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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首届书堂山当代文人书法周在望
城 盛 大 开 幕 ，当 代 著 名 作 家 、书 法 家 云
集，他们为书堂山创作了百余幅书法作
品，本报予以选登，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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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1935 年生，河北人。 曾任国家文化部部长、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出版文学作
品数十部。先后荣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茅
盾文学奖。

孙宜才， 中国作家书画院艺委会委员， 山东省济
宁市作家协会主席。

叶梅

邵华泽，1933 年生，浙江淳安人。 北京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院长。 中共十三大代表，第十四至十五届中央
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中
将军衔。 主要著作有 《生活与哲学》、《历史转变中的思
索》等。 近年在北京、浙江、湖南、河南等地举办个人书法
展。
王巨才，1942 年生，陕西子长人。 毕业于陕西师范
大学中文系。 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现任中国作家
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书画院院长、中国散文学会
会长。 有多部散文集出版。
高洪波，笔名向川。 1951 年生，内蒙古开鲁县人。 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1 年开始发表作
品，2009 年 7 月，出版《高洪波文集》（八卷本）。 曾获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庄重
文文学奖、冰心奖、陈伯吹奖、中国少儿出版社“金作家”
等奖项。
谭仲池，湖南浏阳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联全委。 出版长篇小说、散文、诗歌
集 37 部。 编剧电影《袁隆平》获中国电影第十三届华表
奖，中宣部第十一届“
五个一工程”奖。 编剧电影《青春雷
锋》、《湖南起义》 被国家广电总局推荐为向党的十八大
献礼影片。 第十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王宏，湖南衡阳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

孙宜才

吉狄马加，彝族，1961 年生，四川凉山人。中国作家
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著有诗集《一个彝
人的梦想》、《吉狄马加的诗》、《时间》 等。 并有意大利
文、马其顿文、保加利亚文、德文、捷克文版诗集出版。
杨匡满

王宏
那耘，1955 年生，辽宁丹东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谭谈，1944 年生，湖南涟源人。 有五百余万字、数十种
著作行世。 中篇小说《山道弯弯》等文学作品获全国文学
奖。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
会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三次、十五次党代会代表。

朱中原
那耘

廖奔，号南阳惊牛翁，笔名向远方。 1953 年生，河南南
阳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加州
大学博士后，教授、博导，文化和戏剧学者。 书法作品多次
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发表论文、散文、杂文、诗歌、剧本、
词赋数百篇，荣获多种奖项。
谢云，原名谢盛培、号裳翁，1929 年 10 月生于浙江苍
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 曾任中国书
法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中国线装书局总编辑。 出版
诗文集、书画集多种，数次举办个人书画展，书画作品被国
家博物馆收藏。 曾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艺术特别贡献
奖，上海世博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公益主题活动组委会
中国国粹文化卓越成就奖等荣誉。

苏高宇，1966 年生，土家族。 中国作家书画院艺委
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名家班导师。 绘画作品多次参加
国家级展览，名录入编 2008 年国家民委修订的《中国
土家族简史》。 著有散文集《恍惚》。

李金豹

李廷华，中国作家书画院艺委会委员。
白描，原名白志钢，1952 年生，陕西泾阳人。 毕业于陕
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大学任教 6 年，从事期刊编辑工作
18 年，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以
及散文随笔 200 余万字，影视作品多部。 曾任鲁迅文学院
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国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

蔡子谔
廖奔

贾平凹，1952 年生，陕西丹凤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
家协会全国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1997 年，短篇小说
《满月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2008 年，长篇小说《秦
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
鄢福初，男，湖南新化人，曾任娄底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现任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著
有《鄢福初的书法艺术》、《当代书法家精品集·鄢福初》。
张瑞田，1963 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出版文学、书法评论集 5 种。《
“二
王”何以滥觞》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中国作
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

杨匡满，笔名匡满。 1942 生，上海宝山人。 中国作家
书画院副院长。196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
《文艺报》、《当代》、《中国作家》等单位工作。 长篇报告文
学《命运》获 1977—1980 年全国首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诗集《今天没有空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叶梅，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少数
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 著
有小说、散文集《花灯，像她那双眼睛》、《我的西兰卡普》
等。 曾任《民族文学》杂志主编。

陈羲明，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中国书协创作
评审委员、 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评委、 中国书协
培训中心教授、 《中国书法》 刊授教育导师、 湖南
省文联委员、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
陈廷佑，1954 年生，河北深州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
国务院参事室、 中央文史馆办公室副主任，《中华书画
家》杂志社副总编辑。 著有《西抹东涂集》、《诗文骈翼》
等。 多次举办个人原创诗词书法展。

中国作家书画院艺委会委员。 曾任作家出版社编审。
朱中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
委员会委员。 现为 《中国书法》 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李金豹，1971 年生，湖北武汉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 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河南省《中国书法院》
学术部主任、 湖北省书协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书法
报》编辑、记者。
蔡子谔，1943 年生，湖北武汉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
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
家。 出版专著 30 余部暨《蔡子谔文集》（30 卷）。 曾在多
地举办书画联展、个展。

（本期《长沙观察》所有书法作品排序不分先后）

严学章，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艺术创作
院院长、 中国艺术杂志社社长、 中华书画协会常
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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