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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员 苏国
庆）最近我市旅行社业界开展的“诚信
经营”的承诺活动，不仅在旅游业内产
生了强烈反响，也引发了市民的关
注。旅企诚信经营，游客理性消费，已
成为旅游行业管理部门、旅游经营者
和游客的广泛共识。

丹阳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顾俊叶表
示，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是
旅企发展的原则。旅游企业通过这次
承诺活动应该更坚决地抵制低价不良
竞争。透明、规范，让游客明明白白消
费，切实保障顾客的权益，让游客信任
旅行社，改变对旅行社固有的负面印
象。健全承诺机制，对游客讲清产品
的内涵，是丹阳中旅向游客宣传产品
时必须做到的第一道程序。丹阳中旅
信守合同约定，切实满足消费者的旅
游知情权，履行服务承诺。严格执行
每客合同原则，每团都有服务质量信
息反馈表，并电话和登门回访，把顾客
意见妥善处理。因为这样才能保障顾
客的权益，真正使顾客满意。作为一
家以品质自组团为特色的旅行社，丹
阳山水旅行社总经理吕铁勤介绍说，
山水一直坚持诚信经营，并尝到了甜
头。如去年夏天，九寨沟地震后，山水
首家做到向所有的游客全额退款，受

到广大游客和社会的好评，也吸引了
更多的客源。如实告知游客旅游行程
中的服务内容和标准，做到游客明明
白白消费，旅行社清清白白经营，时刻
把游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次诚信
经营承诺活动就是要动员更多的旅行
社坚持走诚信品质的经营之路，更好
地为广大丹阳市民提供优质诚信的旅
游出行服务。华之旅总经理冒亚欧认
为，近两年来丹阳旅游市场一直被低
价游笼罩着，并有愈演愈烈苗头，不仅
是低价游还有“豪礼”送。往往做出这
样低价旅游产品的都是一些不合法的
旅游机构，譬如保健品公司、保险公
司、购物店等，游客报名连最起码的旅
游保险都没有!合法的旅行社操作任
何一个产品都必须要有合理的利润，
旅行社不会做亏本的生意，想要便宜、
价格低，甚至低于成本报价，那就必然
从自费、强买强卖等地方抽取提成填
补亏损，而游客不会得到真便宜。这
次诚信承诺活动很及时，希望能还老
百姓一个实实在在的旅游。此外我市
丹阳文化、新世纪、江苏美达假日、金
色阳光、翔天、环宇、走天下、环球时
代、锦华、友好锦绣、爱尚、途爱、海天
等多家旅行社均表示要提供更多的品
质旅游产品，让游客快乐旅游，平安出

行。
中秋国庆假期又将迎来游客出行

高峰，旅游局提醒广大旅游者，在参加
旅游活动时要注意文明旅游，理性消
费，依法维权。1.参加团队旅游务必
签订合同。游客跟团旅游，应当选择
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对产品
相关信息充分了解，考虑成熟后签订
正式合同。2.谨防诱骗消费陷阱。对
于所谓“买保险送特价旅游”、“买保健
品送特价旅游”、“微信集赞送旅游”等
消费陷阱，要运用质价相符这一原则
进行鉴别，并向当地旅游管理部门核
实优惠提供方的资质。3.注意出游安
全防范。如发生盗抢等不法侵害，注
意首先确保自身的人身安全，应第一
时间报警或向我驻外使领馆求助。4.
谨慎购买贵重商品。购物时应选择正
规商店，无论是自行购物还是在导游
推荐的购物店购物，都要尽量了解所
购商品的说明及性能，并要求商家开
具正规票据。5.依法维权。游客的合
法权益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受到侵
害时应当投诉并获得合理赔偿。

(出游提示全文见丹阳新闻网)

旅企诚信经营 游客理性消费

市旅游局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员 老
铁）秋天最自在的日子莫过于在山中，
东方盐湖城便是符合悠闲生活的周边
游目的地。

这座江南神奇山镇处处皆可研
学，你可以在乐道堂亲手画一道符，寄

托对亲人的美好祝福与祈愿；也可以
在三真祠抄一卷静心经文，让心灵在
此间小憩；可以在纸花阵感受国家级
非遗文化刻纸的魅力；还可以在盐宫
以盐晶染色作画，感受其晶莹灵动；一
起相约登上景区最高点乾天穹顶，观

看浩瀚星河，与家人朋友一同探索广
阔无垠的宇宙有哪些未解之谜；此外，
原创爆笑功夫喜剧《嘻哈道》等原创民
俗演艺精彩绝伦。山水旅行社9月23
日中秋期间推出东方盐湖城、得撒石
磨豆腐村纯玩一日游。

东方盐湖城：秋季养生打卡地

旅游连续报道诚信诚信

友情提醒：

丹阳市锦华旅行社
微信号：dyjh86901822 经营许可证号：L-JS11054 镇江市诚信旅行社

*旅游热线：86901822 18906109258*
线路精选：咨询QQ：879934406 1973930601

1、以上线路价格仅供散客参考，具体价格以柜台签订合同为准，一团一议！
2、旅游投诉电话：86922800
地址：丹阳市千禧花园白云街4幢16室（白云街实验小学原正门对面）

特别推荐
10月8日 恩施纯玩双动五日游（自组团） 2480元/人
10月7日 宜昌、长江三峡豪华游轮、山城重庆双动六日游 3280元/人

诗画桐庐天子地、富春江白云源、江南芦茨湾秋季休闲二日游（自组团） 398元/人起 9月28日/10月6日
东方盐湖城一日游（含中餐） 158元/人 9月22日/23日
南浔、白天+夜游西塘、杭州西湖、西溪湿地二日游 368元/人 9月22日/23日
千岛湖、瑶琳仙境、下姜景区二日游 528元/人 9月22日/23日
三清山、婺源篁岭晒秋、千年瓷都景德镇三日游 698元/人 9月22日/28日
黄山、水墨宏村、阿菊品质三日游 880元/人 9月22日/28日
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野生动物园纯玩二日游 988元/人 9月22日/23日
嵊泗列岛休闲度假三日游 998元/人 9月22日/10月1日
北京飞高五日游（0自费，0购物） 2400元/人 9月29日/10月1日
厦门鼓浪屿、厦门大学、南普陀纯玩四日游 2750元/ 人 10月1日/2日
海南分界洲岛、椰田古寨、南山佛教文化苑、天涯海角双飞六日游（陪同班，含接送）） 1980元/人 9月22日
河南少林寺、龙门石窟、西安兵马俑、大雁塔广场、延安、壶口瀑布、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双卧10日游 2499元/人起 10月12日
黄果树瀑布、梵净山、镇远古镇、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双飞六日游（0自费） 2680元/人 10月15日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3390元/人 9月24日/10月8日
长沙、韶山、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玻璃桥、凤凰古城双高六日游 3160元/人 9月30日/10月1日/2日
西安兵马俑、华清池、陕西历史博物馆、明城墙、大雁塔半自由双高五日游 3380元/人 10月1日/2日
恩施大峡谷、清江画廊、女儿城、宜昌三峡人家、三峡大坝双动五日游 3680元/人 10月1日/2日
桂林大漓江、银子岩、象鼻山、世外桃源、阳朔西街双飞四日游（0自费，0购物） 3780元/人 10月1日/2日

丹阳市东亚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许可证号：L-JS11073

友情提醒：
1.散客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日门市价格为准！
2.另有更多旅游线路、敬请来电咨询。团队一团一议！
旅游专线：86579393 机票专线：86600000
火车票专线：86571666 地址：开发区民政局大门西侧

专业代办各国签证及国内外酒店预订
专业票务代理国际国内特价机票

中秋及国庆旅游热门线路
溱湖美食节：姜堰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泰州老街一日游 9/23 108元/人
南山竹海一日游（男55周、女50周以上含中餐） 9/20/22 98元/人
丰收狂欢季-常州淹城春秋乐园一日游 中秋/国庆 168元/人
无锡拈花湾禅意休闲一日游 中秋/国庆 168元/人
浙西大峡谷、白马崖、大龙湾、龙井峡二日游 中秋及国庆 278元/人起
齐云山、船游新安江、蜀园休闲养生二日游 9/22/26/29 139元/人起
绍兴柯岩、夜游鲁镇+鉴湖、鲁迅故里二日游 中秋/国庆 328元/人起
杭州西湖美景、西溪湿地、宋城千古情、西塘二日游 中秋/国庆 328元/人起
雁荡山、大龙湫、灵岩古镇三日游 周五/中秋 658元/人
太平湖、黄山、音乐喷泉秀、篝火狂欢三日游 国庆 880元/人
绝美明堂山、天柱山、三河古镇三日游 国庆 768元/人
庐山、三叠泉、景德镇三日游 国庆 658元/人
海上仙山-嵊泗列岛、豪华渔家乐、南长途沙滩三日游 国庆 1288元/人起
北京飞高纯玩五日游 国庆 2750元/人
桂林大漓江、印象刘三姐、银子岩古东瀑布四日游（纯玩无自费） 9月26号前 2550元/人
海南双飞五日游 9/22/23/24 268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9月28日前 2380元/人
长沙、韶山、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烟雨江南六日游 国庆 2500元/人起
厦门、鼓浪屿、双飞四日游 9月28日前 1999元/人

丹阳新世纪国际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L-JS11101

江苏省诚信旅行社 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镇江市十强旅行社 值得游客信赖旅行社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最低价的产品折扣，最给力
的有奖活动~还没加微信么？你Out啦！

温馨提示：

丹阳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许可证号：L--JS11090

江苏省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江苏省青年文明号 镇江市诚信之星单位

1、以上线路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日所签合同为准，团队一团一议13806109258
2、可承接会务拓展业务；并且可开具会务发票；
3、长线机票浮动比较大；具体价格以名单申请为准 咨询热线：86583633
山水自驾俱乐部欢迎您的加入，群号：184318756；18756
总店：山水二中店0511-86581633、15052964937、地址：吕叔湘中学对面荣城国际门市
分店：山水华南店0511-86561778、18906109753、地址：原店斜对面（园中园餐馆旁）
分店：山水开发区店13506109211、地址：开发区中心小学旁
分店：山水大泊店0511-86996399、地址：大泊镇南路84号（粮管所对面）

山水推荐中秋及国庆自组团线路：
9月23日逛姜堰北大街、游溱湖湿地公园、品溱湖八鲜美食纯玩一日游138元/人（仅
此一班50个名额）
9月23日句容瓦屋山挖山芋、采花生、摘枣子伏热花海亲子一日游128元/人
9月23日东方盐湖城、得撒石磨豆腐村纯玩一日游58元/人起
9月23/30日南浔古镇、小莲庄纯玩一日游138元/人
9月22/24、10月3/5日常州淹城野生动物园/春秋乐园亲子一日游160元/人起
9月22-23日苏州甪直古镇、海宁盐官观潮二日游568元/人
10月2-3日黄海森林公园、大丰荷兰花海、溱潼古镇纯玩二日游488元/人
10月2、4、6日扬州仪征园博园纯玩一日游118元/人
10月3/4/5日泰州口岸雕花楼、猕猴桃采摘一日游128元/人
10月2/4/6日句容瓦屋山挖山芋、采花生伏热花海亲子一日游128元/人
10月3、5日长兴仙山湖、采购山货一日游178元/人
10月4、6日南山竹海、采摘提子纯玩一日游178元/人
10月3、5日扬州瘦西湖、何园纯玩一日游218元/人
10月3-4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科技馆、外滩亲子二日游468元/人
10月4-5日皖南川藏线储家滩、青龙湖、龙泉洞休闲纯玩二日游518元/人
10月4-5日芜湖方特东方神画、马仁奇峰（玻璃桥栈道）纯玩二日游628元/人
10月3-5日千岛湖中心湖区、富春江小三峡、富春桃源3日游1038元/人
10月2-6日宿迁项王故里、三台山森林公园、曲阜三孔、泰山、岱庙、东台黄海森林
公园、条子泥自驾5日游1988元/人
10月2-6日北京飞高纯玩经典五日游2780元/人
南京文华国旅丹阳分公司近期推荐线路：详询15052964937/86591758
10月12-18日斯里兰卡5晚7天会员价5980元/人（含丹阳往返南京机场接送，老铁陪同）
11月2日法瑞意德11天9晚11999元/人（含丹阳往返机场接送及录指纹接送）
10月12-17日吴哥醉美6日游4180元/人（含机场接送）已报10人
10月22日看港珠澳大桥、香港、澳门、桂林空调专列11日游2380元/人起
朝鲜4飞6日游4280元/人起
老挝7晚8日时光之旅3880元/人起
芽庄4晚5日游999元/人起
泰国曼谷、芭提雅五晚六日游1499元/人起
普吉岛五晚六日游1599元/人起
日本本州双古都6日游5980元/人起
阿联酋4晚6日游5999元/人起
心动俄罗斯8日游5999元/人起
土耳其10天浪漫之旅7299元/人起
法国巴黎一地7天5晚7999元/人
山水推荐近期散客线路：
普陀山休闲祈福二日游638元/人起
桂林漓江、阳朔双飞五日游1080元/人起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2380元/人起
厦门鼓浪屿双飞四日游799元/人起
海南双飞六日游1480元人起
10月8日新疆吐鲁番、天山天池、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内蒙通湖草原、青海
湖、茶卡盐湖12日空调旅游专列2690元/人起
长江三峡包船、重庆、武隆9日游1680元/人起
10月18日贵州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湖南张家界杨家界、凤凰古城、广西桂林
漓江风光2动1卧11日游3080元/人起
10月9日额济纳胡杨林、银川、中卫、洛阳空调旅游专列13日游3880元/人起
10月10日山西、宁夏、内蒙、甘肃四省纯玩旅游专列10日游2180元/人起

自组团：
武汉黄鹤楼、长江三峡、神女溪、重庆、恩施土司城、乌江画廊、重庆、金佛山
九日游 1980元/人起 10.10
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桂林、韶山旅游专列11日游 1780元/人起 10.22
山西全景、宁夏、内蒙、甘肃纯玩旅游专列10日游 2180元/人起 10.10
安徽石台、鸠兹古镇休闲纯玩二日游 538元/人 9.22
安徽泾县水墨汀溪、桃花潭、新四军军部纯玩二日游 478元/人 9.22
散拼特价线：
越南芒街、下龙湾、河内、广西南宁、北海、桂林专列11日游

2580元/人起 11.30
贵阳、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专列14日游

3280元/人起 10.22
广西桂林、海南、兴隆、三亚专列10日游 1780元/人起 10.30
海南双飞六日游 2280元/人 天天
黄山、芙蓉谷、黄山激情漂流、宏村三日游 750元/人 周五
象山、溪口三日游 598元/人 10.2/3/4
安吉中南百草园、臧龙百瀑二日游 298元/人 周六
新安江、西溪南湿地谢裕大、西递二日游 228元/人起 周三、周六
杭州西湖、乌镇、西溪湿地、宋城二日游 328元/人起 周四/六
周庄一日游 158元/人 周四/六
南山竹海一日游 98元人 周四/六
东方盐湖城一日游 158元/人
无锡拈花湾一日游 168元/人
总店地址：丹阳市阳光花园街4-5号（市民广场医保中心隔壁）
电话：0511—86568922 0511-86526077
华南营业部地址 ：丹阳市华南路16号（华南桥向南30米农商行隔壁）
电话：0511-86533977 0511-86525922
中旅总社（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丹阳营业部 咨询电话：13506103309
普吉岛双飞六日游 999元/人起 9.22/24
韩国双飞五日游 2599元/人
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11日游 11998元/人 11.4/11.23
西班牙、葡萄牙11日游 9999元/人起 11月
英国、爱尔兰12日游 16300元/人起 10.31/11.14/12.5
意大利一地12日游 14300元/人 11.26/12.3
西班牙、葡萄牙11日游 9799元/人 11.18/12.2/12.30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15日游 19000元/人起 12.10
新加坡五日游 4980元/人起 10月
巴厘岛五日游 1999元/人 9.25
新加坡、马来西亚六日游 2599元/人起 10月
清迈特价游 2399元/人 9.24/26

友情提醒：1、以上报价仅供散客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日所签合同为准。
散客热线：开发区总部：86575577（丹阳日报社南侧，东方路68号）
新市口店 86518854（文化城内南一楼）
2、10人以上团队价格根据不同需求一团一议。

团队热线：86055598、86055578
3、订售国内外特价机票，订票热线：86055585
营业网点：新桥营业部：电话：86078261、13806103066

L-JS11013
江苏省诚信旅行社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丹阳市文化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龙旅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L-TJ-CJ00035-ZJ-FS018

备 注 ：
代 办 赴 各 国
签证业务，咨
询 热 线 ：
86575577
以 上 价 格 仅
供散客参考，
具 体 价 格 以
当 日 所 签 合
同为准。

菲律宾宿务双飞五日游 1599
普吉岛双飞六日游 999
泰国双飞六日游 399
国庆日本本州双飞六日游 548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飞五日游 2299
韩国首尔五日游日游 2288
新加坡一地双飞五日游 4299
越南芽庄四晚五天 999
越南岘港直飞四晚五天 777

10.2周庄文旅自组一日游 158
第10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纯玩一日游 98
太极洞（含游船）天目湖湿地一日游（含鱼头宴、送草鸡蛋） 99
张家港暨阳湖生态湿地、海澜飞马水城一日游 79
钱塘江观湖、太湖源云上天桥（高空玻璃桥）指南村赏秋纯玩二日游 298
淮安周恩来故居、纪念馆、西楚古城、三台山森林公园超值纯玩二日游 298
宁国夏霖九天银瀑、屯浦归帆二日游 99
宝峰岩、蜀源赏秋二日游 198
厦门鼓浪屿双飞四日游 999
冬季恋歌——亚布力双飞六日游 2580
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双飞六日品质游 1280
10.12/10.22重庆三峡+贵州黄果树双卧9日游 2180
10.8西北五省新疆、甘肃、内蒙、青海、宁夏专列12日游 2590
9.25/10.10/10.24/11.5四国风情中越缅老专列13日游 1980

中秋、国庆各大热门线路和价格已出
欢迎各位来电或到店咨询！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
告

广
告

“9·18”事变后，马相伯痛感
中华民族危机深重，多次挺身而
出发表公开讲话，揭露蒋介石假
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声援

“七君子”抗日救国主张，为此得
罪了蒋介石。恼羞成怒的蒋介
石对于右任说：“你先生闹得实
在太凶了！”于右任深知蒋介石
的德性，这是要对马相伯动手的
暗示。马相伯在上海继续待下
去已经很不安全了，于右任十分
着急，他想起了当年自己受到清
政府的通缉，是老师顶住巨大压
力收留了他，还让他在震旦大学
完成了学业，他也了解马相伯的
脾气，根本就不怕蒋介石的威
胁，为了民族大义，不惜牺牲自
己的生命。于右任找到于斌商
量，认为还是把老师接到南京

来，两个人共同保护老师的安全
比较妥当。于右任身为政府高
官，不宜出面邀请，恰好于斌不
久前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南京代
牧区主教。马相伯还亲自题字
祝贺：“救世后一九三六年十月
四日 南京教区宗座代牧 于斌
主教就职纪念 九七叟相伯题”，
马相伯的题字被做成纪念卡在
南京发放，轰动一时。于斌以邀
请马相伯到南京襄理教务之由，
得到了老师的首肯，于斌亲自到
上海接老师。1936年11月24日
相伯老人离开上海时，宋庆龄亲
自到车站送行，并一再叮嘱老先
生是国宝，要照顾好！

马相伯到南京后被安排在
大方巷 12 号居住。这以后于
斌、于右任、蔡元培等诸多学生
经常到老师住所探望，嘘寒问

暖。“七君子”释放后，也
来到马相伯在南京的
住所鞠躬致谢，拍照留

念，马相伯在众人簇拥
下端坐正中，沈钧儒在照
片 上 题 写“ 惟 公 马 首 是

瞻”。这张照片被收入包
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
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
人所熟悉。

1937 年 5 月 16 日，
马相伯98岁生日这一天，

于右任、于斌联合各位学
生，以复旦同学会的名义，
向各界发出邀请，在南京国
际联欢社为马相伯举行隆
重而热烈的祝寿活动，邀请

书也号召各位学生踊跃捐款，为
老师在南京建造一所住宅，安顿
相伯老人的晚年生活。马相伯是
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林森等国
民政府要员迫于相伯老人的威
望，也写来了贺联，冯玉祥将军和
于斌、于右任、蔡元培等一起在大
厅躬身接驾。大厅摆放了各界各
团体以及学生送的贺礼，所送贺
礼非珍即宝。按照丹阳及苏南地
区的习俗，马相伯给各位来宾回
赠了寿碗。典礼盛况空前，成为
当时轰动一时的盛事，国际联欢
社也因此声名大噪。国际联欢社
成立于1929年，是一个以各国驻
华外交使团成员为主，并有中国
外交界人士参加的旨在联络国际
人士感情的团体，隶属于外交
部。1946年，国际联欢社扩建，其
后由郭沫若题名为“南京饭店”。

在众多贺礼中，有一件礼品
格外夺人眼球，就是于斌专门为
老师庆寿制作的“相伯鼎”。这
是一只紫砂鼎，承制者吴德盛陶
器行，刻书者“跂陶”。大鼎通高
45厘米，腹部直径35厘米，圆腹
直颈平口，颈上塑龙耳一双，腹
下雕兽足三只。器身内为紫砂
胎，主体涂覆团泥，冷金黄典雅
细致，龙耳兽足俱覆红泥，龙睛
兽目点紫泥，炯然有神。鼎肩贴
饰如意 14朵，泥色深紫，又以细
纹刻印如意沿口，一丝不苟。颈
高而直，上刻行书“相伯委员期
颐之庆 南京主教于斌敬祝”，
字迹飘逸有致，末钤“于氏”小
印。颈之上下各以紫泥圈饰，密

布回纹，做工细致工整。鼎腹镌
篆体“寿”字 106 个，形态各异，
劲拔俊秀，繁简适度而均匀等
称，令人称赏不已。字首“丁卯
仲春”，时在一九三七农历二月，
属款“跂陶氏镌”，乃名家出品之
标识。紫砂自明朝中期盛行，名
士雅流、皇宫贵戚多有定制之
举，而清嘉道以来其风尤盛，至
民国方兴未艾，文人雅士、书画
名家频频参与，高官政要亦欣赏
青睐。是以宜兴陶家常与书画
名家、达官贵人相往来，其中以
跂陶较为突出，他与蔡元培、于
右任等均有合作，亦曾受潘汉年
之请为毛泽东制刻紫砂茶盏。
跂陶何许人也？乃清末民初著
名陶艺家吴汉文（1874~1941），
其能制壶，亦擅陶刻，真草隶篆
铁画银钩，奏刀独有章法自成一
家。于民国初年创办吴德盛陶
器行，荟集俞国良、冯桂林、范锦
甫诸多名师作坯，汉文陶刻书画
其上，属款“跂陶”、“企陶”等，所
制紫砂皆属上乘。吴德盛出品
之紫砂器底多镌“金鼎”商标，设
计精妙，形式如鼎，实为“吴德
盛”三字之组合。相伯紫砂鼎器
身未见金鼎商标，因其为定制之
物，故不同于商品。古人有五福
之说，五福以寿为先，是以寿者
尤得敬重。于斌定制紫砂鼎以
祝寿，可谓用意颇深。鼎为古代
之炊器，盛行于商周，多以青铜
铸造，后演为立国之重器。主教
于斌奉鼎祝贺，其意有三：一为
鼎新；二为鼎辅；三为鼎食。

目前，这一只大鼎存放在南
京民俗博物馆，成了该馆镇馆之
宝。

卢沟桥事变后，于右任、于
斌从马相伯的安全考虑，劝他先
移居桂林，后又再请移居昆明，
在绕道途经越南谅山时，马相伯
突然病倒，在病中迎来了他的百
岁寿诞。据有些资料记载，于斌
还曾经到谅山探望过相伯老人，
由于年代久远，详情已经无法考
证了。相伯老人去世后，于右任
为之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
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与他的众多学生浓
浓的师生情，特别是与于斌、于
右任的特殊感情，堪称楷模，每
每激励着千千万万近代学子们
为振兴中华而奋发努力，我们今
天纪念先贤，初心一如来时路，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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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松涛

9月12日，全国第二届大字
书法艺术展在镇江市文广集团
城市山林艺术空间举行开幕
式。在这场被誉为史上最惨烈
的“国展评审”中，我市书法家协
会理事陈清云书法作品成功入
选参展，受到观众广泛好评。记
者深入采访后发现，这场在“家
门口”的书法“国展”备受瞩目，
作品入选实属不易。

史上最惨烈的“国展评审”
省文联主席章建华介绍说，

镇江焦山的“瘗鹤铭”碑被誉为

“大字之祖”，在书法界地位崇
高。因此，全国大字书法艺术展
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江举
行意义非凡。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共
收到 22074件投稿作品，其中江
苏省来稿最多，达 2301 件。经
过评委会严格评审，共有 266位
作者入展。这场展览评审淘汰
率约 98.8%，每 1000人投稿，988
人会惨遭淘汰，可谓相当惨烈。
而大字展评审虽然在江苏镇江
进行，但江苏省书协领导均未参
与评审。评审委员会、监审委员

会、学术媒体观察团均无江苏人
参与，就连承办单位工作人员也
采取了回避原则。在全国平均入
展率为1.2%的情况下，江苏作者
共有 15 幅作品入选，入展率仅
0.65%，约为全国入展率的一半，
承办地镇江市更是“颗粒无收”。

籍贯为江苏灌云的陈清云，
虽然代表的是连云港市，但因寓
居丹阳和丹阳市书协理事的身
份，多少为镇江挽回了一些颜
面。因此，在书展现场，其作品
受到了镇江观众的格外瞩目。

一波三折完成书法创作
陈清云入选的作品是榜书

对联：龙门造像、石鼓铭文。那
么，他的这幅作品是如何创作的
呢？陈清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讲
述了背后的创作故事。

全国第二届大字展从去年
年 11 月开始面向全国征稿，陈
清云作为一名职业书法工作者，
投稿竞争激烈的“国展”自然是
检验创作效果的最佳试金石。
他仔细研读了征稿启事的相关
要求后，初步设定了一个创作方
向：用隶书创作，为体现大字展
之“大”，采用八尺写四个字的榜
书对联形式，每个单字直径 45
厘米左右。

形式、书体确定后，他开始
选内容，仔细筛选后选用“龙门

造像，石鼓铭文”四字联，此联内
容是陈清云喜欢的两种古代代
表书体，石鼓文、造像都属大气、
雄强一路风格。而陈清云的隶
书以王羲之书法为基础，用笔来
源于大篆，其间掺以碑版运笔，
以求方圆兼备，达到笔意与联意
互为相融。

然而，在创作这幅作品时，
陈清云却是一波三折，着实花了
一番功夫。

陈清云告诉记者，他先是选
用了腊染笺，由于市场价格较高
(50元一对)，可能会有不经意之
负担，但十对腊染笺书写后无一
满意，被他全部撕毁，第一次创
作宣告失败！

几天以后，他找出家里存的
几张八尺生宣，再次试写，由于
生宣和腊染笺有着不同的纸质
效果，纸墨之间的关系较前也稍
有改观。但他书写兴致正浓时
才发现八尺纸很快写完了，作品
仍不满意……

虽然两次创作都没有成功，
但陈清云感知榜书创作中生宣
与腊笺书写效果的不同处，其表
现手法应如何合理调整，铺毫与
跳跃之间的关系，他心里都有了
些底。

两天后，他用家里的四尺生
宣拼接了几对八尺联，抱着练习
的态度，放松心态，一小时不到，

写成了三四对，他挑了一件自己
满意的挂在书房墙上，反复观摩
了一周，觉得字里行间，令他内
心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他说：

“一幅佳作，首先是要感动自己，
然后才是感动评委、观众，感动
自己我做到了……”

陈清云这幅用心书写的作
品，在现场受到了广泛关注，许
多书法家在此驻足观摩。记者
巧遇几位来自浙江衢州的书法
家，他们认真观摩后，一致予以
点赞。

八次入选“国展”创下新纪
录

陈清云现为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
员、江苏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

据了解，陈清云 2007 年起
定居丹阳，创办了“清云书法学
堂”，平时辅导少儿书法，他辅导
的学生有多人在全国书法大赛
中获得大奖。2013年《书法报》
封面“人物”专版推介并授予他
全国“金牌名师”称号。

教学之余，陈清云潜心书法
研究和创作。此前，他的书法作
品多次入国展，随着成功入选全
国第二届大字书法艺术展，陈清
云已经先后八次入选“国展”，创
下了我市书协会员入展国展次
数的新记录。

一波三折完成佳作，成功通过史上最惨烈“国展评审”

陈清云榜书作品入选全国第二届大字书法艺术展
本报记者 殷显春

马相伯和于斌、于右任的浓浓师生情

于右任和恩师马相伯合影

陈清云向参观者介绍其作品

于斌为老师庆
寿订制的“相伯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