更是中国古代书法史的长卷，包
括了篆、隶、真、草各种书体，多种流派，法帖与
金石兼收并蓄。每帖字数不等，章法、布局讲
究。其书法艺术价值极高，堪称一座中国书
法艺术博物馆，为历代书法艺术爱好者所珍
视。清代书法家王铎说：“再观此帖，喜意发
扬。真乃稀世之宝，超迈无伦”。

清代书法家王文治《快雨堂题跋》说：“宋

刻诸帖中，评者以汝帖为殿。然《绛》《潭》诸
刻，赝本至多，眩目特甚。汝帖以名轻，独无
赝本。今一展玩，其神采迸露，远出世俗所传

《绛》《潭》诸刻之上，殆此真而彼赝也……余
尝谓古帖中有以摹拓至精而传神者，亦有以
摹拓粗漫而传神者。此帖全以粗漫传神，近
时木刻《戏鸿堂》亦然。非鉴古至精如灵岩公
者，不敢轻以此语相质也。”

王文治将《汝帖》归为“粗漫传神”类，粗
漫不是粗糙、草率、呆板，而是浑厚、豪放、自
然、质朴。纵观法帖史，至精而传神者多，粗
漫而传神者少。“粗漫传神”，这正是《汝帖》的
独特之处。

《汝帖》问世九百余载，屡经波折，流传至
今，实属难能可贵。它是先贤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我们应当珍惜。

（配图均为《汝帖》中的碑帖）

宋室鸿宝 粗漫传神
——北宋德安人王寀及其《汝帖》

□ 冯德良

赣地名家

艺术动态

11 月 22 日，由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主办的 2018“国窑风华——景德
镇十大瓷厂历史贡献论坛”在景德镇
举行。

景德镇市的建国瓷厂、人民瓷
厂、艺术瓷厂等十大瓷厂，曾经为该
市的陶瓷产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
献。在当天的论坛上，与会专家对景
德镇十大瓷厂在企业特色、科技创
新、工艺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回顾，围

绕景德镇十大瓷厂在企业管理、科技
创新、产品工艺、人才培养、市场营
销、国家用瓷、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
了深入的研究与交流，总结梳理了景
德镇陶瓷工业建设发展的成就与经
验，为新时代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振兴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据悉，《国窑风
华——景德镇十大瓷厂历史贡献论
坛论文集》将出版发行。

（记者 邱西颖、王景萍）

景德镇举行十大瓷厂
历史贡献论坛

《魏梁鹄帖（翁方纲跋）》

《张芝帖》

《天禄辟邪帖（翁方纲跋）》

《山居图》陆小曼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