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人画与禅画
超越形似与神似

选红木家具
不能贪图“便宜” 书虽小道 可容万物

——“珠海泰锋书画馆”书法家杨科云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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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本报记者 耿晓筠

文人擅画，在中国古代并不
稀奇。从魏晋南北朝时起，“文人
画”开始“萌芽”，到元代发展至

“黄金时代”。所谓文人画，又称
“士大夫写意画”、“士夫画”，是画
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
人思想的绘画。

中国传统的“文人画”，特别注
重“境界”的营造。自古以来，文人
画不在于工整细致，不在于形似甜
美，而在于画里画外的那份妙趣，
达到所谓“妙不可言”之境地。有
人评价，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学
性质，含有文人趣味，不在画中考
研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
许多文人之感想。伸纸戏墨，在画
中藏书卷气，在画外也有文人那股
耐人寻味的气息。”一种意境，一种
格调，创作者通过笔墨语言传递一
种气象，品赏者通过精神体验感受
到一种精神高度。

禅画是中国画独特、独有的艺
术表现形式之一。禅画话禅，直指
人心，笔简意足，意境空阔，体现卓
而不群的禅境风骨。禅画在中国
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自唐代王维
首开禅画先河之后，影响了一批禅
画大家。到了宋代，禅画达到较高
的境界，而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更
是通过他的简远笔墨将儒、释、道
并融的本土禅画推向艺术顶峰。

文人画与禅画，两者仿佛相
似，但实质上却有不同。相同的
是，两者都不求形似，只重意境，
创作者同是薄名利、脱世俗、宽胸
怀、性洒脱的人；不同之处则在
于，文人画是以文学诗词之心去
观看万物，而禅画不同于文人画，
不拘泥于笔墨或气韵，一切存在
现象都是生命最纯真的现实呈
现。禅画是以禅心观照万物，体
悟万物。文人画家被物感动，达
到物我两忘，挥笔戏墨以渲泄胸
中之感；禅画则不是发泄或抒情，
而是对景物完全受容，并将禅意
智慧隐于笔墨之间，让观者产生
禅悦、禅趣。简言之，禅画者是画
里画外带有禅学意味的文人画，
而文人画则是诗意浓、禅味淡的
逸品画。

有人曾说，文人画一旦优雅
成风，就会潜伏着沉滞和单调，会
让人觉得柔弱和缺乏生气；而禅
画就是以一种革新的力量吸引
人，产生一种新的美学，因此禅画
是革命的，常新的。

□本报记者 耿晓筠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眼下，许多普通百
姓已加入到红木家具的“消费
大军”之中，红木家具具有保值
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因
此优质的红木家具价格自然不
菲。可面对价格动辄上万甚至
几十万、上百万的红木家具，许
多普通消费者“想说爱你不容
易”，于是开始将目光转向相对
便宜的越南红木等“代替品”。
对此，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物
过程中追求“物美价廉”本无可
厚非，但是任何产品都是有成
本价的，在购买红木家具时要
尽量选择正规商家购买，如果
遇到价格过于便宜的红木产
品，消费者还是应该多留个心
眼，小心受骗上当。

据泰锋红木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红木家具在我国历史悠
久，自古以来，红木家具一直是
小众人群享用的家具，不仅美
观，而且耐用，但随着优质红木
资源的枯竭，“稀缺性”让红木
家具“水涨船高”。目前，一套
红木家具一般的价格都要几万
元，好的甚至要几十万、上百
万。而红木家具越老越值钱，
除非损坏，否则不会轻易贬
值。眼下，一些普通消费者为
了买到便宜的红木家具，不去
正规品牌商家购买，而选择来
路不明的非正规商家，甚至长
途跋涉去边境购买“越南货”。
常言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
便宜。”该负责人认为，消费者
这种“贪便宜”、“捡漏”的心理
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将“以次
充好”红木以“让利”、“折扣”的
形式“设局”，最终让一些“不明
真相”的消费者掉进消费“陷
阱”中，最终受到坑害的还是消
费者。

早在2000年，国家质监总
局就发布了红木“国际标准”。
那么，购买红木家具应该遵循
哪些标准呢？泰锋红木馆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红木家具不能
简单的以价格进行衡量，应遵
循“型、艺、材、韵”的鉴别标
准。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首
先要弄清楚产品的木材学名及
产地，仔细观察木材纹理等方
法以甄别材质真假，同时可以
从重量上初步估测材质是否为
红木。其次，要仔细查看做工，
因为红木家具的榫卯工艺是中
国传统“国粹”，精量细算，并非
是一个普通木工师傅以二、三
年的“功力”就能驾驭得了的。
而对于那些以低价为竞争力的
厂家来说，近年来随着人工成
本的上升，一些厂家瞄准越南
等人工成本低的市场，在东南
亚生产，生产出来的家具不仅
工艺粗糙、榫卯结构不完整，还
经常偷工减料、或用边角料拼
凑而成，使得红木家具在价格
上远比国内的便宜。但由于这
些红木家具的工艺水平很差，
在收藏和艺术价值上会大打折
扣。

面对红木家具市场暗藏的
“陷阱”，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
要擦亮双眼，不要贪图便宜，尽
量选择有信誉、有品牌、可靠的
商家，不要去便宜的杂牌红木
家具商店购买，避免投诉无门、
投资“打水漂”的现象发生。

□本报记者 耿晓筠

“古韵悠长”是杨科云书法
给人的第一印象。杨科云是今
年4月份“珠海泰锋书画馆”开
业后第一批入驻的书法家，作
为“80后”年轻书法家，杨科云
可谓是“后生可畏”，堪称当代
书法界“实力派”。

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北
京人文大学书法学院特聘教
授、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
得者、中书工委书画工作委员
会理事、浙商书画院艺委会委
员、文化部森茂杯书法大赛10
万金奖获得者、北海市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墨社社员、海门印
社社员，杨科云的书法作品先
后获奖、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
主办“兰亭奖”、“全国展”、“中
青展”、“单向展”等 30余次，
2015年入展“全国第十一届书
法篆刻展”后在全国各展览中
连续获最高奖项20余次。同
时，他的书法作品被中国美术
馆、绍兴博物馆、马鞍山博物馆
等权威机构收藏。

杨科云是“二王”一脉在当
今书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风格
清畅超妙、气息舒缓、古意盎
然，在新一代青年书家中享有
很高赞誉。他曾感言：“书虽小

道，乃可容万物。其蕴之深，非
一日之悟也。学书之始，当取
法乎上，法者，技也；技者，笔
法、字法、墨法、章法、意趣、风
格也；平日习书，多追慕古人，
心练手追，但求吸取古人之妙
趣，为创作之源泉。”杨科云的
书法性情，从其作品当中可以
表现出来，其笔墨当中，透出一
种自然的淳朴与宁静，让人看
了有一种“云淡风轻”的舒适感
觉。

杨科云是幸运的。从云南
走出的杨科云，书法艺术受“钟
灵毓秀”的故乡水土滋养，字里
行间透露出一种散淡与超逸，
从视觉上的冲击及其底蕴的熏
陶，都是极为到位的。在他流
动的宛如云纱一般的笔法之
中，从作品上丰富的墨色变化，
能看出他天资聪慧。在笔法
上，杨科云以晋人字法，书承二

王之风；章法上，以宋人章法，
宋人之尚意；内容上，抄明清人
文章，堪称“入古”，集大家所
长, 可谓是多元的结合，增加
了其书法作品的灵动感与厚重
气息。友人曾这样评价他的书
法：“融贯了各大书法大时代的
特点，这在当今书家当中，当属
不易。科云的书法作品，在点
划上做得极为精到，在意境上，
也呈现得极为鲜明。”

杨科云是勤奋的。作为
“80后”书法家的代表人物之
一，这几年他在书法上不断突
破自我，拓宽书法艺术视野。
对于传统书法的研究及继承创
作，让他的书法透露着古意与
创新。

评论界称，“杨科云的作
品，近看每个字都有可观之处，
都有来历，大小错落，浓淡枯
湿，富于变化，远看又如远山的

层云，疏朗有致。”潇洒自然的
“灵性”之气，是书法家修为精
深的自然流露，杨科云善于中
锋韵圆用笔，下笔时，逆势而
入，坚挺刚毅，如斩钉截铁，明
快有力。随着他学书意识的解
放，以超然、宁静、和谐的状态，
他的书法作品或飘然跌宕、沉
凝旷远，给人以高昂向上，韵文
无穷的感觉。他对书法艺术的
追求，是对传统书法审美学普
遍性形式与情感内在性形式的
同构认识。

“心态开放，刚柔相济，收
发自如，古韵悠长”是杨科云
书法艺术最真实的写照，在杨
科云的书法作品中，书法炼
气、炼法、炼精神，人们可以感
受到一种空灵、超逸与妙趣。

“书道慢慢，唯有上下求索。”
杨科云是这样说的，也正在这
样实践着。

与古玩结下了不解之缘

雅韵轩艺术馆馆长庞向荣
是山西代县人，退休前，因忙于
工作，收藏只是业余爱好,退休
后,他几乎把自己的精力都投
入到了收藏之中。他笑称：“我
入行较晚，虽然没有过人的眼
力，但对文物收藏的热情是很
高的”。

庞向荣 1969 年底当兵，
1972年进入吉林大学中文系
学习，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熏陶。毕业后，先后担任过西
北民航局团委书记、组织处
长。民航体制改革，他被任命
为西北航空空中配餐有限公司
总经理，在接待客人参观秦始
皇兵马俑的路上，有许多当地
农民摆的古玩地摊，他经常买
点小东西把玩。虽然有人告诉
他，这些东西大多是假的，但他
丝毫不在意，遇到喜欢的就买
下来。渐渐地，他与古玩结下
了不解之缘。

然而，古玩收藏可不那么
容易，收藏界有一些潜规则，有
些有官方背景的专家瞧不起民
间藏家，讥讽他们把“破烂”当

“国宝”，还给民间收藏家起了

个绰号叫“国宝帮”。庞向荣向
记者自嘲道：“我就是国宝
帮”。在他看来，被称为“国宝
帮”并没有什么不好，收藏是一
门学问，初入门的难免会买到
假货，但眼力会在实践中提高，
赶上好机会，眼力差也能买到
好东西。

鉴定是收藏界的大事

庞向荣认为，鉴定是收藏
界的大事，文物艺术品市场混
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物艺
术品鉴定机构缺失、鉴定标准

混乱。据他讲，长期以来，古瓷
器及其它文物艺术品的鉴定，
主要依靠“眼学”，即社会阅历
及鉴定经验的积累。但是这种
经验式的鉴定方式存在很多问
题，对同一件藏品，这个专家说
真，那个专家说假，五个专家三
四种意见。不但有可能将假货
当成真品，也有可能将真品当
成假货，从而让一些珍贵的文
物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

他曾经拿一件自己珍爱的
鎏金器去北京鉴定，被鉴定为现
代仿品。他不服气，有朋友介
绍，云南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
检测实验室用的是中科院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的数据库，鉴定比
较准确。他便拿着自己的“宝
贝”去检测，鉴定结果显示，这件
藏品是唐代铜鎏金制品。

机器鉴定让庞向荣提升了
信心，他边收藏边搭建艺术品
鉴定平台，近年来，新技术在文
物鉴定方面有很多进展和突
破，雅韵轩、凤舞九天也在这方
面积极探索。庞向荣对记者
说，有些拍卖行，武断地将文物
艺术品鉴定为仿品，殊不知外
国人将这些文物艺术品从国内

低价买入，运送出境后，摇身一
变成了天价珍品，再以高价卖
给中国人。对此他非常愤慨，
他认为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应当
由中国人说了算，不应把话语
权轻易让给外国人。

庞向荣坚持走以仪器鉴定
为主、专家鉴定为辅的道路。他
主持的鉴定评估机构珠海凤舞
九天艺术品管理有限公司，在珠
海横琴自贸区注册，取得了艺术
品鉴定评估的备案证明。鉴定
评估流程采取先用机器检测分
析，再由合约专家集体讨论,对
被检藏品做出鉴定结论。庞向
荣说，专家可以验证仪器，仪器
也可以检测专家，两者结合,离
真相必然会越来越近。

他透露，经中国收藏家协
会培训部批准，中国收藏家协
会培训部珠海培训基地即将在
泰锋文博古玩城挂牌。8月底
拟开办第一期艺术品鉴定师培
训班，对经培训考试合格者发
给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颁发的

“艺术品鉴赏实用技术证书”和
中藏协颁发的“艺术品鉴定评
估师”培训证书。

追求收藏乐趣 助力文化事业
——雅韵轩艺术馆馆长庞向荣访谈录

走进雅韵轩艺术馆，记
者仿佛置身在一个不大不
小的博物馆，目光所见之
处，无论是威武的青铜奔
马，还是精美的瓷器和雅致
的书画，各种藏品应有尽
有。雅韵轩艺术馆馆长庞
向荣颇为自豪地说，“馆中
有将近五百多件藏品，除部
分为藏家托管捐赠外，其余
都是公司股东的收藏。”

本报记者 伍洲 龚文海
实习生 官雨薇

雅韵轩艺术馆馆长庞向荣

书法家杨科云

雅韵轩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