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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胜览。

杜高杰 作品

金石之气播芳六合
文/平 日
“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
因地邻浙江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桥而
名。“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
西泠印社是中国研究金石篆刻最负盛
名的民间学术团体。百余年以来，印
社在社员的苦心经营下，已形成规
模。印社北枕西湖孤山，南望湖中三
岛，为湖山绝胜处，不仅在孤山西端
营造出一个精巧雅致的园林景观，更
融人文意趣、山水园林于一体，“占
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可谓人杰
地灵。
西泠印社范围内各类建筑数量不少，
但由于总体构思精巧，尺度合理，给
人一种错落有致、亲切可人的感觉。
竹阁、柏堂、山川雨露图书室、宝印
山房、四照阁、观乐楼等均依山而
建，掩映在绿树丛中，又以金莲池、
印泉、闲泉、石坊、经塔、经幢、
石交亭、剔藓亭、小龙泓洞等点缀其
间，巧妙布置，如妙手治印一般，亦
疏亦密，风情万种。众多的匾联、门
额、碑刻、摩崖、造像、壁龛，让人
目不暇接，于山水园林中又透出浓重
清雅的金石之气，给秀美湖山添了一
抹饱含文化意韵的迷人色彩。

名、姓名、吉语外，还有格言、成语
入印。汉代的印章艺术登峰造极，风
格更加丰富，材质也更加多样，因而
成为后世篆刻家学习的典范。此前，
因金属印材所限，印章多由印工完
成。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王
冕偶然发现可在花乳石上刻印，开了
文人治印的先河。继而在明代中后
期，文彭、何震等文人书画家，自篆
自刻，寄托情怀，拉开了流派篆刻的
序幕。
篆刻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集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旁及古
文字学、历史、文学和美学等多种学
科，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篆刻作品不仅在书画作品等领域广泛
应用，其印面、边款包括印石又可以
被独立欣赏，有着其他艺术所不具备
的独特内在趣味和雅兴。
湖山胜处有印社
中国的篆刻社团众多，其中成立最
早、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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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当属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社于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派篆刻
家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
几位青年才俊因热爱金石篆刻，志趣
相投，结社西湖西泠桥畔，“人以印
集、社以地名”，故名西泠印社。一
代巨匠吴昌硕先生曾说：“浙派盛行
于世，社之立盖有来由矣”，印社的
产生得益于浙派的形成。
这座神秘的艺术殿堂静立在西湖“
湖山最胜处”，以“保存金石、研究
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讲艺论
文，百余年间群贤毕至，俊彦星驰。
集诗书画印四绝的海上名家吴昌硕担
任首任社长，从此开启西泠印社大家
掌社的传统和篆刻书画名家云集的风
尚。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
初、启功、饶宗颐等几位大师先后执
掌西泠。2009年，由西泠印社为主
申报的“中国篆刻艺术”成功入选联
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作为一个学术社团，西泠印社的
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不但在国内外印
学界和书画界独树一帜，在日本、韩
国和东南亚更是颇具影响，已为《辞
海》、《新华词典》等多种权威辞书
机构所记载和认定。其悠久的历史，
厚重的文化内涵，重大的国际影响和
社会声誉，可以说全中国独此一家。
文脉传承有发展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西泠
印社产业发展的泉源和根脉是这个有
着百年人文积淀的文人社团。西泠印
社结社之初，就以“保存金石、研究
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远追秦汉
印风，近承“西泠八家”遗韵，致力
于中华传统金石文化和篆刻艺术的传
承。后来，一大批中外学术名流、社
会贤达人士聚集在西泠印社，以一种
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形式从事传统艺
术的探索，以宽松的包容理念主张艺
术的兼收并蓄，社团延续着创社以来
每年春秋两季雅集、逢五逢十周年庆

方寸之间有雅人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篆刻艺术同书画艺术一
样是传统文化艺术之林中最具民族特
色、最富精神审美的一种形式，是中
国独特的极具宝贵价值的文化遗产，
她融书法与镌刻艺术于一炉。
篆刻艺术是由古代印章发展而来。
中国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距今已有
3000多年历史。我们现在所能看到
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主要
是青铜材质，由工匠铸刻而成，分官
玺和私玺，主要作为信用凭记和权力
象征。秦代以后，明定篆书为印章印
文的使用字体，皇帝的印章叫“玺”
，普通臣民的称为“印”，内容除官

“友省文化拾贝”系列（九）
典和社员不定期雅集聚会的活动模
式。每年以孤山社址为中心，公祭印
学先贤、举办社员作品和藏品展览、
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等活动。百年薪
火相传，西泠印社不仅成为天下印人
翕然来朝的学术圣地，更是传承中国
传统艺术的老字号文化品牌与城市文
化名片。
目前，西泠印社已集“国家级社团”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产业领域
的“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
号”、“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
国字号荣誉于一身。百年品牌成为西
泠印社产业发展的源泉和根基，是产
业成长的核心资源。
西泠印社大量的文化遗产既是历
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
要价值的文化资源，这些都是智慧与
文明的结晶。西泠印社集团董事长钱
伯皓先生如是说：“老祖宗留下的东
西在我们手上，要用历史的观点审视
我们的品牌。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产
业，更是文化的传承，内核性的文化
资源最关键的就是保护。在创新时
代，不能失去对文化的敬畏感和星火
传承的意义。”
西泠印社的传承者在文化建设特别
是平台建设的进程中，坚守这一老字
号的底线，确保承载品牌的产品或服
务质量，不断完善品牌布局。
当金石之气绵延至今，也正在加强
与互联网和新科技的融合，比如西泠
拍卖2016年首次试水网络拍卖，开通
综合性、多门类的线上艺术品拍卖平
台，首拍成交额就逾1500多万元，总
成交率90%，这个成绩创国内网络首
拍记录。这是西泠印社线上艺术品拍
卖的成功之举，也是不断促进产业与
互联网、科技创新融合的一个标志。
西泠印社产业充分利用社员分布国
际化的优势，举办高水平、高规格的
国际性展览、交流等活动，以及国际
性艺术品征集和藏家服务来拓展品牌
和产业布局的国际化，提升西泠印社
品牌在国际上特别是中华文化圈的影
响力，带动产业稳步走向世界。
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
在踏访孤山社址之际，欣然提笔，
写下“播芳六合”四个大字：“‘六
合’是为天地，就是世界，西泠印社
的精神，就像花儿的芬芳一样，会散
播到世界各地。”西泠印社百年薪火
之传承，正体现着这样一种信念和精
神，创造优秀的艺术品、高质量的文
化产品和艺术服务，传播中华民族独
特的文化魅力，使得西泠印社百年基
业常青，发展之路常新。
（标题右边篆刻：大美与共。余正作品
文中摄影：西泠印社前山石坊。马莉供
图）

病人的故事

“我才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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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以前老年病学训练的影响，我不知不觉
又问她和谁住一起，平时都做什么？老人一听
这个问题来了精神。
她告诉我说她每周一在我们诊所信息台做
志愿工作者，已经有30年了。每周二去老年中
心跳舞；每周三和朋友们共进午餐喝咖啡；每
周五去教堂唱诗班；每周日去教会。我问周四
和周六呢？她告诉我说常常是在家打扫卫生和
养花种草。她有三房两厅一厨一后院的独立
房。她在那里住了一辈子。十几年前年丈夫去
世，但她仍独立的地生活在那里。她有四个儿
女分散在全美各地。她自豪的说“我才又通过
了驾照考试。”

今早最后一个病人，女性94岁，主述：咳
嗽。Q医生的病人。
我问医助病人有无脚踝水肿。医助答非所
问地说“你会喜欢她的。”
进了检查室见到一位笑容可掬的长者。她
一见我就说“你就是梁医生？哦，是位可爱的
女医生。那我就不用内疚了。”她看到我表情
里大大的“？”就告诉我她看Q医生已经二十
多年了，每次来看Q医生就如同来约会。Q医
生最近休假，但她咳嗽已经快一个星期了，她
等不及了。她以为我是年轻英俊男医生，就觉
得有点对不住Q医生。看到我是女的她就放心
了。
仔细问诊查休后，我的诊断是一般的感冒
咳嗽并无大碍。

我与她和了影。我问她是否可以把这张照
片放到我的社交网站上？
她问“是Facebook吗？”我说“是微信，
是中国的，有点类Facebook。”她又问“是一
个安全的网站吗？”我说“应该是吧，我用了
两年多没有什么大问题。”她说“那就好。”
她又说“你不要披露我多大年龄。让他们猜
猜。看看有多少人说我59岁。”说完她调皮地
挤了挤眼睛。
看到这阳光灿烂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好
有希望。虽然这不是一次老年全面体检，但
我在今天病历的最后郑重地写下了：ADL and
IADL all independent!

Recovery Auto Sales.
s. Inc
专业经销、维修各种车辆
www.recoveryautos.com

Website: www.hooyou.com

移民

签证

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前移民官加盟
22位资深美国执照律师

黄
山
雪
景

我问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她开心的地笑
着说“一切自理自助，每天与人愉快地交谈交
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唱歌跳舞。”她
说“别人见到我都说我59岁。我真的很能干，
我天天做的都是59岁的人做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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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卡

11

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80
(106th/College Ave, in Carmel Area)

二十年杰出服务品质保证

数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户管理系统

纽约/休士顿/芝加哥/奥斯汀/洛杉矶/硅谷/西雅图七地办公 客户遍布全美

精办
国家利益豁免和特殊人才绿卡 PERM及职业移民

绿卡申请

免费

H、L及其他费移民签证

评估

请将简历发送到 info@hooyou.com 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 评估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地址：

Email: info@hooyou.com 电话：
1-800-920-0880 传真：
713-771-8368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Web Site: www.indyaat.org

Toyot,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 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常年提供拖车服务、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Email: editor@indyAAT.org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