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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 and art nourish each other. The Path is not far from 
human. Art venture in Silicon Valley in a decade, and 
accomplished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s”
By Hou Beiren at age 98.

Thanks Sherry and Saul Yeung for their vision to found this Art Center at the heart 
of Silicon Valley. Thanks for the supports from all visitors, artists, collectors, 
private and public art institutes world wide. Finally, in memory of.Prof. Sun Chia-
Chin(1930-2010) and Prof. Michael Sullivan(19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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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我很有幸成為這一巨變時代的目擊者和參與者。

我記得最後一次用集裝箱從中國進口藝術品是2007年。

2008年5月在奧運會前夕，我去北京參與中國藝術研究院

舉辦的《國石天工——牛克思石雕藝術展》，遇到多位

收藏界人士和私營美術館的創辦人，他們對回流中國藝

術品的急切關注，讓我印象殊深。近5年來，我們促成了

傅狷夫家屬、張書旂家屬向家鄉的浙江美術舘大批捐贈

繪畫、書法作品，促成了侯北人、張韻琴夫婦向家鄉的

2013 年 3 月，蘇立文在藝術中心演講並與侯北人對談旅美華人畫家的創作

遼寧博物舘捐贈大批書畫和文獻，促成了王季遷舊藏張

大千青綠山水傑作、王世杰舊藏王鐸紙本長卷及董其昌

絹本大字長卷等在北京匡時拍賣公司成交，編選了三卷

本《雙遠樓藏中國書畫》由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

也在浙江美術館舉辦了《一池硯水太平洋——中國水墨

畫在美國》大展，在西湖國際藝術博覽會推出侯北人、

馮鍾睿、鄭重賓、胡宏述的原創性水墨藝術特展，並和

杭州欽哲藝術中心合作，把他們的作品逐步推向中國。

   下一個10年，我們的目標，除了繼續參與中國藝術品

回流，主導推廣在美國原創的新水墨藝術，在中國推廣

之外，擴展到東南亞和歐洲地區；也會大力把探索性、

建設性和原創性的中國新一代水墨繪畫和書法作品引進

來硅谷，再向美國其他地區推進。我希望在深度的回流

和對流中，以“知白守黑”為至深哲學底蘊、以“氣韻

生動”為至高藝術標准的中國水墨，能夠“化現代”

（不是“現代化”），能夠蓬勃新生，改變美國人普遍

存在的水墨藝術以日本為正宗的觀念。我想，我們已經

不是暗中摸索，也不是獨自前行。 

                                  2014年秋由藝術中心代理的王世杰舊藏董其昌《大字唐詩卷》2013 年 6 月在北京匡
時拍賣公司成功拍出，歸硅谷企業家楊致遠的觀遠山莊收藏，2014 年夏在
紐約大都會博物舘展出

2013 年 3 月，蘇立文在藝術中心追問胡宏述油墨畫的技法

   不久前，我和家人去看科羅拉多大峽谷。水流億年，

磨山為峽，雲橫千里，投影為墨，佇立山崖俯瞰，恰是

百里潑墨長卷！我用手機拍了張照，發給愛畫的朋友，

說：“我在亞利桑那州找到一幅張大千的大潑墨畫。”

回應說：“好畫，有多大？”我說：“50萬平方尺。”  

   相比大自然的萬里河山、億兆流沙，我們過去的十

年，真是太微不足道了。

   不過還是有值得回味的人與事、情與意、才與藝。尤

其是，我們身

處美國硅谷，

是在世界高科

技之都的中心

地帶的藝術中

心和畫廊。

   10年來，

我們舉辦 1 2 0

多個展覽、60

多場演講和交

流會，出版了

50餘種圖錄，

成為在美國重

要的推廣中國

藝術的私營機

構。經歷了兩

個 階 段 。 前 5

年，重點是金石藝術，引進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牛克思的

石雕藝術，輔之以繪畫和書法，高峰是2009年2月應美

國寶石協會之邀參加圖桑會展中心大展，得到美國《寶

石與礦物》雜志主編瓊斯先生（Bob Jones）由衷的贊

歎。後5年，重心轉向中國書畫藏品的回流和旅美華人

畫家新水墨藝術的推廣，高峰是2013年春與舊金山亞洲

藝術博物舘、州立大學美術舘、中華文化中心聯合舉辦

《水墨時刻》大展，並邀請世界中國藝術史泰斗蘇立文

（Michael Sullivan）教授來我們藝術中心演講，並與

侯北人、馮鍾睿、胡宏述、鄭重賓等畫家深入交流。

   2007年，我在美西玉山科技協會的一次活動中，遇見

企業家王大壯先生，他問我最近有什麼新活動。我說：

“開始向中國大陸出口藝術品。”他大吃一驚。他的驚

訝 一 點 也 不 奇

怪。

   自1860年英

法聯軍火燒圓明

園開始，近一個

半世紀，中國藝

術品，或劫掠，

或 賤 賣 ， 或 白

送，單向流向海

外，直到200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前

後 ， 才 出 現 逆

轉 ， 回 流 成 為

序   言

出版部分图录

舒建華   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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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eijing, Chinese artworks have been flow out of China to 
overseas by looting, underselling or even giving away for 
almost one and half centuries. However, conversion occurs 
around the Beijing Olympic in 2008, from when, returning 
becomes the mainstream. I feel very lucky to be a witness 
and participant of this radical-changing generation. The 
last time that I imported artworks with freight container 
is in 2007. In May 2008, I went to Beijing to attend Niu 
Kesi Stone Carving Exhibit hosted by China Art Research 
Institute before the Beijing Olympic. I met a couple of  art 
collectors and founders of private museums, whose close 
attention on the returning of Chinese artworks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e have facilitated 
in Zhang Shuqi family and Fu Chuan-fu family’s donation 

o f  p a i n t i n g s  a n d 
calligraphy to Zhejiang 
Art Museum, Mr. & 
Mrs .  Hou  Be i r en ’s 
d o n a t i o n  o f  g r e a t 
amount of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as well as 
documents to Liaoning 
M u s e u m ,  C h a n g 

Dai-Chien’s splashing ink painting formerly collected 
by C. C. Wang and Wang Duo’s hand scroll formerly 
collected by Wang Shijie and Dong Qichang’s silk hand 
scroll successfully auctioned at Beijing Council Auction 
Company. We’ve edited three-volume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from Shuang Yuan Lou, 
which was published by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s Press, 
hold the exhibit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Zhejiang Art Museum, promoted Hou Beiren, 
Fong Chung-Ray, Hu Hung-Shu, Zheng Chongbin at the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Expo and cooperated with Qinzhe 
Art Center of Hangzhou to promote their artworks to China 
gradually. 
In the next ten years, besides to continue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returning of Chinese artworks, our goal is to promote 
new ink paintings made in the U.S. to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as well as introducing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k paintings from China to the Silicon Valley 
and other parts of the U.S. In the profound dialogue, I 
wish the paintings represents the philosophy of “know 
and observe all but stay obscure” and “vivid charm” as the 
supreme aesthetic principle can flourish and develop to 
modernization, to change the general concept of Americans 
that the authentic ink painting is from Japan. I think we are 
not exploring in dark and, not alon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Xu Xinru

Liu Kuo-sung (middle), master of modern ink painting, visited the group 
exhibit of CAASF at SVAAC in Aug. 2014

Prof. Micheal Sullivan (middle) with Fong Chung-ray (right) and Shu 
Jianhua, in front of Fong’s 2011 painting, in Mar. 2013

Michael Sullivan was checking 
splashing color painting by 
his close friend Chang Dai-
Chien in 1968 at Art Center, 
March 2014

Not long ago, I visited the Grand Canyon with my family. 
Waters run for billion years, wedging mountains to gorges; 
clouds lie over thousands of miles, projecting shadows 
as ink. Standing high on the cliff, I saw a-hundred-long 
splashing ink painting. I took a photo with cellphone and 
sent it to friends, saying: “I’ve found a large splashing ink 
painting of Chang Dai-Chien in Arizona!” Soon I received 
a comment: “Great painting! How large?” “500,000 square 
feet”, I responded. 
The past ten years of our art center is way too insignificant, 
comparing to the Nature’s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few memorable people and events, especially that 
we are a art center and gallery in the central zone of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s high-tech businesses. 
We have hold more than 120 exhibits, 60 lectures and 
published 50 catalog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rivate 
organization that promotes Chinese art in the U.S. There 
are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we emphasized 

on stone art. We imported stone carving master Niu 
Kesi’s works from China, supporting with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Feb. 2009, we attended the exhibition in 
the Tucson Convention Center, Arizona on invitation by 
American Gem Society. Niu Kesi’s stone carvings received 
heartfelt appreciation from Bob Jones, the chief editor 
of Rock & Gem Magazine. In the later five years, we 
focused on Chinese art collection’s returning back to China 
and promoting new ink paintings of American-Chinese 
artists. In Spring 2013, we held The Moment for Ink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Fine Arts Gallery of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and 
Chinese Culture Center of San Francisco and invited world-
known Chinese art historian Prof. Michael Sullivan to give 
a lecture at our gallery and have conversation with artists 
Hou Beiren, Fong Chung-Ray, Hu Hung-Shu and Zheng 
Chongbin. 
In 2007, I met entrepreneur Stanley Wang at a meeting of 
the Monte J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He 
asked me what I was working 
on recently. I answered: “I’ve 
started to export artworks to 
mainland China.”  He was 
surprised. His surprise is not 
surprising at all. Ever since 
1860, whe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allied troops burnt 
down the Old Summer Palace 

Preface
Shu Jianhua, 
Curator of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By agency  of  Ar t  Center,  Ren 
Bonian’s masterpiece was acquired by 
Zhejiang Art Museum in China from 
Zhang Shuqi family collection in U.S.

Appraisal family collection for world known chef Cecelia Chang, the calligraphy 
work is the gift from Kang Youwei to her father-i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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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情怀于笔墨之外，代表中国文化之精粹，独秀

于人类文明，在东亚文化圈中，也是跨越国界而成标杆。然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势嚣炙，

对其文化之母国，有亡灭之心，全面凌霸、挤压中国文化艺术的国际空间，遂造成整个 20

世纪欧美国家的认知中，园艺、茶艺、禅宗、水墨画、书法均以日本为正宗。现在中国文

化要走出去，最大的障碍在此。百年积习，一朝清除，谈何容易。王阳明慨言“去心中之

贼难”，良有以也。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自成立起，就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展览、教育、鉴藏，极为关注，为

章太炎先生弟子姚奠中先生举办个展，辛亥革命百年举办《元老遗墨》大展，邀请著名书

法研究专家邱振中教授演讲，并和汲古书会等硅谷地区的书法团体有长期密切的往来，并

引进中国江苏的六元书社等书法团体来美展出，使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成为中国书法在美国

的最重要的私营推广机构之一。于右任先生穷毕生之力，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过

去百年中，对中国书法之情怀、创发和贡献，无人能出其右。2011 年秋《元老遗墨》大展中，

展出 50 幅他的各时期的力作。今年 11 月正值于右老去世 50 周年，我们筹画此展和讲座，

既是对他华岳之高的德望艺术的敬仰，也是对我们自己的鞭策。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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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书印度诗人泰戈尔诗句
Indian poet Tagore’s poem written by Yu Youren

于右任书德国文豪歌德诗句
German writer Goethe’s poem written by Yu Youren

2012 年 1 月于右任幼子于中令（坐）与阮大仁（旁立）等书法
界人士在鉴赏右老墨迹手稿
Jan. 2012 Yu Chung Ling (sitting), Ruan Daren (standing) and others 
appreciating Yu Youren’s calligraphy

2011 年 3 月蒋云仲（坐）与辛亥百年纪念展委员会成员鉴赏于右任亲赠墨迹
Mar. 2011, Jiang Yunzhong (sitting) and members the committee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1911 Revolution Exhibit appreciating Yu Youren’s calligraphy

2011 年 10 月中央美院邱振中教授在《元老遗墨》展上演讲，推崇于右任和林
散之为 20 世纪中国最杰出书法家
Oct. 2011, Prof. Qiu Zhengzhong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 lecturing at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1911 Revolution Exhibit,concluding that Yu Youren and Lin Sanzhi are two 
grand master of calligraphy in 20th century

2014 年 3 月科技史家范岱年（左一）与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
禄（右一）等在鉴赏于右任墨迹
Mar. 2014, historian of science Fan Dainian (left) and GEI founder Wang Delu (right) 
appreciating Yu Youren’s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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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本是清雅事。到如今，卻因才情、技藝之外，名也，利也，風高浪急，畫壇遂有“江湖”之目。語雖調侃，也含警戒。

王昌杰的藝術和人生，有一個很大的江湖。

他 1910 年生於浙江遂安縣，在新安江邊，是從富春江去徽州和黃山的必經之路，以出產青石知名，毗鄰淳安縣，正是

宋代方臘的巢窩，明代名吏海瑞為縣官於此，歿於任上，民風強悍可知。他父親為晚清拔貢，舊學改新知，規劃三子學業，

長子學醫、三子學農，王先生為次子，得學蠶絲，1925 年入省立蠶桑職業學校，在岳廟對面。暑期回鄉，染傷寒，幾病死，

休學一年，回校，因好二胡，結識近鄰國立藝術學院的研究生李可染，得李先生的鼓勵和指導，1929 年順利考入林風眠先

生新創的藝院，先入預科，後正式進圖案系。學藝期間，得蔡威廉、王子雲、雷圭元、潘天壽等名師悉心教導，學業優秀，

作品漆畫屏風入選全國首届美展。1934 年畢業，在青島市工務局任技佐，參與市府大禮堂興建，因嫌大禮堂匾額上市長落

款字體過大，當面頂撞市長沈鴻烈，受到訓誡，其方剛已初見鋒芒。抗戰爆發後，鄉居兩年後，赴上海參加戴笠軍統系的遊

擊戰，在長三角地區周旋於日寇、汪偽、新四軍和土匪之間，主要負責物資錢糧的籌畫運送，艱困驚險可想而知。曾被汪

偽軍隊截獲，在命懸一線、將被投江處決之際，幸看守為新四軍的臥底，而得以逃生。抗戰勝利後參與南京大廈新建工程，

在裝修設計上屢有新見，1949 年赴臺，1955 年為訪臺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夫婦創作水墨畫像，並負責設計在澳大利亚、

法國、德國商展的中華民國舘，1958 年正式退出軍界，從事工藝美術設計和書畫創作，先後擔任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美術組長。1965 年定居舊金山，1966 年與李美佳合開嘉禾畫廊，為旅館和家居設計和製作有裝飾意味

的水墨畫和水彩畫，深受美國主流室內設計師們的歡迎，數量高達 1500 幅，1975 年巨幅《百鳥圖》被美國科羅拉多州著名

啤酒公司庫爾斯的總裁鉅款收藏，才購宅於金門公園邊，直到 1986 年結束業務，全身心投入藝術繪畫的創作。1988 年回杭

州訪問母校，並取北京拜訪李可染先生，欲為中美藝術交流有所作為。1996 年中風後移居洛杉磯安養，1999 年病逝。

王昌杰受西式美術教育，兼擅平面和立體美術設計，但畢竟是在任（伯年）、吳（昌碩）風氣濃鬱的江浙成長，1950

年代末回歸畫壇時，他在小寫意和大寫意之間找平衡點，憑藉他扎實的西畫訓練和高超的設計能力，他很輕鬆地做到，比如

他的《于右任像》《艾森豪威爾總統夫婦像》和一些花鳥畫，新巧、利落，並得到各界的好評。他內心是不滿意的，主要是

他因設計海外商展舘時，參觀和研究歐美許多知名博物舘，眼界大開。這促使他 1964 年與杭州藝專的同學好友鄭月波、劉

業昭同赴舊金山州立大學畫展並定居的原因。不久鄭先生去了南邊的克美爾小城開畫廊“中華藝苑”，劉先生去了北邊的蒂

波隆小鎮開“寒溪畫室”，唯獨王先生留在舊金山，並在主流商圈的中心位置經營嘉禾畫廊，在謀生養家之需外，他想徹底

探究中國傳統的繪畫如何與西方世界去對接和交流。誠然，骨子裏的中國文人氣使他不願在這些裝飾性的半商品畫上題款留

江湖俠骨恐無多
舒建華   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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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杰晚年在旧金山
Wang Chang-Chieh’s later days in San Francisco

抗战时期的王昌杰
Wang Chang-Chieh, era of Sino-Japanese War

1986 年范曾在旧金山作的王昌杰画像
Wang Chang-Chieh’s portrait 
painted by Fan Zeng in San Francisco in 1986

名，只鈐一方古印“詩卷長留天地間”。但他也並沒有太多屈身賣藝的痛楚，他在很多具有挑戰性的新色調、場面、結構處

理中得到難得的體驗，領悟到用柔和、優雅的調和色去改造傳統中國畫強烈的對比色。1966 到 1986 年間他也有些創作性的

作品，如《雙虎圖》（1972），線條勾勒上挑筋見骨，腕力畢現，然墨彩交融得體柔和，頓然使虎目精光凜凜，讓人膽寒。《雙

獅圖》（1980）色調清淡，但雙目精光四射，有雄躍搏擊之勢，是畫家極好的變體自畫像，相比之下，1986 年范曾訪問舊

金山時為王先生的造像，顯得有些疲遝。1986 年始，王先生的作品，風格之強、題材之多、結構之佳、尺幅之大、數量之多，

有了最後十年的噴薄。花卉林木、禽羽走獸，畫面結構多奇險，造型立體感強，墨彩色調柔和優雅，線條老筆紛披，在任、吳、

齊、潘諸大師主導的花鳥畫之外，別出新格調，如他特別鍾愛的多幅松鷹圖，取材既有中國畫常見的黑鷹，也有美國的白頭鷹，

因其色調沖淡，去掉了常見悍戾之殺氣，飛揚沉鷙之外，更顯精警動人之姿；他的芭蕉、荷花、牡丹作品，確如他的同學老

友李霖燦教授所評“層層疊疊、掩掩映映，不滯不沾、不增不減，真是一氣呵成”，而具充實、宏大和優雅之美。他的山水畫，

如描繪故鄉的《空谷傳音》和他鄉的《舊金山全景圖》《優勝美地全景圖》，或大幅，或巨幅，以縱覽無餘的宏廣和顯微入

細的精妙，痛快淋漓抒寫自己的故園家國之情懷。2013 年 3 月 23 日蘇立文教授來硅谷亞洲藝術中心為《水墨時刻》大展做

閉幕演講時，看到展出的《舊金山全景圖》等王先生的力作時，驚訝良久，說他“在加州 20 多年怎麼會無緣相會”？殊不

知蘇立文執教斯坦福大學藝術系期間（1966-1984），王先生還沒有開始他最後的搏擊呢。

從 1964 年移居舊金山起，王昌杰對革新中國水墨畫是有雄心和韜略的，臥薪嚐膽 20 年。1970 年代中期他花費 1200 美

元的重金在舊金山購藏一幅李可染山水畫，1982 年籌畫海外中國水墨畫特展，1984 年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舘個展，1987 年

配合加州伯克萊大學高居翰教授的中國近代繪畫發展講座，在鄰近的奧克蘭市米爾斯學院舉辦個展，1988 年歸國北上探望

當年的指路學長李可染教授並邀請李訪美，可惜李先生次年病逝，不得成行。他自己的創作，盛旺之時，也是天不假年，

1996 年因病輟筆，1999 年臺北國立歷史博物舘再度舉辦他的大展前夕，因病去世，大展變為紀念展。

王先生膽、識、才、情，俱是一流，早年棄蠶桑而學藝，青年棄藝入軍統戴笠麾下抗日報國，壯年在臺灣藝壇聲名稍泰之際，

又放棄所有闖蕩旧金山，為西洋客戶製作裝飾畫整整 20 年，被認為筆墨沉淪無望之際，卻在年屆八十之時，能驚天一躍，

在創作生涯的最後十年，濃墨壯彩，骨俊神豐，氣魄雄沉，別開生面，能令中國藝術史大家蘇立文教授嘆服，這等跌宕縱橫、

滄海橫流，為 20 世紀中國繪畫史增添傳奇的一章，中國水墨現代化的進展中自有他的歷史地位。

本次展覽是 1999 年臺北國立歷史博物舘的紀念展後，在海內外首次王昌杰個展。80 幅作品，跨度 1957 到 1996 年，

以最後 10 年的創作為主。全部展品除侯北人先生上款的《雙虎圖》外，全部由王先生的家屬提供，特別感謝。感謝王先生

的老友、九十八高齡的侯北人先生為畫展題名；感謝王先生的故友傅狷夫先生家屬提供資料；感謝王先生故友鄭月波先生、

劉業昭先生的家人提供資料；感謝王先生當年合作人李美佳女士提供資料。

昌杰先生，字子豪，身材頎長，手腳矯健，骨氣奇高，長髯隨風，豪爽仗義，畫如其人，“豪情一往，精妙寫神”，

是對他最好的寫照。余生也晚，不得拜識先生，但有幸飽覽他的杰作，籌畫展事，幸如何之！

1988年王先生首次回故鄉探親，昔日秀美的家鄉因新安江水電站的建成，整個遂安縣淹沒不存。當他在三兩親友陪伴，

漾小舟於廣浩的千島湖上，縱目四望，不知如何是想？

昔龔定庵倦宦南歸杭州，有詩“江湖俠骨恐無多”。昌杰先生一生，亦俠亦溫，命運系西子湖最深，茲引此詩紀念他，

我想他若九泉有知，也會撫髯一笑吧。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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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王昌杰花鸟四屏    
Four panels of Birds and Flowers by Wang Chang-Chieh i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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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自 1967 年起，张大千先生在巴西圣保罗郊苦心经营的 10 多年的八德园因在水库区面

临淹没，开始筹划移居加州蒙特利半岛的卵石滩，时常盘桓，并有“可以居”和“环碧庵”

为居所，直到 1978 年移居台北。旅居加州近 10 年间，是他晚期泼墨和泼彩的大成时期，

确如张光宾先生所赞“开上天一路，新天下人之目”。大千先生以天纵之才和四海豪情，

改变了整个中国绘画的世界格局。对张大千的研究、展览和鉴藏，自是硅谷亚洲艺术中心

的重点。我们有幸得到张大千故友王季迁、王世杰家人，挚友苏立文、侯北人，哲嗣张葆罗，

关门弟子孙家勤、入室弟子伏文彦，研究专家强森、蔡星仪、高木森、林木、王亚法等大

力支持，取得艺术界、学术界和艺术市场的高度认可。

张大千晚年手稿 
Hand script of Chang Dai-chien of later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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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初张大千在环蓽庵接待友人侯北人（左）和梁仲栗（右）
Chang Dai-chien welcomes friends Hou Beiren (left) and Liang Zhongli 
(right) at his Carmel residence in 1970

2010 年 5 月孙家勤为老师张大千
山水立轴恭题签条
May 2010, Sun Chia-chin writing the 
lable for teacher Chang Dai-chien’s 
hanging scroll of landscape painting 

张大千侄孙张之先（左）与《张
大千演义》作者王亚法在鉴赏张
大千手稿
Chang Dai-chien’s grandnephew Zhang 
Zhixian (left) and Wang Yafa, the 
author of Romance of Chang Dai-chien 
appreciating Chang’s manuscripts.

伏文彦 1947 年临张大千仕女图粉本
Draft of Fu Wenyan’s copy of Chang Dai-chien’s Beauty in 1947

2005 年王季迁旧藏张大千《仿沈周庐山高》在展出。
Chang Dai-chien’s Lushan Mountain after Shen Zhou,formerly collected by C.C.Wang, 
in exhibit in 2005

 2013 年 3 月张大千之子张葆罗
在旧金山州立大学鉴赏张大千
1968 年泼彩 《瑞士雪山》
Mar. 2013, Chang Dai-chien’s son 
Paul Chang appreciating father’s 
1968 painting at SFSU 

艺术史家林木教授 2013 年在撰写《张大千评传》期间访美鉴赏
张大千泼彩
Art historian Prof. Lin Mu appreciating Chang Dai-chien’s splashing ink 
painting during the writing of Chang’s biography in 2013  

右图：2012 年侯北人在画室鉴
赏张大千泼彩 
Hou Beiren appreciating Chang 
Dai-chien’s splashing ink painting 
at his studio in 2012

張大千 1973 年《百年好合》
One Hundred Years of Harmony by Chang Dai-chien in 1973

2013 年 11 月舒建华在“可以居”访张葆罗
Nov. 2011, Shu Jianhua visited Paul Chang’s residence Residable

2007 年《六十年后看大千》 是继 1967 年苏立文在斯坦福大学策展
的张大千画展后在硅谷的首次重要的张大千画展
Review Chang Dai-chien after Sixty Years in 2007, is the first major Master 
Chang’s solo exhibition in Silicon Valley since 1967’s exhibit of Chang at 
Stanford University curated by Michael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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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北人、李顺华跋
Inscriptions by Hou Beiren and Li Shunhua

张大千《泼彩瑞士雪山》，1968，24x36 英寸
Chang Dai-chien’s splashing color painting Snow Mountains 
of Switzerland, 1968, 24x36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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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墨的化现代

“现代化”这三个字，我大概五六岁就识得了。1969 年我生于浙江省兰溪县的舒村，7 岁上村里的小学前，经常

看到邻居的墙上有红漆写的“四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标语，每字大如箩筐，色是暗红，像是猪血。

一晃就是四十年了。

到如今，“四化”在中国早已不是口号，而是基本事实了。近些年来，文化艺术的现代化的提法也流行起来，例

如，“水墨现代化”。我是有些疑惑的。日用之具可以日新，可以现代化，但唱腔、笔墨，怎么去趋新、求变、产业

化和洋化呢？

今年年 7 月，经业师陈望衡教授的介绍，湖北黄梅禅宗祖庭四祖寺的明鉴法师来访并画展，他的师父净慧是当代

高僧，去年四月圆寂，是虚云的传法弟子。一天下午，明鉴和我闲谈，说起净慧老和尚有个开示，说禅门宗风深远，

出家人息心修行，不需要现代化，要“化现代”。

这“化现代”三字，如电光石火，一下穿透了我长期的疑惑。中国水墨艺术，树大根深，甚于禅宗，艺术家澡雪

精神，默化潜移，挥毫落墨于素，也一样是修行，需要的哪是现代化，分明是“化现代”！

1949 年之后，陆续移居美国的中国水墨画家，与大陆的师友同行相比，没有了官方的组织、职称、地位、奖项、

给养等所有体制性的东西，个体的完全自由外，连带谋生的艰辛和与市场交手的酸苦。对于艺术史的研究来说，这些

游散的旅美华人画家，在“化现代”上，更有研究的价值。我们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从 2007 年开始，以张大千为核心，

先后做了王季迁、郑月波、钟跃英、傅狷夫、侯北人、高木森、郑重宾、易彬文、蒋云仲、胡宏述、刘业昭、王昌杰、

冯鍾睿等个展和回顾展，并把许多画家的作品带去中国大陆展览。

2012 年秋，我们首次参加杭州的西湖艺术博览会，由杭州钦哲艺术中心大力协作，推出《水墨新世界》大展，有

侯北人、冯锺睿、胡宏述、郑重宾四位旅美画家 30 幅作品。展览得到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术舘和众多美术界师生、

舒建華   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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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狷夫、袁天一、伏文彦、徐希、赵准旺、罗芳、刘墉、陈蔓玲、李华弌、郑重宾、鐘跃英近 30 位旅美画家的代表

性作品 120 幅，并出版画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林木、尉晓榕等多位国内和海外知名艺术史家和评论家与会。

林木教授评价说：“中国画的变革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界的头号大事。从 20 世纪初到 21 世纪的今天，都是如此。这

种影响最初来自欧洲，后来受影响于苏联，近几十年则主要来自美国。因此，这批直接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联系

的华人水墨画家的作品，使我们可以对上述影响有一个直接的考察，也可以对今天中国画的发展增加一个参考的角度。”

由于这批华人画家在美国，直接在美国文化氛围中创作，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国内中国画画家有不同，亦即他们既试图

保留自己的华人身份，又有融入美国当代文化的考虑。这就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绘画风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展示中

国水墨画在美国移植、发展和创新的展览。北京《中国美术舘》杂志、上海《书城》杂志，都有专文深入报道。

 在一年多的愉快合作中，杭州钦哲艺术中心总经理彭辰和我一致同意，把上述旅美杰出华人画家的作品逐步推

广到祖国大陆，在杭州钱江新城的万银国际大厦四十层筹建杭州钦哲艺术中心，实现中美文化艺术的深层交流和对接。

在 2013 年 11 月 7 日到 11 日的第 16 届西湖国际艺术博览会上，由钦哲艺术中心举办、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协办《流淌

的黑白——胡宏述画展》专场展览。与此同时，在 2013 年 10 月 26 日到 11 月 20 日，我们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也

同时主办《水墨新世界》的展览，推出侯北人、冯锺睿、胡宏述、郑重宾、鐘跃英、郑月波等画家 40 幅作品，向湾

区的观众介绍他们在现代水墨艺术上探索的成就。 

 苏立文教授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在牛津大学病逝，享年 98 岁。他深情热爱中国文化，倾毕生之力研究中国艺术，

他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梳理和判断，对张大千、赵无极、刘国松、吴冠中的论断和推崇，都经受历史的考验。

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受过度商业化的侵蚀的尖锐批评，也特别警醒。他在九十八岁高龄还为中国艺术在英美、大陆和

台湾间奔波，他去世前 3 个月，还致信胡宏述教授，希望能去爱荷华州他的画室参观，真如杜甫诗所说“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他对美国华人画家所做的大判断“20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中国画家中有很多生活在美国”，是对我们

事业莫大的支持、鼓励和鞭策。

 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别举办侯北人、冯鍾睿、胡宏述和郑重宾特展，共四十五幅力作，用

来检阅他们探索求新的历程，也试图总结整个旅美华人画家群体继张大千之后，在水墨艺术上进取的成就。展览标题

中心词“转化性创造”是思想家李泽厚的提法，是他对林毓生教授“创造性转化”著名说法的转语。此一转语，大有

深意，特此移用，以明学理。

                                                                                                                                    2014 年 9 月

收藏家的一致赞扬，也得到浙江省文化厅、文物局领导的肯定。浙江美术舘马锋辉舘长说：“可见证旅美华人画家实

力强大”，浙江省文化艺术评估委员会秘书长尹舒拉说：“有惊艳之感”。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著名美学家

陈望衡、美学家於贤德、浙江大学企业成长中心主任刘云、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会长卢步东、华日实业董事长陈励

君、中国财税博物舘副舘长吕建富、赛丽美术舘创办人夏赛丽、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等，都前来参观和购藏。展

览空前成功，过半展品被收藏，其中胡宏述 5 幅展品全部售出，并荣获组委会颁发的“国际艺术交流贡献奖”。这次

展览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强大的学术支撑。在展览的图录的扉页，我们引用了西方中国美术史泰斗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的论断“20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中国画家中有很多生活在美洲”（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painter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ved in America）。苏立文教授的论断对很多人来说是石破天惊

之感。但检索 1940 年代到 1990 年代末北美的华人水墨画的发展，旅美华人画家名家云集，1968 年张大千从巴西迁居

北加州海滨的卡美尔城，直到 1978 年移居台北。这是他的黄金十年，也给美国的中华艺术开启了新时代，形成群星闪烁、

巨星耀眼的璀璨景象，值得美术史家大书特书。苏立文教授是英美研究中国美术史最重要的学者，对 20 世纪中国绘

画艺术倾注心力最多，也是吴冠中 1989 年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和 1992 年大英博物舘大展的重要推动者。他的论断可

谓言下无虚。

  早在 2012 年初，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已经和旧金山湾区另外三家重要的艺术机构，旧金山州立大学美术舘、旧金

山亚洲艺术博物舘、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在苏立文教授的指导下，筹划了 2013 年 2 月四家联合举办的《水墨时刻》

（The Moment For Ink）的大展，这是美国第一次举办以美国亚裔为创作主体的贯穿历史和现况的大型水墨画艺术展，

展出 50 位美国亚裔画家 150 幅作品，对全面梳理美国本土的水墨画创作，探讨中国水墨在美国的移植、生根、发展、

影响和走向，修正和扩大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水墨艺术的认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旧金山州立大学美术舘舘长强森

教授（Mark D.Johnson）在《水墨时刻》英文序言的开头正式公布了苏立文教授的论断。2013 年 3 月 22 日应我的邀请，

苏立文教授专程从大学来参观画展，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做了专题演讲，并和画家侯北人、冯锺睿、胡宏述、郑重宾、

锺跃英等对话和交流。苏立文教授也正式确认了他的论断，并提醒我说“这个 America 事实上就是美国”。

  为了更进一步梳理中国水墨绘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美国的整个发展状况，在深入研究三代华人艺术家在美国

的探索，尤其是关注在美国有影响的浙江画家和中国美院（含杭州国立艺专）毕业的画家群体的创作，浙江美术舘于

2013 年 7 月 5 日到 28 日间举办《一池砚水太平洋——中国水墨画在美国的创新》的大展，由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

和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联合举办、杭州钦哲文化艺术公司协办，展出杨令茀、王济远、张书旂、王方宇、汪亚尘、王

季迁、张大千、侯北人、郑月波、王昌杰、刘业昭、林清霓、赵春翔、丁雄泉、刘国松、冯锺睿、胡奇中、胡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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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锺睿，1934 年生于南阳一个书香之家，他的堂叔父为

著 名 哲 学 家 冯 友 兰。1948 他 辗 转 来 到 台 湾， 先 在 海 军 服 役，

1952 年考入政工干部学校美术系。1957 年和胡奇中等另三位海

军同事成立“四海画会”，并于 1961 年整个并入“五月画会”。

冯锺睿利用台湾常见的棕榈毛片，做成 2 尺左右长的棕刷作为他

的画笔。他 1960 年代的绘画，没有刻意追求肌理和造型感，而

是在粗豪的棕刷下呈现抒情意味浓郁的水墨效果。1966 年他的

作品入选李铸晋教授策展的《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美国巡展。

他的作品被旧金山迪扬博物舘、丹佛博物舘、圣地亚哥美术舘、

巴尔的摩博物舘等公立博物舘收藏，也被 Avery Brundage、洛可

菲勒三世等重要美国收藏家收藏。1971 年冯锺睿得到洛可菲勒

三世基金会的资助，游览欧美访学。1972 年圣地亚哥美术舘举

办他的个展。1974 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舘个展。1975 年移民美国，

定居旧金山湾区，在市中心的一家电视台做过一段时间的美术设

计，以职业画家为生。他在美国开始使用新的丙烯颜料，也混合

水墨，同时在宣纸和画布上创作，延续以前的抒情性。从 1980

年代开始，冯鍾睿完全放弃了宣纸，全力在画布上，用拓、印、粘、

贴、滚等手法，并把中国书法的元素融入其中，在有意味的形式

感上，让观众自由感触和发挥自己的视觉印象。到了 2000 年之后，

到达了成熟、自如和纯净的境界。这位“五月画会”的老将用“破

墙为师”来描述他的晚年心境。他 1990 年开始对佛学有浓厚的

兴趣，以醒豁高妙的艺术手法来探索人生和世界的“究竟”。 

冯锺睿现住美国加州。

冯鍾睿 2012 年在画室展示他的棕衣笔
Fong Chung-ray introducing the palm-skin 
brush he invented at his studio, 2012. 

徐心如 2013 年在冯鍾睿画室
Xu Xinru at Fong Chung-ray’s studio, 2013 

侯北人，祖籍河北昌黎，1917 年生于辽宁海城，自
幼喜欢绘画，“九一八事变”后，到华北求学，1940 年考

取河北省官费留学日本九州大学，学社会学，暑期在北京

得友人介绍，向隐居北京的黄宾虹学画。1943 年回国去重

庆做日本问题研究，1949 年移居香港，师从杭州郑石桥学

画。1956 年举家移民美国，不久侯北人安居在斯坦福大

学 附 近， 开 始 绘

画 创 作 和 教 学。

1963 年著名的旧

金 山 迪 扬 博 物 舘

为 他 举 办 个 展，

以 写 意 山 水、 花

鸟 为 主， 还 有 一

幅工笔的白孔雀，这是继张书旂之后又一位能在迪扬举办个展的中国画家。

这是他学画阶段的一个总结。1967 年开始，他与频繁来加州的张大千交往日

益密切。1969 年春，张大千在侯北人的老杏堂中做客，兴致勃勃谈了巨制

《长江万里图》整个创作过程。他还建议侯北人尝试泼墨和泼彩作画。 正值

艺术颠峰期的张大千对侯北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但不是立刻就显现出来的。

侯北人厚朴的气质和天性，使他不会趋新就巧去追求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大师的示范、言传、身教，他会花很长时间去思考、体验和实践，沉潜涵泳

三五十年之后才露出峥嵘的气象。黄宾虹对他是这样，张大千对他也是这样。

1990 年之后，侯北人的绘画有了成熟的风格，并在 2005 年他九十岁前后，

水到渠成地进入他创作的高峰期。我们发现黄宾虹的浑厚华滋被他彩色化了，

张大千固用的青绿两色的渊穆苍厚被他明亮化了。侯北人的泼彩以红、黄为

主色调的，明亮、健朗和华滋。侯北人在他迈入百岁高龄之际还有旺盛的生

命力，犹自驾车，创作不辍，把黄宾虹和张大千的艺术创造再往前推进一步，

真是中国艺术非常伟大的幸运。

2004 年江苏昆山建侯北人美术舘。2014 年辽宁博物舘新舘专设 1500 平

方米的侯北人、张韵琴绘画舘。侯北人现居美国加州。

侯北人 2010 年在画室，张国华摄影
Hou Beiren at his studio, 2010. Photo by Wesley Zhang 

侯北人《晓日秋山破格奇》，2013 年
Hou Beiren, Sunrise in Autumn Mountain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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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宾，1961 年生于上海，早年随穆益林、陈

家泠学画。1981 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后留校

任教，开始做探索性的水墨绘画，并在上海美术舘做过

个展。1988 年赴旧金山艺术学院留学，作品以水墨和

丙烯在宣纸上创作。他对拓展水墨的表现力的问题上极

费心思。进入 2000 年后，他的绘画结束了试验阶段，

开始进入有宏大效果的创作成品时期。他用水、墨、丙

烯和定型剂在宣纸上营造出粗壮、扭结、富有张力的三

维块面，前所未有地逼榨中国水墨空间表现的可能性。

这种探索长达 10 年时间，并引起国际上的充分关注，成

为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水墨展览中强力推荐的画家之一。

2011 年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和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联合举办

的《白墨》，是郑重宾非常重要的个展，2012 年的巨幅作

品《季节的末端》（190x721cm) 是三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

舘有史以来首次订制的现代水墨作品。他进入 21 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的作品明显地消隐了前面十年的张狂和诡异，

显得平静而深广，中国古典绘画传统中最有价值和争议的

部分，开始消融在他新的水墨空间中，郑重宾有着用中国

水墨来改造西方抽象画的宏图。

   他的作品还被大英博物舘、洛杉矶艺术博物舘等机

构及观远山庄等私人收藏。郑重宾现住美国加州。

2013 年 3 月苏立文在郑重宾画室
Michael Sullivan at Zheng Chongbin’s studio, Mar. 2013 

郑重宾 2013 年在画室
Zheng Chongbin at his studio in 2013 

胡宏述，浙江温州人，是胡颂平（胡适晚年的助手）

的长子，1935 年生于上海，抗战时回乐清老家乡居，1949

年赴台，初学建筑学，得陈其宽指导，后入美国著名的克

伦布鲁克学院学工业设计，1968 年开始为爱荷华大学终身

教授和设计系系主任，直至 2003 年荣休。胡宏述是刘国

松在爱荷华大学任教的相处甚得的朋友，从 1972 年开始

自己摸索着画画，从未向刘国松透露，直到 1996 年台中

省立美术舘举办胡宏述大型画展时，才让刘国松大吃一惊。

胡宏述对自己绘画创作雪藏 20 多年的原因，是他的

雄心勃勃的抱负。他说：“ 一位中国艺术史家曾写过，

大意是“中国画不能用西方材质、技巧，一定要用中国毛笔，

中国纸和中国墨，才能表现中国意境。我绘画的画风就是

向这句话挑战。我用西方的材料油画和画布来表现中国的

意境。”而这位中国艺术史家正是李铸晋，刘国松艺术生

涯中最紧要的伯乐。李铸晋曾在爱荷华大学任教。胡宏述

1968 年赴爱荷华大学任教时李铸晋已经离开。两人没有交

往。胡对李的挑战纯粹是艺术上的。胡宏述说当他 1975

年完成作品《巍》时，虽然没有受过绘画的训练，但自信

可以成为一个画家。40 多年来，胡宏述创作了近 1000 画作，

他的每幅画都以单独一个汉字命名，而且不重名，他抱怨

说有时候取个好名字比画画还难。作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

杰出设计家和设计教育家，胡宏述在用纯粹的西画媒材来

表现中国水墨画的最核心的内容——气韵或意境时，他通过

四十多年的苦心摸索，确实取得了成果，实现了他当年的

抱负：用西洋的画布和油墨同样可以取得中国传统水墨纸、

墨、笔一样的效果。而且又有他个人的风格，非常得体调度、

谨严的空间感、独特的肌理效果，综合呈现出无可挑剔的

理性之美。

胡宏述现住美国爱荷华州。

胡宏述 2012 年在画室
Hu Hung-shu at his studio, 2012 

胡宏述《巅》，1976 年
Hu Hung-shu, The Summit,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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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阮毅成旧藏民国政要名流书札 290 多封在北京匡时拍卖，以 781 万人
民币全部成交。文史专家、数学博士阮毅成之子阮大仁（左）在演讲
Ruan Yicheng’s son, historian, Ruan Daren（T.Z.Yuan（, PhD., lecturing at Council Beijing 

阮大仁在杭州钦哲艺术中心演讲《大变局中浙江的文采风流》
Ruan Daren,  lecturing “ The Last Elegant of Zhejiang” at Qinzhe Art Center, Hangzhou 

在匡时的演讲会上，抗战胜利后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说 : “这些
年我父亲受媒体关注的冷热度就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 .”
 Mei Xiao’ao, son of Mei Ju-ao, Chinese Jurist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Far East 1945, 
lecturing at Council Beijing saying:” my father’s name is a testing fo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阮大仁捐赠浙江大学档案舘四封竺可桢致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手札。阮毅
成在抗战时期为浙江大学三位校务委员之一，抗战胜利后应竺可桢之邀创办
浙大法学院。此次匡时拍卖的部分款项将在浙大法学院设立“阮氏奖学金”
Zhu Kezhen’s 4 letters to Ruan Yicheng, then Chief Administrator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one of three regents and first Dean of school of law of Zhejiang University , donat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by Ruan Daren. All other 290 letter from Ruan collection was 
realized 7,810,000RMB at Council’s summer auction. Part of the fund will be donat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for a scholarship in 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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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岁高龄的侯北人先生和他的诗书言志
98-year-old Hou Beiren and his over-sized calligraphy on his own poem 

2014年9月辽宁省文物局局长丁辉（右一）与辽宁博物舘信息中心主任林利（左
一）、辽宁博物舘研究部主任刘韫（左二）与侯北人夫妇在美国中华艺术学
会年展上。Spet. 2014, Chief Officer of Liaoning Provincial Culture Heritage Bureau 
Ding Hui (right), Lin Li and Liu Yun from Liaoning Museum with Mr. & Mrs. Hou at 
the opening of ASACA’s annual exhibit 

丁辉等在观赏张大千手赠侯北人《黄山前后澥》精印本手卷
Ding Hui and others appreciating the copy of Chang Dai-chien’s Huangshan 
Mountain handscroll, a gift from Chang to Hou Beiren 

2014 年 2 月徐心如副舘长（左一）主持侯北人、张韵琴夫妇捐赠辽宁
博物舘巨幅书画作品特展，欧豪年（右二）和中国驻旧金山总领舘文化
参赞肖夏勇（右一）出席开幕。
Feb. 2014, Deputy Dir. Xu Xinru (left) MCing the opening of Mr. & Mrs. Hou 
Beiren’s Donation of Artworks to Liaoning Museum Exhibit. Ou Haonian and Xiao 
Xiayong (right), Cultural Counsellor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General, S.F

舒建华受侯北人夫妇委托移交捐赠品到辽宁博物舘。
Shu Jianhua, entrusted by Mr. & Mrs. Hou Beiren, delivering the donation to 
Liaoning Museum. 

侯北人、张韵琴夫妇与来自辽宁故乡的吉明刚、曲晓霞夫妇
Mr. & Mrs. Hou Beiren with hometowners Mr. & Mrs. Ji Minggang. 

辽宁博物舘新舘专设的侯北人、张韵琴绘画舘 2014 年 10 月开始布展
Oct. 2014, the Gallery of Mr. & Mrs. Hou Beiren of Liaoning Museum is 
preparing for exhi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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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刘国松和徐心如
May 2014, Liu Kuo-sung and Xu Xinru

2014 年 8 月现代水墨大师刘国松（右二）来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和旧金山中华艺术学会会员座谈，说“画室应该是试验室”
Aug. 2014, Master Liu Kuo-sung (2nd right) having conversation with CAASF members at Art Center，saying "our studio should be labs"

冯鍾睿（左）与兄长冯鍾彦（中）与刘国松交谈，三位耳均不聪，
诗人方莘在傍说：“真是聋的传人”
Fong Chung-ray (left), Fong Chung-yen (center) and Liu Kuo-sung, all three 
suffered of some deafness, and were teased by poet John Fang

刘国松奖掖后进，在观赏杨刚画作。
Liu Kuo-sung appreciating Glenn Yang’s paintings. 

2014 年 5 月刘国松在斯坦福大学博物舘与舒建华谈创作，刘荣黔摄影
May 2014, Liu Kuo-sung having conversation with Shu Jianhua at Cantor Arts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Photo by Lew Yung-chien

开幕嘉宾 
Guests at opening.

欧豪年（左）参加旧金山中华艺术学会年展，欣赏会员明鉴法师的叶绘
Ou Haonian (left) appreciating Monk Mingjian’s leaf-painting at the annual exhibit of CAASF

高木森教授（中）和古铣贤会长（右）在新会员马厚全摄
影作品前
Prof. Arthur Kao (center) and Mr. Arthur Ku (right) in front of Ma 
Houquan’s photography 

在开幕式上，大病复苏的蒋云仲和会员们公开他的救命方
Jiang Yunzhong sharing his medical experience and self made recovery 
with CAASF members 



38 39

画家如一（左）与曾庆群
Ruyi (left) and Karen Tseng

张子宁在细看如一水墨画
Zhang Zining appreciating Ruyi’s ink painting

如一水墨《巫山十二峰》
Twelve Peaks of Wushan, by Ruyi

如一水墨《故国河山》
Motherland, by R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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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鉴法师山水
Landscape painting by Monk Mingjian

明鉴法师画菩提叶
Peepal leaf painting by Monk Mingjian

美国艺术家 John Eichinger 激赏明鉴法师画叶
American artist John Eichinger showing zealous interests in 
Mingjian’s leaf painting

明鉴法师书自作诗
Poem and calligraphy by Monk Ming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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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昆山侯北人美术舘舘长霍国强书法展开幕，侯北人出席，
左为 Jan Rindfreich 教授
Calligraphy exhibit of Huo Guoqiang, curator of Kunshan Hou Beiren 
Museum. Left is Prof. Jan Rindfreich

霍国强在鉴赏艺术中心藏张宗祥、王壮为书法，左为徐心如，
右为王广宇
Huo Guoqiang appreciating calligraphy collections of SVAAC. Xu 
Xinru on the left, Wang Guangyu on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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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媞书法
Calligraphy by Lui Tai

高剑父得意弟子黎明在吕媞书法开幕式上致辞
Lai Ming, student of Gao Jianfu making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Lui Tai’s calligraphy exhibit

吕媞书法展
Lui Tai's calligraphy exhi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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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驹教授（左一）评点汲古书会会员展作品
Prof. Chang Mei-chu (left) commenting on students’ calligraphy works 

汲古书会每两年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一次会员展
Biannual calligraphy exhibit of Jigu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at SV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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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梦庐花鸟屏
Bird-and-flower panel paintings by Zhu Menglu

旅居德州休士顿的刘昌汉水墨作品
Ink painting by Charles Liu, from Houston, TX

画家们在聚会
Artists gathering

旅居纽约的大泽人水墨作品
Ink painting by Dazeren, from 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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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陕西拓片名手李松如全形拓
3D rubbing by Master Li Songru from Shanxi Province

西安碑林博物舘藏昭陵六骏之《特勒骠》
Stone carving Telebiao from Tang Dynasty, collection of 
Shanxi Beilin Museum

民国陕西拓片名手李松如全形拓
3D rubbing by Master Li Songru from Shanxi Province

被盗卖到美国宾州大学博物舘的《拳毛騧》
Stone carving Quanmaogua of Tang Dynasty, looted and 
sold to U.S., now at Museum of UP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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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建华参加郑家瑜主持农历马年贺岁节目
Shu Jianhua on Jeng Jiayu’s talk show to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of horse

欧豪年和太极名师彭文
Ou Haonian and Taichi master Peng Wen

徐心如和吕钟扬夫妇
Xu Xinru and Mr. & Mrs. Lu Zhongyang

桑塔克拉拉周报记者
Diane Andrews 和萨拉
托加日本花园负责人
Lon Saavedra 参加马年
新春艺术展开幕
Diane Andrews, reporter 
of Santa Clara Weekly 
and Lon Saavedra, CEO 
of Hakune Foundation at 
the opening of the new 
year exhibit of the year of 
horse

 马年特展胡奇中《骏马》 Galloping Steed, by Hu Chi-Chung

马年特展之双远楼藏
焦秉贞册页《相马图》
Evaluating A Horse, by 
Jiao Bingzhen, collection 
of Shuangyuan Lou

15-8：侯北人在鉴赏《飒露紫》全形拓。
Hou Beiren appreciating the 3D rubbing of Saluzi. 

资料照片，昭陵六骏在遭盗劫前
Stone carving of the six steeds before stolen. Archive photo 

陕西省政府复制原大秦始皇铜车马一号车
Original Sized Replica of the Emperor Qinshihuang’s Bronze Chariots and 
Horses, Set One, by Peolpe’s Government of Shanxi

明代佚名《秋猎图》  Autumn Hunting, artist unknown, Ming Dynasty
考古学家蒋祖棣（右）参观昭陵六骏全形拓片
Archaeologist Jiang Zudi (right) appreciating the 3D rubbing of the six st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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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月波六屏八骏图
Eight Steeds, six panel, by Cheng Yet-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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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宾瓷艺展开幕，主办方杭州钦哲艺术总经理彭辰致辞
Dir. Peng Chen of Qinzhe Culture, Hangzhou, giving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porcelain exhibit of Wang Wenbin

侯北人夫妇鉴赏瓷器
Mr. & Mrs. Hou Beiren appreciating the works

王文宾（中）与嘉宾林平、徐蓓川夫妇
Wang Wenbin (center) with guests Mr. & Mrs. Lin Ping

王文宾（中）夫妇与嘉宾毕成、王筱娟夫妇
Mr. And Mrs. Wang Wenbin (center) with guests Mr. & Mrs. Bi Cheng

王文宾制瓷
Porcelain made by Wang Wenbin

侯北人先生为展览题词：千峰翠色
nscription by Hou Beiren

展览   The exhi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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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入画   大块丹青

舒建華   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2013 年 3 月 22 日，世界中国艺术史泰斗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 教授，专程从英国牛津大学来到硅谷亚洲艺术

中心，为《水墨时刻》（The Moment for Ink) 画展做了闭幕演讲。演讲下午 3 点开始。当天上午 10 点，他特别去斯

坦福大学附近幽静的拉斯阿尔特思小镇去看望老友侯北人、张韵琴夫妇。在老杏堂前一颗参天的松树下，98 岁的苏立

文和 97 岁的侯北人紧紧拥抱。自 1984 年苏立文从斯坦福大学东方艺术系退休移居牛津后，两人一晃 30 年没有见面了。

侯夫人特别从花园采了朵粉色的茶花，恰好放进在苏立文穿的绛色唐装的扣眼里。在客厅里，苏立文翻到昆山侯北人

美术舘的画册中张大千的泼彩《杏花春雨图》，连连说：“杰作！杰作！”侯北人补充说：“这是 1967 年大千先生

在我这里看完杏花后，回巴西‘八德园’画好寄给我的。我和太太把它还有其他的画捐给了昆山。”苏立文说：“我

和太太吴环也把朋友送给我们的画捐给了牛津大学的艾述伯累美术舘，也包括张大千送给我们的画。”接着，侯北人

陪苏立文进入画室，让我和他的学生展开创作中的 10 多米的绢本山水长卷时，苏立文深为吃惊地说：“你是不是要

向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挑战？”

  侯北人，祖籍河北昌黎，1917 年生于辽宁海城，自幼喜欢绘画，小学时得到李仲常先生的启蒙，后到华北求学，

1939 年考取河北省官费留学日本九州大学，学社会学，暑期在北京得友人介绍，向隐居北京的黄宾虹学画。侯北人回

忆说：“当时黄先生住在石驸马胡同。坚决不和日伪往来，也不卖画，生活异常清苦，但他怡然、坦然。他初次见面

就对我说：‘我的画没有什么好学的，你要学就学我的为人和学问。人品到哪里，画也就到哪里。’这句话影响我一

辈子”。1943 年侯北人学成回国，取道关中和剑阁，搭坐运棉纱的卡车颠簸到重庆，先在外交部做日本问题研究，后

2013 年 12 月侯北人师生展开幕，左一为吴之帆教授
Dec. 2012, ASACA opening. 1st from left:professor Wu Zhifan

侯北人、张韵琴夫妇与公子侯一龙在美国中华艺术学会新会
员会员卢步东书法作品   
Mr. & Mrs. Hou Beiren and son Louise Hou in front of ASACA new 
member Lu Budong’s calligraphy

观众   Audience

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制作人张涛（左一）、
编导王成辉（中）和《百家讲坛》编导于洪
在艺术中心参观侯北人书法手卷
CCTV Grand Master Documentary producer Zhang 
Tao (left), directer Wang Chenghui (center) and 
Yu Hong appreciating Hou Beiren’s calligraphy at 
SVAAC

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来美录制侯北人纪录片，
与湾区人士访谈
CCTV shooting documentary on Hou Be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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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侯老许多新作，在画幅上扩大了，出现了八尺整纸甚至丈二幅的四联屏；在用笔墨表现肌理时有独特的空灵感；

在构图上用色块本身来说明一切、空诸依傍……这次展览中相当多的精品，不仅给我们一种视觉上缤纷奇丽的愉悦感，

而且还有一种可以触动我们听觉的鬼神莫测的奇异感——换句话说，侯老的画，我们还可以去听。

2013 年 5 月底的一个傍晚，我陪我的导师、现执教武汉大学的陈望衡教授和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系主任王斑教授去

看望侯老。侯老亲自驾车载夫人还有陈、王两位教授去附近的“湖南又一春”吃晚饭，他说：“只要两位敢坐，就上

我的车。”我另开一车随行。侯老旺盛的生命力震惊了两位教授。在吃饭时，侯老谈到“九一八事变”后逃到关外求学，

非常苍凉和感喟地说：“你们后辈是无法体会我那种国破家亡的彻骨之痛的。我一辈子的画，还有一些文章，就只有

四个字：‘梦里家山’。”我们听了都心头一颤，为之动容。他和夫人自 1956 年移居美国、定居加州，躲开了大陆

上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恶浪。当侯老和张大千在气候宜甲天下的加州一起谈诗论画、选购名花佳木（被张夫人徐雯波戏

称结伴“寻花问柳”）之时，他在大陆的朋友们却在北大荒的漫天风雪中劳改，饱受凌虐。1984 年侯老在北京中国美

术舘举办个展，与劫后重逢的老友们相聚时，把酒话旧事，更是无限感慨。2003 年他和夫人决定把自己的 260 件画作

和 40 幅张大千、傅抱石、溥心畬、赵少昂、朱屺瞻等人名作无偿捐献给江苏昆山市政府，由其专设侯北人美术舘长

期展出。2013 年 7 月，他和夫人又向故乡辽宁博物舘捐赠画作 70 幅，由辽博的在新舘专设“侯北人、张韵琴绘画舘”

陈列。他的这等情愫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吕品田研究院有过一段贴切的评论：“我个人从他的画上解读是：他首先做了

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在中国文化里面找到深切归属感以及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坚定信念的平常人，在他的画面上

看不到过多的纠缠的一种焦虑。有的是一种从容，这种从容是从人本身自然的一种生发出来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基于

基本的文化自信，或者是基于对于文化的觉悟，以及他对自己能够在这样一种文化所找到的深切归属感。可以说，有

一种文化的浩然正气支持他从容进行自己的艺朮创作。”

古往今来，中国画家享高寿者不少。但通常到了 90 岁，都年衰体弱，搁笔罢休了。破例的，是齐白石和朱屺瞻，

过了 90 岁，还是佳作不断。侯老过了 90 岁，新用一印“九十求变”，足见他对自己生命力的自信和对艺术生命力的期许。

2013 年 3 月在欢迎苏立文教授的晚宴上，侯老举杯祝酒时说：“今天我就倚老卖老一下，不客气地希望在座的诸

位向苏立文和我学习健康长寿。”特别凑巧的是，98 岁的苏立文在牛津也是自己驾车，有一次还因超速被警察拦截。

2013 年 11 月侯老和夫人亲来杭州，参加浙江美术舘的大展开幕，他那种依仁游艺的心态、温煦宽博的人格、丹青不

老的气象和奖掖后进的风范，都会在展出的 100 多幅作品中完全体现。

就职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张君劢先生的得力助手。当时大后方文艺风气浓郁，侯北人与郭沫若、王梵生、吴祖光等

往来甚密，对傅抱石的绘画有深入的理解。1946 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随张君劢等著名宪政专家起草了中华

民国第一部宪法。1947 年春他随张先生，还有章伯钧、罗隆基等来过杭州，住的是新新饭店。后来听说溥心畬也在杭

州，就住在岳廟附近的沪杭铁路招待所，没有去拜访，真是遗憾。1949 年侯北人和夫人移居香港，师从郑石桥先生学

画。郑先生是杭州人，与西泠书画社有渊源。1956 年举家移民美国，取道檀香山，到旧金山举办画展，开幕时没想到

张书旂来看展览。张书旂 1941 年随《百鸽图》来美展览并为抗战募款，1948 年正式定居旧金山。张书旂对侯北人说：

“你全家新来美国，如果需要帮忙，请勿客气。我的工作室需要人手整理邮寄画片印刷品，你太太有空，可以来帮忙。”

1956 年冬，张大千成功在法国巴黎东方艺术博物舘举办大型个展、在戛纳会晤毕加索并游历瑞士后，取道香港、

东京回巴西圣保罗时，在加州逗留数日，在伯克莱大学城朋友们为他举办的聚会上，他遇见了刚从香港移民来旧金山

的侯北人，他们在香港时就认识了。他突然语气沉重地对侯北人说：“我们中国画和西洋画摆在一起时，很容易被人

家吃掉，我们非变不可。”这对侯北人印象巨深。

不久侯北人安居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开始绘画创作和教学。1963 年著名的旧金山迪扬博物舘为他举办个展，以写

意山水、花鸟为主，还有一幅工笔的白孔雀，这是继张书旂之后又一位能在迪扬举办个展的中国画家。这是他学画阶

段的一个总结。1967 年开始，他与频繁来加州的张大千交往日益密切。1969 年春，张大千在侯北人的老杏堂中做客，

兴致勃勃谈了巨制《长江万里图》整个创作过程。 正值艺术颠峰期的张大千对侯北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但不是立刻就

显现出来的。侯北人厚朴的气质和天性，使他不会趋新就巧去追求那种力求形似、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从体察内在

的气韵、气质、品格入手，走渐悟远修的道路。大师的示范、言传、身教，他会花很长时间去思考、体验和实践，沉

潜涵泳三五十年之后才露出峥嵘的气象。黄宾虹 1940 年在北京教诲他的话，他铭刻在心；黄宾虹反复讲的“干裂秋风，

润含春雨”，侯北人入耳五十年后才从自己的笔下真正体验到真义。黄宾虹对他是这样，张大千对他也是这样。1990

年之后，侯北人的绘画有了成熟的风格，并在 2005 年他九十岁前后，水到渠成地进入他创作的高峰期。这时候我们

发现黄宾虹的浑厚华滋被他彩色化了，张大千固用的青绿两色的渊穆苍厚被他明亮化了。侯北人的泼彩以红、黄为主

色调的，明亮、健朗和华滋，侯北人在他迈向百岁高龄之际还有旺盛的生命力，犹自驾车，创作不辍，把黄宾虹和张

大千的艺术创造再往前推进一步，真是中国艺术非常伟大的幸运。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有幸在 2009 年 7 月和 2011 年 11 月，

举办侯先生的两次个展。共展出的 60 幅作品几乎都是侯先生 90 岁以后的力作。这些作品都已在我和徐心如编选的《大

块丹青》一书中。朋友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侯老在艺术上探索的脚步，没有减缓，反而更快了。如果我们稍微留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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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开幕的嘉宾
Guests at the opening

浙江省文化厅领导鲍贤伦向侯北人、张韵琴夫妇颁发捐赠证书
Bao Xianlun,Deputy Dir. of Zhejiang Culture Bureau awarding donation certificate to 
Mr. & Mrs. Hou Beiren

右起：辽宁博物舘舘长马宝杰、美术史家丁羲元、郭沫若纪念舘舘长崔民选
From right: Dir. Ma Baojie of Liaoning Museum, art historian Ding Xiyuan, Dir. Cui Minxuan of 
Guo Moruo Memorial Museum

小观众在欣赏
School tour for the exhibit

展览现场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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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术舘舘长马锋辉参观胡宏述《流淌的黑白》展
Dir. Ma Fenghui of Zhejiang Art Museum at Hu Hung-shu’s solo exhibit

侯北人夫妇参观胡宏述画展
Mr. & Mrs. Hou Beiren at Hu Hung-shu’s solo exhibit 

参观胡宏述画展的嘉宾，左一为刘可景，左二为张学良侄女张闾衡，
左三为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Guests at Hu Hung-shu’s solo exhibit. Liu Kejing (1st left), Zhang Luheng (2nd 
left), niece of Zhang Xueliang and Zhou Bingde (3rd left), niece of Zhou Enlai

胡宏述与钦哲艺术中心设计师朱戈戈
Hu Hung-shu with designer Zhu Gege from Qinzhe Culture

浙江美术舘舘长马锋辉（左）与舒建华在侯北人画展
Dir. Ma Fenghui (left) of Zhejiang Art Museum and Shu Jianhua

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赋诗评价侯北人：“梦里家山秀，磅礴天地开。期颐
仍年少，青春逼人来。”
Prof. Chen Wangheng’s poem on Hou Beiren:” Boundless power breaks through the 
dream of beautiful homesick,still youthful at the age of 100”

侯北人首次在瓷板上泼彩作品《无穷碧》
The first ceramic board painting by Hou Beiren, Lotus

2013 年 11 月侯北人在西湖黄宾虹雕像前向老师致敬 
Nov. 2013, Hou Beiren bowing in front of teacher Huang Binhong’s statue by the 
West Lake

侯北人夫妇在浙江美术舘典藏部欣赏老师黄宾虹作品，左一为典
藏部主管陈纬。
Mr. & Mrs. Hou Beiren appreciating teacher Huang Binhong’s painting at 
Zhejiang Art Museum. Left is Chen Wei,Dir.of Collection Dept.of the Museum

侯北人在西湖汪庄绘制瓷板，右一为陈秀珊，左一为杜群
Hou Beiren painting on ceramic board at the Wang Villa of the West Lake.First 
from left: Du Qun. Susan Chan is 1st from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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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迈可”（Michael）奇妙地巧合。这幅作品委托旧金山州大美术舘，安排运送到牛津。苏立文回家不久就来信给

我和胡教授，他着急地在等待看这幅画，收到画后，他计划今年抽时间去爱荷华大学访问胡教授的画室，彻底了解他

的创作。没想到半年后，9 月 28 日，苏立文教授突然在牛津过世。胡教授的《迈》很有可能是苏立文教授一生收藏的

最后一幅作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留下一段佳话，也留下深深的感伤。苏立文教授对胡教授绘画究竟有

什么更深的观感，我们无从窥测。

我想，苏立文教授毕生研究中国艺术，对现代水墨绘画关注最为深切，他精彩的人生在百岁前夕嘎然而止的时候，

知遇胡教授油墨山水画，也是完美的休止符吧。

胡宏述 1935 年生于上海，父亲胡颂平是浙江乐清人，赴台后担任过胡适先生的助手。抗战爆发后，幼年的胡宏

述在乐清老家住过数年，后去重庆、南京念书。1954 年考入台南工学院建筑系，1961 年应陈其宽教授之邀去东海大

学建筑系任教，与汉宝德、李祖原相处甚得，1963 年参加参加台湾生产力中心主办的首届工业设计训练班，指导教授

为日本著名设计师吉刚道隆，1964 年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州著名的克莱布鲁克艺术学院学设计，1966 年在北爱荷华

大学任教，1968 年应聘于爱荷华大学，筹办设计系，担任系主任直至 2003 年一荣誉教授身份退休。胡教授在设计和

教学研究上成就斐然，他在雕塑和绘画上的探索也让人刮目相看。2013 年爱荷华州的主要英文报纸把他遴选为该州的

“天才人物”。他从 1970 年代初开始绘画创作，用油墨画来表现中国水墨山水画的意境，从不示人，直到 1987 年才

第一次在爱荷华州展出；1996 年首次在台湾展出，让他的好友刘国松大吃一惊。真可谓冥索孤行。

胡教授的绘画最初的动因是对李铸晋教授有关水墨画一定要以中国的材质和技巧才能表现中国意境论断的挑战。

2012 年 12 月他出席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气概成章》展览 时也强调：“油画的材质相对于传统水墨有它自身的优越性。

传统的宣纸没办法改，而油画的画布可以做调整，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张废画。水墨画的效果我都可以做到，我还可以

做到一些水墨画做不到的效果。每画完一幅画，我会从里面找到一些现象，把它单独拿出来，发挥出新东西来，再发

展成下一幅画。所以虽然看不到我每幅画之间的关系，但其实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我的画每幅都不一样。我不会因

袭别人，也不会抄袭自己。”包括苏立文教授在内，许多人问过胡教授的技法。胡教授解释不愿公布的原因，不是保

守枕中之秘，而是希望大家自己用心去想、动手去尝试，说不定能找出更好、更新的方法。胡教授说：“我没有师承，

因为我从小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喜欢自己创新。刘国松在台湾师大的时候被艺术系的人称为叛徒。我觉得艺术家都

要做个叛徒，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对于艺术的创新，他真切和深刻地说：“创新的艺术，应该和新式武器一

样震撼人心。”

2013 年的今天，杭州钦哲艺术中心主办、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协办的《流淌的黑白——胡宏述画展》在第 16 届西

湖国际艺术博览会举办，展出胡教授 40 幅力作，胡教授也亲自来杭州参加开幕，这是他向故乡交出的一份答卷，我

想一定是满意的。

                                                                                                                                     2013 年 10 月

《流淌的水墨》 展览序言

舒建华  
杭州钦哲艺术中心舘长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舘长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首次参加西湖国际艺术博览会，推出《水墨新世界》展览，向大家介绍了四位重要的旅美华

人画家侯北人、冯鍾睿、胡宏述和郑重宾，很受欢迎，其中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胡宏述教授的 5 幅画作全部被收藏。

他的作品是油墨画，用油画颜料和画布，气息和韵味却是地道的中国水墨山水。按照固有的分类法，胡教授的作品是

不能列入水墨画的，因为他用的不是宣纸和水墨。这一点，中国大陆是否能接受，是我们展览前比较担心的。想不到

展览开幕后，马上得到很多观众、学者、画家和收藏家的称赏。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说明当今中国艺术观念的开

放和视野的宏阔，已经很令人惊喜。博览会结束后，我们回到美国，即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了盛大的《气概成章——

胡宏述画展》，展出 50 幅作品，也特别轰动，观者如潮、藏家云涌，除硅谷本地藏家购藏以外，洛杉矶、香港、台湾、

广州、北京等地的藏家也来询问和收藏。旧金山州立大学美术舘舘长强森（Mark D. Johnson）教授亲来参加开幕，并

与胡教授交流，也把他的创作列入我们北加州四家艺术机构一起筹划的《水墨时刻》（The Moment for Ink）展览图

录中。香港摄影大师何藩看完展览后，题写了“黑白万岁”来表示他的激动之情。这让我想起吴冠中先生再三呼吁的“效

果万岁”。最让我欣喜的是，2013 年 3 月 22 日，《水墨时刻》展览期间，应我的邀请，世界中国艺术史泰斗、97 岁

高龄的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亲自从牛津来到我们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演讲，胡宏述教授也从爱荷华大学来此

与苏立文教授会面。我在接苏立文教授的车上，先把《气概成章》的画册给他看，他一翻就问我画家是谁。我回答后

并补充说这是油画，不是水墨画。苏立文教授也相当吃惊。等到演讲结束后，苏立文教授看到两幅胡教授的画，更是

一见倾心，连忙追问胡教授是技法。还像往常一样，教授笑而不答，苏立文教授捻了捻大拇指和中指，很幽默地对胡

教授说：“要多少钱你才肯说。”两位教授相谈甚欢。在苏立文教授的朋友张沁女士的周到安排下，在 3 月 25 日晚，

两位教授和几位亲友还有我又特别聚餐一次，胡教授也特别和苏立文教授谈了他的专业——工业设计，而且说他本科

在台湾东南理工（今成功大学）学的是建筑，也得到陈其宽教授的赏识。话音甫落，苏立文教授很兴奋地说：“我大

学在剑桥，也学的是建筑，陈其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真想不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几天前还从未谋面的两人成了

知音。胡教授以宝剑赠知己的气度，把自己一大幅画作赠送苏立文教授，这幅名为《迈》的作品，恰恰与苏立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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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礼清画展开幕致辞
Liang Liqing at his solo exhibit

梁礼清画作
Liang Liqing’s painitng

胡宏述画展现场，右起：朱戈戈、彭辰、刘云、张韵琴、舒建华、蔡雅萍 
Hu Hung-shu’s exhibit. From right: Zhu Gege, Peng Chen, Liu Yun, Zhang Yunqin(Mary Hou), 
Shu Jianhua and Diana Chien

胡宏述《甦》，2012 年 
Awake, by Hu Hung-sh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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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北人致辞悼念苏立文教授
Hou Beiren giving a speech in memory of Prof. Michael Sullivan

侯北人新作《山魂》
Hou Beiren’s recent painting, The Soul of Mountain

苏立文教授 2014 年 6 月 6 日给舒建华舘长信函
Prof. Michael Sullivan’s letter to Shu Jianhua on June 6, 2014

北美世界日报报道苏立文去世消息
The World Journal reports the death of Prof. Michael Sullivan

画家钟跃英（右）和徐心如
Artist Zhong Yueying (right) with Xu Xinru.

郑重宾（左）与斯坦福大学博物舘舘长顾问 Sandy Miller 和
夫人张黎瑾
Zheng Chongbin (left) with Vinie & Sandy Miller, Board member of 
Cantor Arts Center of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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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
（中）与《黄兴像》作者蒋
尚文教授，右为舒建华舘长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of S.F. 
Yuan Nansheng (center) with Prof. 
Jiang Shangwen, artist of Huang 
Xing. Shu Jianhua on the right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舘文化参赞肖夏勇（右）与徐心如
Chinese Cultural Counselor of S.F. Xiao Xiayong (right) with 
Xu Xinru

开幕式上的嘉宾和旧金山市长李孟贤颁发褒扬状
CAASF receives award certificate from Edwin M. Lee, Mayor of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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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玉琪《玉滴》
A Drop of Jade, by Wang Yu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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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画会会员们
Members of Lingnan Ar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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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始影响到西方的绘画。如印象派画中色点、笔触、后印象派的粗犷线条、立体派的几何形块面、野兽派游

动飘荡的线面建构。这些形式元素常与人像、物像争光。二十世纪初康定斯基 (Kandinski Vasily) 更进一步抛弃

物像，只求游动的点、线、面和色调构成的韵律感。仅管偶而还有某种物象影子的暗示，但形式元素显然已经

成为画中的主角。其创作过程更多依赖艺术家内在心灵的直觉和真诚的感应，发放出不同的韵律节奏，吟颂无

穷变化的心声。

康 定 斯 基 的 影 响 于 1930 年 代 在 巴 黎 逐 渐 形 成 气 候，1940 年 代 有 不 少 画 家 走 入 这 条 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之 后 很 多 抽 象 画 家 移 民 美 国 纽 约，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中 国 画、 哲 学、 书 法 的 影 响 不 断 增 强（ 有

人 称 之 为“Oriental Mysticism”)， 许 多 著 名 画 家 如 杰 克 森· 波 洛 克（Jackson Pollock）、 乔 治· 鲁 奥

（George Rouault,1871-1958）、 弗 兰 兹 • 克 莱 恩（Franz Kline,1910-1962）、 威 廉· 德 坤 宁（William De 

Kooning,1904-1997）、马克 • 托比（Mark Tobey, 1890-1976）、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1899-1984）等

等走向抽象表现派之路。更有画家如马克·托比和米肖亲自到日本、香港、上海取经，画出像中国书法的“白

色书法”和像中国泼墨画的“无题”作品。

这一风潮在 50 年代后期也冲进台湾，震撼全台画坛，因此有了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与此同时也冲击到一

些水墨画家，如居住巴西后来迁居加州的张大千也因此一潮流而尝试泼墨山水。

2. 冯锺睿的画境

冯锺睿先生 1934 年出生于河南南阳，1949 年移居台湾。1952 年考入政工干校艺术系，1956 年第一次在美

国出版物看到西方的抽象画，深受感动，于是开始尝试抽象画创作。正好翌年五月画会成立，带动台湾画坛的

新动向。冯先生也在 1961 年应刘国松之邀加入五月画会，成为画会中的主将。

1970 年冯先生有机会到夏威夷大学驻留一年，并游历欧美，接触到西方前卫画派，开启他的创作力。可是

随后数年间，台湾经济起飞，画坛多元化，竞争激烈，抽象表现主义也随美国画坛动向，逐渐退出主流。许多

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的会员移居国外（包括巴黎、纽约、加州、香港）——如陈昭容 1968 到巴黎，后转纽约；

庄喆 1973 到纽约；黄志超 1971 到纽约。

论馮鍾睿的抽象畫

高木森   美國聖荷西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1. 前言 : 抽象画的美学

绘画是由物象和背景组合而成的视觉艺术，如果以表演艺术来比喻，绘画就是让“演员”在舞上作精彩演出。

每一场“戏”都有主题、演员、舞台以及配合主题的装置。主题可明可暗，演员有主角、配角，舞台和装置要

配合主题设计。在表演艺术界最主要的创作主题是寓言、宗教与人生。就造型艺术而言，主题又多了自然与人

造物。此“自然”包括大自然（山水）和小自然（动植物），“人造物”包括工艺品、建筑等等。表演艺术演

员主角多为人物，但造型艺术的主角就有更多的变化，可以是人物、动物、山水、花鸟、虫鱼与人造物。绘画

又有与其他造型艺术不同的独特形式元素：点、线、面、色。

尽管绘画中形式的基本元素是一切的开始与结果，但在传统画作里一直作为主角形像的附属物，也是装饰

角色。北宋后期，中国一些文人，在书法艺术的启迪之下，开始考虑提升形式基本元素的地位──让形式元素

在绘画舞台扮演更动要的角色。明朝中叶徐渭的大写意花鸟和墨竹，笔墨的感情力量已超过物象本身。继续发

展就是清朝初年的四僧画派。如八大山人的粗笔大写意，对我们观者来说，画中的主角到底是那一两只鸟和几

笔树技，还是那神妙的笔触和宽阔的留白空间？实在很难说了。

中国画家对形式基本元素带来的抽象性有特别的好感。这种喜好可以说是中国绘画的特色。在十九世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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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艺术创作从手工艺品到高级艺术有很多不同的层级，而真正的艺术家，最强烈的述求就是表现自我——可

以是感情、感受、思想、期盼、梦想、幻想、无思、空缘；他们都希望创作出符合自己理想的作品。而表现方

法五花八门。传统西洋画家会利用媒材、画法（颜色、线条、人物造型等等）把自己的感情注入画中。可是心

灵深层的感应常是无形无名的，无法用具体形像来表达，中国传统画家喜用虚幻的气韵来暗示，或者用题诗来

传达。今日的抽象画家更利用形式元素之肌理和组合构成无形无名之“意象”，散发出音乐般的节奏动能来激

发观者的视觉感受，进而到心灵感应，或喜悦或震撼，随缘作无拘无束遨游。

最后是常有人问的问题：要如何让抽象表现的画作不流于肤浅的形式游戏或设计图腾？抽象表现主义绘画

的前景如何？就上文的论述，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在 1970 年代就退出艺术主流，但这并不是说抽象画创作不能

继续。在后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不可能有独领风骚的画派，任何一种画派画家如果能创出独特而有时代性，又能

感人的作品，必然可以长留人间。这点冯先生在他的自叙文中有提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是能够永久居上风的，

惟一能在潮流撤退后仍屹立不摇的，是那些悄悄咀嚼人生、用人类恻隐之心所创作的伟大艺术作品。”

冯先生就是在 1975 年移居加州湾区。尽管当时抽象表现派在美国已经退出主流，冯先生还是坚持走下去。

其实因为水墨抽象画起步较晚，还有发展开拓的空间，而且也是让中国水墨美学走向国际化的途径。我们从冯

先生的画作可看到他在抽象画世界中一步步往前探索的精彩历程。如果以媒材和表现内涵大体可以分四个阶段：

第一期是“纸绘时期 -1”（1961-1966），用棕榈叶制成的粗笔和泼墨技法在棉纸或宣纸上泼洒、挥画，

创造出有自动墨韵的墨象，其中常隐藏山水幻影。这也是水墨画走抽象化的第一步。其成果就像李铸晋教授所说：

“主题乃在于笔触、色彩、动势与构图。”

第二期是“纸绘时期 -2” (1967-1974）。在水墨泼洒过程中又加上丙烯颜料制造更强的肌理和厚重的表

面触觉感。绘画的触觉感在西洋画中，自油画开始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审美要项，但在中国画只表现在山水画

的皴擦，给人的感觉不够强，所以 1960 年代五月画会、东方画会的画家发现这是一个可供发挥的领域。冯先

生此期的作品虽然仍有山水的幻影，但因为使用丙烯，画面给观者更强的视觉感。

第三期是“布绘时期 -1” (1975-2001)。冯先生 1975 年移居美国之后开始尝试用水墨、水彩、丙烯在油画

布上创作。又以特殊的技法制造大理石纹、破壁纹，成为他此后抽象彩墨画的重要特色——幽渺的破壁纹更能

引导观者的忆旧情思。1980 以后的作品又常出现明显的几何形结构与流动彩墨大理石纹和破壁纹的对比之美，

表现较强的节奏，画面的气势也更雄浑壮观。似乎也是他的雄心壮志。而这一特色冯先生将在下一时段有更精

彩的表现。

第四期为“绘时期 -2” (2011-2013) 。从这次回顾展画册中的作品来看，2002 至 2010 这八年间似乎没有

多少作品，可能是因为 2002 冯夫人逝世之后心情不好的原因吧？但这期间也让冯先生更深悟人生的意义，走

出旧有的格局，以更多的汉字解构、经文截裁、空间剖离，这种解构、重构的方式配合破壁纹、大理石纹的缘

配手法，组成和谐、温婉、超越时空的画境。引诱观者进入神秘的无界时空中。这些画不只是形式的游戏，而

是有更深的人生意味——有清和、神秘和禅意，可谓一沙一世界，一画一乾坤，任心灵做永无止境的漫游。他

这种终极的成就与他过去三十多年的参禅修佛不无关系，因此他主张：“一个艺术家在锻炼技法功夫以求完美

的表达他的感知之外，也必须注重性情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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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张梅驹、高木森、罗芳、冯鍾睿、钟跃英、舒建华
From right: Chang Mei-chu, Arthur Kao, Lo Fong, Fong Chung-ray, Zhong 
Yueying, Shu Jianhua

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系主任王斑教授参观画展
Prof. Ban Wang of Departments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at the exhibit

2012 年冯鍾睿在画室
Fong Chung-ray at his studio in 2012

2013 年徐心如副舘长在冯鍾睿画室
Xu Xinru at Fong Chung-ray’s studio in 2013

资料照片，1985 年李可染先生在中国美术舘参
观冯鍾睿等六人画展
Li Keran at Fong Chung-ray’s group exhibit in China Art 
Museum in 1986. Archive photo

斯坦福大学博物舘亚洲部主管杨晓能教授（左）参观冯鍾睿回顾展
Dr. Yang Xiaoneng (left), Curator of Asian Art of Cantor Arts Center of Stanford 
University at Fong Chung-ray’s retrospective exhibit 

冯鍾睿回顾展现场
Fong Chung-ray’s retrospective exhibit in the Ar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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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博物舘副舘长吕建富、浙江大学企业成长研
究中心刘云所长、彭辰、徐心如
Dir. Lu Jianfu of China Tax Museum, Prof. Liu Yu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Peng Chen and Xu Xinru

郑重宾作品
Painting of Zheng Chongbin

王昌杰作品
Painting of Wang Chang-chieh

胡宏述作品
Painting of Hu Hung-shu

侯北人作品
Painting of Hou Beiren

王季迁作品
Painting of C. C. Wong

2013 年 7 月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和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在浙江
美术舘联合举办《一池砚水太平洋：中国水墨在美国》大展
July 2013, SVAAC and CCC co-curated Chinese Ink Painting in the U.S. at 
Zhejiang Art Museum

浙江美术舘副舘长斯舜威（前右）主持开幕，林木教授（前左）致辞。后面右起：中国
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杨振宇、钦哲艺术中心总经理彭辰、罗芳教授、旧金山中华文
化基金会理事长何宜君、画家钟跃英、画家王昌杰家属叶云海、策展人舒建华
Si Shunwei (front right) MCing the opening. Prof. Lin Mu (front left) making speech. Back from right: 
Prof. Yang Zhenyu of China Art Academy, Dir. Peng Chen of Qinzhe Culture, Prof. Lo Fong, Gin Ho, 
President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CCC, artist Zhong Yueying, artist Wang Chang-chieh’s family Robert 
Yeh, and curator Shu J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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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奇中作品
Painting of Hu Chi-chung

刘国松作品
Painting of Liu Kuo-sung

研讨会    Symposium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系主任尉晓榕在参观
Prof. Wei Xiaorong of China Art Academy at the exhibit

舒建华与罗芳（中）在钟跃英（左）作品前
Shu Jianhua and Lo Fong (center) in front of Zhong Yueying’s (left) painting

冯鍾睿作品
Painting of Fong Chung-ray

伏文彦青绿山水长卷
Handscroll of Fu Wenyan’s landscape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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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赴纽约定居，并开设华美画院，实际上是家里的画室，传授水墨画和书法，是在美国东部传播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

代表性画家。

1947 年知名画家、艺术教育家汪亚尘移居美国东部，在耶鲁和哈佛大学讲学。汪亚尘 1894 年生于杭州，1917 年考入

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成回国后执教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1928 年赴法国学艺，1933 年创办著名的新华艺专。汪亚尘来

美国后，主要从事私人绘画教学，他的学生包括肯尼迪遗孀杰奎琳。他的作品几乎都是金鱼题材的水墨画，融入了水彩和

油画的色泽感。

1940 年代移居纽约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鉴赏家兼画家王季迁和王方宇，他们晚年同住在纽约曼哈顿的一栋公寓楼。王

季迁（晚年改名已千或纪千）1907 年生于苏州，初随亲戚顾麟士学画，后追随吴湖帆，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上积聚非凡

的眼力和功力。1949 年移居纽约，为了谋生曾为人画过壁纸，并以巨眼鉴识成为 20 世纪下半叶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国古代

书画鉴定家和收藏家。从 1960 年代开始，他的绘画创作也进入创新求变的阶段，以新式、多样技法表现新型的山水画，与

早期传统的绘画判若两人。他恪守中国正统的笔墨范式来体察、鉴赏和判定古代绘画，同时用异端的技法来摸索、表现他

的意象和心境，整个气韵却不出他心魂所系的宋元山水。王季迁于 2003 年在纽约去世。王方宇（1913—1997），生于北京，

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 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任教耶鲁大学和西东大学，担任过西东大学的亚洲系系主任，

是研究八大山人的重要专家和藏家。

上述这批韩战以前移居美国的中国画家，在中国都完成了系统的中国文化教育或艺术训练，其中几位，如杨令茀、王

济远和汪亚尘，还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教育家。他们到美国之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而且高度商业化的新环境中，

肯定遭遇了“文化休克”。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和文人意趣几乎完全不被美国接纳。

当时美国公私美术机构和个人肯花钱收藏中国艺术品时，趣味又牢牢受卢芹斋这样的超级古董商和福开森、席克曼等

几个美国的“中国通”的左右，全部集中在高古的器物和明代以前的书画，对中国近现代书画根本是不屑一顾的。除了张

书旂以外，这些画家在美国都没有机会做过像样的展览，多数是在一些社区中心或社交派对上展示、演示过画作。张书旂

能够在北美 20 来个第一流的美术舘和博物舘做过展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是美国的盟国，他肩负“艺术外交”的使命。

他来美国时，孔祥熙特别写了介绍信，嘱咐在美国的宋子文要特别关照张书旂的展览和售画筹款，而且据现存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中心的张书旂档案显示，他的募款金额很是惊人的，他 1941 年有一次汇给教育部 11000 美金的巨款。1949 年大陆

政权易手，再加韩战爆发，美国政府下令美国各大公立美术博物舘一律不准购藏中国的艺术品，其他的私人机构和藏家也

不敢造次，整个美国中国古董和古代书画市场一下萧条。连张书旂的日子都不好过了。他开始在旧金山对岸的奥克兰城开

设工作室，制作小片的水彩卡纸画，同时有绘制明信片和贺卡，批量印刷，通过邮寄和批发在养家。可以看出，这些移居

的先行者们在金元帝国的艺术之梦是破碎和苦涩的。张书旂还通过在上海的侄子张继恩（20 年代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站负

责人）与中共高层有联系，周恩来曾有指示说可以安排张书旂 1954 年去日内瓦做画展然后回祖国。张本人也确有归国的计

划，但大陆政坛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又让他惊惧不已，在迟疑忧惧中，张书旂常以烈性威士忌酒解愁，终致胃癌于 1957 年

英年早逝于旧金山。

 二
1950 年代，中共统战海外艺术家的第一对象是张大千。 作为中国绘画“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 1949 年秋自成都

仓皇移居海外，先在香港歇脚，期间还应何香凝强请，画了幅墨荷，上书“润之”款送给了毛泽东，让蒋介石耿耿于怀 20

中国水墨绘画在美国的“软实力”

舒建華   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一
1936 年，杨令茀搭乘的海轮驶入旧金山湾，船过刚落成 3 年的宏伟的金门大桥时，加州灿烂的阳光还是在桥下投下深

沉的阴影，她有过这样一句深深的叹息： “我流亡来美国。” 

她是最早一位移居美国的中国知名画家，清光绪 13 年（1888 年）生于江苏无锡望族，幼从吴观岱学画，1911 年随兄赴京，

得到樊增祥、陈师曾、林琴南的指导，入故宫陈列所，临摹历代帝后像，1927 年去沈阳故宫任职，并任东北美术学校校长。

“九一八”事变后，她拒绝与日寇合作，1934 年秋借赴德国柏林参加画展逃离东北，在柏林画展中，一幅花鸟画被前来出

席的希特勒欣赏，并当场购藏，她却借故隔日送画，当夜补题诗讥希特勒为“战争贩子”，然后仓促离境。1936 年取道加

拿大赴美。这位有着侠气的江南才女在美国的境遇并不好。她的传统路子的水墨画知音难觅。一开始为了谋生，她在伯克

莱大学城冲洗过照片，甚至当过老人的看护。先后在伯克莱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蒙特利陆军语言学院教过一般性的中国文

化和语言课程，并在加州中部蒙特利半岛的卡美尔城开设画室，画风和题材有所改变。她的《三色堇》画在卡纸上，有水

彩的意味，作于 1946 年，印章不是钤盖的，而是画出来的。1957 年她告诉来访的侯北人说她当年讥斥希魔，仓皇逃离柏林，

忘了带印章出来。杨令茀终身未婚，近乎隐居，于 1978 年在卡美尔去世。按照她的遗愿，骨灰安葬在太湖之滨，珍贵的藏

品捐给无锡政府。在张大千居住卡美尔期间（1968-1978），两人几乎没有往来。

与杨令茀不同，1941 年秋，张书旂来美国可要风光得多。这位 1900 年生于浙江浦江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是公认

的继任伯年之后的花鸟画大师，以善用白粉敷色著称。1940 年他在日寇不停轰炸的重庆创作了巨幅《百鸽图》，由蒋介石

亲题“信义和平”，被国民政府作为国礼祝贺美国罗斯福总统连任。在重庆中央大学首次展出时，王世杰、美国驻华大使、

孔祥熙、王宠惠、罗家伦都出席盛典。然后他持外交护照、随《百鸽图》一起来美国。《百鸽图》深得罗斯福总统的喜爱，

被挂在白宫，也在纽约展览过。珍珠港事变后，张书旂居留美国，开始他蓬勃的艺术生涯，他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舘、

波士顿博物舘、芝加哥美术舘、迪扬美术舘等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北美艺术博物舘做过展览，并有大量的现场作画演示，还

被拍成彩色电影（由翁同龢的曾孙辈翁万戈用英文解说），也得到著名的《生活》杂志的专门报导。张书旂是 20 世纪上半

叶在美国最知名的中国画家。除了 1947—1948 年底他短暂回到中国，张书旂在美国生活了 14 年。他在美国用水彩颜料和

墨来探索中国花鸟画的新路子，很多时候在水彩纸和卡纸上，以迅捷、优美、有力的方式呈现色彩艳丽而又生气盎然的画面。

在抗战期间来美国还有一位知名中国画家是王济远（1893—1975），他生于江苏，1919 年与汪亚尘在上海一起加入刘

海粟等创办的“天马会”，成为早期西画教育和推广的重要画家和学者，曾任上海美专教务长，并与张善孖、张大千交往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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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直接用上海话“勿来事”给自己取了英文名字“Wallese”。他奇诡的女体造型、炫目的色彩和浓烈的情欲表现以及“采

花大盗”的自号，让他声名远震。他晚年定居荷兰并在那里去世。

毫无疑问，美国二战之后成为“金元帝国”之后，在艺术直接表现是要快速形成自己的艺术格调，不再做欧洲的附庸。

绘画上的抽象表现主义应运而生。它的形成与 19 世纪后期法国印象派羞答答从日本的浮世绘中借法不同，抽象表现主义画

家们明火执仗从中国草书里，几乎现炒现卖地宣称告别了欧洲、自我做主了。

在美国的中国画家们正在琢磨如何在美国找国画的新出路时，波洛克“当其下手风雨快”的做派和“笔所未到气已吞”

的狂草撒泼的轰动效应，让他们目瞪口呆之余开始深深思量：为什么美国艺术家可以从中国传统的草书里创变出红翻天的

新艺术样式，我们中国画家为什么不可以呢？王季迁、赵春翔、丁雄泉、侯北人还有张大千，都是想过这一问题的。只是

在个人的艺术实践上表现有差异。

这个时候，从大陆去台湾又从台湾来美国的“五月画会”的画家们又带来新一波的冲击。1964 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任

教的中国艺术史家李铸晋教授在台湾故宫考察古画时，诗人余光中特别介绍他去参观刘国松和其他“五月画会”成员的画

室。李铸晋一进门就看见刘国松的《寒山雪霁图》，震惊的同时也非常兴奋，他说：“这种新的艺术结晶，指向了一个中

国绘画的新方向。”  李铸晋很快策划了 1966 年的《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把刘国松、冯鍾睿、庄喆三位年轻的台湾画

家，连同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王季迁，以及台湾的陈其宽、余承尧六人的新型水墨画在美国巡展 2 年。这是中国现

代水墨绘画第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不仅得到美国重要的收藏家和基金会的大力呼应，而且得到世界知名中国艺术史家苏立

文（Michael Sullivan) 和高居翰（James Cahill) 等的高度重视。

刘国松，1932 年生于安徽，1949 年赴台，1956 年毕业于台湾师大美术系，并创办“五月画会”。1966 年经李铸晋教授推荐，

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进修以及在纽约考察，这是他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之一。1967 年暑假开始刘国松又得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基

金会的资助，环球考察一年。在纽约他接触到了新式的丙烯颜料。1969 年受美国“阿波罗 8 号”宇宙飞船升空传回照片的

灵感激发，开始了最有影响的“宇宙系列”创作，创意之新，手法之奇，数量之多，前后延续四年之久。

从 1970 年刘国松赴美国威斯康星一所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学期，次年就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主任，1975 年

又回到爱荷华大学任教一年。这时候，刘国松另外两位“五月画会”的战友冯鍾睿和胡奇中移民加州。 冯鍾睿，1934 年生

于南阳一个书香之家，他的堂叔父为哲学家冯友兰。1948 他辗转来到台湾， 1952 年考入政工干部学校美术系。1957 年和

胡奇中等另三位海军同事成立“四海画会”，并于 1961 年整个并入“五月画会”。冯鍾睿利用台湾常见的棕榈毛片，做成

2 尺左右长的棕刷作为他的画笔。他六十年代的绘画，没有刻意追求肌理和造型感，而是在粗豪的棕刷下呈现抒情意味浓

郁的水墨效果。1966 年他的作品入选李铸晋教授策展的《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美国巡展。1975 年移民美国，定居旧金山

湾区，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家电视台做过一段时间的美术设计，以职业画家为生。他在美国开始使用新的丙烯颜料，也混

合水墨，同时在宣纸和画布上创作，延续以前的抒情性。从 1980 年代开始，冯鍾睿完全放弃了宣纸，全力在画布上，用拓、

印、粘、贴、滚等手法，并把中国书法的元素融入其中，在有意味的形式感上，让观众自由感触和发挥自己的视觉印象。

到了 2000 年之后，到达了成熟、自如和纯净的境界。这位“五月画会”的老将用“破墙为师”来描述他的晚年心境。

胡奇中 1927 年生于浙江西部缙云县的山村，14 岁抗婚离家，后入陆军军校，1949 年赴台，入海军陆战队，1955 年以

台湾射击神枪手身份来美国参加锦标赛，游览美国西部的艺术博物舘，被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作深为触动，感觉到自己幼年

起的画家之梦被真实地唤醒。回台湾后，组建“四海画会”，有时用油彩在面粉袋上作画，后加入“五月画会”，是台湾

年。他在印度和香港短暂留居后，1952 年正式移民南美的阿根廷，1954 年又移民巴西，在圣保罗郊外建八德园。虽然张大

千 1970 年正式举家迁居到加州中部的卡美尔（离旧金山约 3 小时车程），但是自 1953 年开始，他就把美国作为自己最重

要的艺术活动中心来极力经营的。目光如炬、挥金如土的张大千怎么会忽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富甲全球的美国呢？那里公

私博物舘、私人收藏家是他“敌国之富”的藏品最好的买家，也是他自己画作的最好的主顾。虽然美国政府的韩战“拒购

中国艺术品”的法令，一度影响他的藏品和作品的销路。但毕竟是暂时的。他的经纪人佛兰克·卡罗是美国的犹太人，就

有本事把张大千的六屏丈二匹的设色荷花以天价（据说为 16 万美元，卡罗对张大千说是 8 万，分给张大千 4 万美元）卖给

了《读者文摘》杂志的老板。治疗最困扰他眼疾的医生在美国，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美国东西两岸。尤其是 1967 年开始苏

立文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博物舘为他举办了大展，以及莱克画廊举办的个展，还有 1972 年迪扬博物舘的个展，张大千就把加

州作为艺术创作的中心，那时候他的个人藏品出售殆尽，他无暇他顾，全身心第投入他的泼彩和泼墨绘画。直到他 1978 年

离开加州赴台湾。加州时期，张大千创新达到巅峰。

1956 年冬，张大千成功在法国巴黎东方艺术博物舘举办大型个展、在戛纳会晤毕加索并游历瑞士后，取道香港、东京

回巴西圣保罗时，在加州逗留数日，在伯克莱大学城朋友们为他举办的聚会上，他遇见了刚从香港移民来旧金山的侯北人，

他这么语气沉重地对侯北人说：“我们中国画和西洋画摆在一起时，很容易被人家吃掉，我们非变不可。”

侯北人，祖籍河北昌黎，1917 年生于辽宁海城，自幼喜欢绘画，后到华北求学，开始发表散文，1940 年考取河北省官

费留学日本九州大学，学社会学，暑期在北京得友人介绍，向隐居北京石驸马胡同的黄宾虹学画。黄宾虹对他说：“画画

是次要的，学问和人品室首要的”，给侯北人印象至深。1943 年他回国去重庆外交部门做日本问题研究，后任张君劢的助手，

参与抗战胜利后的宪政工作，被选为立法委员；1949 年移居香港，师从杭州郑石桥学画。1956 年举家移民美国，刚到旧金

山就得到张书旂的关心的支持，张对他说：“你们刚来美国，一切不易，需要帮忙，尽管开口。你太太有空，可以来我的

工作室发送印刷明信片和贺卡”。他在香港时认识张大千。这次在美国重逢，当然高兴。但张大千的话令他震惊。

不久侯北人安居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开始绘画创作和教学。1963 年著名的旧金山迪扬博物舘为他举办个展，以写意山水、

花鸟为主，还有一幅工笔的白孔雀，这是继张书旂之后又一位能在迪扬举办个展的中国画家。这是他学画阶段的一个总结。

1967 年开始，他与频繁来加州的张大千交往日益密切。1969 年春，张大千在侯北人的老杏堂中做客，兴致勃勃谈了巨制《长

江万里图》整个创作过程。

正值艺术颠峰期的张大千对侯北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但不是立刻就显现出来的。侯北人厚朴的气质和天性，使他不会

趋新就巧去追求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师的示范、言传、身教，他会花很长时间去思考、体验和实践，沉潜涵泳三五十

年之后才露出峥嵘的气象。黄宾虹对他是这样，张大千对他也是这样。1990 年之后，侯北人的绘画有了成熟的风格，并在

2005 年他九十岁前后，水到渠成地进入他创作的高峰期。我们发现黄宾虹的浑厚华滋被他彩色化了，张大千固用的青绿两

色的渊穆苍厚被他明亮化了。侯北人的泼彩以红、黄为主色调的，明亮、健朗和华滋，侯北人在他迈入百岁高龄之际还有

旺盛的生命力，犹自驾车，创作不辍，把黄宾虹和张大千的艺术创造再往前推进一步，真是中国艺术非常伟大的幸运。

在同一时期的纽约，赵春翔和丁雄泉身处抽象表现主义风潮的中心，追逐各自的艺术梦想。赵春翔 (1910—1991)，生

于河南，1939 年毕业国立艺专，后赴台湾，1958 年定居纽约，长期在孤寂中探索水墨和西画的结合，以抽象表现主义的手

法把水墨、彩墨和亚克力颜料混合创作，形成孤高、冷峻和奇瑰的风格。丁雄泉（1920—2010），生于江苏无锡，1946 年

移居香港，1952 年赴巴黎学艺，1960 年定居美国纽约，是直接参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运动的华人艺术家，与安迪.沃霍等厮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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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砚水太平洋——中国水墨画在美国》，舒建华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 年版。   

《20 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家》，苏立文著，陈卫和、钱岗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性的水墨绘画，并在上海美术舘做过个展。1988 年赴旧金山艺术学院留学，作品以水墨和丙烯在宣纸上创作。他对拓展水

墨的表现力的问题上极费心思。进入 2000 年后，他的绘画结束了试验阶段，开始进入有宏大效果的创作成品时期。他用水、

墨、丙烯和定型剂在宣纸上营造出

粗壮、扭结、富有张力的三维块面，前所未有地逼榨中国水墨空间表现的可能性。这种探索长达 10 年时间，并引起

国际上的充分关注。2012 年的巨幅作品《季节的末端》（190x721cm) 是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有史以来首次订制的现代水

墨作品。他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作品明显地消隐了前面十年的张狂和诡异，显得平静而深广，中国古典绘画传统中

最有价值和争议的部分，开始消融在他新的水墨空间中，他的《双视图》《溶解的几何》，我们明确感觉到元代王蒙《青

卞隐居图》等杰作如盐溶于水一样，在新水墨中再现，与那种在郭熙的《早春图》里加一个梵高的太阳的恶搞，郑重宾的

探索是非常严肃和深刻的。如果说李华弌在试探了西方抽象画后，退缩回来，用新的面目复兴了中国古典的山水画，那么，

比他稍晚几年来旧金山，经历、学历几乎接近的郑重宾则全力向抽象画冲刺，我暗暗地在设想，郑重宾是否有用中国水墨

来改造西方抽象画的宏图？

钟跃英，1960 年生于黑龙江，1984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1995 年赴美国，先后在美国斯蒂芬学院等举办个

人专题展。钟跃英在艺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同时进行的。移居美国后，创作上出现深刻的变化，不拘具体形象或物像，

而以抽象、混沌的线条、墨块和色块，构造独特的可供想象游历的空间，宣泄自己的情绪和心境。他的绘画没有抽象画的

企图，而是由特别气韵结构的新型山水画。

郑重宾和钟跃英出国以前都在中国著名的美术学院的国画系受了最正统和严格的训练。到了美国之后创作上产生了巨

大的变化。去国 20 多年后，把他们的作品和留在国内的同学（都已经是国画院系挑大梁者）相比，这种变化更加显著。

个衷的缘由，他们身处美国，除了自身无法割舍的中国绘画大传统外，还面临一个小传统，也就是从 1940 年代以来

美国华人画家群体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适应、求变、持续创新的的风气。这些画家群体没有体制，只有机制，不存在约

束和归纳的问题。

从杨令茀 1936 年到美国起，中国国画家们在美国奋斗了近 80 年了。这一群体除了张大千以外，国内知之甚少。而国

内人士对在美国的中国画家向来只关注陈逸飞、艾轩、陈丹青、丁韶光少数几位油画家或重彩画家。其实这几位名家一开

始就是美国商业画廊推出来的，在异国所画的内容无非是对洋人来说的异国情调（周庄的双桥、西藏风土人情和云南西双

版纳风光）。这种“异国的异国”在中国开放之初在美国是有很大新奇性和吸引力的，哈默博士访问北京，特别选了陈逸

飞的《双桥》送给邓小平就是明证。但是中国绘画的根子还是水墨画。水墨画在美国的发展，和水墨画家在美国的境遇，

更有研究的价值。因为涉及我们的家底到了美国，出现为什么会变和怎么变的问题。我们今天上下爱讲“软实力”，要输

出“软实力”。墨水和毛笔恰恰是最软的。它们表现的形象究竟有没有力量？大概需要我们很好的关注。如果要研究中国

水墨画的深度国际化，我们提到的 20 多位旅美国画家的创作和经历就是极为丰富和鲜活的资料库，希望引起中国美术界、

艺术史界、文化界的注意。

（本文原刊《书城》，2013 年 10 期）

现代绘画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75 年他移居美国，在杨令茀、张大千、郑月波居住的卡美尔小城设立画室，以职业

画家为生。这时他到了成熟时期。他在画布上用沉静、细密的手法重新表现中国传统水墨的题材，松、竹、梅、兰、老虎、鹿、

鸟甚至还有大熊猫，也创作抽象感强烈的山水，画风沉郁和奇纵。胡奇中对水墨和油彩的结合有深湛的探索和特殊的意会，

他对把中国水墨和彩墨画从纸本向画布转换有莫大的抱负。2012 年在洛杉矶去世。

比胡奇中抱负更大的是爱荷华大学的胡宏述教授。胡宏述，浙江温州人，是胡颂平（胡适晚年的助手）的长子，1935

年生于上海，1949 年赴台，初学建筑学，得陈其宽指导，后入美国著名的克伦布鲁克学院学工业设计，1968 年开始为爱荷

华大学终身教授和设计系系主任，直至 2003 年荣休。胡宏述是刘国松在爱荷华大学任教的相处甚得的朋友，从 1972 年开

始自己摸索着画画，从未向刘国松透露，直到 1996 年台中省立美术舘举办胡宏述大型画展时，才让刘国松大吃一惊。

胡宏述对自己绘画创作雪藏 20 多年的原因，是他的雄心勃勃的抱负。他说：“ 一位中国艺术史家曾写过，大意是“中

国画不能用西方材质、技巧，一定要用中国毛笔，中国纸和中国墨，才能表现中国意境”。我绘画的画风就是向这句话挑战。

我用西方的材料油画和画布来表现中国的意境。”

而这位中国艺术史家正是李铸晋，刘国松艺术生涯中最紧要的伯乐。作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杰出设计家和设计教育家，

胡宏述在用纯粹的西画媒材来表现中国水墨画的最核心的内容——气韵或意境时，他通过四十多年的苦心摸索，确实取得

了成果，实现了他当年的抱负：用西洋的画布和油墨同样可以取得中国传统水墨纸、墨、笔一样的效果。而且又有他个人

的风格，非常得体调度、谨严的空间感、独特的肌理效果，综合呈现出无可挑剔的理性之美。

从 1966 年起到斯坦福大学艺术系任教 18 年之久的西方中国艺术史泰斗苏立文是最重要的观察者。他一再告诫旅美的

中国画家不要忘了自己的家底去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要从中国传统根子里再出发。他为张大千鼓吹、为“五月画会”的画

家叫好。按照他的观察，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西绘画艺术和观念的碰撞和冲突，是前所未有的，影响之巨，也是空前

宏大的。任何一个稍有志向的中国画家，都会去应对这种文化冲撞。这种交流的成果也是巨大的。正如苏立文教授 2013 年

3 月 22 日下午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演讲中明确说的：“这是个崭新发现的艺术世界。这是中国艺术应对西方挑战时的一

大爆发，会要、想要和需要从西方汲取东西来表达他们自己。一方面，西方艺术的魅力在那里；另一方面，中国艺术的自

信在不断增长。这两股力量开始较量”。在他巨著《20 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家》中，他明确指出，张大千在 1960 年年代

走向高峰的泼墨泼彩，不仅是张大千这位对中国绘画传统最深刻和最全面的继承者自主创新的表现，也是他接受美国抽象

表现主义运动挑战的结果，同时，张大千也明显感觉到来自“五月画会”为主的晚辈中国画家们的挑战。

三
2003 年王季迁在纽约去世，标志着中国水墨画的探索在美国东部进入停滞的阶段。他在迟暮之年总结自己绘画创作时，

说中国水墨绘画传统树太大、根太深，创发之难，说自己“用尽力气，难离故步”，并希望中国水墨绘画的创新“以望来哲”。

这时候，在西部的旧金山湾区，三位从中国来的画家李华弌、郑重宾和钟跃英，以宏大的气势、强烈的风格震撼登场。

李华弌，1948 年出生于上海，师从王季眉和张充仁，受过严格的传统绘画的训练。1984 年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成

为职业画家。他很快立定了在美国发展的基点，用沉静、细密、雅致的绣工式的笔墨宏大地重现了北宋的山水画，他的作

品适合远观，更适合凝视，洋溢着的儒雅、柔顺的气息冲淡了巨碑式画面的压迫感。

郑重宾，1961 年生于上海，早年随穆益林、陈家泠学画。1981 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后留校任教，开始做探索



100 101

来一种全新的境界。

一直呆在当代艺术中心纽约的赵春翔，则又是一番景象。赵春翔把当代艺术中的硬边艺术，明艳的色彩，与

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花鸟画象征性符号元素自由组合，这位林风眠的学生为自己另辟一水墨艺术的世界。张书

旂出国之前就以善用白粉之写实花鸟著名，寓居美国期间仍坚持此种画法。

当然，经常游艺美国的刘国松更为大陆所熟悉。这位要革毛笔的命革中锋的命的革命画家，另辟蹊迳，创造

了非笔绘画的百余种新的肌理新的技巧。由于刘国松讲学办展于世界各国及中国大陆各地，故其在水墨画界有着

极大的影响。与刘国松同为“五月画会”成员的冯鍾睿，则把肌理的精细制作与中国书法艺术水墨艺术作了天衣

无缝的结合，在新材料新工具的介入下成就其独具特色的作品。

刘国松的师妹罗芳的水墨画与其说是山水画，不如说是一种带有哲理意味的抽象境界表现的作品。在她的作

品中山水隐隐约约，但或“平远”，或“春光”，或“闪烁”，或“冬”意，以意象境界为主，而不在意于某时

某地之细节具象。这种抽象境界的表现在海外颇为流行，这次展览中之赵准旺、胡奇中、侯北人、刘国松，法国

的赵无极等都有此种倾向。此亦对境界创造的重视，这是海外水墨画家十分普遍的倾向。这与大陆山水画家首重

笔墨全然不同。

这种抽象倾向另一种表现即纯抽象之作。除前述之王季迁、王方宇、冯鍾睿外，还有李华弌、郑重宾，钟跃英。

这三位都是在宣纸水墨中体味中国文化的意味。李华弌糅水墨抽象与拼贴于一体，郑重宾以复杂而独特的肌理呈

现水墨的境界，钟跃英更以传统之水墨洇缊在墨象之抽象中体味中国气韵。

当然，去美国的中国画画家中也有坚持传统中国画画法如杨令茀、傅狷夫、郑月波、刘业昭、袁天一、伏文彦、

刘墉等。但即使这部份画家，也或多或少有变化。例如王昌杰的画。王昌杰的许多作品与中国大陆国画家的作品

并无太大的差别，但在另一些作品如《旧金山全景》中，那种焦点式观察法，明暗光影的精致造型，与“以大观小”

之章法，笔墨浓淡之处理，乃至皴染之法的结合，使其作品中呈现出一种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之奇特境界。颇有“桔

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意味。徐希在美国仍然画他的中国题材，画水乡，重笔墨，然水墨淋漓之中

加入了一些肌理的意味，也颇具新意。

除了技法上的新创外，新材料新工具的使用亦可产生新的风格。刘国松用刷子和可以“抽筋剥皮”的“国松纸”，

及各种工具材料制作肌理。赵春翔用丙烯和螢光颜料，加上宣纸与画布的裱糊并用，让人对作画之自由使用材料

有深刻印象。胡奇中把帆布丶水墨和油画颜料并用，产生一种厚重深沉而斑驳陆离的抽象山水的复杂意味。冯鍾

睿的帆布、水墨、油画颜料的反复制作，也形成一种厚重而复杂精致的肌理效果。胡宏述用帆布与油墨制造水墨

不易达到的特殊效果。这与纸上水质颜料的水墨肌理大相迳庭。郑重宾用水、墨、丙烯和定型剂作出一种抽象肌理，

也独具一格。

海外的华裔画家们在海外坚持水墨的创造，他们的环境与感悟与中国大陆的中国画画家们当然完全不同，对

于“中国画”之是与非亦毫无压力，作画之自由度更大。但作为中华文化水墨文化的一部份，毕竟又有更多的共

同的东西。他们在水墨画上各各不同的思路与创造，当然可以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基础。

《一池砚水太平洋：中国水墨画在美国》

画展印象

由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和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以于右任评张大千水墨之“一池砚水太平洋”

命名的”《中国水墨画在美国》旅美华人水墨展，2013 年 7 月 5 日在浙江美术舘开展。这是海外华人水墨艺术家

在国内第一次集体亮相，是一次让人兴味盎然的展览。

所以让人兴味盎然，是因为这是一些在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和中国画变革思潮中，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过中国大陆中国画界的一批海外水墨画家的集体亮相。你只要听听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了：张大千，王季迁，侯

北人，王方宇、赵春翔，丁雄泉，刘国松……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曾经影响过中国画变革的若干因素，如

抽象表现，如肌理制作，如全新技法的实验，如材料的大胆变革。

中国画的变革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界的头号大事。从 20 世纪初到 21 世纪的今天，都是如此。这种影响最初

来自欧洲，后来受影响于苏联，近几十年则主要来自美国。因此，这批直接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联系的华人

水墨画家的作品，使我们可以对上述影响有一个直接的考察，也可以对今天中国画的发展增加一个参考的角度。

由于这批华人画家在美国，直接在美国文化氛围中创作，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国内中国画画家有不同，亦即他

们既试图保留自己的华人身份，又有融入美国当代文化的考虑。这就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绘画风貌。

从技法变革的角度，张大千的大泼墨大泼彩无疑是最突出的。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居住在旧金山卡梅尔的张

大千，或许受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启发，从中国画的泼墨泼彩传统出发，形成一种寓具象山水于抽象境界的全新画法，

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陆的画坛。目前中国画画坛那种自由淋漓的泼墨泼彩的倾向就直接受张大千的启发。

张大千的老朋友王季迁的画风本较保守，但由于身处纽约，在抽象表现主义风气的影响下，居然也有纯抽象

的作品。克莱因式的刷子刷出的纯抽象作品，让我们一窥艺术与环境的必然关系。张大千的另一位朋友，以研究

八大山人著名的王方宇也画抽象画。丁雄泉本以艳俗风格呈现其对西方文化的回应，这次参展作品是一幅书法意

味的抽象画《龙》。

画展中侯北人的绘画给人深刻印象。这位以大泼彩，肌理制作，抽象结构与山水符号，融汇而成中国宇宙境

界的华裔画家的作品，其大胆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思维，新奇出格的技法，让这位九十多岁的老画家给中国画带

林   木  （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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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水墨《赤壁苍山》
Ruyi’s painting, The Red Cliff

如一水墨《江山卧游》
Ruyi’s paint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参加如一水墨画展的嘉宾：左起：艺术史家高木森、
摄影家何藩、舒建华、旧金山中华艺术学会会长古铣
贤、侯北人、画家如一、美华艺术学会会长林中明
Guests at Ruyi’s solo exhibit. From left: art historian Arthur 
Kao, master photographer Ho Fan, Shu Jianhua, Arthur Ku, 
President of CAASF, master artist Hou Beiren, artist Ruyi, and 
Prof. Frank Lin,President of American Chinese Art Foundation

侯北人先生参观画展
Hou Beiren at the exhibit

如一和陈望衡教授在鉴赏硅谷亚洲艺术中心舘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拓片
Ruyi and Prof. Chen Wangheng appreciating rubbing of the Sutra 何藩题词

Ho Fan’s in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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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立文和侯北人在欣赏上海画家石禅的作品，左为王筱娟
Michael Sullivan and Hou Beiren appreciating Shi Chan’s painting. Wang 
Xiaojuan on the right

苏立文在演讲，并与侯北人对谈
Michael Sullivan having conversation with Hou Beiren

苏立文和胡宏述在探讨技法
Michael Sullivan and Hu Hung-shu discussing technique

苏立文在细看郑重宾《双视图》
Michael Sullivan studying Zheng Chongbin’s painting

苏立文在看刘业昭作品，右为刘兴玳
Michael Sullivan appreciating James Liu’s painting. Diana Liu on the right

苏立文在侯北人画室，惊叹老友的新作山水长卷
Michael Sullivan at Hou Beiren’s studio, amazed by his rec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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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ullivan:there’s a lot going on here in the 
Chinese art world that I don’t know about, but I was 
amazed how it’s grown and how many Chinese artists are 
recognized. ...When I first started studying Chinese art, 
average attitude of Westerns to modern Chinese art was 
either they’re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and that’s not 
very interesting, or they’re copying the West. Well, there 
was bit of copying the West, but this copying of the West 
was not just copying of the West. I think it’s a discovery 
of a new world of art. It was an explosion of Chinese 
Art,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West, of so that 
Chinese could take, what they wanted and needed from 
the West to express themselves. On one hand, there’s 
fascination of Western ar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ing 
self-confidence...these two forces conflict each other.

Shu Jianhua: In 1940s and 50s, when most Western 
scholars were focusing on classic Chinese paintings, such as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y did you focus o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s?

Sullivan: I’m interested in Yuan and Ming painting too, but the chief reason is a very personal one. I was in 
Chengdu in mid-1940s, my wife and I met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artists, who were come up from Shanghai, and we 
became greatest friends, from whom I learnt a great deal from Ding Cong, Wu Zuoren, etc. Pang Xunqin told me who 
were the important artists and what was happening and he among the young artists, there’s one you should look out for 
in the future, Zhao Wuji.

Shu Jianhua:you said many times, that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painter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ved in the America”, why do you think so and say so?

Michael Sullivan: because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live. (laugh) I think another reason is that American culture is 
very free, and coming from a culture that is bogged down...The stage of China was very bad, the civil war period, and 
the Mao period, to come here is a great liberation, you could do what you like, and the stimulus of a free society is a 
tremendous affection too. I think there is another factor that people in Americas a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appreciate 
Chinese paintings so much more. The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artists of the New York School St. Francis or 
Jackson Pollock were blacked out in 1950s and 60s, that was the point when Westerners were beginning to appreciate 
abstraction and abstract expressionism, and if you look at many modern Chinese paintings, the use of a brush in the 
abstract expressionist way is very natural indeed, it’s naturally growth out of tradition, and that’s stimulated by the New 
York School in 1950s. 

2013 年 3 月 22 日舒建华主持苏立文教授演讲会，介绍 Michael Sullivan 中
文名字，起初是“苏利文”，后改“苏立文”，“利”“立”之别，正是
“谋身”和“立身”之异
Mar. 22, 2013, Shu Jianhua MCing Prof. Michael Sullivan’s lecture, introducing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atter’s name, first meaning”make a living on Chinese arts”, 
then changed into “ make a life on Chines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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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和画家家属在王昌杰巨制《旧金山全景图》
Wang Chang-chieh’s panorama painting of San Francisco

左起：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董事李颐萱和夫人、剧作家沈悦、旧金山
世界日报社总编黄美惠和舒建华舘长
From left: Board Dir.of Asian Art Museum in S.F. David Lee and his wife, Joyce 
Hsu, editor of The World Journal in S.F. Huang Mei-Huei and Shu Jianhua

《水墨时刻》三位策展人和高木森教授，左起：高木森、强森、舒
建华和张子宁
Prof. Arthur Kao and three curators of The Moment for Ink, from left: Arthur 
Kao, Mark Johnson, Shu Jianhua and Joseph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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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时刻》旧金山州大美术舘展场开幕，左起：张葆罗、侯北人、舒建华、吕明
The opening of Moment for Ink at Gallery of SFSU, from left: Paul Chang, Hou Beiren, Shu Jianhua and Lu Ming

旧金山州大美术舘舘长强森和冯鍾睿（中）、舒建华
Fong Chung-ray(middle) and his painting at Gallery of SFSU, with Dir. Mark D. Johnson and Shu Jianhua

《水墨时刻》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展场
The Moment for Ink at Chinese Culture Center in S.F

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参观画展
Dong Guoqiang, President of Council Auction in front of Wang Chang-chieh’s painting

美术史家林木教授和夫人参观画展
Art historian Lin Mu and his wife visited the Moment for Ink exhibition at the Art Center

《水墨时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展场
The Moment for Ink at Asian Art Museum of S.F., 
focusing on Chang Shu-Chi,Wang Yachen and Wang 
Ch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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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农历新春佳节特展开幕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exhibition

侯北人为大家挥写春联 , 右起：张韵琴、陈秀珊、徐心如、
傅先生、侯北人、黄春丽、马士敏
Hou Beiren wrote the couplets to celebrate the Spring Festival, 
from right: Mary Hou, Susan Chan, Xu Xinru, Mark Fu, Hou 
Beiren, Julie Holding and James Mah

臺靜農《疏影》圖
Red Blossom painting by Tai Jingnong

伏文彦与丁丁电视创办人丁维平（左）和无线 26 台《今夜有话要说》
主持人郑家瑜（右）
Fu Wenyan and Jiayu Jeng(right), hostess of Talk Tonight Show of KTSF26,and 
Diana Ding of DDTV

刘惠如和《红梅》，右为易彬文
Stephen Yee and Hui Liu of her red plum blossom painting

四代人的春天
The spring for four generations

伏文彦和舒建华舘长
Fu Wenyan and Shu J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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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芳画展现场
Exhibition of Lo Fong and Shen E-Cheng

罗芳作品
Painting by Lo Fong

罗芳教授曾为溥心畬先生助教，在鉴赏溥先生飞白书。左为徐心如
Lo Fong (seated) who was assistant of Pu Ru in 1960s appreciating Pu Ru’s style 
with Xu Xi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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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彬文 ( 左一）巨幅绢本荷花图
Huge size lotus painting on silk by Stephen Yee(first from left)

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右二）和匡时美国代表吴桐（左一）参观易彬文
画展，右一为徐心如
From left: Wendy Wu, representative of Council Auction in U.S.,Stephen Yee, Dong 
Guoqiang, President of Council Auction, and Xu Xi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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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北人与胡宏述
Hou Beiren and Hu Hung-shu

胡宏述与阮大仁（右）
T.Z.Yuan(right) and his old collection of Hu Hung-shu’s painting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与胡宏述
Academician of Taiwan Central Academy P.H.Ting(right) with Hu Hung-shu

企业家王大壮和夫人（右一右二）和作家吴玲瑶（左一）
Entrepreneur Stanley Wang and his wife (1st and 2nd from right) and 
writer Wu Linyao (first from left) in the exhibit

何藩参加画展开幕，左为徐心如
Photography artist Ho Fan and Xu Xinru

冯鍾睿（左）与胡宏述
Fong Chung-ray (left) talking to Hu Hu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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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钦哲艺术中心总经理彭辰、浙江旅游集团董事长卢步东、华日集团董事长陈力君、浙大企业成长中心主任
刘云，舒建华
From left: Peng Chen, General Manager of Qinzhe Art Center, Lu Budong, President of Zhejiang Touring Group, Chen lijun,President 
of Hangzhou Huari Group, Liu Yun, Dir.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Shu Jianhua in the West Lake Art Fai

浙江美术舘舘长马锋辉（右）和研究
部主任尹舒拉
Dir.Ma Fenghui (right) and research fellow 
Yin Shula (left) of Zhejiang Art Museum 
watching paintings of Hu Hung-shu

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来参观并购藏郑重宾祖品
Dong Guoqiang, President of Council Auction in Beijing came to acquire Zheng 
Chongbin’s work

郑重宾作品吸引众多美院的师生
Zheng Chingbin’s white ink painting amazingly attracts young visitors

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和舒建华舘长及舘长助理徐心如
Chen Wangheng (middle) of Wu Han University in the Art Fair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在 2012 年杭州西湖艺术博览会展场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exhibits at West Lake Art Fair

设计师梁珊
Liang Shan with poster she designed

冯鍾睿作品首次与大陆观众见面
Fong Chung-ray’s painting first time attracts visito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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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琳在演讲她研究王季迁古画鉴定的心得
Kathy Yang sharing her study on C.C.Wang’s connoisseur-ship 
on classic Chinese painting

伏文彦与王季迁先生熟悉，向杨凯琳展示王先生的书法
Fu Wenyan who knows C.C.Wang pretty well, showing Wang’s 
calligraphy for him to Kathy Yang

杨凯琳在鉴赏徐渭草书，左二为中国嘉德拍卖美国代
表于大明
Kathy Yang appreciate Xu Wei’s cursive calligraphy with Yu 
Daming (2nd from left),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Guardian 
A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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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刘海粟艺术舘普陀区分舘舘长杨定
彪（左三）来举办《写意苏州河》画展
“The Spirit of Suzhou River” presented by 
Shanghai Liu Haisu Art Museum Putuo 
Branch, Dir. Yang Dingbiao (3rd from left) is 
on the opening with guests

Sandy Miller 和张黎瑾夫妇
Vinie and Sandy Miller in front of the flower 

painting of Chen Peiqiu

评论家李庆西、文敏夫妇参观展览
Critic Li Qingxi and his wife Wen Min visiting the exhibition

浙江美术舘舘长马锋辉参展的水墨作品
Ink panting by Ma Fenghui of Zhejiang Art Museum

宋大勇与徐心如
Xu Xinru and artist Michael Soong

侯北人先生致辞
Hou Beiren attend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张子宁为画展写序致辞
Joseph Chang prefaced th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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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北人师生展
2013 ASACA exhibition

侯北人泼墨山水怀黄宾虹先生
Hou Beiren’s splashing ink painting 
in memory of Huang Binhong

徐心如和侯北人夫妇
Xu Xinru and Hou Beiren and Mary Hou

美术史家丁羲元赞侯北人为“当今泼彩王”
Art historian Ding Xiyuan’s poem saying Hou Beiren” 
King of splashing color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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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灵山在演讲
L i n  S h a n  f o c u s i n g  o n 
Chinese urban labor

中国城市劳工有问题研究专家 Michelle Loyalka 在演讲
Michelle Loyalka, author of Eating Bitterness on lecture

灵山《打工去》
Go To City, by Ling Shan

马白水水彩   Watercolor by Ma Baishui

杭鸣时水彩   Watercolor by Hang Mingshi

章德甫水彩   Watercolor by Zhang Defu.杭鸣时水彩   Watercolor by Hang Mingshi 

姚菊敏水彩   Watercolor by Yao Jumin 卢承庆水彩   Watercolor by Lu Che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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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励生草书
Cursive calligraphy by Fu Lisheng

王海婴油画鸢尾花
Iris, by Haiying Chen

萧日明作品
Painting of Xiao Riming

陆源师生展
Exhibition from studio of Jeff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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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北人序言
Preface of Hou Beiren for Yu Chu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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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准旺作品
Painting of Zhao Zhunwang

美华艺术学会展览，高木森作品
Painting of Arthur Kao at the American Chinese Art 

Foundation annual exhibition

摄影家刘荣黔在演讲
Photography artist Lew Yung-Chien on lecture

于君慧作品
Painting of Yu Chun-hui

于君慧作品
Painting of Yu Chu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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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鍾睿和冯友竹联展。左起：徐心如、冯友竹、何藩、冯鍾睿
Artists and guests,from left: Xu Xinru, Fong Yu-chu, Ho Fan and Fong Chung-ray

艺术史家张子宁出席开幕
Art Historian Joseph Chang at the opening

林文月教授细看冯鍾睿画
Prof. Lin Wenyue studying Fong Chung-ray’s recent painting

古铣贤（左）与冯鍾睿
Arthur Ku(left) with Fong Chun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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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傅狷夫草书。
Cursive calligraphy by Fu Chuan-fu.

52-5：傅狷夫草书。
Cursive calligraphy by Fu Chuan-fu.

蒋云仲先生在致辞
Chiang Yun-Chung speaking at Memorial Exhibition of Fu Chuan-fu

傅狷夫自 1990 移居加州，2007 年去世，他和夫人在飞梦草堂
Since 1990, Fu Chuan-fu and his wife have been living in CA, naming his 
studio “Flying Dream”, and passed away in Fremont 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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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建华舘长与张书旂家属
Ernie Chang and Gordon Chang (middle) with Curator Shu Jianhua

张书旂 1957 年在旧金山去世。2012 年的《张书旂在加州》是他去世后首次在美
国的画展。开幕嘉宾，左起：浙江美术舘舘长马锋辉、张书旂长子张少书、次子
张美生、中国旧金山驻总领舘文化参赞孙建华
Chang Shu-chi in California is the first exhibition of Chang in U.S. since his death 1957 in S.F., 
guests at the opening, from left: Ma Fenghui, Dir.of Zhejiang Art Museum, Gordon & Ernie 
Chang, sons of Chang, Sun Jianhua, Cultural Counsel of Consulate-General of P.R.China in S.F

王海婴捐赠给张纯如基金会的作品《花样年华》（To Iris）, 张纯如父母张绍进、张盈盈出席开幕。张纯如
英文名字恰好为
Iris.Haiying Chen donated her oil painting of iris to Iris Chang Foundation founded by Chang Shao-Chin and Chang Yingying

旧金山中华艺术学会会长古铣贤致辞
President of CAASF Arthur Ku at the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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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建华受张书旂家属委托运送 53 幅捐赠的张书旂画作品到浙江
美术舘
Shu Jianhua entrusted by Chang Shu-chi family in the U.S.to ship the 
donation of 53 paintings of Chang to Zhejiang Art Museum

2012 年 2 月张书旂家属在艺术中心与浙江美术舘签署无偿捐赠 53
件张书旂作品的协议书
Family members of Chang Shu-chi signed the donation agreement with Dir. 
Ma Fenghui (second from left) of Zhejiang Art Museum at Art Center on 
Feb.2012

浙江美术舘举办张书旂画展
Chang Shu-chi’s painting exhibition at his home provincial museum 
of Zhejiang



150 151

徐渭狂草书李白诗
Xu Wei’s cursive calligraphy of Li Bai’s poem

2012 年 10 月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高级研究员张子宁（左一）与台北故
宫书画处原处长王耀庭（中）等在鉴赏徐渭草书
Joseph Chang (left), senior research fellow in Asian Art Museum of S.F., and Wang 
Yao-Ting, former Dir. of Painting & Calligraphy Dept. In Tai Pei Palace Museum, were 
studying the speedy cursive calligraphy of Xu Wei at the Art Center in Oct. 2012

龙年新春书法展。
Th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to celebrat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of dragon in 2012

无线 26 台《今夜有话要说》龙年特别节目
Shu Jianhua in the Talk Tonight Show hosted by Jiayu Jeng to celebrat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of Dragon

中间左图：左起：刘建铭、袁蕾、侯北人、刘国伟
From left; Michael Liu,Yuan Lei, Hou Beiren and Garry Law

明代米万鍾书法
Calligraphy of Mi 

Wanzhongof Ming 
Dynasty

溥心畬飞白书“雕龙”
Carving Dragon, calligraphy by Pu Xinyu in special skill called “white f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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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北人书法
Calligraphy of Hou Be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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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驻旧金山经文处处长江国强 （左四）
出席廖继崇（右三）油画展开幕 
Chiang Kuo-Chiang (forth from left), Dir. of Tai 
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in S.F. attended 
Liao Chi’s first solo exhibition 

黄君璧书法
Calligraphy of Huang Chuan-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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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森教授与侯北人
Mark D. Johnson, Directer of SFSU Gallery with Hou Beiren

冯鍾睿参观侯北人画展
Fong Chung-ray(right) visiting Hou Beiren’s exhibit

侯北人作品《望江亭》
The Pavilion Riverbank, by 
Hou Beiren

李可梅教授细看侯北人作品
Li Kemei studying Hou Beiren’s painting

邱振中教授细看侯北人作品
Prof. Qiu Zhenzhong studying on Hou’s splashing color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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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用左手为幸存的第三敢死队队长莫纪彭写的介绍信
After the defeat of 1911, uprising of Guangzhou, Huang Xing wrote this recommend 
letter left-handed for Mo Jipeng, the survival leader of Third Expen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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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

孙建华文化参赞出席辛亥百年纪念展开幕
Sun Jianhua, Cultural Counsel of Consulate-General of P.R.China in S.F. at the grand opening

加州众议员方文忠（中）与广州起义第三敢死队队长莫纪彭孙女莫兆霭
California Congressman Paul Fong (middle) with Margaret Kung, grand daughter of Mo 
Jipeng, the leader of Third Expendable in 1911 Uprising of Guangzhou

阮大仁在演讲民国书法
T.Z.Yuan spoke on modern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中央美术学院邱振中教授在演讲
Lecture by Prof. Qiu Zhenzhong of Central Academy of Art from Beijing

王世杰家人在王世杰书法前
Family members of Wang Shih-chieh and his calligraphy works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舘舘长邵东方参加开幕
Dir. Shao Dongfang of East Asian Library at the opening of 
the exhibition

伏文彦在看于右任早期墨宝
Fu Wenyan appreciating early works of Yu Youren

舒建华访问黄兴女婿薛君度教授
Shu Jianhua visited Prof. C.T.Hsueh, son-in-law of Huang Xing

辛亥百年纪念展筹委会成员，左起：杨俊龙、张梅驹、高木森、黄兴孙女黄仪庄、林中明、古铣
贤、蒋云仲、舒建华
Committee fo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1911 Revolution Celebration Exhibit, from left: Saul Yeung, Mei-Chu 
Chang, Arthur Kao, Helen Huang, grand daughter of Huang Xing, Frank Lin, Arthur Ku, Chiang Yun-Chung, Shu 
J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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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宾画展，右起郑重宾、张黎瑾、Sandy Miller 和陈畅
From right: Zheng Chongbin, Vinie Miller, Sandy Miller and Abby Chen

侯北人细看郑重宾画
Hou Beiren studying Zheng Chongbin’s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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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宾《双视图》
Double Views, by Zheng Chong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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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法演讲《张大千的美国岁月》，左起：王亚法、吴桐、伏文彦、张韵琴、侯北人
Scholar Wang Yafa lectured on Chang Dai-chien in America, guests from left:Wang Yafa, Wendy Wu, Mary 
Hou, Hou Beiren

伏文彦书法
Calligraphy of Fu Wenyan

画展期间恰有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来访，右一为湖北劲酒董事长
吴少勋，右二为北京长城企业战略总经理武文生
Wu Shaoxun (first from right), President of Jin Brand Co., and Wu 
Wensheng, General Manager of GEI visiting th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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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大隐伏文彦

舒建華   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伏文彦先生 94 岁了。清癯、修长，真像虚谷上人笔下的鹤。他目光清澈有神，走路轻快，提笔写小字，手一点都不抖。

蛇年新春初一下午，他来到我们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为大家写了三十幅斗方和春联，连续三个小时，不见倦意，真让人

惊叹。我对旧金山湾区的两位著名电视主持人郑家瑜和丁维平说：“山上哪有神仙，神仙就在咱们身边。”

伏老是 1989 年 6 月 26 日从上海移居旧金山的。中间除短暂回国探亲访友外，几乎都在旧金山，和夫人李璞如女士

安居在市中心商业大道附近的一个老年公寓的 5 楼。门口有一块小牌“可定居”。小画桌放在大窗台边，外边没有高楼

遮挡，一眼望到远处的山峦，阳台上本来栽了棵很好的梅花，后来送了人。左手书柜上方是谢稚柳先生手书的“可定居”，

下面是伏先生来美不久和王季迁先生的合照。右手的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放了他的恩师张大千先生的 2 张照片，一张是

黑白的，1947 年大千居士布袍长髯，目如点漆，精光四射，照片边上是大千先生的手书“文彦仁兄惠存”。另一张是

大千居士和夫人徐雯波在台湾摩耶精舍赏梅的彩色合影，边上也是大千先生的亲笔题跋。

伏先生语气细缓，唯独在提到大千先生的时候，每次都变得激动，在“大千先生”前面一定要加“我的老师”。在

大风堂弟子中，他是最受大千先生器重的，可以在老师的内室细细观赏大千先生新得的重宝《韩熙载夜宴图》。“那天

群客散毕，我的老师大千先生单独留我下来，带我去里边的小书房，展开《韩熙载夜宴图》让我仔细看，并特别点醒我，

‘你看画里边内室的锦被是凌乱的，说明主人的放佚’”。1949 年初，大千居士离开上海时，特意把伏文彦和陈从周找来，

郑重地把大风堂门人印和通讯录交给他们保管，在“文革”中，伏文彦被打成“反革命”，饱受凌虐，藏品被劫掠，那

方印自然也保不住。每每想起，伏文彦都痛心不已。

伏文彦，字子美，1920 年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任丘。父亲是海军军官，家境优裕，1938 年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

校攻读中西绘画和音乐，得到校长汪亚尘器重，招为入室弟子，让其放弃西画，专攻国画。1946 年汪亚尘移居美国前，

见伏文彦倾慕张大千，将其引荐给张大千，遂又成为大风堂入室弟子。拜师前伏文彦将自己 23 岁时画的一张清初石溪

风格的山水画呈上，张大千看后颇为赞许，并随兴提笔，用淡墨在远山间点染数笔，“一霎间云山的氤氲之气就跃然纸

上，让我顿时体会到什么叫夺造化之功，这张画我一直珍藏至今”，伏文彦动情地说。1946 到 1949 年，是张大千精品

叠出的盛年期，在上海就办过四个大展，每次都是一百张画作，作品都是吸收敦煌壁画和宋代绘画精粹、又有强烈个人

风格的精工之作。伏先生如入宝山，在张大千身边，专心看老师画，恭听老师的言谈，花大力临摹老师的作品，一丝不

苟、分毫不差地把老师的许多代表作《文会图》《蕭翼赚兰亭图》《贵妃上马图》《天竺舞女图》，都用白描勾线的方

法临摹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体会到老师的画境、画理，而不是浮浅地看过就算，我当时年轻，就是喜欢，经常

企业家臧大化（左二）夫妇参观台北故宫精印本《富春山居图》手卷
Entrepreneur David Tzeng and wife (first and second from left) viewing the copy of 
Fu Chun Landscape made by Taipei Palace Museum

侯北人和学生参观展览
Hou Beiren and his students

舒建华与罗芳教授在无线 26 台《今夜有话要说》节目，与主
持人海翔谈《富春山居图》
Lo Fong and Shu Jianhua in Talk Tonight Show of KTSF26 on Fu Chun 
Landscape Painting. Hosted by Jaron Lin

伏文彦在老师张大千和郑月波合画《鱼乐图》前，张大千之孙
张为先摄影
Fu Wenyan backed by painting of Fish & Lily Lotus co-painted by his 
mentor Chang Dai-chien and Cheng Yet-Por. Photography by Wei Chang, 
grandson of Chang Dai-chien



174 175

勾稿到凌晨 3 点钟。许多作品，我是在

老师的小画室里勾的，也有些是老师许

可借回家勾的。这样前后临了六七十幅

之多。” 这批画稿大陆“文革”时抄

家被没收，“文革”结束后居然完好无

损地发还。1989 年伏先生移居美国时，

携来旧金山，2010 年春，在硅谷亚洲

艺术中心展出过，惊动一时。许多资深的藏家尤其是张大千作品的藏家，看完展览后，叹服不已，并且也有惊悚之感。

94 岁高龄的侯北人先生说：“伏先生清癯有骨，淡定从容，画如其人，是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纯洁和可贵之处。”我深

以为伏先生留下的这批画稿，在研究、鉴定张大千盛年时期的绘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伏文彦说：“我很幸运能成为

汪先生和张先生的入室弟子，我的书斋取名‘风云楼’，有亲戚笑话我，说你不是风云人物，叫什么‘风云楼’，其实

我是从汪老师的‘云隐楼’和张老师的‘大风堂’各取一字，表达对他们的思念。尤其是张老师，1949 年一别，此生

再无见面。他再三告诫我学画不要专守一家一法，而是转益多师，最后要有自己的面目”。展览开幕时有观众问伏先生

六十多年后如何看当年的画稿，伏先生说：“画画就是以画为乐，我当年下大力气跟张老师学画，很快乐，一点也不觉

得累。”2012 年夏，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剩山图》合璧展，原大精印一批复制件来美国展出，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有幸展销这批珍贵的复制件。我特别请伏先生来讲解和现场。伏先生非常高兴答应了，并说：“当年

我们学画，下限就是元四家。如果学明四家或清代的四王，那是没出息的。对元人的笔墨气韵，我还是心里有数，笔下

有底的。”那天，伏先生当场濡墨提笔，在 20 分钟内，自出胸臆，把《剩山图》再现出来。下笔精到，缓急有节，一

气呵成，观者环堵，无不叹服。

伏文彦先生到了旧金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拜访大千居士在旧金山以南 3 小时车程的故居环蓽庵。老师长矣已，

所幸张夫人还在。2011 年春我和张大千研究专家王亚法一起陪伏先生重游卵石滩的 17 英里海岸线（17 Miles in Pebble 

Beach）景区时，伏先生依然深情地说：“我能感受到老师的呼吸 ”。移居加州，给伏先生书画创作带来新的契机。1995 年，

他完成了一批榜书作品，都是单字，如“德”“道”“禅”“佛”等凝聚中国文化精髓的字，气势磅礴，写在四尺整张

的宣纸上，“我当时快 80 岁了，试试我自己，还有没有力道，感觉还不错。”很多都送了人，剩下 10 张，他送给了我

们硅谷亚洲艺术中心。1997 年他举办了画展，其中大幅的黄山风景《山高水长》，集中体现了他的功力，气韵、结构和

笔力，都堪称上乘。1999 年旧金山州立大学美术舘举办《张大千诞辰百年纪念展》，展出 20 多幅大千居士中期和晚期

的代表作，雄穆苍浑、神秘莫测的泼彩山水如《秋岚夕照图》《瑞士雪山图》，尺幅巨大，让伏文彦震撼不已，沉浸其

中，久久思索。2011 年开始，他积三年之力，创作了一幅丈二长的青绿手卷《黄山风云图》，境界宏大，笔墨浑厚苍润，

洋溢着朴拙之气，是他晚年的代表作。这幅代表作将在今年 7 月 5 日开幕的浙江美术舘举办的《水墨时刻：创新在美国》

的大展中会首次展出，以证金山大隐伏文彦先生，耄耋之年在美国的创新能力。

伏文彦临《富春山居图》局部
Detail of painting of Fu Chun Landscape by Fu Wenyan 
after Huang Gong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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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黎（左）夫妇与吕钟扬（中）
Writer Lily Hsieh (left) and husband visiting Lu Zhongyang’s exhibition

吕钟扬书法
Lu Zhongyang’s calligraphy

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与王世杰之孙王敬群在研究王氏珍藏王蒙《秋壑鸣泉图》
President Dong Guoqiang of Council Beijing (first from right with J.C.Wang, grandson of 
Wang Shih-Chieh studying Wang Meng’s hanging scroll painting Waterfalls in Autumn

王世杰藏王铎纸本草
书 唐 诗 卷，2011 年 北
京匡时秋拍以 2350 万
元人民币拍出
W a n g  D u o ’ s  c u r s i v e 
calligraphy hand scroll on 
Tang poem from Wang 
S hih- chieh  co l le c t ion 
w a s  re a l i z e d  a t  p r i c e 
o f  2 3 , 5 0 0 , 0 0 0  R M B 
on Dec.2011 at Beijing 
Council Auction

王世杰藏王蒙《秋壑鸣泉图》
局部，此幅与《青卞隐居图》
均为狄平子旧藏
Waterfalls in Autumn by Wang 
Meng from Wang Shijie Collection, 
was from Di Pingzi’s collection as 
Wang Meng’s masterpiece Hermit 
in Qingbian Mountain

张大千《仿沈周庐山高》2011 年 6 月在北京匡时拍卖以 920 万元人
民币成交
Painting Lushan Mountain after Shen Zhou by Chang Dai-chien was realized at 
price of 9,200,000 RMB in June 2011at Beijing Council Auction

王季迁之孙王义强在鉴赏王
世杰珍藏吴镇山水手卷
Andrew Wang (seated), grandson 
of C.C.Wang was appreciating Wu 
Zhen’s landscape handscroll from 
Wang Shijie’s collection

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在挥毫
Dong Guoqiang, President of Beijing Council Auction International, brush 
writing at the Ar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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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真（左）与妹妹王平平
Painter sisters, Wang Zhenzhen (left) and Wang Pingping

王真真作品
Painting of Wang Z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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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明（右）与李林德教授。
Frank Lin (right) with lecturer Lindy Mark

高科技企业人士祝开景博士在演讲《西园雅集新考》
Dr. Kai-Chin Chu from high tech sharing his research on “The Elegant 
Gathering of the West Garden”

江兆申书法
Calligraphy by Jiang Zhao-shen

舒建华在演讲张宗祥书法艺术
Shu Jianhua introducing calligraphy works by Zhang Zong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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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北人捐赠青树教育基金会义卖的作品
Hou Beiren donated his calligraphy work to charitable auction

青树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彭丹平（左）在预展现场。背后齐白石赠赵棣华
墨虾图，以 22 万美金成交。由丁维平（右二）创办的丁丁电视直播
Peng Danping, leader of Evergreen Education Foundation (first from left) in front of 
Qi Baishi’s shrimp painting to Zhao Dihua.The painting was hammered at $220,000. 
This charitable auction was live on DDTV created by Diana Ding (second from right)

伏文彦捐赠榜书《德》给青树教育基金会义卖。
Fu Wenyan donated his calligraphy work for the charitable auction

侯北人现场挥毫
Hou Beiren wrote a calligraphy for the bidder

舒建华接受无线 26 台新闻节目采访
Shu Jianhua was interviewed by news reporter of KTSF26

溥心畬赠赵棣华山水，以 7 万美金成交。溥心畬山水的得主与
溥心畬弟子蒋云仲先生
Pu Xinyu’s landscape painting to Zhao Lihua in 1948, hammered at 
$70,000, the bidder (left) with Pu’s student Chiang Yun-Chung (middle) 
and Shu J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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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镇海口小景》，有侯北人、伏文彦边跋
Pan Tianshou’s landscape painting on Zhenhai, inscriptions by Hou Beiren and Fu Wenyan

潘天寿赠王世杰《双清图》
Bamboo and orchid painting to Wang Shih-chieh  by Pan Tianshou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在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作品的鉴定、研
究上成就斐然。潘天寿中期力作《八哥图》
The Art Center is highly reputed on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masters. Two Birds, by Pan Tianshou

2010 年 4 月，硅谷亚洲艺术中心舘长舒建华代表侯北人先
生出席辽宁博物舘举办的《梦里家山——侯北人画展》
Apr. 2010, Shu Jianua attended Hou Beiren painting exhibition in 
his home provincial art museum in Liaoning

2010 年 3 月，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促成了杭州籍书画大家
傅狷夫家人向浙江美术舘捐赠大批书画
In Mar. 2010, by the co-operation of Art Center, Fu Chuan-fu 
family donated mas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of Master Fu to his 
home city museum: Zhejiang Art Museum

苏立文和侯北人在鉴赏潘天寿作品
Michael Sullivan and Hou Beiren appreciating painting of Pan Tianshou

2010 年 2 月，斯坦福大学博物舘举办现代四大家吴昌硕、
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画展，其中潘天寿作品是首次在
美国大规模展出，在开幕式上，左起：创业家徐大麟、潘
公凯、沈悦、舒建华
In Feb. 2010, Cantor Arts Center o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ented 
exhibition of Four Masters: Wu Changshuo, Qi Baishi, Huang 
Binhong and Pan Tianshou, and Pan’s paintings were first time 
showcased in the U.S., Shu Jianhua attended the opening with Pan 
Gongkai, son of Pan Tianshou (second from left) and entrepreneur 
Hsu Ta-lin and Joyce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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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勤教授和张汝惟、王允文夫妇
Sun and collectors William and Anna Zhang

昔日台湾学生叶锦娣、阮立娜母女专程从华盛顿地区来参加孙先生画展
Ms. Yeh Jindi and daughter Lena Yuan who learned painting from Sun Chia-chin in early 
1960s in Taiwan, flied from D.C. To attend the opening

孙家勤演讲《八德园岁月》
Sun Chia-chin is on lecture of Bade Garden with 
his Mentor Chang Dai-chien

2012 年 5 月孙家勤教授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画展，同年 10 月不幸去世。硅
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追思会
Prof. Sun Chia-chin suddenly passed away in Oct. 2010, just 5 months after his first solo 
exhibition at the Art Center.The memorial for him at the Art Center

孙家勤初见侯北人夫妇。
Sun Chia-chin first met Hou Beiren and wife Mary Hou

孙家勤画展开幕，左二位蒋云仲，右二为彭滂沱
The Grand opening of exhibition,Chiang Yun-chung(2rd from left),and Manfred 
Peng(2rd from right)

右起：罗芳、孙家勤、赵荣耐夫妇、桂健夫妇、高木森
From right: Lo Fong, Sun Chia-chin and wife Nancy Sun, John Kwei and wife, and 
Prof. Arthur Kao

林文月（右四）出席孙家勤画展开幕
Prof. Lin Wenyue (forth from right) attend Sun Chia-chin’s painting exhibition

超星数字图书舘总经理朱平收藏孙家勤作品
Max Zhu of Surreader collected Sun Chia-chin’s painting

伏文彦欣赏孙家勤画展。林中明摄影并题解
Fu Wenyan’s appreciation on Sun’s painting. Photo and text by Frank Lin

2010 年 5 月离开艺术中心前，
孙家勤在太老师曾熙墨迹前沉
思。曾熙晚年喜得弟子张大千，
誉为 : “年才弱冠，精鉴若此，
吾门当大。”张大千晚年也同
赞孙家勤曰：“晚得此子，吾
门当大。”
Before he left for Taiwan in May 
2010, Sun Chia-chin thought a lot 
in front of the couplets by Zeng Xi, 
mentor of his mentor Chang Dai-
chien. Zeng Xi in his later years ever 
praised Chang Dai-chien: “ he had 
such marvelous connoisseurship on 
Chinese classic painting, and I am 
proud of him.（”Chang Dai-chien 
also praised on Sun Chia-chin: “I 
am so proud to have a such talented 
student in my later years.”

孙家勤接受丁丁电视访谈，右为主持人丁维平 
Sun Chia-chin interviewed by Diana Ding of D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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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著名创业家李信麟（左）艺术中心出席好友王大壮（右）的《田长霖
讲座》，此讲座由美西玉山科技协会创办，邀请硅谷知名华人高科技创业
家分享事业和人生的精粹，为纪念教育家田长霖教授专设，2004 年秋开始
在艺术中心举办
Forum Tien sponsored by Monte Jade Science & Technology Association(West), 
inviting the seasoned entrepreneurs to share their Silicon Valley expedition with young 
generation engineers, started in Fall 2004 at the Art Center, David Li (left) joined the 
lecture by his close friend Stanley Wang

胡正明（左一）画作参加龚行宪（中）和舒建华策展之玉山科技
协会的艺术展
Calvin Hu (left) presented his painting at Monte Jade art exhibition 
curated by noted entrepreneur Hsing Kung(middle) and Shu Jianhua

侯北人在《九十求变》演讲中与硅谷高科技人士畅谈他的创新
Hou Beiren sharing his renovation on art with engineers and art lovers in 2009

硅谷系列创业家陈沣与侯北人
Serial entrepreneur Lee Chen talking to Hou Beire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前主播和高科技媒体知名人士 Jena Smith( 左
二）在艺术中心
Jena Smith (second from left), the noted high tech media reportor and 
former anchor of ABC at the Art Center

曾任惠普高级副总裁的杨耀武和家人在夫人陆萍的画作前
Ed Yang, former Senior VP of HP and his family backed by painting of his wife Grace Yang

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在演讲。
President Fan Jinshi of Dunhuang Academy in China at the Art Center for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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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寺时，我说佛光寺非常有名，是目前中国仅存的唐代地面建筑时，他简直乐开了花。中兴电脑董事长杨俊龙 1980 年代初在伯克莱大学

攻读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遇上了个人电脑的兴起，就辍学开始创业，使中兴电脑成为硅谷地区最大的私营电脑连锁商，2004 年杨先生

和夫人叶燕卿一起捐赠 100 万美圆，在伯克莱大学新建的田长霖大楼内东亚图书舘中设立“杨俊龙、叶燕卿艺术史展览厅”，同时又在

位于硅谷中心位置的中兴电脑大楼顶层设立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硅谷亚洲艺术中心 500 平方米的展厅，平均每月 2 场艺展，6 年来，先

后为林学善、牛克思、沈耀初、王己千、张大千、郑月波、傅狷夫、侯北人等前辈和当代艺术大师以及新一代艺术家举办 100 多场展览，

成为硅谷地区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展览中心。2010 年 3 月与硅谷最重要的华人科技组织美西玉山科技协会联合举办 2010 年 3 月《美好生

活——美西玉山科技协会会员和家庭成员艺术创作展》。

2003 年春，我参加亚美科技商会的年会时，遇见了韩裔创业家李锺文，他年逾七旬，精力弥满，喜欢开跑车，有很高的中文修养，

阅读、书写都很流利，我当时指着他名片上 Chong-Moon Lee 说“你有没有中文名字”时，他顺手就把中文写出来，书法见功力。李锺

文早年成功创办过 Diamond Multimedia Systems，后来又创办 AmBex 风险投资公司。他的壮举是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捐赠了 1600 万

美圆，亚洲艺术博物舘新舘因此也命名为 "Chong-Moon Lee Center for Asian Art and Culture"。我问李锺文如此巨额捐赠，动力是什么 ?

他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是西半球最大的亚洲艺术博物舘，亚洲艺术品的藏量只仅次于大英博物舘，身为亚洲人，在西方创

业取得成就，对自己的母文化有所报答，也是人之常情。”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旧舘在金门大桥附近的迪扬博物舘内，2003 年政府耗

巨资迁入市政府对面的新舘中，得到硅谷企业家的大力赞助，Yahoo! 的创办人杨致远也捐赠 450 万美圆。杨致远热爱中国古代艺术，收

藏不少明清的书法珍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在 2006 年举办过他的书法收藏展。2007 年 10 月，中国敦煌艺术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王

旭东副院长访问硅谷，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敦煌保护和数字化工程的学术报告，并与杨致远等重要创业家会谈，取得相当的成果。

2008 年，斯坦福大学博物舘在舘长顾问 Sandy Miller 的支持下，杨晓能博士出任斯坦福大学博物舘亚洲舘舘长。Sandy Miller 是硅谷重量

级的风险投资家，出任过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的董事。他对我说因受父亲的影响，一度喜爱日本的艺术。Sandy Miller 后来与来自上海

的也是做风险投资的张黎瑾结婚后，开始喜欢中国艺术，夫妇俩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收藏中国绘画。2007 年他和夫人去杭州旅行，偶尔参

观了潘天寿纪念舘，完全被潘天寿霸悍雄健的气势给镇住了。杨晓能博士上任后举办的第一个大展就是 2010 年 2 月 17 日开幕的《追溯传统，

描绘未来：20 世纪中国水墨画大师》，展出中国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的 110 幅绘画和书法作品，展期长达半年，很多作品，

尤其是潘天寿的作品，是首次来美国展出。

2004 年 5 月，硅谷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艺术高峰会议 (Silicon Valley Arts Summit)，200 多高科技界、商界和社区领袖与会，决

定成立“艺术—创新—科技”(Arts-Creativity-Technology) 组织，后来在著名的圣荷西水星报的策动下，成立了由 Adobe 总裁 Bruce 

Chizen，美西玉山科技协会会长龚行宪等 5 人组成的执委会，来推动硅谷的艺术科技创新运动。这是将来要载入史册的事件。说明硅谷

开始进入一个“高科技有成，弘扬艺术”的时代。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是工业革命的大本营， 1885 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伯

明翰艺术博物舘开始兴建，成为一个拥有 40 多个艺术展舘的博物舘群。门前的铭文工业有成，弘扬艺术” (By the Gains of Industry, We 

Promote Art)。硅谷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对照一下昔日世界工业之都的伯明翰艺术博物舘，生活在今日世界高科技之都的我们，

自然会问一问：“我们的艺术博物舘在哪儿呢 ?” 圣荷塞市中心的确有个艺术博物舘 (San Jose Museum of Art)。可它的规模与伯明翰的相

比，差得太远 ! 还有圣荷塞一些卫星城里的艺术博物舘，如桑塔克拉拉市的恰顿博物舘 (Triton Museum of Art ,Santa Clara City) 和库伯蒂

诺市迪安萨社区学院的优佛博物舘 (Euphrat Museum of Art in De Anza College, Cupertino)。优佛博物舘旁边，就是苹果公司的总部 ; 圣荷

塞艺术博物舘的对面，正是 Adobe 总部大楼 ! 这两家公司是世界级的，技术创新、经营理念、艺术品位，都是全世界的领头羊。但是他

们身旁的博物舘，离世界级差得很远很远。高科技产业巨人身边，是艺术博物舘的襁褓。

（原文刊《中关村》杂志，2010 年 3 月）

七年前，我在旧金山南边的 KTSF26 电视台做财经节目 Business &People 制片人，经常在硅谷访谈高科技界人士，在讲完技术、市场、

产业等主题后，有时候会聊点艺术。有一天有位意气风发的企业领导指着他办公桌对面墙上挂的一幅油画，对我说：“这画多好 ! 前几

天陪太太购物时顺道买的，便宜得都不好意思，我都替画家感到不平”。我一看这画，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就转开话题了。过一段时间，

我去他家参加聚会，这幅画又居然又挂在他的客厅里。我实在忍不住，私下跟他说：“这宝贝画你是多少钱买的 ?”“500 美圆”。“在

深圳批发只有 50 美圆”。“有这样的事 ?”有一次，他去深圳视察工厂，特意去了趟大芬的油画村。回到美国家里，进门第一件事，就

冲进客厅，把那幅油画摘下来，扔到杂物间里去了。弄得他太太一头雾水。

从 1955 年“晶体管之父”肖克利从美国东部的贝尔实验室回到西部创业算起，硅谷发展也有 55 年了。从六七十年代的芯片、八十

年代的个人电脑、九十年代的互联网到近些年来的互联网的深度社会化和产业化，硅谷都是领袖群伦，成为世界的高科技之都。就硅谷

本地来说，55 年间创造的财富是无比惊人的。很显然，硅谷的钱，也开始从“新钱”( New Money) 变成“老钱”(Old Money) 了。钱分

新和旧，当然不是纸币的新和旧，而是拥有者，尤其是大量和巨量拥有者们，对钱的看法或者是用法，有了变化。拼比股价和市值，是“新

钱”的标记 ;“老钱”就不同了，它承认赚钱是种技术，而花钱是门艺术。凡事都分“技”、“艺”、“道”，“艺”在“技”之上，所以，

“老钱”总是对“新钱”有看法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高速工业化，欧洲老大陆上大大小小的显贵们就有点瞧不起新大陆上的企业家。

1929 年 2 月法国有名的画商雷奈·詹泊尔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受邀去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处庄园作客，在日记里重重记下一笔：“此地

乡村，极不乏有钱之人，但他们生活刻板、单调，有钱不会过日子，连怎么吃喝都不知道。”假如热情有加的主人看到这段话，酷评如斯，

岂不是要气昏过去 ! 过些天，詹泊尔又贬损一些美国收藏家的品位不高，“他们让你欣赏他们的藏品，同小孩让你夸奖他们的玩具差不多”。

这种“老钱”对“新钱”的看法，在硅谷崛起之后，美国东部对它的看法，也应该是一样的。当然，钱总是最聪明的，不用外力推，它

自己也会变“老”。硅谷知名的风险投资家沙正治早年在甲骨文公司做过副总裁，我在他办公室里听过他对甲骨文总裁拉里·艾立森的

评论，“艾立森拼命干就是想比比尔·盖茨有钱，后来真的有过一天，就一天，他如愿以偿”。后来我看过一本艾立森的传记，他热爱

日本文化是出了名了，有一次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舘的舘长找他捐款。艾立森就大咧咧地说：“告诉我哪几样日本的艺术品是你们博物

舘买不起的。”我想他的意思是：博物舘买不起的话，他自己先买下来，家里先摆着，会有一天捐给博物舘的。

看来，硅谷毫无疑问进入了“新钱”变“老钱”时代。我开头讲到的扔油画的故事只是这个大转变时代的一个小插曲。令人欣喜的

是硅谷一些重要企业家们中已经出现了赞助艺术的风气，在他们众多的头衔中，又多出一个艺术赞助人 (Patron) 的称号，这一称号又让

他们深为喜乐、深感自豪。2004 年春，我们去采访李信麟先生。他是硅谷元老级的高科技创业家，1972 年他创办的研制转轮印表机的公

司 Diablo Systems 以 2800 万美圆被施乐公司并购，1978 年，他创办的 Qume 公司以 1 亿 5500 万美圆被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并购，在乔布

斯创办苹果公司之初，就得到过李信麟不少指点。李信麟又是第一位加州大学的华人校董，多位美国总统的劳工事务的顾问。采访中他

对自己创业上的成就表示得很平淡，但一提捐助中国的文化教育他热情就上来了，尤其当他提到他带头募捐 50 万美圆维修山西五台山佛

艺术赞助人——硅谷企业家的新角色

 舒建华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舘长  
               迪安萨学院优弗博物舘长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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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去陕西太原拜访姚奠中先生，中为姚老得意弟子朱琦
2010,visiting Prof. Yao Dianzhong(b.1913) in Taiyuan with Yao’s first graduate student Zhu Qi

出席姚奠中书法展开幕的嘉宾 , 左起：朱琦、库伯蒂诺市长胡宜兰、萨拉托加市长刘嘉琳、舒建华、中
国驻旧金山总领舘文化参赞闫世训、姚力芸、中兴集团董事长杨俊龙、牛树芳
Guests for the grand opening of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Yao Dianzhong, from left: Zhu Qi, Mayor of Cupertino City, Hu 
Yilan, Mayor of Saratoga City, Aileen Kao, Shu Jianhua,Yan Shixun, Cultural Counsel of Consulate-General of P.R.China in 
S.F, Yao Liyun, President of Central Group Saul Yeung and Niu Shufang

诗人北岛来访
Poet Bei Dao at the Art Center

影视明星孙海英、吕丽萍来访
Film star couple Sun Haiying and Lv Liping at the Art Center

章太炎先生晚年弟子姚奠中先生书法展
Th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Yao Dianzhong, graduate student of Zhang 
Taiyan, great thinker and revolutionary early of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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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红木海水云龙纹大屏风
Imperial style rosewood screen panels with relief carving of dragons

台湾艺术家朱铭木雕双鸡
Wooden carving rooster and hen, by Taiwan artist Ju Ming

福建工艺美术大师林学善龙眼木根雕达摩
Dharma statue carved from  longan root by Master Lin Xueshan from Fujian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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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参加 2009 年图桑会展中心的宝玉石大展，牛克思作品得到美国宝玉石权威琼斯先生的赞叹
Invited to showcase Niu Kesi carving art at Tucson Mineral & Gem Show 2009, and carvings are highly appreciated by Bob Jones, 
editor of Rock & Gem magazine

琼斯先生来函，介绍美国芝加哥的中国宝玉石典藏
Bob Jone wrote to Shu Jianhua introducing the Chinese jade and 
nephrite carving collection in Chicago

《宝石与矿物》杂志主编琼斯先生来函，赞叹牛克思石雕艺术
是“匠心独运创造出工巧和自然相统一的雕刻极品”
Letter from Bob Jones stated: his craftsmanship and imagination have 
helped him create superb carvings that are both artful and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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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3 年中國郵政發行《中國石雕藝術大師牛克思作品》明信片封底。

4．2004 年，硅谷亞洲藝術中心《國石天工——牛克思石雕作品展》，圖錄第 3 頁。

5．2004 年美國東森新聞報導。

6．2005 年北京郵票廠印製《中國石雕藝術大師牛克思作品選》個人郵票。

7．2006 年，斯丹福大學 Meyer Liabrary 四十周年慶典《王己千書法 • 牛克思石雕》特展，圖錄封面。

8．2007 年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牛克思石雕作品集》第 99 頁。

《久久飄香》高 88 釐米，寬 58 釐米。牛克思設計 , 孫勇平、陳相宗雕刻。上部石料為青田封門礦區出產

的金玉凍石，青黃相間，光潤可人，故名，是當代青田石的名品。在設計上，雄拔挺秀，穩重中又有飛升的氣勢，

當中古杏參天，兩側細部雕刻精緻，碩果、密林、飛瀑、石橋、房舍、行人，構成一幅立體的《秋山行旅圖》。

本件作品在美國牛克思藝術館主廳展出以來，受到各方高度的評價，包括 2007 年 10 月來訪並作學術報告的敦煌

研究院樊錦詩院長的好評。

《久久飄香》作品原為青田石雕研究院藏品。2005 年起為美國牛克思藝術館藏品。獲獎和著錄如下：

1．1999 年在上海舉辦的中國首屆國家工藝美術大師獎金獎。見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編《中國國家級工藝美術

大師精品集》第 32 頁。

2．1999 年青田石雕研究院院刊《青田石雕》第 1 期。

3．2003 年中國郵政發行《中國石雕藝術大師牛克思作品》明信片封底。

4． 2007 年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牛克思石雕作品集》第 103 頁。

《梅豔圓滿》高 59 釐米，寬 47 釐米。由牛克思設計 , 項靈均、季祖榮雕刻，是牛克思將西方雕塑的造型

感和中國傳統書畫陶瓷線條表現力相結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上部是青田周村出產的紅木凍石，棗紅色主體上天然

共生青色和白色的薄凍層，為青田當代名石。牛克思在造型設計上，從唐宋以來梅瓶的優美線條表現中汲取靈感，

並大膽創新，構思了高低錯落的兩個梅瓶，瓶身以黃金分割的比例，似分又合，聯體渾然，形成了穩重莊嚴的氣勢。

在細部雕刻上，依色取巧，創作出梅花、喜鵲的經典喜慶題材。這件作品與臺灣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官窯粉彩《叢

菊雙安罐》有異曲同工之妙。牛克思說這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在2006年春訪美時才從出版物上第一次看見《叢

世紀組雕   曠代傑作

舒建華   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1999年由中國青田石雕大師牛克思主創、青田石雕研究院推出的《世紀夢圓系列》作品一套四件《古木逢春》

《藍星山水》《久久飄香》《梅豔圓滿》，是中國工藝美術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榮獲 1999 年國家輕工部

在上海舉辦的《中國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精品展》和《首屆中國優秀工藝美術作品獎》的金獎。這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國 50 年首次舉辦的國家工藝美術獎，參評物件是中國所有 11 大類 200 多種工藝美術作品，其中金獎只有

18 個。《古木逢春》目前由中國大陸私人收藏。《藍星山水》《久久飄香》《梅豔圓滿》為美國硅谷牛克思藝

術館館藏。

《藍星山水》，高 48 釐米，寬 60 釐米。主體是浙江省青田縣封門礦區出產的藍星石，底座是鄰近礦區周村

出產的千紋石。作品造型穩重，天然與人工完美合一，達到了“滿天星斗夜看山”的意境，熱鬧而又脫俗。藍星

石是青田石中的名貴石種，與黃金耀、金玉凍、紅木凍並稱為“絕品”。它也是“中國四大名石”（青田石，臨

安昌化雞血石，福建壽山石，內蒙古巴林石）中唯一的藍色品種。

本件作品由牛克思和孫勇平于 1999 年共同創作，原為青田石雕研究院藏品。2004 年起為美國牛克思藝術館

藏品。獲獎和著錄如下：

1．1999 年在上海舉辦的中國首屆國家工藝美術大師獎金獎。見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編《中國國家級工藝美術

大師精品集》第 32 頁，書號：ISSN-1007-4007。

2．1999 年青田石雕研究院院刊《青田石雕》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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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克思用青田玫瑰红石创作的
《芙蓉国里尽朝晖》和创作过程
The Grand Sunrise, carved by Niu 
Kesi from Qingtian stone of Red 
Rose

牛克思用寿山芙蓉石创作的《桃花依旧笑春风》
The Peach Blossom, stone carving by Niu Kesi from Shoushan 
stone of Furong

菊雙安罐》的圖片。《梅豔圓滿》是牛克思設計上代表性作品。作品底座原為青田封門青，有繁複的雕刻，2005

年由牛克思本人設計了新的底座，材料採用夾板石，簡潔俐落，更好地襯托了梅瓶的高古雅致。本件作品原為青

田石雕研究院藏品。2006 年起為美國牛克思藝術館藏品。獲獎和著錄如下：

 1．1999 年在上海舉辦的中國首屆國家工藝美術大師獎金獎。見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編《中國國家級工藝美

術大師精品集》第 32 頁，書號：ISSN-1007-4007。

2．1999 年青田石雕研究院院刊《青田石雕》第 1 期。

3．2003 年中國郵政發行《中國石雕藝術大師牛克思作品》明信片封底。

4． 2006 年，斯丹福大學 Meyer Liabrary 四十周年慶典《王己千書法 •牛克思石雕》特展，圖錄第 13頁。

5．2007 年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牛克思石雕作品集》第 101 頁。

《古木逢春》《藍星山水》《久久飄香》《梅豔圓滿》，是中國青田石雕研究院為迎接 21 世紀到來，在夏

可承院長的策劃下于 1998 年實施的重大創作專案，並由當時擔任研究院藝術總監的牛克思擔綱，調集院內最優

秀的雕刻能手，于 1999 年完成。這四件作品分為“春”“夏”“秋”“冬”：

《古木逢春》是萬物復蘇的春天。

《藍星山水》是星海如碧的夏夜。

《久久飄香》是碩果累累的金秋。

《梅豔圓滿》是梅花爭豔的寒冬。

它們以名貴而又大塊的石料，雄渾又見秀美的造型，精妙而又大氣的雕刻，古典又富創新的內涵，成為體現

中國當代石雕最高藝術成就的絕品，也是中國當代造型藝術中融合傳統與現代的代表作品，更是象徵中華民族走

向新的偉大復興時代的重器。由於中國加速的改革浪潮，2002 年中國青田石雕研究院（集體制企業）在體制改

革中解散，這套重器流散。《古木逢春》流向廣東東莞，後又重金歸的深圳重要企業收藏。在牛克思大力協助下，

美國牛克思藝術館在 2003 至 2006 年間，費時三載，將《藍星山水》《久久飄香》《梅豔圓滿》彙歸一處，成為

重要館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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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克思用青田金玉冻石创作的《金玉白菜》和创作过程
Napa Cabbage, carved from Qingtian Stone of Jinyu by Niu K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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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艺术界和收藏界人士在鉴赏明代徐渭狂草
The artists and collectors in Bay Area appreciating the speedy 
cursive calligraphy by Xu Wei of Ming Dynasty

牛克思艺术舘举办的金石演讲会
The lecture on seal and stone carving in Narx Gallery

陈惠清老师长期在艺术中心教授中国古典乐器，每年举行汇演
Melody Chen teaches the classical Chinese music performing since 2006

美华艺术学会首次会员展
The first group exhibition by Chinese American Art Foundation

承德避暑山庄研究院刘爱民研究员 2006 年在演讲清代宫廷艺术
Liu Aimin, research fellow in Chende Imperial Villa lectured on imperial art of Qing 
Dynasty at Narx Gallery in 2006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张少书教授带女儿欣赏牛克思石雕艺术
Gordon Chang, Head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Stanford University appreciating 
stone carvings with his daughter

牛克思作品在无线 26 台《今夜有话要说》牛年春节特别节目
The Bull, carved by Niu Kesi was highlighted at the Talk Tonight Show in 
KTSF26 for Chines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of 2009

2007 年 12 月纪念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油画展，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举办，
画家灵山（中）和《南京的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父母张
绍进和张盈盈
Dr. Chang Shao-Chin and Dr. Chang Yingying, parents of Iris Chang, author of The Rape 
of Nanking, with artist Ling Shan (middle) and his oil painting in the 70th Anniversary 
Memorial Exhibition of Nanking Massacre, Dec. 2007

陈树柏教授（中）在牛克思艺术舘，时值中山大学校友会欢迎来访的
黄达人校长
Prof. Chen Shupo spoke at the party by Alumni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to 
welcome the visiting President Huang Daren at Narx Gallery

牛克思艺术舘舘长舒建华在演讲
Curator Shu Jianhua on lecture

2005 年斯坦幅大学东亚图书舘举办牛克思石雕特展
East Asian Library o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ented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Niu Kesi’s stone carvings

牛克思艺术舘的讲座
The warm welcome lecture at Narx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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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北人先生为牛克思艺术舘题词
“石为寿者相”
Inscription “ the stone is the symbol 
of longevity” by Hou Beiren for Narx 
Gallery.

2004 年 10 月美国葡萄酒美食协会会长 Peter Ventura( 中）赞叹牛克思（右）石雕艺术
Peter Ventura(middle), President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Wine & Food, deeply appreciated stone 
carvings by Niu Kesi(right)

2006 年在青田矿区考察，左起：石雕大师牛克思、收藏家
胡绍强、新华社知名记者施宝华、舒建华
From left, stone carving master Niu Kesi, collector Ken Ho, senior 
reporter of Xinhua News Agency Shi Baohua and Shu Jianhua at the 
entrance of mineral cave in Qingtian County

 2005 年秋开幕的沈耀初画展是艺术中
心从金石艺术扩展到书画的起点，左
起：沈耀初义子傅占陆、莫仪凤夫妇、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方李邦琴、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舘文化参赞阎世训、
艺术中心创办人杨俊龙、伯克莱大学
东亚图书舘舘长周欣平、艺术中心舘
长舒建华
Painting Exhibition of Shen Yaochu is a 
milestone for The Art Center transforming 
from stone and seal trading to Chinese 
painting. The grand opening in Fall 2005, 
from left: Shen’s adopted son, Fu Zhanlu 
and his wife Mo Yifeng, Florence Fang, 
President of CPU-NC,Yan Shixun, Cultural 
Counsel of Consulate-General of P.R.China 
in S.F., Saul Yeung, founder of the Art Center 
and President of Central Computer Inc, 
Peter Zhou, Dir. of East Asian Library of 
U.C.Berkeley, and Shu Jianhua, Curator of 
the Ar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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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0 月牛克思美国石雕大展开幕
Niu Kesi at Narx Gallery for grand opening of his solo stone carving exhibition in Oc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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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交流、互动的艺术平台。2013 年 3 月，近百岁高龄的中国艺术史专家苏立文教授特地从

牛津大学飞到硅谷，参加《水墨时刻》大展，并在艺术中心与老友侯北人先生对谈，高朋满座，

盛况空前。2014 年 8 月，中国现代画的先锋刘国松教授来到艺术中心，与旧金山中华艺术学会

的会员畅谈水墨画的传承与创新，让听众如沐春风，心折不已。这些年我们精心策划的展览反

响也颇为热烈，如《冯鍾睿八十回顾展》、《气概成章：胡宏述画展》、《禅心墨趣：释明鉴

画展》、《吕媞书法大展》、《古调：王文宾瓷艺展》等不一而足，读者都尽可以在此纪念册

中略窥一斑。

此刻，我望着窗外，逆光中绵延的群山氤氲着紫气，而车水马龙的街道仿佛硅谷的跑道，

加州耀眼的阳光反射在汽车和建筑物外墻上，如同闪烁着世界腾飞的信号。“好风凭借力，送

我上青云”，祝愿艺术中心乘着科技的东风扶摇直上，在今后的岁月为观众奉献更多精彩的展览，

也期待观众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

                                                                                                  2014 年 10 月

在欢迎苏立文教授的晚宴上，中为丁维平

跋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在 2014 年金秋迎来建舘十周年庆典。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在艺术的

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一个机构，如同新生儿一般，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最终成长

为英姿勃发的少年，离不开滋养他的土地，更离不开呵护他的亲朋。这块土地就是我们脚下的

硅谷，而挚爱亲朋就是在过去十年间以及将来给予我们支持、鼓励，乃至批评、鞭策的人们。

为了让观众见证和回顾艺术中心的成长，我们梳理了十年间举办的大小两百余场展览及讲

座，择其重要者录之，集成这本纪念册。因 2004 至 2010 年间的活动

已单独成册，此纪念册遂着重呈现近四年来（2010-2014）的成果。纪

念册以倒序形式从最近的十周年庆典特展往前追溯，把历次重要展览

的海报、序言及难忘瞬间包括在内。在此项目启动之前，我们也多方

征集照片，无论采纳与否，在此一并致谢。册中图片除特别标明来源外，

其余皆由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提供。

硅谷是高科技重镇，地灵人杰，艺术中心的诞生于此是幸运的，

但更幸运的是在他风华正茂的年纪，得到了众多艺术家、学者及爱好

者的关爱和扶持。同时，这位少年也努力奉献，为观众搭建一个参观、

徐心如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 副舘長 

庆贺农历马年春节特展，布展徐悲鸿赠傅狷夫《立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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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fortunate that SVAAC received tremendous support from artists, scholars and art devotees in 

its start-up stage. Meanwhile, SVAAC is also trying its best to contribute and establish a platform 

of art appreciation,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March 2013, world-recognized Chinese art 

historian, Prof. Michael Sullivan from Oxford University came to the Bay Area for the exhibit The 

Moment for Ink, and had a dialogue with his old friend, ninety-seven-year-old Mr. Hou Beiren at 

SVAAC. In August 2014, the leader of modernist Chinese painting, Prof. Liu Kuo-sung came to 

SVAAC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local artists on new ideas and approaches of ink painting. The 

exhibitions that we have curated in these years, i.e. Fong Chung-ray: A Retrospective, The Spirited 

Landscape: Painting of Hu Hung-shu, Zen and Ink: Painting of Monk Mingjian, Calligraphy of 

Lui Tai, Rebirth of Classic: Porcelain Exhibition of Wang Wenbin, etc, were all well-received with 

accolades, which readers may have a glimpse in this catalog. 

Now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I see a stretch of hills enshrouded by purple mist in backlight. busy 

streets are like the runway of the Silicon Valley. The bright sunlight reflects on running vehicles and 

glass surface of buildings, just like a flashing signal for the world’s taking-off. In the future, SVAAC 

will dedicate more exciting exhibits to its visitors and is expecting continued supports from them. 

With Hou Beiren and his huge size vigorous calligraphy work

The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SVAAC) celebrates its tenth anniversary in Fall 2014. With a 

mere snap of fingers, one decade has passed. Ten years are only a glimpse in the river of art history, 

however, it is long enough for a private institute to grow. In the past decade, SVAAC grew out of its 

childhood with the nourishing land and caring friends. The nourishing land is the Silicon Valley, the 

caring friends are those who offer support, encouragement as well as criticism. 

In order to let the audience witness the growth of SVAAC, 

we sorted out the two hundred exhibitions and lectures that 

we held at SVAAC from 2004 to 2014 and selected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to be included in this catalog. Since 

we have already published a separate catalog for 2004-

2010, this catalog is focu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cent four years. All the events are reorganized in a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with posters, prefaces and photos 

enclosed. We have called for event photos before this project 

and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 individual who has responded, 

no matter your photos are adopted in this catalog or not. All 

the pictures, excluding noted, are provided by SVAAC.

The Silicon Valley, as a high-tech hub, attracts numerous 

talents, making SVAAC a blessing to be born here.  It is 

Afterword
Xinru Xu
Deputy Director,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At Zheng Chongbin’s studi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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