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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原名桂秋，福建连城
县人。生前历任中国书法家协
会第一和第二届理事、厦门市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和厦门市
文联顾问。
罗丹是厦门知名的书法
家，
其生前逝后，都对厦门乃至
整个东南亚的书法发展有着极
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说起罗丹的书法，上世纪
六十年代前的厦门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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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厦门市很小，大街除了
开元路、大同路、中山路、思明
东、西、南、北路以外，就是一些
小街巷的民宅了。而大街上，
市
面到处都能看到罗丹先生书写
的招牌字。现在游客熟悉的轮
渡钢琴码头“鼓浪屿”三个大
字，
就是罗丹于 1977年前后所
作。
罗丹的书法很有特色，人
们把它称为“罗丹体”，既有颜

体精髓，又融合了魏碑的雄健、
隶书 的 古 雅 和 行 草 的 活 泼 灵
动，可以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突破，令人看过之后
过目不忘，
深受各方喜爱。
罗丹超高的艺术造诣，在
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2013年，为了纪念这位书法名
家，厦门市罗丹书法研究会在
厦门市文联、厦门市民政局的
指导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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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书法艺术界，提及罗丹、
许霏、余冈、林英仪、高怀……恐
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
的名字，
如雷贯耳。他们的作品，
更是闪耀今昔，为繁荣厦门书坛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还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厦门市
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团成员。
如今，这些书法名家的作
品，
要进行“集结”展出了。记者
从厦门市文联获悉，
“新时代·
新征程——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
年 ”——
—厦 门市 书 协 历 届 主 席
团成员书法作品展，于昨日起至
6月 22日，在厦门文联艺术展
览馆举行。
据悉，此次展览共展出 21
位厦门市书协历届主席团成员
所创作的 105幅书法精品，
主题
鲜明、立意高远、各体皆备、风格
突出、用笔精到、墨韵生动，具有
很高的艺术水准，更生动记录了
厦门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巨大变
化，
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这次展览，也是厦门市文联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推出
的“新时代·新征程——
—庆祝改
革开放 40周年”艺术展览系列
活动的首展，
可谓意义重大。

据厦门市书协主席刘堆来
介绍，厦门市书协成立于 1982
年，
30多年来，协会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的书法家，受到各界关
注。同时，
协会还持续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组织广大书法家不断
创作出集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
性于一体的书法精品，举办了一
系列讴歌新时代，弘扬主旋律的
文化活动，在文化惠民、对台交
流等方面，
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艺术的高度离不开传承。”
刘堆来说，
30多年来，罗丹、许
霏、余冈、林英仪、高怀、谢澄光、
白鸿、翁铭泉、吴孙权以及陈秀
卿、陈美祥、张承锦等著名老书
法家，为厦门市书协的成立和发
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今
天厦门书坛的繁荣，与他们当年
的努力和奉献分不开。
“历史永远铭记，厦门书坛
的后学不会忘记，我们要向老一
辈书法家致敬，不断学习宣传他
们的艺术成就和奉献精神，共同
为厦门书法的传承和发展而努
力。”刘堆来表示。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厦门市
委宣传部指导，厦门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厦门市书法家协
会、厦门文联艺术展览馆联合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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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霏，原福建工艺美术学
校副教授、厦门鹭潮美术学校
校长。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
国版画家协会会员，鹭潮书印
社名誉社长、厦门市书法家协
会主席。
许霏是一位艺术 “多面
手”。他擅长篆刻、版画、书法
等多种艺术门类。他从小就学
习篆刻，数十年中，刻印章多
达上万枚。他还是位版画家，
他的版画作品 《牧马》《家乡
何处》《牧羊女》等，先后参加
全国木刻展及在刊物发表。
许霏的书法，从小学习颜
楷及二王法帖，后来又到处临

摹北碑及秦篆、汉隶等，尤其
擅长篆书。可以说，他的篆书
雄劲沉厚、大气磅礴而富有神
韵。他的行书，
结体严谨、
委婉
放逸。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
来，许霏创造性地运用行书笔
法写篆书，将篆书的浑厚圆劲
和行书的流走生动进行结合，
挺拔厚重、
别成一体。
据说，
许霏年轻时，
也曾学
摄影 ，在光 影艺 术 上追 求诗
意，曾有 三幅 入 选上 海的 影
展，一幅影作刊入 《长虹影
集》。他的书画以山水为主，
曾
获福建省年度 美 术评 奖一 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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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汉字都是一幅画，都是一
陈秀卿曾任第四、五、六
个故事，
看你怎么表现。你表现
届中国书协理事、厦门市文联
好了，
人家在你的作品前面，
就
副主席、厦门市书法家协会主
会浮想联翩。”陈秀卿说。
席，现任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
陈 秀 卿 擅 长 写 草 书 、汉
主席。
隶、篆书、行书等。她的书法，
陈秀 卿从 福州 一 中 毕 业
行笔开朗，结体端庄典雅。陈
后，来到厦门鼓浪屿，就读于
秀卿的另一门手艺，是刻字艺
鼓浪屿工艺美校。爱好书法的
术。她是我国现代刻字艺术行
陈秀卿，曾拜著名书法家罗丹
为师，
学习书法创作。
1983年， 列的先行者之一，刻字作品受
到各界认可。
受到罗丹、虞愚的推荐，陈秀
2006年，在陈秀卿的推
卿开始在母校鼓浪屿工艺美
动下，鼓浪屿国际刻字 艺 术
校担任老师。
馆、厦门书法广场成立，为厦
为了 激发 学生 对 学 习 书
门刻字、书法艺术的传播起到
法的兴趣，陈秀卿一直努力挖
了很好的作用。 =9:8;--9
掘传统文化的内涵。“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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