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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活动。
目前，厦门市书法家协会
2014年 3月，国家有关领
会员数达到 978人，五年来发
展的新会员为 552人。其中， 导人对市书协与 《海西晨报》
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汉字节
新增省书协会员 128人，新增
暨年度汉字评选活动”给予肯
中国书协会员 15人。新增的
定。
市书协、
省书协会员数，
比原有
此外，市书协会员精心创
的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多。
作的数十件书法作品，在中国
过去五年来，厦门市书协
书协主办的 “第五届兰亭奖”
共组织举办了 400多 场次 的
书法活动，特别是承办了 17 “第十一届全国展” 等全国性
书法大展中入展、
获奖。市书协
场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中
搭平台，
让厦门
央电视台、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 还通过办活动、
本土书法 家创 作 的 244幅 书
国国家画 院等 单 位主 办的 大
法作品有 机会 参 加由 中国 文
型书画展 演 活动 和国 台 办重
联、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性大
点交流项目，举办了 9场大型
型书画作品展。
广场书法惠民活动、
8场大型
书法慈善义卖活动，打造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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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举办大型活动、提升
会员的创作水平外，
近年来，厦
门市书协还致力于 “书法惠
民”活动，
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据刘堆来介绍，五年来，市
书 协 共举 办了 200多 场次 的
“送欢乐、
下基层”书法惠民活
动，为基层群众义务书写了上
百幅书法作品、数十万幅的春
联和福字。2018年 3月，市书
协被中国文联、中国书协授予
“书法家送万福进万家” 下基
层公益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市书协发
动会员捐献了 2000多幅书法
作品，并义卖得善款 1000多

万元，
全部用于书法慈善事业，
先 后 慰 问 了 3560户 困 难 家
庭、
5300位 环 卫 工 人 、
170多
位困难学生以及受灾群众、孤
困儿童等。
其中，
2017年 2月 12日，
市书协在菲律宾举办“林志良
书法作品展”，现场义卖书法
作 品筹 得 善款 菲币 400多 万
元 （折合人民币约 50万元），
捐建了菲律宾小学校舍五所。
市书协的活动也引发了媒
体的关注，多次被中央电视台
报道转播，
在新闻联播、中国新
闻、
早间新闻等频道栏目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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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堆来是福建南安人，从小
喜爱书法。“我经常看到家里的
长辈们用毛笔写对联、写信，写
资料等，耳濡目染，慢慢喜欢上
了这门技艺。”刘堆来说，
还是学
生时，
他就开始学习书法创作。
从学校毕业后 ，刘 堆来 创
办过公司，做过其他行业，但书
法一直是心中所好，从来 没有
丢弃。同时，他也开始策划、组
织许多书法主题活动，受到 业
界关注。2005年，刘堆来创办了

厦门闽台书画院，结识 了海 峡
两岸多位知名书法家 ，并 开始
将工作重心投入到书法的创
作、活动的策划与推广上。2013
年，刘堆来开始担 任厦 门市 书
法家协会主席。
刘堆来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多
数书协主席的特点：
不卖字。“我
不需要靠书法来维持生活，这让
我在写字时有了更多的自由。”
刘堆来说，
写书法对他而言，
更多
的是“玩”，
玩得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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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心无旁骛，刘堆来有更
多时间能静下心来，不断提升自
己。他还报名参加了中国国家画
院沈鹏工作室，潜心学习，提高
书法创作水平。
近年来，刘堆来创作的书法
作品曾入选参加中国书法家协
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第八届全国中青年书法展等
大型全国性书法展览，作品被收
入 《中国书法家辞典》《中国青
年书法家辞典》等典籍，被《中
国书法》杂志、
《书法》杂志等专
业媒体推介，出版有《刘堆来书
法集》《芦溪品藻·刘堆来茗对
书法集》等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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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堆来而言，书法创作更
多是与“内心”对话，而他的长
处更在于策划书法活动，推广书
法文化。
自创办厦门闽 台 书画 院以
来，他至今已先后成功策划、举
办了上千场次海峡两岸书画艺
术交流活动，不少都在全国范围
内引发较大反响。譬如，在厦门
五一文化广场、海沧文化中心广
场举办了 8场大型的“海峡两岸
百名书法家送福写春联活动”。

在厦门会晤期间，市书协积
极组织会员创作了 32幅厦门题
材的书画作品，布置在会晤活动
场馆内。
刘堆来还 致力 于 推动 两岸
的书法交流。在刘堆来的倡导
下，市书协与台湾的中小学校建
立合作关系，特别是中国书协在
金门授牌的两所 “兰亭学校”，
把大陆的书法课本带入台湾中
小学校，并定期举办两岸青少年
书法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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