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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概要 

时雨时晴，休斯敦的春天已经来临。时恐时喜，新冠疫情牵动亿万心灵。岁月仿

佛在努力为人间增添些许欢情，让农历元宵，阳历情人节在这半个月聚会。翰墨亭的

艺术家们和大家一样，工作着，生活着，关注着疫情。同时，书法是他们的一种生活

方式，他们也执着地、习惯性地写着。他们为春而写，为疫情而写；他们有元宵节的

作品，也有情人节的应景。这样半个月以来，加杂着各种情感心境的作品，就汇集于

《翰墨亭精品》2020年第3期总第8期。 

本期由丁恬、常君睿、孙远慧、王敬分别推介张元、张卫平、赵炳旭、孙宁军等

四名亭外艺术家。四位艺术家艺高德重，也欣然投稿，详情及精彩作品请见相关页。 

                           责任编辑：绿岛仙主                                                                                    

刘建昌 篆刻: 众志成城 

王承杰 篆刻: 无忧寿 张元  隶书: 战瘟魔之一 

刘建昌 篆刻: 万木春 

刘建昌 草书: 毛泽东词《送瘟神》 

褚建真  楷书: 李文亮医生墓志铭： 
      他为苍生说过话 张元  草书: 战瘟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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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宁军 篆书-意笔小品: 鼠年大吉 

常君睿 国画: 向李文亮医生致敬 

张元简介 

  张元，1944年生于湘西凤凰，籍贯天津，现居南京。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中国

国际书画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会理事、赤子中国书画院副院长、中

国老年书画家协会首届理事会理事、江苏省书法研究院特聘书法家，南京文化艺术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其书法用笔独特，笔力遒劲，自然流畅，显示出和谐韵律之美，雄

强奔放中不失高雅的风格，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张元  草书: 战瘟魔之三 

张卫平 国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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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平简介 

张卫平，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国家⼀级美术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宣传⽂化系统

⾸批拔尖创新⼈才、中国艺术研究

院杜滋龄工作室访问学者，甘肃大

风敦煌画院院长，青岛理工大学艺

术学院客座教授、西藏林芝画院名

誉院长。作品参展全国各种美展并

获奖。多次在《国画》,《美术》、

《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等专

业刊物发表作品，并出版《张卫

平》等美术作品个人专辑多部。先

后在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等

国家举办张卫平中国画作品展。

2018年8月，张卫平携女儿女婿在美

国纽约雅博集团艺术馆成功举办了

张卫平、王博、张玄“大风敦煌”

主题展，纽约电视台、美国《侨

报》、《华夏时报》等媒体都作了

专题报道。  

孙远慧 草书:  
节录贾海东《清华1977级赋》 

刘建昌 篆刻：元宵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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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昌 行书楹联： 
玉猪摇尾辞旧岁，金鼠探头迎新年 

张卫平 国画：飞天 

王敬  行书: 罗隐诗《雪》 

张卫平 国画：反弹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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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旭简介 

赵炳旭，1930年生于北

平 ， 曾 任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教

授，退休后在高校社区教授

书 法 约 九 年 。 在 父 辈 熏 陶

下，赵炳旭自幼酷爱书法，

临 习 米 芾 、 王 羲 之 、 赵 孟

頫、孙过庭、怀素等帖数十

年，终融众家之长，形成一

种运笔流畅，粗细错落，既

有行书之沉稳，也有龙蛇之

动势，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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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杰 篆刻：文以载道 (左) 成杰之玺 (右) 

赵炳旭 草书：唐诗四首 

孙远慧 草书:  录米芾《研山铭》 常君睿 草书:  录《道德经》句 

褚建真  隶书: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翰墨亭精品 Calligraphy Pavilion Collection                          2020年2月15日 第3期（总第8期）Volume 8 Number 3 February 15 



 

 

孙远慧 楷书：王维《山居秋暝》 

褚建真  楷书: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赵炳旭 草书: 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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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恬 草书: 李商隐诗《嫦娥》 

王敬  隶书: 宋邵雍诗《清夜吟》 

常君睿  草书: 秦观句 
夜月一廉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 

    王敬  行书: 赠弟 

人到万难须放胆，事当两可要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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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宁军 篆书：陶渊明文《桃花源记》 

赵炳旭  行书: 茶禅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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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恬 草书: 李商隐诗 
《无题 - 来是空言去绝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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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宁军简介 
孙宁军，斋号栖雅斋，63年生，江

苏南京人。自幼喜爱书画，苦于无

老师指点，后忙于生计、半途而

废。如今年过半百、幸得闲暇，先

后拜张俊东、陈泓凌为师学习书

画，勤学苦练，书艺得以提升，近

两年先后获江苏省新人临帖展入围

一次，南京市社区杯书画展优秀作

品二次，南京市栖霞区书协组织的

书画展二等奖一次。为圆少年之

梦，不负韶华，只争朝夕！ 
孙宁军  篆书: 曾国藩“立身齐家之道” 宋振华  行草: 王维诗《秋夜独坐》 



 

 

宋振华  行草: 苏轼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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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华  行草: 元好问词《摸鱼儿·雁丘词》 

王敬 行书: 《诗经·郑风·子衿》 刘建昌  草书  王安石《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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