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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前

对李秋君的古典人物画，陈
定山先生在《春甲旧闻》中曾作如
此评述：“以写生法作古装美人，
神采生动，几夺大千之席，故大千
亦为之磬折不已。”

在二十世纪女性画家中，李
秋君无疑是一位颇具才气的全能
型画家，山水、人物、花卉、工笔、
写意无所不能。不过，关于李秋君
其人其画，民间传说及记载大多
讲述她与张大千之间的因缘与交
集，而关于其绘画艺术成就的研
究及评述却不多。

近代中国画坛流派纷呈，海
上画派是一支重要力量；而女性
画家群的出现，则算是近代画坛
的一个“现象”。上世纪 30 年代，
上海成立了中国女子书画会，作
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自行
发起组织的女性艺术家团体，聚
集了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女性画
家两百余人，李秋君、何香凝、吴
青霞、谢月眉、陈小翠、陆小曼、顾
青瑶、王叔晖等，均是重要成员。
这些女性画家在绘画风格上以工
整精细、典雅秀逸为主，传统功夫
好，遗憾的是她们大多缺乏创新
意识。

张大千对李秋君的绘画生涯
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秋君的绘画
有张大千早中年的绘画风范，摹
古能力强，笔墨趋细缜，格调近宋
元，汲取明清大家董其昌、陈洪
绶、恽南田乃至四王之笔墨意蕴，
含蓄雅致，气象万千。在近代画
坛，张大千被誉为“五百年来一大
千”，就传统中国画笔墨技法而
论，张大千算得上是近几百年画
坛杰出代表，晚年“泼墨泼彩法”
之创新，成就他为二十世纪中国
画坛大师级人物。李秋君的绘画
生涯大部分受张大千之影响和熏
陶。李秋君绘画天赋极高，青年时
期的张大千在认识李秋君前，看
到李秋君所绘荷花就大加赞赏：

“画界果真是天外有天，看此画
技法气势是一男子，但字体瑰
丽，意境脱俗又有女子风。”

李秋君绘画体现了传统中国
画的典雅之美。早年她的绘画从
仕女、花卉入手，所绘人物尤其
仕女，师法唐人格局，笔致细
劲。唐代仕女画大多描写贵族妇
女的日常生活，吹箫、游春、凭
栏、熏茶，不一而足。精神上孤
独空虚甚至带有伤感的神情，唤
起了画家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强
烈欲望，吴道子、展子虔、张萱
等是当时仕女画的重要代表人
物。李秋君的早期人物画在效法
唐仕女法度的同时，色彩上较柔
丽，仕女衣纹简劲，造型优美动
人。唐代女子以“丰腴为美”，
李秋君的仕女画把明清仕女画的
审美趣味与唐人的审美风尚糅合
起来，仕女端庄文静，不胖不
瘦，手指纤细，或执扇沉思，或
柔指弄翰，把女性的内在美与外
在美完美地结合起来。

李秋君绘画除了受古人影
响，更多地受到张大千的亲授。
她所绘的仕女从笔墨到内涵与张
大千一脉相承，只是李氏作品在
线条上略显弱，气格上也小了一
点。张大千是近代仕女画高手，
他曾“谦虚”地告诉别人：“我
不敢说自己最能欣赏女人的美，
但为搜求画稿在观察、欣赏美人
时，比别人更仔细、更留心罢
了。”张大千眼中的美女，不仅
长相美，而且气质过人，有“娴静
娟好，有林中风度，遗世而独立之
姿，一涉轻荡，便为下乘。”李秋君
吸收了大千画法，如对仕女眼睛
的描绘，形如“凤眼”，与古代仕女
画相比有别致之处。对此，张大
千解释道：“所谓凤眼是指女人
的眼神要温柔，不要瞪大眼睛，
显得一副凶相。”

除人物外，李秋君山水、花鸟
无所不能。她的山水有明清风范，
亦有宋元山水气象，尤其青绿、金
碧山水受大千影响，赏心悦目，讨
人喜爱。她的花鸟画风格细腻，形
象真实，色彩淡雅，富有书卷味。
创作于 1956年的《眉寿图》（尺寸
69.5㎝×27㎝）为李氏中年后的

工笔花卉作品，是李氏贺复初先
生八旬大寿之作，作品有宋元法
度，格调高逸。

宋元花鸟是中国花鸟画的高
峰，画家注重对花卉形象情状的
观察和研究，力求生动逼真，精于
线条勾勒，写实能力强，笔致挺
健，填彩浓厚华丽，可谓妙得自
然，对后世花鸟画具有示范意义。

《眉寿图》在构图、花卉造型、设
色、用笔诸方面均达到较高艺术
水准。作品中白色梅花与红色茶
花组合，取眉寿之美名，具吉祥寓
意。画家的用笔功夫十分出色，花
卉、树叶、树干等以细挺劲健线条
勾勒，形断而意连，表现出一气呵
成之韵味，茶花与梅花的生命力
勃然生发。作品设色赏心悦目，既
有对比变化，又能和谐协调，上部
白梅用粉白色烘染，以显梅之高
洁，下方茶花用浓重色彩压住，浓
绿为叶，深红为花，与上方白梅互
相交织，争相辉映，红色在画中起
到了“点睛”之笔，亦为寿者增添
喜庆之气。

李秋君的传统绘画功夫是扎
实的，她的不足在于缺少创新，没
有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个人面目。
纵观李秋君的绘画生涯，早中年
几乎在传统笔墨上游刃，至晚年，
有创新的意识和求变的行动。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文艺下乡，
画家深入生活，歌颂新中国，赞美
祖国河山，描绘劳动者的呼唤，李
秋君绘画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
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对一个孜孜
于古典绘画的年长画家来说实属
不易。

《喜见丰收图》创作于 1965
年，是画家 67岁高龄时的写生作
品。它描写了上海郊区农民秋收
的景象，作品从内容到技法，已见
不到“似曾相识”的复古样式，民
居、电线杆、收割稻谷的农民等富
有时代特征的画面出现在画家的
作品中，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技
法上，以小写意为主，传统的细劲
笔触与抒情的色墨互相结合，疏
密对比，色彩上以金黄色为主色
调，烘托出稻谷丰收的氛围。从画
面整体看，画家的个人风格还是
显得较弱，与其他画家的风格差
距不够大。

从艺术市场角度看李秋君的
绘画，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为
李秋君是近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
的海上女画家，尤其是她与张大千
的特殊因缘。近年来，近代海派女性
画家如陆小曼、吴青霞等作品逐渐
升温，李秋君绘画精品，尤其是与
张大千的合作画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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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丹文

今年文博会期间，有三件与宁
波传统文化相关的事值得一说：一
是“甬上风华”非遗汇在宁波大剧
院火爆上演，引得现场观众叫好一
片；二是宁波首部甬剧电影 《典
妻》全国院线首映，“全宁波”制
作阵容创造甬剧历史；三是市委书
记郑栅洁文博会巡馆，点赞《写给
孩子的宁波历史故事》，并对继续
挖掘好、传播好宁波的优秀传统文
化，使之更好地发挥滋养人、启迪
人的作用提出殷切期盼。

这三件事情，实际上都围绕一

个主题，那就是宁波的传统文化，
如何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
化，更好地为我们这个时代服务？

“甬上风华”非遗汇集结了宁
波绝大部分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精华、瑰宝。除了多位国家
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参与，300多
位民间艺人也加入其中，涵盖了
10 个区县 （市） 的 22 个非遗项
目。非遗汇通过主持人以宁波评话
巧妙串联，一气呵成，高潮不断，
全方位展示了宁波非遗文化的多姿
多彩和宁波悠久的历史文化。值得
一提的是，以现代多媒体舞美和影
像手段来呈现的整台晚会，让整台

演出节奏明快，青春动感，实现了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在
绚丽的灯光下，乡野的舞龙更显别
样气派；被赋予时代内容后，传统的
曲艺也如此贴近人心。所以，“甬上
风华”非遗汇既可以说是一场穿越
百年、厚积薄发的拾遗之旅，更是串
起、擦亮宁波民间传统文化遗珠，重
新使之熠熠生辉的有益尝试。

对起源于田头山歌的甬剧而
言，它的发展就是一部创新历史。
从串客到宁波滩簧，从四明文戏到
改良甬剧，再到当下的新甬剧，甬
剧一直走在传承创新发展的路上。
而此次搬上大银幕，既完成了《典

妻》从戏曲到电影的创造性转化，
更实现了宁波打造影视之城的历史
性突破——它是宁波首部在院线上
映的戏曲电影，也是真正意义上的
宁波原创电影。它由宁波本土影视
公司投资出品，宁波人制片主创主
演，全程在宁波选景拍摄，其里程
碑式的意义不容小觑。诚如首映式
上一位来自省内的领导嘉宾所言：

“电影 《梁祝》 让人想起了越剧，
《天仙配》让人想起了黄梅戏，而
电影《典妻》，会让人在许多年后
想起甬剧。”

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传
统文化的一个方向，但在实现过程
和手段上，需要与这个时代同频、
与传播对象共振。此次，市领导点
赞乡土教材《写给孩子的宁波历史
故事》，不但因为它严格按照正史
创作，更因为宁波出版社聘请了年
轻的作者创作，用孩子们通俗易懂
的话语，来生动述说历史。书中加
进了大量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手绘
画，而附书赠送的大张宁波历史年
表，也可一页在手，“淘尽”宁波

“老古”。据了解，此书第一版印刷
6000 册几近售罄，再印销售量突
破万册不成问题。宁波出版社正在
制作此书的朗读音频版，进入各大
有声阅读网站，让宁波的传统历史
文化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

无论是戏曲文化还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都是宁波的文化瑰宝，都
是“甬上风华”。风华理应传承，
因为它们是宁波人文化自信的源
泉。要打造文化宁波，需要我们从
地域文化的“根”里去挖掘精华与
魂魄，并为之创新、赋能。这就是
宁波文化在新时代“培根铸魂”的
方向。

为“甬上风华”创新、赋能

林海

去年底，在浙江日报社、浙
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和浙江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评选
中，慈溪市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第
三方托管模式获得“浙江省民生
获得感示范工程”称号。截至目
前，慈溪共有40所学校的46个校
区体育场馆对外开放，覆盖所有
镇、街道，已接纳健身爱好者
700 万人次，群众对场馆开放条

件和使用情况的满意度在 90%以
上。

据 介 绍 ， 从 2012 年 年 底 开
始，慈溪对第三实验小学、第四
实验小学、金山中学三所学校的
四个校区进行改造，投入 30多万
元，在操场安装了灯光、移动厕
所等辅助设施。从 2013 年 4 月开
始，这些学校的室内体育馆对市
民正式开放。体育部门委托宁波
文化广场华体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慈溪分公司负责学校体育场馆对

外开放的日常管理、器材设施维
护、开放时段水电费等支出，并
负责配备日常管理必需的市民身
份证读卡器、刷卡机等设备，建
立管理信息平台，确保市民凭

“慈溪市全民健身卡”、银行卡和
二维码有序入校健身。随后体育
部门开发了“慈溪体育”APP 和
公众号，全市开放的体育场馆和
登山健身步道可以在网上浏览和
预约，市民可在网上预订健身场
地并通过微信、支付宝支付费

用。目前，已办理“慈溪市全民
健身卡”13.1万余张。

此外，慈溪市财政累计投入
改造经费 330 余万元，对体育场
馆进行改造升级，主要用于安全
隔离、灯光改造、地胶铺设等；
并视相关场地的开放情况按人次
予以经费补助。

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的郑继伟
对“慈溪模式”作过批示：“慈溪
的做法好，请省体育局和教育厅
研究推广。”

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慈溪模式”

林海

马拉松正成为一项全民运动。
据中国田径协会统计，2018 年全
国举办 800 人以上的马拉松及相
关赛事 1581 场，其中中国田径协
会认证赛事 339场，全国马拉松累
计 583万人次参赛；浙江省去年共
举办 180多场马拉松赛事，已超过
江苏跃居全国第一位。

跑“马”人数越来越多，因跑步
而受伤的事件也在逐渐增多。根据
众多跑友的亲身体验，在训练不系
统、准备不充分、方法不科学的情
况下贸然参加马拉松赛，受伤的概
率会大大增加。“熬夜、喝酒、感冒
是影响跑马拉松的常见不利因素。
如果跑马拉松之前出现这些情况，
建议你慎重考虑是否要参加本次
比赛。”本场“九马”赛事的现场主
持人、国内体育展示专家王一鸣教
授在比赛现场这样表示。

刚刚结束的 2019 九龙湖（宁
波）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上，宁波跑
友圈里的名人陈尔芬、钱程熙分别
参加了半程男女组的角逐，最终，
多次在马拉松赛中折桂的陈尔芬
获得女子第三名。“能在家门口的
比赛中站上领奖台，感觉真好。”赛
后陈尔芬说。陈尔芬近几年可以说
是战绩显赫：2016 年中国·奉化海
峡两岸山地桃花马拉松赛，陈尔芬
获女子全马冠军；2016 年九龙湖
越野赛 60 公里，她是女子冠军；
2017 年池州国际马拉松赛，她是
女子全马冠军；2017 年“玄奘之
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她是团体
冠军队的成员；2018 年龙羊峡百
公里越野赛，她获得女子组亚军。

优异成绩的取得，和陈尔芬平
时的训练大有关系。“我平时很注

意跑前热身，15 分钟的拉伸是必
不可少的；跑完之后的放松则用进
口的筋膜枪，效果很不错。此外，营
养补充也很重要。我比较容易贫
血，平日就会补充一些铁剂、蛋白
粉之类的营养品。”陈尔芬还提醒
跑友，核心力量的训练对跑者来说
也是不可缺少的。“通常可以深蹲
50 次到 100 次，或者做平板支撑、
俯卧撑等训练。”她建议平时训练
时，尽量选择塑胶跑道或柏油路，
不要在过硬的水泥路上跑步。“在
太硬的路面上跑步会损伤膝关
节。”

目前宁波马拉松男子最快纪
录（2 小时 33 分 09 秒）的保持者钱
程熙在九马半程男子组比赛中位

居第五。钱程熙表示，赛前半个月
他得了流感，身体还在恢复中，因
此没有进行过系统训练。“心脏到
最后不舒服了，只能乖乖地听身体
的话，不勉强。”赛后，他在微信朋
友圈里这样表示。

跑龄超过 30年的镇海老将许
建永曾经连续两年在浙江省马拉
松积分榜上排名元老组第一。这
次 他 担 任 九 马 的 “130 官 方 兔
子”（1 小时 30 分的配速员）。最
终，他和另一位“130 官方兔子”汪
继武一起冲过终点。因为担任“兔
子”，他们需要按照固定的配速（每
公里跑步需要的时间）去跑，因此
牺牲了不少速度，并没有跑出个人
的最好成绩。就在一周前，许建永

参加了九龙之巅越野赛暨备战九
马双人赛，获得双人组冠军。经验
丰富的许建永提醒跑友，随着季节
变换，气温升高，跑步锻炼时需要
做相应的准备。“如果气温过高，就
要特别注意提前补充水分和盐丸，
此外在跑步中要注意控制速度和
强度。”

参与本次九马比赛应急救护
保障的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宁 波 市 第 三 医 院)的 岑 利 波 表
示，有的短程选手为了挑战自
我，快到终点时因冲刺过猛而出
了状况，“跑马拉松一定要量力而
行，没有平时训练的积累，不能
盲目挑战极限。”她这样提醒广大
跑友。

科学跑科学跑““马马””有讲究有讲究
——九龙湖九龙湖（（宁波宁波））国际半程马拉松选手一席谈国际半程马拉松选手一席谈

20192019九龙湖九龙湖 （（宁波宁波））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中的一个镜头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中的一个镜头。。（（胡龙召胡龙召 摄摄））

“甬上风华”非遗汇展演的舞狮和武术表演。 （汤丹文 摄）

李秋君（1899-1973），
宁波镇海人，名祖云，字秋
君，别署欧湘馆主，近代海上
著名女画家。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李秋君与张大千合影李秋君与张大千合影。。

李秋君绘画作品。
（方向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