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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届届书书法法篆篆刻刻大大赛赛评评选选名名单单揭揭晓晓
个论

小议书画之变

历史在前进在进步，艺术亦然。
每一个时代，都有艺术高峰和领军
人物的出现。正如唐诗宋词元曲，都
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主客观环
境、内外因条件、上下者同欲所共同
制造出的局面。正确认识和理解时
代和艺术的关系，才能正确认识和
理解艺术当随时代而变的公理。

变与不变——— 中国哲学思想
中《易经》乃万家之宗，易字含义有
三：一为变化，即“一阖一辟谓之
变”，变化在开合之间，变化是事物
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古今中外公认
之理，西方哲学尚无歧义；一为简
易，所谓大道至简，任何伟大的道
义哲理均孕育于朴素之中，易识易
知易行易学；一为不易，正所谓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是自然
界中的匆匆过客，认知角度及认知
视面均有局限，存在和发展是不易
和永恒。至于艺术乃至书画，置于
世界中置于文明内如沧海一粟，

“易”是其正常发展规律。书画艺术
发展到今天，必有继承和发展，立
足当代，师夷长技，完善自我，升华
民族大艺术。

变中看变——— 放在不断推进
的历史长河中看艺术之变法，始终
在印证《易-系辞下》中“穷则变、变
则通、通则久”之公理，严复译赫胥
黎之《天演论》亦言“一争一择，而变
化之事出矣”。王羲之之凌空出世，
一变前人朴拙厚重之风，自是清新
流畅、雅致高韵！其后盛唐颜真卿、
欧阳询、孙过庭，北宋苏轼、黄庭坚、
米芾，元赵孟頫，明清王铎、傅山、
董其昌至近代于右任、吴昌硕、毛
泽东、林散之、谢无量等名家。大凡
艺术集大成者，需功底深厚、犀心
悟道、学养濡化、逸神妙能，能缜思
求变、自成一派并心源造化。

创新求变———“笔断迹连，迹
断意连，意断势连”是中国画有别
于西洋画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画标
签的真实写照。中国画讲究神韵，

“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
紹于古人”，大师的创作，成竹于胸，
超然物外，一瞬间的永恒。近代山水
大师黄宾虹大胆变通使用新的笔
墨之法，黑密厚重下层峦叠嶂，层
次分明，综合运用色破墨和墨破
色，系统运用五笔七墨并将该法归
纳总结成艺术理论，影响深远。

新时代艺术家恰逢国泰民安、
物丰民阜的华夏盛世，盛世收藏催
生了艺术的的空前繁荣和发展，但
辩证地看一下，艺术和金钱及权力
的结合也滋生了鱼目混珠、良莠不
齐的浮躁局面，还原艺术的沉静、
弘扬艺术的美在、升华艺术的真
意，吾辈任重道远！

本报讯 12月7日，由德
州市委宣传部、德州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德州市
书法家协会、齐鲁晚报·今日
德州、山东德州恒特重工有
限公司承办的德州市第三届
书 法 篆 刻 大 赛 评 选 名 单 揭
晓。

7日上午，由德州市书法

家协会会员组成评委团的10
名评委，对本次入展的200多
件作品进行了现场评选。在评
选之前，组委会对每件作品进
行了编号，评委根据不记名投
票方式，筛选出优秀的作品编
号，然后对号入座。

通过一轮轮投票，尽管现
场评委将优秀作品的范围锁定

得越来越小，在评选一等奖的
时候，仍然出现了激烈的竞争，
一连两轮出现了票数不分仲伯
的情况，最终进行多轮投票最
终决出高下。

德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刘峥介绍，本次书法篆刻大
赛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比往届
有较大的提升，冒出了一大

批青年书法篆刻爱好者，他
们正成为贡献优秀作品的中
坚力量。

最终，活动评选出入展
作品213件，其中一等奖5名，
二等奖 1 0名，三等奖 1 5名。
120人入展，63人入选。本次
大赛的获奖作品将择日在本
报公布展示。

德州市第三届书法篆刻大赛

获奖、入展、入选作者名单
一等奖(5人)：

王迪 张勇 陈有为 梁明栋 刘法奎
二等奖(10人)：

王志 王兴国 司长富 刘长芹 刘辰辰 张志广 祝兰勇
郭长玉 蒋红霞 路建新

三等奖(15人)：
丁群 于斌 王伟伟 王学军 付俊红 闫应峰 吴元来 张浩
李兴光 肖安红 邹玉宾 周继东 国立建 程洪文 路来

入展(120人)：
丁翠芬 万建民 于金环 于保东 马付生 马荣元 马海军
马逸腾 马鑫鑫 孔海燕 孔德旺 毛吉坤 王光 王英 王岳
王广亭 王宗敏 王桂花 王艳霞 王清辉 王雪琪 冯学善
冯明军 田臣 刘子凯 刘冬冬 刘光智 刘秀清 刘国海
刘明伟 刘雨 刘垚 刘宪辉 刘春生 刘洪贞 刘荣华
刘新伟 吕文起 吕运涛 孙勇 孙锋 孙永胜 孙永胜(庆云）
孙立燕 孙雨萌 庄鹏 朱春霞 许旭 许兴海 许维康
许瑞庆 宋展飞 张丽 张书刚 张志明 张国水 张学波
张林春 张洁厚 张桂林 张浩 张海森 张登福 李阳 李庚
李科 李跃 李敏 李云霞 李汉春 李光宝 李廷强 李希元
李连胜 李泽飞 李金舟 李洪波 李维宝 杨丹 杨振恒
杨颜霞 谷玉波 辛伟正 迟靖 邱倩倩 陈勇田 单正来
周峰 周桂东 周德立 房士皓 武传玺 武晓星 范世章
侯友峰 侯新军 姜道峰 娄德宝 段文东 祝英田 胡书庆
胡彦珺 赵永泰 赵娜 赵洪湖 席杰 秦高忠 袁学军
郭希中 高杰 曹振童 曹梦真 曹琼 彭彤 温杰 程燕
鲁淑婷 翟学诚 蔡思奇 魏波

文/王贵良

▲ 评委现场进行无记名投票。
 优秀篆刻作品(部分)。
 优秀书法作品(部分)。

□王金强

仁仁者者安安仁仁
锡锡青青铜铜铸铸铜铜孔孔子子像像

售售价价：：33660000元元

“仁者安仁”——— 幽思沉静，
平和通达；心致广大，而尽精微。
该像突破了孔子行教像的固有
模式，时代特质，世界眼光，返本
开新，重拾文化自觉自信。

后后得得壶壶
儒儒果果紫紫砂砂壶壶系系列列之之苦苦瓜瓜((龙龙旦旦))

售售价价：：889900元元

此壶采用正宗原矿紫砂，本山
绿泥烧制，泥质圆润，做工细腻，造
型挺拔。作品做工小巧精致，壶身通
体为蛋状，壶身光滑圆润，短嘴为直
流状，倒把拿捏方便，扁圆珠纽。

“儒果”系列创意艺术品是
将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与其
有关的植物果实对应起来，根据
果实读音、外形、陶瓷等诸多艺
术形式展现出来。

儒儒果果折折页页套套装装
““儒儒果果””系系列列创创意意艺艺术术品品

售售价价：：22660000元元

至至圣圣杯杯
水水晶晶陶陶瓷瓷保保温温杯杯

售售价价：：116688元元

内胆采用高档陶瓷烧制，
外胆为水晶玻璃。水杯画面为
中国孔子基金会发布的《孔子
标准像》，并配有书法字：知者
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儒学文化礼品推荐孔子基金会监制

收藏咨询电话：0534-269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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