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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即可阅读往期报纸

第21届日本学生书道文化展举行颁奖仪式

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消息：由
日本学生书道联盟主办的第21届日本学
生书道文化展，3月29日至4月1日在墨
田河畔画廊举办。3月29日下午举行该展
的颁奖仪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
石永菁应邀出席并观看展览。

日本学生书道文化联盟会长松野弘子
在致辞中表示，伴随樱花盛开之际举办的
该展，也是大家一年来辛勤努力的检验与
汇报，每年的展览都让人感动与鼓舞。墨
田区区长在致辞中表示，墨田区一直是该
展的支持机构，今年的展览再次见证了大
家的成长。明日日本将宣布新的年号，迈
入新的时代，但书法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必
将得到很好的传承。

石永菁在致辞中回顾了30多年前此
展的后援单位之一——泰书会会长的父

亲、日本著名书法家柳田泰云来华举办书
法交流展的盛况。她表示，科技的发展、
电脑的普及，并不能代替书法作为中日两
国共通的传统文化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
力。日本现在的年号“平成”出自中国
《史记》和《书经》，今日的书法展中也有
来自中国安徽省学生的多幅作品。中日文
化交源远流长，希望青少年们能够继往开
来，以书法为纽带进一步密切两国的文化
交流。

此次书法展得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等
机构支持，共展出172幅学生作品，作为
与中国安徽省宣城市的定期展览交流，还
展出了10幅中国学生的优秀作品。同时
经评委会选定，该展中的10幅日本学生
作品也将于今年5月赴中国安徽参展。

“风从海上来——上海美院教师优秀作品展”在柏林开幕
据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消息：3 月 27日

晚，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和上海美术学院共
同主办的“风从海上来——上海美术学院教
师优秀作品展”在文化中心拉开帷幕。本次
展览共展出34位艺术家的37件当代艺术作
品。上海美院副院长金江波等五位专业教师
此前专程赴柏林参与了布展及展览预展等活
动。

3月27日晚，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和上
海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风从海上来——上
海美术学院教师优秀作品展”在文化中心拉

开帷幕。本次展览共展出34位艺术家的37
件当代艺术作品。上海美院副院长金江波等
五位专业教师此前专程赴柏林参与了布展及
展览预展等活动。

开幕式上宣读了上海美术学院金江波副
院长的书面致辞：上海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发
轫之地，上海美术向来不以固定的风格为其
特征，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元
素，呈现出新的面貌。上海美院的教师来自
全国各地，接受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他
们的创作方向和作品面貌各不相同，既丰富

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也诠释着开放
包容的文化态度。希望通过本次展览向德国
和欧洲的朋友们呈现上海美术学院的教学和
创作风貌，也能从侧面反映当下上海美术的
多元发展，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促进彼此的
艺术交流。

开幕式当晚，一些德国观众在欣赏作
品之余纷纷表示，他们通过这次展览看到了
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与发展，也体会到了作
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6日。

“毕加索与战争”特展当地时间3日在法
兰西军事博物馆亮相。本次特展主要展出了
毕加索生平创作的众多和战争有关的重要画
作。

本次特展由法兰西军事博物馆与毕加索
博物馆联合主办。这是法国首次举办这一题
材的大型展览，除了展示毕加索的画作之外，
还同时展出了毕加索的相关个人档案、新闻及
历史视频剪辑。

据主办本次特展的两大博物馆负责人介
绍，毕加索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的很多大规
模战争和冲突，其中包括一战、二战、西班牙内
战、朝鲜战争等。这些战争和冲突在毕加索的
很多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并深刻影响了他的艺
术风格。主办方认为，对毕加索的相关艺术作
品进行总结和研究很有必要。

毕加索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巴黎
度过的，特展中的很多展品都来自于毕加索博
物馆。法兰西军事博物馆在展品研究等方面
提供了支持。

当天亮相的特展中，人们看到的
首幅毕加索的作品便是举世闻名的
《格尔尼卡》。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爆
发内战，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了西班牙
城镇格尔尼卡，毕加索绘制了这幅立
体派艺术作品，反映了遭受轰炸之后
的格尔尼卡。

此次特展展出了毕加索为创作
《格尔尼卡》绘制的素描稿，可以看到
他为创作这幅著名作品倾注的心血。
毕加索于1937年6月创作出了《格尔
尼卡》，并于同年7月在巴黎举行的国
际博览会上展出，立即受到广泛关注。

毕加索还创作了很多和平鸽题材
的作品，集中反映了他反对战争、呼吁
和平的立场。特展中集中展示了十多
幅毕加索绘制的《和平鸽》。他的相关
作品被选为1949年世界和平会议的
海报。

本次特展从4月5日起面向公众开放，将
一直持续至7月28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特
地出版了此次特展所有展品的目录。

“毕加索与战争”特展当地时间4月3日在法兰西军
事博物馆亮相。本次特展主要展出了毕加索生平创作
的众多和战争有关的重要画作。本次特展由法兰西军
事博物馆与毕加索博物馆联合主办。（摄影：李洋）

“毕加索与战争”特展在法兰西军事博物馆亮相

华 文 专 业 版

中法美术交流百年学术研讨会在巴黎成功举办
本报综合消息：3月26日上午，由巴黎中

国文化中心、中国美术馆、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共同主办的“中法美术交流百年学术研讨会”
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本次研讨会配合
刚开幕不久的“感知中国·意在巴黎——中国
美术馆馆藏精品展”，邀集中法美术专家以“中
法百年美术交流与学术传播”为主题进行深层
次的专业研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严振
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以及法兰西艺术
院院士克洛德·阿巴吉、让·卡尔多，弗朗索
瓦-贝尔纳·马施、布鲁诺·巴尔贝、雅克·卢日
里,还有著名汉学家、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
通讯院士汪德迈，赛尔努奇博物馆馆长易凯,
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迪埃·贝耐姆、让·弗朗
索瓦·高立昂,法国索邦大学远东研究院研究
员李晓红,法国欧瑞尚国际交流执行总裁陈岩
等30余位美术界专家参加研讨会。中国美术
馆研究部负责人邵晓峰任研讨会学术主持人。

严振全在开幕致辞中诚挚欢迎各位专家
和嘉宾的到来，他表示，值此中法建交55年、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重要契机，我们
共同回顾百年来中法两国美术领域的交流互
鉴，总结两国艺术发展创新的成功经验，对开
创中法艺术界合作共进的美好未来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作为我国在
西方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自2002年

成立以来，为让法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深
入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间断地通过展
览、讲座、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为介绍百年来留法艺术家和促
进中法艺术领域交流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
作用。中心已经成为当地民众领略中国文化
和各地特色旅游文化的窗口和促进中法文化
艺术交流的桥梁。今天的研讨会美术界大师
云集，对中心和两国美术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相信两国专家坦诚深入的研讨
一定会为推进中法美术互鉴繁荣提供富有建
设性的思路和想法。

吴为山在致辞中感谢在座的所有院士出
席展览和研讨会活动。他表示，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是中法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留法艺术家
们深度汲取两国文化养分，融汇中西绘画风格
和技巧、开辟艺术新路。本次展览是留法艺术
家们学习成果的展示。吴为山感谢法兰西文
化对中国艺术家的培养，他认为文化的价值在
于“一加一大于二”，一百年很短，但一百年之
后还将发展，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
需立足当代，开创未来，让中法友谊世世代代
传承下去，就像长江、黄河和塞纳河的水，终会
奔向人类文明的大海。中法美术交流不仅在
过去产生了积极影响，培养了诸多大师、大家，
促进中法艺术不断对话、互动、共进，还将在未
来为中法两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发挥更为重要

的积极作用。
与会专家们以“感知中国·意在巴黎——

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为切入点，围绕“中国
留法艺术家的世纪坐标”、“中国美术馆馆藏中
国留法艺术家作品的艺术史定位”、“中法美术
交流的内容特色与传播形式”等三个议题展开
对中法百年美术交流与学术传播主题的研
讨。尽管部分专家年事已高，其中法兰西艺术
院院士、戴高乐雕像作者让·卡尔多年近九十，
但都投入很大热情，认真倾听、积极思考、踊跃
发言、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真挚友好、互动热
烈。

专家们一致赞同常玉、徐悲鸿、林风眠、潘
玉良、刘海粟等中国留法艺术家在中国百年美
术发展史上的坐标与影响是中国现代美术史
研究的重要案例，并通过展示珍贵的历史照片
回顾留法运动的历史和艺术家个人经历。克
洛德·阿巴吉认为，中国艺术建立了独特体系，
文化中表现出一种不可轻视的力量。欧洲艺
术表达语言已随着科技发展相互融合，希望中
国能够努力表达他自身的语言。让·卡尔多表
示，看到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他的展览产生浓厚
兴趣，非常感动。本次展览中的优秀作品不仅
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汪德迈表
示，文化的关系和经济不同，文化不是对立的，
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本次展览和研讨会，
有助于法国人进一步了解、研究中国文化。迪

埃·贝耐姆认为，文化艺术是拉近人们之间距
离的最好形式，法兰西艺术院将策划一系列活
动推动中法文化交流。易凯认为本次展览非
常出色、全面、珍贵，有必要对当年留法艺术家
的创作历史和艺术成就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他介绍了博物馆在中国绘画作品展览、收藏和
促进对华艺术交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会专家们纷纷表示，以中国美术馆为代

表的中国美术机构在推动中法美术国际交流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专家们一致感谢巴黎中
国文化中心为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
严振全表示，根据中国政府的部署，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借助中法建交55周年策划了很多活
动，中心将更好地发挥纽带作用，通过文化交
流促进两国民心相通。他感谢专家们对中心
发展做出的贡献，欢迎专家们常来中心。

《中法美术交流百年学术研讨会》现场

石永菁参赞致辞

“超越边界”中英艺术家联展亮相伦敦
据中国文化报消息：3月20日，由中国

中央美术学院和英国伦敦大学斯莱德美术
学院主办的“超越边界”中英艺术家联展在
英国历史悠久的萨姆塞特宫亮相。

“超越边界”中英艺术家联展由中央美
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任学术总顾问，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任艺术总监，独
立策展人郭小晖和斯莱德美术学院教授安
德鲁·斯特尔共同策展，展出徐冰、隋建国、
苏新平、刘小东、喻红、邱志杰等12位中央

美术学院艺术家以及菲利达·巴罗、凯特·
布莱特、苏珊·科林斯等12位斯莱德美术
学院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绘画、雕塑等多种
形式。

2019年是中央美院建校100周年，也
是斯莱德美术学院建院150周年，此次展
览可以说是两所学院美术教育成果的一次
检阅。据了解，该展将在伦敦展出至4月2
日，今年内将赴北京展出。

澳大利亚华人画家陈冰冰个人画展在悉尼举办
本报消息：澳大利亚华人画家陈冰冰

个人画展28日在西悉尼大学举办。18幅
画作，用极具抽象的风格传达中国文化。

此次画展的主题是“漫步人生路”，陈
冰冰用作画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人生历
程。她认为，这些画作体现的不仅仅是她
个人，更展示了人们共同的东西。“漫漫人
生路不是单个人的人生路，而是人类进步
的人生路。短暂的人生放在‘脉(她的一幅
画作的名称)’里面就是漫漫的，是跌宕起
伏的。”陈冰冰说。

澳大利亚华人画家陈冰冰个人画展28
日在西悉尼大学举办。18幅画作，用极具
抽象的风格传达中国文化。

此次画展的主题是“漫步人生路”，陈
冰冰用作画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人生历
程。她认为，这些画作体现的不仅仅是她
个人，更展示了人们共同的东西。“漫漫人
生路不是单个人的人生路，而是人类进步
的人生路。短暂的人生放在‘脉(她的一幅
画作的名称)’里面就是漫漫的，是跌宕起
伏的。”陈冰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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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郁建伟的人都知道，科班出生
的他，出道早、悟性好，工作后不久就调
到画院从事专业书法创作，后来又走上
了管理岗位，可谓顺风顺水。如今，那
个曾经潇洒帅气的小伙子，也步入了沉
静练达的中年。己亥新春，他在微信里
给我发了一批新作，让我耳目一新。我
感觉到他这几年在创作上又有了新的
突破，这种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渐
变”。

一、从轻灵到圆劲
运河边长大的建伟，身上天生具有

一种灵性，聪敏机巧，才华出众。我第
一次见到他是在篆刻家吴自标府上，那
时建伟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于金陵
师从南艺黄惇先生，培根固本，书艺精
进。高校专业的技法训练，让他对帖中
的提按使转领悟颇深，他笔性极好，笔
法精到，启承转合，均挥洒自如，尽显江
左风流。他笔下总是那么轻盈，仿佛四
两拨千斤，轻松、跳宕、灵动，富有朝气，

让人赏心悦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
那独有的标识——“飘逸的长线条”，如
青春飞扬的长发，充满活力。如今的建
伟又将古楚的江淮风度融入法书，这种
风度包含着凝练、浑圆、柔韧，甚至还有
一种劲健。他强化了笔锋入纸时的力
度，铰转时的弧度更大，弹性更强，力量
更足。因此他现在笔下的线条显得更
加厚实，线质更加劲道。作品虽然中少
了一些动感、活泼，但多了一些沉稳与
厚重。从轻灵到圆劲，建伟笔下多了一
份温度和筋骨。

二、从绚丽到简净
大道至简。从建伟的这批新作来

看，无论从笔法内质，还是到章法形式，
给我的印象是：简单、朴素、干净。尤其
是他以往创作作品中华丽的笔法、奇巧
的结构、精致的形式少了，滌去铅华，作
品却显得更简洁、爽利。往日行草书飘
逸的线条，变得更简练、精神。他的隶
书作品亦可圈可点，融入简帛的笔意，

多了更多的平直，味道更简约、纯粹，提
升了作品的格调。他的小楷几分妍美，
现在又有了质朴的追求。甚至在用纸
方面，他曾经习惯于色宣熟纸，现在也
喜欢用白宣，尝试生纸……形式表达看
似简单，其实是内质外化的需求。青年
时追求险峻、奇绝，艳丽绚烂。喜欢变
化、快捷，摇曳多姿。步入中年各方面
渐趋成熟后，则慢慢地复归平淡、简约、
单纯。正所谓：“大道之行，在于至简，
悟在天成”。从绚丽到简净，建伟笔下
多了一份淡定与从容。

三、从丰茂到虚静
建伟情感是丰富的，精力是旺盛

的。我曾见识过他洋洋洒洒、下笔千言
的文学才华，也见证过他摇笔散珠、挥
毫泼墨的书法情性。他的作品像江南
水乡池塘里一片水草，有适宜的气候又
有肥沃的土壤，因而丰茂而又润泽，充
满生机。诸体兼擅、追求唯美的他，对
多字数作品创作有着很强的驾驭能力，

从篇幅设计、标题、章法，甚至印章均精
构细筑、匠心别具，他多元构成的作品
总是让人产生丰盈、旺盛、向上的力
量。从建伟的部分新作中可以看出，他
现在作品的形式构成趋于简化、疏朗。
笔下线条中的飞白多了，笔墨开始“造
虚”，这种“虚”是非常重要的，“虚则静，
静则动，动则得矣”（《庄子·天语》）。他
的大字条幅和对联品格不俗，尽管是都
是白纸“素颜”，但是虚实相生，精气很
足。“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
（张怀瓘）。虚静，是创作者物我两忘、
神游天地的状态，也是书法的至高境
界。从丰茂到虚静，建伟笔下多了一份
萧散与超然。

书如其人。人书俱老，人变则书
变，而这种“变”，不是瞬间切换的“变
脸”游戏，而是一种“渐变”，如同一个人
的生命过程，从幼儿到童年、少年、青
年、中年、老年……这种“渐变”，是合乎
自然、顺应规律的，因而是合理的。建
伟书法的“渐变”，也是如此。不激不
厉，优游不迫，这才是文人的生存状态，
也是书法的文化表达。

2019.3.7于金陵
（李啸，现为中国书协理事、楷书委

员会秘书长，江苏省书协副主席，江苏
省书法院院长）

郁建伟的“渐变”
■李 啸

■■
郁
建
伟

郁
建
伟

1974年生于江苏淮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艺术
硕士学位。淮安市美术馆副馆长、淮安书画院副院长、二级
美术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江苏省青联委员、江苏省篆刻研究会理事、淮安市文
联委员、淮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第五期“333工
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淮安市第二期“533英才工程”拔尖
人才、获得江苏省艺术基金 2018年项目资助。书法作品在

全国海洋书法绘画摄影展（中国文联）、全国第四届楹联书法展（中国
书协）、第四届中国廉政文化书画展（中国书协）中获优秀作品。书法、
篆刻作品参加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全国第二届行
草书大展、全国首届大字书法艺术展、纪念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三十
周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第四、五届今日丝绸之路国
际美术邀请展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第四届全国篆刻评展、当代江苏
书法篆刻精品晋京展、“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江苏省名家书法邀
请展、“小康昆山”-江苏省名家书法邀请展、“庆祝建国 60周年”江苏
省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向时代致敬-江苏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
题美术作品展、翰墨新赋-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江苏省书法精品大
展、江苏·四川书法交流展、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作品展、2018江苏·
陕西书法名家精品交流展、青春时光——江苏省青年艺术作品展等。
参加“中国千名书家精品走进奥运场馆志愿活动”，作品被国家游泳中
心（水立方）永久收藏。出版《郁建伟书法集》、《钢笔楷书程序训练》、

《淮安市美术馆名家系列——郁建伟》等，《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
日报》、《现代快报》等报刊专版推介，并有数篇论文发表于专业报刊。

▲《行草小品文征明诗》 30cm×42cm 2018年

▲行书古诗八首 180cm×95cm

▲黄惇先生题字

▶
李
益
诗
一
首50 cm

x 50 cm

▶
草
书
杜
甫
诗
条
幅

240 cm
x 34cm

▶
草
书
文
征
明
诗
条
幅

240 cm
x 34cm

▼郁建伟 《草书李白诗横幅》 18cm×95cm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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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苏州 百园之城
苏州位于中国江苏省东南部，东临上海，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长江，下

辖4个县级市和6个区，全市总面积8488平方公里。苏州是举世闻名的园林之
城。园林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王离宫别苑，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
的是东晋（4世纪）的辟疆园。北宋时期（11世纪）的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
园林。16至18世纪，苏州造园达到全盛时期，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当时有
园林200余处。苏州园林历史之悠久、艺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体现了中国造
园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园林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97
年12月和2000年11月，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典型例证，拙政园、留园、网师园、
环秀山庄、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等9座园林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苏州古典
园林的评价是：“没有哪些园林比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园林更能体现出中国古
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
思想的典范。”

苏州古典园林是由假山、水池、花木、建筑、铺地、陈设诸要素构成的，融传
统诗词、绘画、书法、雕刻、音乐、戏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时空艺术。它运用写意
自然、富于变化、精雅入画的造园艺术手法，创造出众多的“诗情画意的城市山
林”，使苏州古典园林成为富有生境、画境和意境的理想人居环境。叠山、理水、
建筑、花木被称为苏州园林造园的“四要素”，体现了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古代文
人写意山水园的艺术特色、苏州古代匠人巧夺天工般的精湛技艺。其中，堆叠假
山是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是苏州园林的“骨架”，构成“城市山林”主景。太湖石
峰是苏州园林的重要景观和特色，蕴有“瘦、漏、透、皱、秀”的时空想象之美。理
水则创造了苏州园林的“血脉”，与各要素组景，水光倒影，生动美丽的园林生态
景观。苏州园林的建筑造型轻巧秀美，富于变化，色彩素静淡雅，装修精致灵巧，
用材质地柔和细腻，室内外空间通透流畅，组成院落布局或单体配置。建筑类型
有厅堂、轩斋、楼阁、榭舫和亭廊，建筑装修用材讲究、雕刻精美、轻便灵活、精致
秀丽。花木是园林的“毛发”，遍布全园，形成自然生态环境，不可缺少的要素。花
木与山水、建筑相称，皆成美景。其中，园林明珠“盆景”，雅称“盆盎山林”，拙政
园、留园专辟有“盆景园”，虎丘有“万景山庄”，展示精湛的苏派盆景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历届政府高度重视苏州园林的恢复、保护和管理工作，
苏州古典园林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上世纪50年代之初，在百废待兴中抢救性恢
复苏州园林，先后修复了拙政园、留园、狮子林、西园、寒山寺、沧浪亭、怡园、网
师园、耦园等著名古典园林，奠定了苏州园林保护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改
革开放以后，在苏州成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大背景下，苏州园林的保
护如枯木逢春，又先后修复了鹤园、曲园、天香小筑、网师园、听枫园、艺圃、环秀
山庄、畅园、北半园、五峰园、绣园等古典园林，进一步扩大了苏州园林群体保护
的范围。苏州古典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后，苏州强烈的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和果断的保护举措，使苏州园林得到了有力恢复、系统保护和全面整治，迈出
了专业保护、科学保护、开放保护、永续保护的新路，赢得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赞
誉，尤其是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第47届国际风景园林师大会在苏州召开，充
分展示了苏州在古城保护、园林修复等方面的重大影响。同时，苏州园林也走
向了世界，1980年苏州园林“明轩”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造完成，成
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园林。目前，在海外建成并永久保留的苏州园林有40多处，
分布在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瑞士、马耳他、爱尔兰等国家，成为常驻海外的“文
化使者”。

21世纪以来，在苏州已进入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着眼于如何
在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把传统文化建设摆到重要位置，保护好、传承
好和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实践，苏州市委、市政府提
出建设“天堂苏州·百园之城”的战略部署，坚持保护与管理并重、传承与创新并
举。近年来，已先后公布了四批《苏州园林名录》，共有108座园林列入名录保护
体系；组织实施园林保护修复工程，对12座园林进行全面科学的保护修复；实施
文化惠民战略，已有84座园林向社会公众开放，不断挖掘和展示园林文化内涵，
活化利用园林资源，让百姓共享园林保护成果。同时，市民对于参与园林保护
的意识和热情与日俱增，形成了“人人参与园林保护、大家共享发展成果”的良
好社会氛围。

经过几十年来苏州政府的苏州人民的共同努力，苏州园林保护的成功实
施，城市人文生态环境得到完整保护，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得到拓展，城市文脉得
到保护传承，苏州园林的艺术特色得到彰显，城市景观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也
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誉，真正使苏州

“园林之城”这张名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苏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
竭内生动力。 （苏州市世界文化遗产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 朱海俊）

艺圃艺圃 拙政园拙政园 留园留园

环秀山庄环秀山庄

虎丘虎丘

狮子林狮子林 狮子林狮子林

退思园退思园

耦园耦园

沧浪亭沧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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