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工商广登字［2017］018 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李笙清

藏品：刘德六《果虫》扇面。
年代：清代。
规格：纵 18.1 厘米，横 52 厘

米。
特点：画面自右至左，依次绘

有枝叶、花卉、梨、玉米、莲藕、蟠
桃、杨梅等景物，一只蝴蝶自上飞
入画面，似乎乏了，正欲在桃叶上
停留下来。一只硕大饱满的蟠桃
上面，一只体型健硕的黑色天牛
紧紧抓住蟠桃，正在恣意地啃噬
着果实。

扇面右侧款识“乙卯年夏五
月仿忘庵老人笔意于金粟香馆，
刘德六”。乙卯年为清文宗咸丰
五年，可见此扇面画创作于五月
初夏之时。

渊源：存字和画的扇子，保持
原样的称扇，为便于收藏而装裱
成册页的称扇面。

作为我国书画百花园中的一
株奇葩，扇面书画艺术流传久远，
备受历代书画名家喜爱。明清时
期，扇面书画更显成熟，各种风格
流派在这方寸之地争奇斗妍，从
目前存世的扇面书画来看，明清
时期的作品可谓异彩纷呈，蔚为
大观。

作者：刘德六（1806—1875），
清晚期画家，字子和，号藕花村外
吏、松陵画隐、红梨馆主等，江苏
吴江人，擅画花卉，出笔秀逸。

在所居垂虹亭畔红梨花馆多
植花草、果蔬，对花写照，即物取
形，作品以花卉、禽鸟、虫草、蔬果
为主，翎毛、草虫、蔬果逼真写实，
意蕴丰富，鲜活生趣。

“飞走何须翼，栖林漫自猜。
小园蔬果熟，一日几回来。”这是
刘德六《花卉蔬果》册页（十二开）
上的一首自题诗，道出了作者对
花卉蔬果的喜爱，令人对原生态
的田园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向往。

点评：扇面摹仿清初花鸟画
名家王武笔意，水墨没骨法绘蟠
桃、杨梅等果实，既有周之冕、陆
治意趣，又兼具王武钩花点叶的
特色，又自出机抒，水墨渲染，秀
丽多姿，设色清淡明雅，气韵生
动，使画面生趣盎然，清润工细而
又别开生面。

收藏：湖州博物馆。

小园蔬果虫也馋

□林金石

藏品：吴昌硕《枇杷图》扇面。
年代：晚清。
规 格 ：纵 29 厘 米 ，横 59 厘

米。
特点：画面为一棵枇杷树，主

干呈 S 形向右伸展，树根下生出
一株旁枝，向上伸展着。深绿色
的叶子宽厚肥大，浅淡的墨痕点
染出枇杷细小的绒毛。点缀在绿
叶之间的是一串串黄灿灿的枇杷
果。果实金黄透明，饱满个大，枝
丫已被枇杷果压弯了腰，似乎能
听到树枝被压得嘎吱嘎吱响。远
远看去，黄灿灿的枇杷果好似就
要炸裂开来，已流出甜甜汁水，让
人看了垂涎三尺。

左上角落款“卢橘黄且肥，丙
辰冬日吴昌硕”。

作者：吴昌硕（1844—1927）
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大师，
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融金石书
画为一炉，被后世誉为“石鼓篆书
第 一 人 ”及“ 文 人 画 最 后 的 高
峰”。他也曾自言：“我平生得力
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

吴昌硕从小酷爱书画，一生
成就颇高，且非常热心，后来许多
国画大师如齐白石、王一亭等都
得到过他的指授。

昌硕先生绘画题材甚广，但
是主要以花卉为主，偶尔也有菜
蔬果品入画。无论哪种，在他的
笔下都能栩栩如生，极具生活气
息。

点评：这幅《枇杷图》不但把
金石之沉雄力度引入绘画，还打
破了历来文人画对色彩的禁忌。

大黄鲜明突出，强烈夺目的
色彩与苍浑厚重的墨痕水迹交织
在一起，鲜艳和谐，斑斓厚重，淋
漓拙朴。

落款是吴昌硕先生书法气格
的突出体现：凝练遒劲，貌拙气
酣。其奔突而出的雄浑气势、深
沉内敛的金石内蕴自成一派。

收藏：私人收藏。

五月枇杷黄且肥

□王家年

藏品：锦灰堆扇面。
年代：现代。
规 格 ：纵 28 厘 米 ，横 58 厘

米。
特点：纯手工制，画面以古书

残页为主与拓片混杂，单面拓制，
原物原拓。

渊源：锦灰堆，又名八破图、
集珍、集破、打翻字纸篓等，传统
艺术珍品之一，以写实技法，把残
破的文物片段堆砌构成画面，给
人以古朴典雅，耐人寻味之感。

顾名思义，锦代表美好、繁
华，灰表示灰烬、残破，这些元素
被创作者巧妙堆砌拼凑，就好像
字纸篓被打翻了一般，自然洒脱，
相映成趣。

锦灰堆最先可追溯到元代赵
孟頫、钱选时代，比西方现代艺术
中的拼贴艺术早很多，被称之为

“非书胜于书、非画胜于画”，备受
文人雅士青睐。

它所描绘的杂物必须是破、
旧、污、虫蛀、火烧、撕裂状，才能
显 出 画 面 的 古 朴 典 雅 ，雅 趣 横
生。诸如旧书残页、揉皱画幅、发
黄报纸、门券邮票等，活像灰堆里
拾出来的一般，是供自我欣赏或
文人雅士的一种游戏之作。

由于锦灰堆绘制难度大，要
求技术含量高，绘画者需多才多
艺，要善写草、隶、篆，能模仿各家
字体，善画花鸟鱼虫、山水人物，
熟用碑拓、篆刻等绝活，所以历代
绘制锦灰堆的画家极少，清代名
僧六舟算是其中一位名家。近年
来，锦灰堆已日渐萎缩，绘制者屈
指可数。

2013 年，锦灰堆被列入山东
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点评：精心排版，精心制作。
布局奇特，看似杂乱无章，实

则井然有序，有中国画的疏密聚
散、浓淡干湿之感，相互映衬，件
件逼真。

收藏：笔者收藏。

堆残集破成繁华

□陈卫卫

藏品：冯超然《绿蕉新展美人
心》扇面。

年代：民国。
规格：纵 16.7 厘米，横 50 厘

米。
特点：作于 1946 年，冯超然

代表作之一。
湖石旁是一株长势正旺的美

人蕉。湖石淡墨，蕉叶淡绿，花儿
红艳。

左上方款识“绿蕉新展美人
心。陈嘉言画箑，戏为背拟。丙
戌 五 月 ，慎 得 冯 超 然 似 君 辉 先
生”意为丙戌五月初夏的日子，因
冯超然喜爱明代花鸟画家陈嘉言
的扇画，戏以陈嘉言笔法作此画，
得意之下，冯超然自我感觉此作
韵格与前代画家相仿。

作者：冯超然（1882-1954），
江苏常州人，本名冯回，字超然，
号涤舸，晚年号慎得，别署嵩山居
士。门下弟子中，不仅有昆曲大
师俞振飞等社会名流，也有陈小
翠、沈绮文等一批才女。而最为
青出于蓝的，当数国画大师陆俨
少。

民国时期，吴湖帆、吴待秋、
吴子深、冯超然的画作风靡大江
南北，合称“三吴一冯”。这其中，
冯超然的作品极受收藏家喜爱，
早在 10 年前的拍卖会上，他的一
幅山水画成交价就高达 200 万
元。

自幼爱好绘画的冯超然天赋
过人，而且无师自通，13 岁就能
以卖画补贴家用。一个偶然机
会，冯超然成为苏州拙政园主人
张履谦的家庭教师，不但得以朝
夕观摹张家收藏的历代名画，而
且经常与顾麟士、陆恢等书画高
手切磋，绘画技艺突飞猛进，几年
后就成为著名画家。1949 年以
后，冯超然一直是上海国画院的
画师。

不论人物山水，还是花鸟走
兽，冯超然样样皆能，而且达到骨
力与神韵兼备境界。

点评：色彩典雅鲜艳、疏密有
致。糅以高超的书法线条，通过
变化莫测的提按，把蕉叶的飘逸、
婀娜、翻卷表现得十分传神，让观
者感觉似有满纸幽香。

收藏：上海博物馆。

绿蕉新展美人心

□李晋

藏品：赵之谦《桃花》团扇面。
年代：清代。
规 格 ：纵 25 厘 米 ，横 25 厘

米。
特点：绢本设色。
数株桃花枝头从右侧伸向左

侧，枝上绿叶飘飘，繁花簇簇，间
有苞蕾点缀，中间的几朵相对集
中，其中一朵开得最艳，后有两朵
正在吐露芬芳。这三朵桃花右
侧，还有偏小些的花朵及初开的
花，它们的上下方，有花蕾和花朵
遥相呼应。叶片以淡绿着色，叶
筋以棕色勾画，枝干皆是棕色，枝
干前后以棕色小点点苔，用作表
现碧桃的芽苞。

画面落款“蓉轩仁兄属画”和
“弟赵之谦”，落款时间“丁卯五
月”，知是 1867 年所绘；款后钤

“之谦印信”白文印，应是赵之谦
自刻印章。

右小角另有“江南陶氏”朱文
收藏印，为扇面昔日主人、无锡工
商界名流陶心华钤印，证明此扇
面为陶心华捐赠。

作者：赵之谦（1829—1884），
清代著名书画家，艺坛地位显赫，
其与吴让之、吴昌硕、黄牧甫共称
晚清篆刻四大家。同时他又是书
画高手，在画作中融入书、印之
风，被学界认为是金石画风开创
者。

赵之谦擅花鸟、山水、人物，
12 岁 开 始 习 画 ，强 调 学 由 博 返
约，画以繁入简，其花鸟画对海上
画派影响最大。

点评：色彩艳而不俗，造型灵
动鲜活。

整图以没骨技法造就，大小
花朵、花蕾姿态各不相同；花瓣以
白粉或粉红渲染，具有立体之感；
花蕊以细条勾写，线条灵感多变。

画幅虽小，然布局简淡有味，
笔力沉稳豪迈。

收藏：无锡博物馆。

簇簇桃花胜百花

艳艳

□朱卫东

藏品：齐白石《荷花》扇面。
年代：现代。
规 格 ：纵 25.9 厘 米 ，横 37.8

厘米。
特点：上世纪 50 年代国画荷

花扇面。
夏日河边，莲叶田田。两只

莲蓬从如盖的莲叶间高高耸起，
嫣红的荷花犹如刚刚出浴的美
人，含笑伫立，娇羞欲语，嫩蕊凝
珠，盈盈欲滴。一只蜻蜓从远处
飞来，轻盈地掠过水面，围绕着籽
粒饱满的莲蓬，翩翩起舞。

荷叶以石绿色敷染，掺以藤
黄色及墨色，荷花则以洋红点缀，
红黑映衬，别具一番情趣。

右侧有“齐璜”题款，由此可
知扇面出自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
手笔。

渊源：扇面画是中国历史悠
久的传统艺术品，因画幅小，形式
特殊，在书画中独树一帜。

齐白石的扇面画一方面继承
了宋元明清历代大家扇面画的精
髓，另一方面又推陈出新，讲究布
局，流畅多变，洋溢着浓郁的时代
审美气息，历来深受市场追捧和
藏家青睐。

作者：齐白石（1864—1957），
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
名璜，字濒生，号白石。齐白石对
荷花情有独钟，画荷堪称一绝。

他曾经评论：“客论画荷花
法，枝干欲直欲挺，花瓣欲紧欲
密。余答曰：‘此语譬之诗家属
对，红必对绿，花必对草，工则工
矣，未免小家习气。’”这是说，画
荷不要拘于窠臼、不要流于习气。

齐白石画荷在吸取前人笔墨
精神的基础上，自创了“红花墨
叶”画荷法。他笔下的荷花颜色
大都是饱满的红色，荷叶的茎以
及整个荷叶则多为墨色，而不是
现实生活中的绿色。这是齐白石
画荷的一大特点。

点评：笔墨简约，意蕴丰厚。
蜻蜓最为点睛，婉约灵动，妙

趣横生。
收藏：私人收藏。

映日荷花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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