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徐悲鴻紀念館引進的八十幅徐悲鴻繪畫精品正在福州展出，集
中了徐悲鴻早中晚各個時期的作品，涵蓋油畫、國畫、素描等，其中
包括《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奔馬》、《巴人汲水》等代
表作。徐悲鴻之妻兒廖靜文與徐慶平出席了畫展開幕式，並向在場的
媒體和嘉賓介紹徐悲鴻的作品和軼事。

《愚公移山》鎮館之寶
徐悲鴻是中國現代美術事業的奠基者、傑出的畫家和美術教育家

，尤以畫馬而享譽於世。他的作品結合古今中外技法，顯示了極高的
藝術技巧和廣博的藝術修養，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典範。八年抗
戰時期是其藝術創作鼎盛期，以 「藝術為人類申訴」的準則作畫，傳
世名作不少。

徐悲鴻之子、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院長徐慶平介紹，
以往在國內甚至到美國的展覽，作品數量大多在六十幅左右，由於徐
悲鴻與福建的淵源很深，此次畫展幾乎把徐悲鴻紀念館的大畫都帶來
了，是徐悲鴻作品最高規格的展出。

展品中包括徐悲鴻紀念館兩幅 「鎮館之寶」─《愚公移山》和
《田橫五百士》。九十高齡的廖靜文介紹，其中最重要的是油畫《愚
公移山》，這是徐悲鴻在抗日戰爭時期最困難的時候所作，以古老寓
言故事為題材，鼓舞國人艱苦奮鬥，團結一心，最終取得抗戰的勝
利。

廖靜文續說，當時中國大部分地區受到戰爭的影響，物資匱乏，
徐悲鴻奔走於香港、新加坡等地舉辦畫展，籌集資金賑濟災民。一九
四○年，印度詩人泰戈爾把徐悲鴻引薦給聖雄甘地。在為甘地畫像的
過程中，徐悲鴻被甘地的精神所打動，從他身上看到了愚公的影子。
返回新加坡後，他先後完成了巨幅彩色水墨畫《愚公移山》和兩幅
《愚公移山》油畫。

畫中放入自己形象
本次展出的油畫《愚公移山》是徐悲鴻從新加坡帶回的第二稿，

這巨幅作品由於 「文革」時長期被放置在潮濕的木箱中，致顏色脫落
。為修復畫作，五、六年前特別聘請了來自法國羅浮宮的繪畫修復師
，中法兩國專家耗時五年，一寸寸將畫作仔細補色復原，才有了本次
赴福州展出的完整效果。

此外，以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為主題的巨作《田橫五百
士》也吸引眾多專家學者的目光，許多慕名前來觀展的市民也駐足觀
賞。

徐悲鴻的大多數畫作都帶着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有對國家、民
族未來的深邃思考。如國畫《會師東京》以獅子為題材，寄託
了對抗戰勝利的渴望；國畫《奔馬》成為正在覺醒的民族精神
的象徵。

徐慶平表示，徐悲鴻在作畫時，受到所畫主題、人物的感
染，常把自己的形象也放入畫中，以示共鳴。 「比如，在此次
展出的油畫《田橫五百士》中間的黃衣男子形象，他用此表示
自己對田橫及其他將士的理解和欽佩。還有《巴山汲水》中有為
其他挑擔人讓路的人物，反映了他同情百姓疾苦的心情。父親的
風景畫中，底下還時常站着一個小人物，常常就是他自己。」

尋找《蔡公時被難圖》
「上世紀二十年代，徐悲鴻就與福州有緣。」廖靜文一字

一頓地回憶起了往事。一九二八年夏，徐悲鴻應當時福建省教
育廳廳長黃孟圭之邀，來福州為該廳創作一幅大畫《蔡公時被

難圖》。黃孟圭是徐悲鴻的 「平生第一知己」。黃孟圭在美國留學獲
碩士學位後，到巴黎遊學，與到巴黎留學的徐悲鴻結為好友。黃孟圭
舉薦學費不足的徐悲鴻到新加坡為陳嘉庚畫畫，使其能回巴黎繼續學
習。

在榕作畫的兩個月，徐悲鴻懷着崇敬的心情，從早畫到晚，畫了
有一面牆壁那麼大的油畫─《蔡公時被難圖》，塑造了蔡公時凜然
就義時的光輝形象，完成後的油畫陳列在福建教育廳，抗戰爆發後，
因戰亂而遺失。

「我一直想來福州找這幅畫。」廖靜文說，她希望藉此次辦展之
際向公眾追尋《蔡公時被難圖》畫作的線索，也是這次來榕辦畫展的
主要原因之一。在此次展覽上，廖靜文也帶來了這幅油畫創作前的一
幅素描草稿， 「希望這幅草稿能提供更多有利的線索，我希望在有生
之年能找到它。」

「徐悲鴻繪畫精品展」將展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本報記者 宋少鐸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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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萬曆年間青花葉片小瓶 ▲清乾隆年間青花漁樵耕讀
圖鼻煙壺

▲清代光緒年間青
花雲龍紋大瓷盤

瓷器是我國古代的一項重要發明，在古代手工業
中佔有重要地位，青花作為傳統瓷器品種已有上千年
歷史。貴州省博物館近期舉辦 「青翠欲滴幽靜素雅館
藏青花瓷器展」，免費向市民開放。

該博物館館藏一千二百餘件瓷器藏品，這次首辦
青花瓷器專題展覽，精選從明代早期至民國的六十一
件（套）館藏青花瓷，包含館藏傳世和出土兩個部分
，涵蓋碗、杯、碟、瓶、罐、盤、壺、筆筒等各個小
分類，一定程度地展現了青花瓷在這段時期的發展狀
況。

明代是青花瓷發展的高峰時期，無論是景德鎮官
窰，還是各地民窰，都創作了許多精美的傳世佳作。
這時期的青花瓷，被視為是中國青花瓷的一種典範，
為後世所追仿。特別是永樂、宣德和成化、嘉靖及萬
曆年間官窰燒製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細、青色濃艷
、造型多樣、裝飾豐富而著稱於世。

例如貴州省博物館這次展出的 「明青花纏枝菊花
碗」，一九八九年於鎮寧縣募役區巴地村馬龍祥挖出
。敞口折唇，深弧腹壁，砂圈足。碗外壁繪青花纏枝
菊花紋，青花淡雅。碗內底雙圈內有一青花 「條」字
。此碗乃明墓出土。

唐代則是青花瓷的開創時期，元代在景德鎮發展

成熟，明清兩代青花成為瓷器生產的
主流品種。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
代皇帝對瓷器的生產工藝、胎釉質地、
畫面裝飾都十分關注，使清代青花瓷的
製作技藝水平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清人龔
軾的《陶歌》寫道：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
從釉裡透分明。可參造化先天妙，無極由來太
極生。」

本報記者 杜錦霞 文、圖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新一屆立
法會議員今天宣誓就職，屬於文化、演藝
、體育、出版界的馬逢國，昨日應香港藝
術行政人員協會之邀，提前與文化界人士
會面，出席 「起跑線上─與馬逢國談香
港文化政策」，分享他未來四年對議員工
作的期許，當中涉及許多文化界人士關心
的題目。

希望為業界發聲
馬逢國一開始便謹慎地表示，香港所

有文化資源都掌握在政府部門，包括民政
事務局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我只有四
名議員助理，並沒其他資源。我希望為業
界發聲，將大家關注之事提出來，監督政
府去推行對業界有好處的政策。」

對於成立文化局，這個頗受爭議的提

議，馬逢國有他較不同的見解，認為體育
，是鍛煉身體狀態；文化，是豐富精神生
活，兩種都是提升個人的素質，希望達到
有活力、魅力、吸引力，兩者有共通之處
，可放在一起思考。另一方面，近年的
「盛事」活動，可吸引更多遊客，增加城

市吸引力，也可納入一起思考。 「一個部
門集中處理文化、體育、旅遊，是世界不
少地方採取的政策，如英國、韓國、南非
及內地等不同國家，都有這個取向。」事
實上，他補充說，香港的街市，通常樓上
都有圖書館及體育場地，可放在一起管理
。

若是獨立成立文化局，馬逢國有他的
擔心： 「政治敏感的問題，一提文化，有
時會產生不必要的猜測，香港的現實環境
是採寬鬆態度。政府最好是擔任推動者、
支持者、保障者的角色。」

游說各黨派支持
馬逢國認為，二○○三年由文化委員

會推出的文化政策，應不斷檢討，有所延
續，而非推出後便解散該會，他希望採納
民間、業界意見，業界達到共識後，游說
其他黨派支持執行。

對於未來的大型文化設施，西九文化
區，馬逢國也聽到文化界的擔憂，例如最
近M+購藏藝術品的問題，本身是西九管理
局董事，馬逢國亦覺得M+應及時制定館藏
政策， 「那麼大一間當代藝術博物館，在
未來的二、三十年內，應是世界上收藏本

港藝術家作品最完備的一間，該館應有這
任務去撥出資源，因為無人能取代這個角
色。表演場地也是一樣，能讓本地藝術家
經常使用西九的舞台。」

大會邀請了香港藝術節行政總監何嘉
坤，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兼
任教授鄭新文及藝評人 John Batten，向馬
逢國提出問題。

馬逢國回答何嘉坤提問時，分析了創
意產業與非牟利性質文化藝術的分別。馬
逢國以內地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的分野，
來解釋兩者關係。他表示，文化產業是盈
利性質，通常是自行運作；文化事業則需
要政府投入，本港政府是由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去管理創意產業，康文署來資助文化
事業。他認為政府不應理會創作的內容，
讓文化創作有最大自由，不受規限。 「政
府對文化藝術的資助，在我任藝術發展局
主席的六年內，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幾，距
離通脹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相差很遠。要
培養出色的藝術家一定要有資源。」

是機遇也是挑戰
政府應提供的文化政策是什麼？馬逢

國認為並非內容方面，而是經濟資源、空
間資源、人力資源及政策資源， 「政策可
以是資源方面，政府應運用政策鼓勵民間
資助，調整土地政策。」

他回答鄭新文的提問時表示，政府缺
乏政策研究，過程中要聽取業界、藝團及
公眾的意見，也要做好政策研究，邀請大

學、研究機構長期跟進。馬逢國又表示，
雖然香港在台北成立了香港駐台經濟貿易
文化辦事處，但這只是一個為了加強兩地
交流的特定平台，並非每個地方都有。他
希望爭取在十個香港駐外地的商務辦事處
設立文化職員，負責推動藝團間交流及引
進不同地方的藝術項目。

馬逢國也回答了現場觀眾的提問，一
名嘻哈舞（Hip hop）者表示，她和嘻哈舞
者們每年都有籌集資金讓出線者參加國際
比賽，他們沒有資金成立協會，因要付出
不少行政費用，因此難申請政府資助。他
們在旺角行人路表演，往往要面對警察的
驅趕，因此不少舞者感到灰心。現任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長
期從事藝術行政工作，但他並非立法會文化
界選民，建議檢討選民界定的政策。

馬逢國建議文化界，要發展更多機遇
，應關心國家 「十二五」規劃及 「六中全

會」的文化發展政策，將會投入萬億計資
金。 「這是機遇也是挑戰，奇怪界內沒有
人討論過這方面的發展，但這與香港文化
未來有很大關係，要知道，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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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在會上傾訴發展中的苦況
本報攝

▲台上的何嘉坤（左起）、林淑儀（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主席）、馬逢國、鄭新文
及John Batten對文化政策表達各自見解 本報攝

馬逢國晤文化界談馬逢國晤文化界談起跑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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