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依惜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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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之前，写在周鸿儒 2006 年回国办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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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不普通的日子。暖暖的阳光挥挥洒洒在美利坚德克萨斯幽静小镇糖城的

一个靠近来逊屯(Lexington)小院子里。这里 的天空出奇的蓝，绿油油的草地安静地等着贵客的到来。蓝

天草地间，一间普通的红砖小屋在两条街的交汇处，微微地有些上坡，门口的芭蕉和橡树错落着，这是最 

典型的德克萨斯州小屋了。 

这里就是画家周鸿儒在这里的画室，在这里的家。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就是在这富有德州牛仔气息的地

方创作诞生的。 

一辆挂着外交领事车牌的加长水星停下来了。车上走下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华锦洲总

领事和赵海生文化参赞。 

摄影佳作 笔墨情缘  

华锦洲总领事来到休斯敦已经超过六个月了，喜欢文艺的华人朋友逐渐觉得这一任的总领事与众不同。在

展示大国气象，外交风范的同时，华锦洲总领事的身影时常 出现在华人社区各种艺文活动中，艺术作品也

慢慢出现在华人社区中，摄影作品《渔村鸟瞰》拍摄的泰国水乡恰似一幅中国水墨山水。他在摄影扎记中

提到“有意将 一幅泰国的山水美景，融入中国画的传统意境。探索之余，发现虚实的对比，还是太大了

些。前景如能虚些，后景更虚些，也许会更加接近想象中的意境。”这些自 然引起了画家周鸿儒的注意。

几次接触后，华锦洲总领事表示自己也很喜欢中国山水画和中国书法，很想找到机会能更周鸿儒一起交流

中国笔墨的精粹。 

周鸿儒是一个道地的中国画家，一九八五年来美国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可是自己手中的画笔仍然是最传

统的中国画笔，用的笔仍然是最中国的羊毫毛笔，心有灵犀 一点通。摄影作品做不到的虚实对比，中国画

可以做到吗？周鸿儒试着按照《渔村鸟瞰》创作了一幅《烟雨水乡》，思念故乡的他自然把这幅画画得更

加烟波浩淼， 空旷迷人。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来弥补摄影的遗憾。 

赵海生参赞一九九六年就在休斯敦总领事馆做文化领事，跟周鸿儒非常熟悉，二零零二年再次来到休斯敦

做文化参赞时，周鸿儒已经创作完成了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 图三百尺长卷，已经应邀哈佛大学办周鸿儒个

人画展。赵参赞心胸开阔，为人豁达低调，做事稳健有原则，他的到来使得休斯敦的艺术家们仿佛迎来了

艺术的春天， 休斯敦的华人朋友们也发现自己不再需要抱怨休斯敦是艺术的沙漠了。他们可以欣赏到各种

各样高水平高格调的艺文活动，文艺沙龙，文化讲座，各种演唱会，文艺 晚会，艺术氛围弥漫在休斯敦的

上空。二零零四年，沉寂十九年的周鸿儒应邀回国办展，风萧萧兮前程未卜，赵海生参赞夫妇前来送行，

鼓励鸿儒“为弘扬中华文化 做了一定工作”，国内有关部门对其拟办的文化活动“会给与必要的支持”。 

周鸿儒因此有了二零零四年底上海的“旷古幽山”旅美画家周鸿儒个人画展，于是有了二零零五年四月的

“峡谷文化艺术讲座”，于是有了二零零五年九月的“2005 年旅美画家周鸿儒山东慈善画展”。以及今年

六月即将在中国举办的周鸿儒慈善画展。 

赵海生参赞恰好在今年六月荣升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文化参赞。周鸿儒决定把自己所画的《烟雨水乡》

送给赵海生参赞带到加拿大去。华锦洲总领事今天的到来就是要在这幅画上题款，一起来为赵参赞壮行。 



人生三俗 入画逸品 

走入周鸿儒的画室，别有洞天。四面的墙上，南边靠门挂的是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的微缩版，北边是福

禄寿和一堆作画用的手稿，西边挂着君子虎和跟雪涛学画的 写意画鸟，著作的东边有一幅对联“鸿文画意

传中外，儒学渊源贯古今”，中间是十二时报春图，反哺图和一幅人物摄影。画案上已经铺好了笔墨纸砚

和那幅已经画 好的却还没有题款的《烟雨水乡》。 

异常的安静。周鸿儒二话不说，提笔先画了一幅铁骨马。这是可以跟徐悲鸿奔马，将军马齐名的三匹马之

一。这次他已经为慈善画展画了一个系列的铁骨马，所以颇 有心得，一挥而就。紧接着，他又模仿齐白石

画了六条虾，画虾的时候，画到了第六只虾的时候，这只虾游水的方向是自天而降，而且逆向游来，所以

必须反手法才 能顺手，达到逼真的效果。只是只见周鸿儒翻转宣纸，饱蘸浓墨，力透纸背，硬是从宣纸背

后把这条虾给划穿了过来，再翻回正面，用墨浓淡均匀，与其他几个虾巧 妙搭配，一幅虾趣图跃然纸上。

华总领事和赵参赞都不禁鼓起掌来。现场气氛随之轻松起来。 

华锦洲总领事走到了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前，在微缩版前注视着旷世之作的细微之处。美国大峡谷名山

万里图是周鸿儒六进六出大峡谷，历时十年，创作的巨幅长 卷，此幅山水不为各家门派所限，笔随大自然

变化，点 美国各地名山大川，尽入画中，用三个古堡来形容人生“入俗”、“处俗”、“超俗”等人生

三俗之道理， 实现了周鸿儒用中国笔墨点燃美国名山大川的夙愿。二十年沧桑，五十年磨砺，周鸿儒试图

用自己的画笔，把看不见的龙的长城写入画里，把中华民族的睡狮惊醒图 呈现在世人眼前。十年画树易，

百年画林难。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画中苍苍茫茫，奇峰毕现，百米长卷，引人遐思。每一个人走到了长

卷之前，都用同样的姿势， 体味着一样的心情。正如美国友人评价的两个字：耐看。如入无人之境，却又

有雄兵百万。 

唐人朱景玄提出画有四品：神、妙、能、逸，以神品居首。黄宾虹谓神品曰：“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

莫窥其巧”。这反映出对人工技能的某种崇尚，认为人力可 因“出于天成”而至“神”。北宋人黄休复特

地将逸品由末尾提升至榜首，并大加赞誉：“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

形具，得之自 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黄休复《益州名画记》）；苏轼亦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

邻”的著名论画诗句，均表达出对人力事功的贬黜之意，而以“得之自 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的“笔

简形具”为上。以文人身份作画始自唐代王维，至宋代的提倡逸格则是这种文人画的理论张本。经过元代

赵孟頫的“复古”，到元 代四家，文人画终成强势画风，其后靡不受其影响。董其昌提倡的“南北宗”

论，更是崇南贬北，可视为逸格文人画风发展的顶峰。虽有明代早期戴进、吴伟取法 马、夏而上朔范、

李，“成健拔劲锐一体”，略有北宗余绪，但基本上自元以后至于明清已成文人逸格画风一统画坛之格

局。现在我们常说的中国画传统也多指这一 文人画传统。周鸿儒每每作画以意驱笔，结合点线，妙用光影

和层次，使得他的画作不仅从技巧，而且从精神内涵都自然而然的成为逸品之作。 

在华总领事凝神赏画的同时，周鸿儒又表演了丹青作牡丹。一样的优雅，一样的神气。 

提笔能书 落字成诗 

常常有人说艺术是相通的，艺术也是有感染力的。这在华总领事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新时代的外交官的

风采。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过华锦洲总领事的摄影作品，我 们常常傻傻的还归功于也许相机很好；看到了

华总演奏的二泉映月，指挥的合唱“我是中国人”，作曲“拳拳赤子心”赠送给休斯敦联合校友会，作曲

“中国，我永 远的家”，我们则感觉到华总领事多才多艺的一面。今天我们要看华总领事题款了，真的是

很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 

华总领事首先在华锦洲摄影周鸿儒画作《烟雨水乡》上题款：“烟雨水乡——锦洲摄影鸿儒写并赠海生存

念丙戊年”，运笔自如，干净利落，飘逸出神，刚劲有力。果然是书如其人。祝福赵海生参赞，祝他在新

的岗位上做得更好，时时回望休斯敦这里思念他的故人。 

华总领事在《牡丹》上的题款：“平静和气——鸿儒写锦洲题并记于美国休斯敦”。这款牡丹深红淡黄，

开合有序，确实能使陆唯佳的妈妈 Lily 小姐体现出平静和气的本性来。 



华总领事在《齐白石六条虾》上的题款：“生在泥水中，腾空化祥龙——鸿儒写锦洲题并记于美国休斯

敦”，周鸿儒原诗是：“身在泥水中，伸屈宜自如；但得时机到，腾天化蛟龙”。省去一半，修改两字，

意义和境界却是更有不同。 

华总领事在《铁骨马》上的题款：“送君一匹马——鸿儒写锦洲题记于休斯敦”。前二字谐音侨居休斯敦

的玉石行家宋军女士，一语双关，寓意吉祥。 

华总领事在周鸿儒入室弟子彭帅所做的《三猴图》上的题款：“彭帅画猴——锦洲题记于休斯敦”。小朋

友今年才十岁多一点，用皴笔画出的猴妈妈爸爸和猴宝宝已经非常逼真，松紧疏密，布局合理，和题款融

为一体，已经够展览水平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华总题款是那么运用自如，和每一幅画融为一体；书法是那么流畅，使得休

斯敦又多了一个中国艺术的风景。 

依依惜别情 

人生聚合无常，真情却会永存。赵海生参赞为国奔波操劳，即将远赴加拿大荣升履新，我们祝愿他在新的

岗位上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在跟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 中更尽一份心力。旅美画家周鸿儒即将再次回

国举办慈善画展，我们祝愿他心想事成，马到成功。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实现自己 的价值，使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美丽的新世界。 

以下是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发来的一组照片，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一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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