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着梦想，奔跑
———皓月堂艺术馆馆长李皓的“三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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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李皓，祖籍湖南沅江，字厚臻，北京大学书法名师精英班书法

家、皓月堂艺术馆馆长、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青年书法
家协会常务理事、沅江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丛理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益阳市人大代表、益阳市广播电视台文化顾问、
沅江市政协常委、沅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益阳市毛泽东战
法研究会副会长兼沅江市分会副会长。

沅江市，处洞庭腹地，为沅水归宿
之所，傍山缠水，翠霭含黛。 烟波浩渺
间， 这片土地宛如山水画中一方遗世
桃源，水中立城，湖央生岛，芳芷流香，
承续了湘楚文脉中一道闪亮的精神标
识，最激荡，也最灵动。

李皓创办的皓月堂艺术馆， 就坐
落在这片富有灵气的土地上， 雅致而
宁静。

1300 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外观
中正古典，入内别有乾坤。 一楼中庭，
陈列与展示的是最具收藏潜力的艺术
家之书画。 翰墨飘香、书画无疆，皓月
堂艺术馆将尊贵气质与文化品位完美
融合成的一处圣境，让身临其境者，找
到了一种心灵的宁静与视野的阔达。

堂馆内二楼魁伟敞阔处的“博壶
园”，摆放着由高手、名家、大师制作
的百余个品姿的紫砂壶，凝聚天下福
气，堪称百壶齐放，众美争妍，十分壮
观。

艺术品多门类组合的皓月堂海纳
百川风景，入眼可襟怀天地。 素有“国
家名片”之称的邮票种类繁多，多为珍

贵罕见； 尤最具代表性与纪念性的文
革邮票，完整齐全，确为又一风景。

收藏的各种知名品牌茶叶， 其种
类之多、生产年限之久远，可让善饮雅
士言有尽而禅意无穷。 那些拂动心弦
的瓷珍、古玩、印章、玉器、钱币等艺术
佳品，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
更让观者跨越时间的界限与中华上下
五千年文明进行一场难忘的对话。

馆长李皓说， 之所以取名“皓月
堂”，是因为这里是一个放“心”的地
方，是职场拼杀后尚存的温柔，是深夜
里的一轮皎皎月光， 如一座生生不息
的精神灯塔，只要你抬头，它会指引你
方向，给予你温暖。 他还说，希望把皓
月堂打造成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工程，
一项公益性、服务性事业。 四海友人可
以在这里结交知音， 文人骚客可以在
这里推盘把盏、纵古横今,快意人生。

诚如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何满
宗的泼墨题词：“皓月当空照， 艺术启
后人。 ”当岁月逝去，沧海桑田，“皓月
堂艺术馆” 作为一件文化瑰宝将永远
定格在这里，定格在历史长河间。

皓月堂艺术馆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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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企业家。 创办上海丛理集团，劳务派遣
员工几万人，影响遍及全国，被称为“湖南省人力资源界第一人”；

他是一位志趣高雅的收藏家。 创办皓月堂，藏品涵盖种类
之全、单类品种之多、藏品价值之高，在湖南民间艺术馆中可数
“第一”；

他还是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书法家。 学艺不久，就在中国
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举办书法展， 吸引了全国书法界的目光，引

得 20 多家业内外一线媒体争相报道。
有的人几辈子才能完成的事，40 岁出头的李皓用短短十多

年梦想成真。 从商海搏击到潜心收藏，再到痴迷书法，他用奔跑
去诠释生命的意义，用灵魂去感悟人生的价值。 在一次次的自
我超越中，完成了一个商人到文化人的蜕变。

他的传奇故事，在众多以财富为成功标本的故事中，宛若
一股清爽的风，让我们看到了绚烂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李皓的微信上， 个性签名一栏是六个
字：奔跑！ 拼搏！ 奋斗！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也是一个天生的奔
跑者。

上世纪 90 年代， 身佩军功章的李皓转业
分配到沅江市一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 这个让
很多人羡慕的“铁饭碗”，没有让他甘于安逸。他
渴望更大的舞台， 渴望一种波澜壮阔的人生。
20 多岁的李皓， 顶着家人朋友反对的压力，决
意“下海”。

商海汹涌，勇者搏浪，智者弄潮。
敢闯敢拼的李皓， 看好职业教育领域未来

发展的无限空间，接手沅江市技工学校，全力创
新职业教育订单培训模式，推行校企联动、公司
化运作模式。他在多地创办大型劳务派遣实习、
培训合作基地，专业负责国内劳务输出、劳务派

遣，不但为学生提供了实训场所，更为农民工返
乡就业排忧、解难。沅江市技工学校每年经培训
后输送的就业学生和农民工就达 600 多人，每
年可为沅江增加劳务收入 1100 多万元。 李皓
也因此多次被沅江市委、市政府授予“十大职业
教育明星”、“十大劳务经济标兵”荣誉称号。

2008 年，是中国借奥运之机向世界展示实
力的一年， 也是事业蒸蒸日上的李皓站上更高
舞台，布局全国发展的一年。

他抢抓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契机， 选择在
上海这个中国经济、金融中心，成立丛理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攀登新的高地。 务实、诚信的经营
理念让他得到了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
世界财富 500 强企业广达集团的鼎力支持。 短
短 6 年时间，丛理集团发展迅猛，基地扩展到了
广东、江苏、重庆、河南、湖南等十几个省份，成

为下辖上海丛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熟丛理
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丛理劳务派遣有限
公司、丛理劳务（东莞）有限公司及重庆丛理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郑州丛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丛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七家子公司的大
型企业集团。 劳务派遣几万员工， 影响遍及全
国， 仅企业为工作人员和劳务人员缴纳的社会
养老保险金一项，每月就有 300 多万元，最高
时达 500 多万元，为社会缓解就业压力，打造
了当代劳务界一道靓丽的风景。 丛理集团引领
劳务市场，李皓当之无愧，被评为“第三届湖南
杰出智慧创富人物”，被称为“湖南省人力资源
界第一人”。

荣誉面前，李皓十分淡定，他告诉我们，当
他获得这些荣誉时，没想到自己是那么冷静，仿
佛独自站在海滩上，周围的潮水都已退去，回望
既往的种种艰辛和努力，一切都已归零，自己必
须面对一个又一个新的开始……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李皓常年穿梭于
各大城市间， 与诸多身份标签相似的商务人群
一样， 眼看自己在创业路上不断奔跑行至顶峰
之处，内心却渴望一处可供栖息蛰伏之所。

那时， 由于工作需要李皓经常在全国各地
穿梭，工作之余，他不但四处探访、搜罗宝贝，还
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些艺术名家进行拜访，
书画艺术家孙其峰、韩美林、李铎、苏士澍、言恭
达、郭得河等；中国著名邮票设计家阎炳武、陈
绍华；国家最高等级邮票国画大师杨文清、姜伟
杰、李庆发；中国著名钱币设计专家、第四套、第
五套人民币设计者胡福庆、曲振荣、赵克俭等，
瓷珍大师朱乐耕、 张景辉等……别人看起来高
高在上的艺术老前辈，他一一求见，一次不得，
下次还来， 不达目的， 任性到底。 他有一个梦
想———亲手创办一座艺术品藏馆， 以艺术交流
为纽带结四海知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精心准备，2013 年
10 月 10 日， 李皓创办的湖南省第一家民间艺
术机构———皓月堂艺术馆开馆了！

这个坐落在湘北小城沅江的艺术馆， 收罗
了数不清的奇珍异宝：沙孟海、启功、沈鹏、张
海、黄永玉、范曾、韩美林、孙其峰、李铎、王岳川
等数十位名家的书画真迹， 以四大名石为主的

奇石馆，以清代瓷器、文革瓷器、景德镇瓷器、醴
陵国瓷等为主的瓷珍馆，以黑茶、普洱为主的禅
茶馆，网罗珍稀木雕、木器艺术品的古木馆、钱
币馆、邮票馆、玉石古玩馆……不计其数的稀有
艺术品穿越时空汇聚在这里， 牵动了整个中国

的艺术界神经———
中国书画界的名家大家如沈鹏、李翔、孙其

峰、唐国强、曾来德、何满宗、倪进祥、罗光磊以
及索建功将军、戴焕将军、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
金鸢，分别题写馆名。 开馆当天，著名表演艺术
家唐国强，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馆长郭
得河将军，省军区副司令员戴焕将军，湖南省青
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何朝阳等大家名流纷涌而
至，中央电视台《寻宝》栏目特邀专家、文物鉴定
专家、著名书法家蔡国声，还泼墨挥毫《壮哉 皓
月堂艺术馆》，这场景沸腾了整个沅江市。

因梦想而执着的李皓， 再一次美梦成真。
开馆近两年来，皓月堂艺术馆已吸引全国各地
的文化名家、社会各界的艺术爱好者、甚至海
外猎奇者慕名而来；多家业内外媒体对其进行
了报道。 在中国民间收藏的盛大景观中，皓月
堂艺术馆凭借其涵盖种类之全、 单类品种之
多、藏品价值之高，蜚声中外，几乎成为中国艺
术收藏的一张名片，在整个湖南的民间艺术机
构中可称第一！

不过李皓说，梦想才刚刚开始。 目前，他已
经在长沙投资上亿元建一个更丰富、 更有价值
的皓月堂，带给中国艺术界又一个更大的惊喜。
在他的眼里，生命就是一场奔跑。 而财富，绝不
是奔跑的目的。他迎向的是更远的天地，更有意
义的人生。

在沅江创办皓月堂之后， 李皓并没有在奔
跑的路上停歇下来， 他的心中有一个更为伟大
的想法跳跃着：我收藏了这么多好的作品，为什
么不能尝试自己写？我收藏别人的字，为什么不
能让别人来收藏我的呢？

不服输的个性让李皓执起了笔， 过去一次
次在心中发酵的对艺术渴望更让他的决心不可
阻挡。几年时间，李皓遍访名师，遍寻墨宝；无论
去哪里，都随身携带名家字帖和文房四宝，每天
写日记、苦练书法至少 3 个小时以上；为了更好
地研习书法，报考北京大学书法名师精英班，闭
关学习……

有亲朋好友劝他：40 岁了， 还想学出个什
么名堂？ 李皓不服气，他说，股神巴菲特一天创
造的财富，很多人几辈子也求不来。 凡高 27 岁
才开始拾起画笔，创作时间不过十年，作品却风
靡了一个世纪不止。时间不能决定人的成就。成
功，关键在于是否用脑、用心。

在北京大学研习书法的这一年， 他总是最
刻苦、最想事的一个。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
王岳川是他的书法老师， 说他是一个把别人喝
咖啡、喝茶的时间用来体会书法的人。很多人写
“厚德载物”、“天道酬勤”，李皓更喜欢写“春和
景明”、“福缘善庆”、“学而不厌”、“登高行远”等
意境更深远的字； 很多人按着喜好一开始就练

草书，李皓却一步一脚印，在楷书行书下了很多
的工夫，才开始慢慢接触草书。

对于书法， 李皓认为既然写了练了就要有
所成就。 他的确也做到了。 今年 5 月，受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邀约，
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个
人书法作品展。在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与全国
一流的书法家们、 来自各地书法爱好者们进行
交流， 这是何等的荣耀！ 李皓没有辜负这一荣
耀，这次展览，他共书写了 53 幅作品。每一幅都
让人眼前一亮。

还进行了书法研讨会， 现场得到了书法评
论家卜希旸、陈传席、柯文辉、张继刚、刘墨等老
师们的认可与肯定。

著于南北朝时期的《千字文》，以不重复的
一千字，讲述自天地开辟以来人文历史的变迁。
李皓以行楷书之，直曲方圆收放有度，古拙典雅
气息扑面迎来，似前人教诲娓娓道来。诸葛亮的
《出师表》，前为治国谏言，后表忠贞之志，是中
国文学史上的千古名篇， 李皓在六尺条屏上泼
墨挥毫，一气呵成，既是对先贤的追思与敬仰，
亦是内心虔诚的真实表达。老子的《道德经》，全
篇 81 章，总字数 5284 个，李皓执坚定之念，潜
心思悟。足足五个夜晚，每到夜深人静他就开始
创作，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将老子禀道之思和

大慧之言沉淀，以 9 幅六尺整张呈现出来，巨制
之作，无论视觉冲击，思想内涵，都给观众带来
了强烈的震撼。

书法展开展后，《美术报》、《书法导报》、央
视书画频道、央视国学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浪收藏、搜狐文化、雅昌艺术网、中国艺术投
资网等 20 多家业内外一线媒体对李皓书法
展进行了报道。 央视发现之旅、香港有线电视
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也对李皓进行了专题的报
道。

书法家何满宗评价：李皓是一个有思想、有
创造力的艺术家。

王岳川教授认为，观其书法，不仅能收获愉
悦舒畅的精神享受， 更能感悟到真善美的价值
思辨。

而除了艺术之美外， 李皓追求书法的意义
更在于， 当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艺术品价格的
时候，甚至很多艺术家都在为了稻粱谋的时候，
他始终追求着心底的那一份梦想， 那一份纯真
与美好。这让他成为了中国当代的一个标本，不
仅拥有自己的企业人生，还有了艺术人生、书法
人生和文化人生。

未来， 我们不知道李皓的人生还有多少种
可能，但我们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奔跑者来说，
为了梦想、 理想步伐不会停止。 跨过一道道坎
儿，走过一条条歧路，还在继续奋发图强、努力
拼搏，梦想必将会实现。

“生命是一场奔跑”——— 奋斗，成就企业人生

“财富，绝不是奔跑的目的”——— 境界，丰富艺术人生

“奔跑者的目标永远在远方”——— 用心，创造书法人生

“静谧的非洲大草原
上，夕阳西下。 这时，一头狮
子在沉思 ， 明天当太阳升
起，我要奔跑，以追上跑得最快
的羚羊；此时 ，一只羚羊也在沉
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时 ，我要奔
跑， 以逃脱跑得最快的狮子。
其实， 你是羚羊还是狮子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太
阳一升起， 你必须为了生
活而拼命奔跑。 ”
———摘自《李皓“座右铭”》

【皓月堂珍奇】

书画 皓月堂馆藏的书画艺术品，书画映带，气势恢弘。 馆藏作品的主要作者
有：沙孟海、启功、沈鹏、黄永玉、孙其峰、范曾、王其智、李铎、张海、李翔、唐国强、
王岳川、曾来德、冯大中、霍春阳、刘恪山、蔡国声、聂成文、方楚雄、周智慧、叶培
贵、郭德河、孙长康、钟增亚、李立、林凡、曾晓浒、颜家龙、欧阳笃材、易图镜、黄铁
山、朱训德、何满宗、旷小津、陈羲明、周用金、张锡良、罗光磊、木立唐、王友智、释
大岳、柯桐枝、刘广文、何朝阳等人的真迹。

奇石 皓月堂馆藏的四大名石有：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实为各种
造型奇特，天然成趣的自然珍品。 和田玉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艺
术瑰宝，馆藏有：用和田青、白玉制作的各种玉玺、“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玉玺、
“东方红”玉玺、“神九飞天”玉玺、“青奥会”玉玺等，它代表着皓月堂的力量、美观
和灵气。

瓷器 明清代瓷器、“文革”瓷器、景德镇瓷器、醴陵瓷器等。馆藏瓷器作品的作
者有：珠山八友毕海涛之子毕渊明、中国陶瓷界泰斗周国桢、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
院院长朱乐耕， 以及代表着中国当代艺术陶瓷的前沿和最高艺术水准的黄美尧、
占昌赣、孙振华、张闻冰、张万莲等教授们。而馆藏的百余个不同品姿的紫砂壶，凝
聚天下福气，百壶众美争娇，让人欣赏到紫砂高贵的雅韵；这些藏品的作者，是中
国高级工艺美术大师们用毕生精力亲自制作的，他们是蒋蓉、鲍志强、周桂珍、季
益顺、谢曼伦、葛军、郑求标等。

钱币 2008 年奥运钞，第二、三、四、五套人民币大全套，第四套人民币整版
钞———人炮，第五套人民币 100 元 3 连体，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 3 连体钞，
千禧年世纪龙钞双连体，2008 年澳门 35 连体奥运纪念整版钞，中行百年港澳 30
连体整版钞，香港汇丰 150 周年 35 连体钞、美元连体钞，塞舌尔 10 卢比 28 连体
整版钞等。中国著名钱币设计专家、第四套人民币设计者胡福庆，著名钞券设计专
家、人民币设计专家、第五套人民币和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钞设计者曲振荣，
著名钞券设计专家、人民币设计专家、千禧年世纪龙钞设计者赵克俭等，在皓月堂
收藏其设计的部分钱币作品上签字。

邮票 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面值是以便士计量、用黑色油墨印制的英国
邮票）、猴票，搭载神舟二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邮票，梅兰芳小型张，清朝大龙邮
票，“文革”邮票，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邮票等。

木器 越南沉香木、海南黄花梨、乌木(阴沉木)、檀香木、桧木、香榧木、红酸枝
木、金丝楠木、红豆杉木、非洲花梨、巴西花梨、船木、鸡翅木等，其质量与价值均
皆上乘。

老茶 万两黑茶、千两黑茶、老冰岛普洱茶、老班章普洱茶、福鼎老白茶、黄茶
等，充分展示了中华茶文化的绚丽风采。

惊鸿一瞥：

2015 年 7 月，李皓（中）应邀为中囯
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题字。 右为北京大
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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