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术馆近日于

该馆六楼藏宝阁推出“宝

藏经典 活化精神——中

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

Ⅱ”，引人关注。

中国美术馆六楼原

是内部的一个资料室。

经过改造，重新设计而成

为长期展示馆藏小型经

典作品的陈列厅。因为

展出的作品都是最具代

表性的大师名作，所以，

将它称为藏宝阁。可以

说这是中国美术馆皇冠

上的明珠。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

在于它在思想、艺术、制

作诸方面臻精深、精妙、

精湛之境。在时间的流

逝与历史的检验中，愈发

显示其价值并成为传统

而为后世之标范。

中国美术馆十多万

件藏品之中，不乏经典。

它们凝聚了艺术家艰辛

的探索，是当时当代的创

新创造，也是美术史发展

历程的坐标。只有将它

们从库房的沉睡中唤醒，

走向展厅，与人民大众对

语，才能凸显其价值，才

能活化！作品中所承载

的人文精神和作者真切

的情感才能呼之欲出，在

观赏与研究中实现超越

时空的心灵交流。

中国美术馆以表现

社会发展、反映时代变革

和艺术创新的藏品构建

了古代、近现代、当代美

术、民间美术、西方美术

为一体的收藏系统。其

中，近现代以来在题材

上，以宏大叙事、反映现

实、贴近生活、讴歌时代、

描述人民的创作方面有

着完整的体系；在艺术表

现上，以中西合璧为审美

追求，开创一代新风。这

些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质

在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

化精神与西方艺术的融

渗，在视觉表达上，更重

视形式的创新。

本次陈列选展了20

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大家

的国画精品11件，油画11

件，雕塑4件，依然从审美

角度萃集小幅经典，由

“小”切入，让观众了解艺

术大师们何以将平凡的

生活化为艺术的形式，在

笔触、色彩、线条、墨韵中

体验精神的感性显现，从

而在图像中领悟艺术的

真谛。

美术远非仅存形纪

事，亦非唯形式游戏。美

术本体的探索与记录时

代的双重取向总是在相

互关联中发展，呈现出多

元共生、延绵流变的态

势。只有那些既富精神

品格又有艺术品质的作

品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并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发

出其熠熠光辉。

相信这不大的藏宝

阁以及不大的作品，一定

会放射出巨大的文化能

量。

（据中国美术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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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青铜器三百多件，古玉器一百多件，漆器几十

件，大部分为汉代；多时期多窑口陶瓷一百多件，其中

有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成化斗彩石榴尊。非诚莫扰。

厦门汉堂苑艺术馆：15306928658

转
让

古琉璃琵琶：长二十四厘米，包浆自

然古老，制作工艺复杂，查遍资料，未见

有此类器型，较为少见。想转让，价格面

议。林先生：18089763946

转让

——中国美术馆新年推出典藏精品展Ⅱ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史学科主要创建人，

中国著名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

国际知名敦煌学者，中国国家文

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敦煌吐鲁番

学会副会长金维诺于2月17日在

北京因病辞世，享年93岁。

金维诺，1924年生，擅长油

画，长期从事美术史研究和教

学。1946年毕业于武昌艺术专科

学校艺术教育专业，主修油画。

先后赴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德

国、日本、韩国等国访问和讲学，

1986年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

授，1987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

亚研究中心路斯基金学者。

金维诺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史学科的主要创建人，系科创立

之初，金先生主张明确将其称作

“美术史系”，他认为艺术院校的

美术史系设立有关理论和美学方

面的课程，他认为美术史不是美

学，但又与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方

法，金维诺主张首先学中国的历

史学方法，不抛开历史的传统，同

时也要借鉴国外的方法。

金维诺尤其擅长敦煌学、佛

教艺术的研究，他认为佛教艺术

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石窟

和寺院保存的历史能够对于了解

整个中国美术史的发展有非常重

要的帮助。 （据雅昌网）

三国时的“房产证”什

么样？记者从江西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工

作者在一座东吴墓葬中发

现三国买地券，其功能相

当于今天的“房产证”。

据考古项目负责人杨

军介绍，在已发掘11座墓

葬中，除东汉时期少见的

六棺合葬墓之外，还发现

了迄今考古发现的三国时

期唯一石质买地券，由朱

砂写成。这一“丹书石券”

的年份为赤乌四年（241），

赤乌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

称帝后第四个年号。

买地券由买地契约演

变而来。从东汉到明清时

期，历代皆有。买地券材

质有玉质、石质、陶质、铁

质等。买地券的出现和使

用，反映了土地私有制的

发展和土地买卖的盛行。

考古工作者通过整理

买地券内容发现，该买地

券刷新迄今考古发现关于

三国买地券的三个时间概

念。如，其上关于“土公”

（即土地公）记载，比神凤

元年会稽亭侯买地券早十

多年；关于道教“东海小

童”记载，比升平五年周芳

命妻潘氏买地券早120

年；由于该墓墓主为女性，

这一买地券比此前发现的

“永安四年”大女宋某三国

买地券早20年，为我国迄

今为止发现三国时期最早

的女性买地券。（袁慧晶）

本报讯 为丰富

春节期间城乡百姓

业余文化生活，安徽

省城合肥于2月10

日至3月5日，在久留

米友好美术馆举办

为期24天的“品古读

今——宋元明清扇

面（复制品）及近期

馆藏作品陈列展”。

中国扇面绘画，

是中国传统绘画的

一 种 特 殊 艺 术 形

式。宋元以来，扇面

绘画大家辈出，杰作

林立。此次陈列展

共展出60余件宋元

明 清 扇 面 复 制 作

品。这些扇面，是宋

元明清各个历史时

期颇具代表性的艺

术精品。尤其是明

代沈周、唐寅的作品

堪称杰作，历来受到

世人推崇。观者通

过观看陈列展，从中

领略到林泉高致、葩

卉高逸，感受古朴雅

韵、高超纯美的艺术境界。

作为对古代扇面艺术

陈列的呼应和审美视觉的

延伸，合肥-久留米友好美

术馆，还特地从近期馆藏

作品中精心挑选出

40余件当代书画作

品。这些作品中有山

水、人物、花鸟和书

法。画种画风形式多

样，展现当代艺术家

对传统水墨写意、现

代构成与中西融合等

方面的艺术传承和探

索精神。这些别具个

性、洋溢着鲜明时代

气息、散发浓郁生活

情趣的艺术作品，给

人以赏心悦目、美不

胜收、难以忘怀之感。

业内人士认为，

品味古代扇面杰作会

使人获得超凡脱俗的

雅趣，而观赏今人现

代绘画精品则让人提

升审美境界。合肥-

久留米友好美术馆举

办“品古读今——宋

元明清扇面及馆藏作

品陈列展”，是学习传

承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宣传推广新时代

艺术审美的一种尝试

和方式。品古读今，带给

人们的是一种叹为观止别

样的艺术体验和意趣，是

献给庐州人民的新春文化

盛宴。 （王海金）

陈半丁《江上泛舟》

许幸之《红灯柿》

张充仁《渔妇》

赵少昂《花卉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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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术史家金维诺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