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

詩）由中華文化交流協會、華懋慈善

基金會與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攜手舉辦的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東方神韻』—中

國書晝名家作品展」，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開幕。本次展覽匯聚了來自香港與內地50多

位書畫名家的130幅精品書畫，呈現中國書畫藝

術的最新面貌，並從藝術文化角度展現祖國改革

開放40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原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中

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朱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署長李美嫦，華懋慈善基金理事會主席龔

仁心等300多位政商界、教育界、文化

藝術界嘉賓出席展覽開幕禮。

中華文化交流協會華懋慈善基金文匯報大公報主辦 姜在忠曾鈺成陳積志朱挺等300嘉賓共聚

再見「中國夢」三個字，不在打印的
文件中，不在電視機屏幕上，而是在一
張潔白宣紙上，以濃墨線條行走出來。

身穿白襯衫的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蕭暉榮，挽起袖子，挑
選了一支大號狼毫筆，蘸足濃墨，彎腰在紙上翻動手腕慢
慢行筆，先寫下中間的「國」字定位，再書「中」和
「夢」，寫下隸書大字「中國夢」，落印抬身，才回應在
一旁等待已久的記者的提問：作為畫家，為何以書抒己意？
他說：「『中國夢』是習主席提出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構想，也是作為藝術工作者的我非常認同的執政理念，寫
這三字，最可抒發我對國家和香港未來發展的期盼。」

書可抒情，畫亦載道，昨日下午的香港仔畔，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邀請22位書畫名家「流觴曲水」，舉行「東
方神韻——中國書畫名家作品展筆會」，幾近兩小時，眾
位名家或書或畫，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再添一縷墨香。

蕭暉榮：以指作筆畫梅花
筆會現場，蕭暉榮除「中國夢」一作，另外作畫一幅，

畫中一塊磐石後綻放一束盛開的臘梅，他用罕見的「指頭
畫」技法，以手指蘸取顏料，在花枝上按出點點花瓣，
「比起用筆畫，手指會讓花瓣更有動感，也更貼近梅花真
實的造型。」他將作品命名為《雙青圖》，認為梅花是象
徵着人格和精神，「梅花在冬天盛開，有着堅毅不屈的精
神，這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從詩歌到繪畫創作、由古到
今都是一個大家愛取的題材，有着歷史的價值。」
「留白處，皆是水」這是中國畫獨特的對「水」的表現

方法。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沈平先用大筆染出幾抹遠山，
再用細筆勾勒出幾隻漁船，再到水波、船中人，留白處，
是空氣，是水面。最後用青綠敷色，色太艷，就調進去些
黑墨和水中和，「這就是中國畫的美之所在。」他開心自
言道。

沈平：即席實景描繪香港仔
然畫者為何？他邊補筆邊欣然告訴記者：「就是你們的

香港仔！」原來這次來到立於漁港之畔的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擅長城市主題創作的內地畫家沈平，旋即被窗外
漁港景色吸引，「像這樣饒有特色的避風港，反映了香港
不為外人所知的一面。」他當刻便有感而發，即場創作，
以水墨畫記錄小漁港，「叫什麼名字呢？就叫《泊》
吧。」他說，不少人對香港的印象，是高樓大廈的聚集之
地，其實，他眼中香港也有不少甚具田園味道的地方。他
認為這顆「東方之珠」非常可愛，是故希望能用筆墨寫下
不一樣的「香港印象」。
《四季清明》是一件傳統題材的水墨畫作，為中國美術

家協會會員趙志軍所繪，畫中可愛鴨子在荷塘間暢遊，予
人平和恬靜之感。畫畢，他提上「祥和太平」四個字，畫
龍點睛，呼應主題。他說，荷花代表脫俗和與世無爭，配
上閒適水鴨，寓意社會的安定與和諧，「現在內地老百姓
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較安逸。與過去相比，社會也更加
安全和穩定了，這是社會發展質的變化。」他亦寄語香港
社會能夠安定前行，共同參與國家發展建設。

范淳奇：「大文」起首作對聯
中國書協香港分會副主席范淳奇，即場以「大文」二字

起首書對聯，用碑帖文體寫下了「大能容物，文以興邦」
八字，意指大就可容納天下間所有事物，他認為改革開放
40年，除了經濟騰飛外，更以「文」作核心，在精神文明
的建設上有巨大進展，「好像內地有官方的團體去籌備書
法家聯會，而香港則是自由結社，改革開放以來書畫藝術
發展出諸多風格，香港內地都在騰飛。」
趙志軍與蕭暉榮現場更有合作，趙氏先畫兩隻葫蘆，蕭

氏則幫其添加枝蔓、鈐印、提上「福祿有餘」的款識，真
是「共繪福祿」。其實，筆會者，以筆會友，以藝抒情，
中國書畫，也恰恰是中華兒女之共同語言，一筆一畫、一
山一石，無不是中華民族獨有文化血緣的流動。今次內
地、香港書畫家的縱情揮毫，以筆蘸墨，除抒發出自己對
國家改革開放40年的水墨謳歌，更照射出華夏兒女文同
根、藝同源的骨肉親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朱慧恩、張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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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暉榮揮筆寫下「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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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一聞
上海博物館研
究員
我這次帶來一幅隸
書作品，寫的是「富潤屋，德潤
身」，這是《禮記》的名句。現在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人的精神領域才
是最重要的。只穿好衣服和住大屋，
是不能簡單地替代人的精神生活。只
有精神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財富
多了就能把家裡建設得好一點，但只
有德行高，才能提升人在精神層面上
的層次。

顧亞龍
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在作品《李白詩》當中，我融合了行
書、草書的手法，作品中寫的是李白
的詩，融合兩種文體是希望藉此表現出中國傳統書卷氣
息，作品中表示的是一種比較平和、安靜的藝術風格。
我認為香港和內地的書法家均是從傳統文化的基本點出
發，從這點上來講，書法的風格都沒有太大的區別，但
每一位書法家也會有自己的風格，在對藝術的表達上各
人也有不同的方式。內地和香港近年的藝術交流十分頻
繁，香港的書法家協會常提供資訊給藝術家們，在內地
的藝術家也經常收到很多藝術資訊，從中更容易得知內
地和香港藝術家作品的情況，這也有助我們互相交流和
欣賞作品。

劉顏濤
中國書法家
協會篆書委
員會委員
是次整個展覽的水平十分高，風格
多樣，更有不少當今有代表性的藝
術家參與其中，各種書體、風格都
很齊備。而我認為內地的藝術家的
作品會較傳統一點，香港的藝術家
因吸收了西方的色彩，使作品更為
豐富、時代感更強、更具有中西合
璧的味道。而我認為展覽愈是多元
化，就愈能顯示出藝術的豐富性，
這樣就能有斑斕、百花齊放的高
度。

容浩然
中國香港書
法學會主席
這次帶來了兩句
詩作，分別是「仰觀泰山知群山之
卑，臨視北海知眾流之小」，這是
因國家改革開放有感而發。這次活
動是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很有
意義。在內地與香港兩地文化交流
方面，現在確實更加頻繁，二十多
年來，我和內地的書法界有很廣泛
的交流，又會和書法會的學生到內
地旅行或考察，也確實獲益良多。
彼此互相交流意見，才有進步。

何百里
香港美協理事
這次我以河山風景為題，繪畫出
《河山新氣象》系列的畫作，畫
中所畫的新氣象正正能反映出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
的新氣息。中國畫博大精深，當中的「深」就十分
重要，意指會把畫中的韻味蘊藏起來。是次展覽的
作品把藝術家們的創作思維聚集在一起，亦表現了
他們在藝術創作上的個性。隨着內地和香港的交流
愈頻密，祖國的發展繁榮，更促使文化的交流。

書畫能怡情，情除代表生活的情操外，更代表着有
民族精神的感情，在繪畫國畫時，若藝術家沒有民
族精神的感情，其作品就只能顯示出物品的外表，
藝術家的情懷不能在當中展現，因此對藝術家而
言，民族精神的感情不可失。

司徒乃鍾
廣東省美協副主席
今次帶來的作品畫的是
澳門的盧九花園，我兒
時在這裡唸書，所以對這地方感情特別深
厚。現時兩地文化交流確實很頻繁，香港
畫家不應只放眼於香港，畢竟香港「地方
有限」。正所謂中國香港，若畫家要畫
國，又怎能單以香港為題材呢？既然現時
兩地加強融合，香港畫家可以利用現時的
優勢，把目光放到內地，可以到內地辦
展，也多與內地的藝術家交流，互相借鑑
經驗，提升自身實力。

是次「東方神韻」中國書畫名家作
品展，大會一共邀請了近60位中國書
畫名家，包括趙振川、趙學敏、田黎
明、范揚、施子清等為展覽進行創
作，名家們各以書畫形式，借助不同
題材與藝術創意，展現他們心中的
「改革開放40年」，其中著名畫家王

秋童與沈平就選擇以香江景色呈現香港繁
華，側面訴說香港與改革開放的故事。

王秋童：繁華燈火融維港
香港美協副主席王秋童今次為了展覽創

作了3幅畫作，其中《香港早晨》與《維
港之夜》都是以維港兩岸為創作基礎，藉
此展現香江不分晝夜的繁華景象。
王秋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作

品主要是想呈現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欣欣
向榮的景象，其中《維港之夜》想展現香
港一天24小時都是燈火通明、美麗繁華的
一面，所以畫中遍佈一點點的璀璨燈光，
再配上薄霧，營造出一種和諧氣氛，另畫
中亦特意加入會展與國金等地標建築，用
以突出香港特色。
身兼中國畫學會香港執行會長的王秋童

同時提到，過去的歷史使香港與國家，以

及中國的傳統文化分割百年之久，所以香
港有必要與內地多作文化交流。而是次展
覽匯聚了香港與內地書畫家的作品，提供
了交流的平台與機會，好讓香港畫家及市
民能多接觸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

沈平：古今匯聚展初心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香港美協副主席

沈平今次參展的3幅作品同樣以香江為
題，並將西洋畫與版畫的技巧應用到中國
傳統水墨畫之中，創作出一系列中西合璧
的作品，與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定位不
謀而合。
沈平接受訪問時表示，雖然他是一個外

來畫家，但對於香港的感覺非常深厚，因
為香港既具現代化，但亦有古老的一面，

可說是古今交融、相互接合，是非常有意
思的地方，所以經常以此為創作題材。其
中《港島之夜》一畫中，在現代化的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外，一批小漁船正於維多利
亞港上遊走，這既是香港古今匯聚的表
現，亦是想表達出香港的傳統多年都能一
直得以保存，以及當中的那份「不忘初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在開幕禮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
編輯李大宏致辭表示，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

年，這40年波瀾壯闊的歷程，讓中國日益繁榮昌盛，
人民逐步富足幸福。香港作為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受
益者，不斷貢獻國家的建設與發展偉業，也收穫自身
的繁榮穩定。今年以來，香港和內地紛紛舉辦各種形
式的紀念活動，目的就是分享改革開放成果，總結改
革開放經驗，堅定推進新時代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決
心。

李大宏：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他特別提到，習近平主席最近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
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指出：中央充分肯定港
澳同胞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作用和貢獻。希望港
澳同胞繼續以真摯的愛國熱忱、敢為人先的精神投身
國家改革開放事業，順時而為，乘勢而上，在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中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共同譜寫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篇章。習主席的諄諄囑託，正
是舉辦這個書畫名家作品展的初衷所在。
他續說，文化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寫照和再現，也是
時代精神的結晶和升華。改革開放40年來，日新月異
的發展姿態，鑒古圖新的傳承精神，激發出內地和香
港書畫藝術工作者的巨大創作能量，書畫佳作紛呈，
書畫新秀輩出。可以說，國家改革開放40年開啟了又
一個中華盛世，也催生了中華書畫藝術新的春天。他
希望藉着舉辦今次展覽，通過中國書畫藝術最新面貌
的側面，展示改革開放對國家民族、對中華文化傳承
發展的巨大作用和深遠意義。

陳積志：新角度識改革開放歷程
陳積志致辭表示，今次展覽邀請了來自香港與內地
的書畫名家，以改革開放40年及民族情懷為主題，創
作了100多幅書畫作品，不單為藝術家提供了交流機
會，更讓市民透過這些作品，以全新的角度了解國家
改革開放的歷程。過去40年，祖國在各方面都取得了
驕人成績，至今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社
會各個領域上都發揮着重要的影響力。而香港在改革
開放的過程中更一直擔當着重要角色，既促進了中外
企業合作，亦成為中外文化的交流平台。
他表示，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文化藝術的交流，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既融合了多元文化，但一直都
以中國傳統為根。而今年香港已舉辦了多次藝術文化
相關的推動活動及展覽，讓市民及旅客多了解中國文
化，他並相信西九文化區未來將會成為國內外藝術家
的全新交流平台。

劉一聞：追求精神道德文化高度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劉一聞
代表書畫家致辭，他表示國家在改革開放40年來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物質上亦有大大改進，但我們
不能忘記，精神上的追求與道德文化的高度才是更加
應該追求。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中銀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李彤，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顧
亞龍，香港美協主席蕭暉榮，香港文匯報執行總編輯
吳明，中國畫學會香港執行會長王秋童，中國書法家
協會理事容浩然，香港美術家聯會副主席冉多文，香
港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執行主席劉偉忠，中國畫學會香
港顧問周伯林，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沈平，全國政協
委員謝偉銓、張斌、施維雄、馮華健等出席活動。
展覽將展至12月12日止，市民可免費入場參觀。

姜在忠揮寫墨寶 曾鈺成駐足欣賞 名家丹青繪盛景 謳歌香江改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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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
意

在今次展覽中，眾多畫家及書法家的作品，各顯情
懷，各展風采。開幕儀式結束後，多位主禮嘉賓到場
欣賞作品。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
事長姜在忠與大公之友榮譽主席、立法會前主席曾鈺
成在參觀過程中，就特別駐足在一位畫家的作品前，
這是文化部現代工筆畫院副院長劉新華的畫作。
今次劉新華帶來了三幅作品，分別為《陽光》、

《熱土》及《晨韻》。劉新華在日本居住了30多年，
在日本取得美術博士後，在當地教書數年，後來經人
才引進才回到內地教書。與傳統的花鳥不同，劉新華
的作品結合了中國的技法與日本的用色風格，予人耳
目一新之感。即使在日本住了多年，但劉新華從未忘
記自己的故土，作品充分體現了中國情懷。像作品
《晨韻》，表現的場景正是冬天早晨的農田。他說自
己有「上山」的經驗，對當時的情景印象深刻。雖然
居於日本多年，但他坦言仍會思念祖國和家鄉，每每
踏足故土，總會覺得特別親切。
其實，姜在忠作為展覽的主辦機構負責人，他本身

亦是書法愛好者，同時身兼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及廣
東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今次展覽中，一幅寫有「再張
帆影海風勁 又響駝鈴絲路長」的書法作品正是出自
他的手筆。曾鈺成同樣在這幅作品前駐足，聽姜在忠
娓娓道來，兩人還應記者要求，在墨寶前來了張合影
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張美婷、張夢薇、李摯

翰墨妙筆繪盛世 文林書畫展神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張美婷、張夢薇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東方神韻』—中國書晝名家作品展」，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一眾嘉賓及書畫名家在沈平作品一眾嘉賓及書畫名家在沈平作品《《港島之夜港島之夜》》前合照前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 攝攝■姜在忠（左）與曾鈺成（右）在墨寶前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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