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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福利
书法盛宴

爱好书法的
商报用户有福了！
11月25日用户节
线下活动当天，将
迎来一场书法艺
术界的盛宴。成都
商报特地邀请了
30位中书协会员
级别书法家亲临
现场，为你泼墨挥
毫、书写书法作
品，而创作完成的
作品也将免费赠
送给400名商报
幸运用户。

戴跃

1962年出生。国家一级
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
法院研究员，四川省文联委
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驻会
常务副主席、秘书长，中国
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委员
会委员，四川省诗书画院艺
术委员会委员。

徐德松

1953年出生于四川古
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
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曾
多次参加中国书协、四川省
书协等举办的专业性展览。

郭强

1954年生于辽宁盖州
市。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
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书法培训中心教授，四川省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篆刻委
员会主任，西泠印社理事。

何开鑫

斋 号 开 心 堂 ，1954 年
生，四川省蓬溪县人。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
协副主席、省书法家协会行
草书委员会副主任。

林峤

四川省文化馆研究馆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业建
设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兼教育委员
会主任、书法培训中心主
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
事，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画
师，四川中国画学会理事。

钟显金

1961年生，中国书协理
事，四川省书协副主席，西
部战区陆军创作员，全军艺
术类高职评审委员。

陈荣仲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四
川省文化艺术联合委员会
委员，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
法创研班成员，书法作品多
次参加国内国际展览。

龚小膑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
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行草
书创作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
会委员，绵阳市文学与书画艺
术研究院院长，绵阳市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杨江帆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
事。曾获中国书法兰亭奖、
巴蜀文艺奖等。

王堂兵

1975年1月生，中国书
法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书法
家协会理事、行草书委员会
委员，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
美术师，雅安市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毛笔书法获全国

“王安石奖”书法展优秀作
品奖，全国第四届西部书法
篆刻展优秀作品奖等。

汤文俊

1968年10月生，四川金
堂人，供职于金堂文化馆。现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
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四川
省书法家协会行草书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金堂书法家协
会主席。作品获“谢无量奖”、

“巴蜀文艺奖”、“文华奖”。

魏爱臣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
事，四川省青联常委，成都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成都
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孙培严

1967年8月生，四川泸州
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正书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美术师。

赵安全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书法
家，四川省书协青少年工作
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书
画院书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王道义

1968年7月生，四川省
诗书画院专职书法篆刻家，
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社
员，四川省书协理事。曾获
文化部“全国第十二届‘群
星奖’”金奖、中国书协“全
国 首 届 王 羲 之 书 法 奖 ”、

“首届四川艺术节文华美术
奖”一等奖等。

冷柏青

现为四川省诗书画院
专职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四川省书协行草书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30位书法大家
25日现场挥毫
400幅作品免费送

前期线上报名的300名幸运用户，将分别于当天上午、当天
下午两批次进行书法作品领取，上午9点30分开始，180名幸运用
户到场开始领取；下午1点开始，120名幸运用户到场开始领取。
届时中奖用户会在收到的回复中得到准确时间。

现场抽奖的100名幸运用户，将在现场指定窗口领取作品。

11月25日光临成都商报全媒体用
户节现场的书法家阵容强大。包括国
家一级美术师、四川省书法家协会驻
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戴跃，中国书
协理事、四川省书协副主席钟显金，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徐德松，中国书法家协会书
法培训中心教授、四川省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兼篆刻委员会主任郭强，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协副主席
兼省书法家协会行草书委员会副主任
何开鑫等30位业内名望大家。

书法大家现场创作，现场赠送，
您来参与吗？即日起，我们将通过成
都商报征集300名线上用户，再在活
动现场抽取100名线下幸运用户。中
奖用户除可现场免费获得书法家创
作的作品一幅，还可与书法艺术家面
对面交流。

30位业内大家
根据您的需求创作

去年的商报全媒体用户节上，不
少商报用户就曾获得过书法家们现
场泼墨的作品。今年11月25日用户节
线下活动当天，30位书法名家现场创
作的作品同样将免费赠送给商报的
幸运用户。

“今年我们希望跟其他书法家达
成共识，在内容上尽量书写一些脍炙
人口的句子，围绕老百姓的需要创
作。比如有些朋友可能家里需要装
饰，客厅也好、书房也好，需要一些横
竖不同的作品，我们都尽量满足他
们。”国家一级美术师、四川省书法家
协会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戴跃
去年就参加过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
用户节，他透露，在11月25日活动当

天，他仍然将继续为商报用户带来好
的作品，与现场用户面对面交流，探
讨书法艺术。

现场送20幅
成都诗词大会书法作品

去年有200名幸运用户得到了书
法作品，今年将提升至300名。即日
起，成都商报接受用户报名，数量有
限，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另外，我们也将为现场100名幸
运用户提供免费领取机会，届时成功
关注成都商报客户端，采用抽奖方式
抽取100名现场幸运用户。

在用户节线下活动当天，从大屏
幕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回
复关键词还可抽取成都诗词大会书
法作品。抽奖分两轮进行，一次提供
10幅作品，共计20幅。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理事、省书协副主席……

现在起，商报用户可报名参与“名家书法免费送”活动
请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或拨打用户节专线请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或拨打用户节专线8661333386613333--11

报名方式

方法1：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在下方对话框输入“写书
法”，按照弹出信息，输入姓名及联系方式进行报名。

方法2：通过成都商报用户节专线86613333-1进行报名，说
明想要参与的活动，并提供姓名及联系方式。

（在用户节11月25日现场领取时，领取信息需要与报名信息
一致）

领取方式

参与用户节的中书协会员级别书法家
（排名不分先后，名单陆续更新中）

刘舒

字舍予，斋号“读月
楼”，1956年出生。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
协妇女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四川省女书法家联盟
副主席；四川省直机关大
地书画院副院长；四川省
草书研究会会员；四川省
诗书画院特聘美术师；成
都市书协理事；成都市书
协妇女委员会副主席。

吕骑铧

号书心斋主，生于
1967年7月，重庆垫江人，
中共党员。中国书协会
员，四川省书协理事、正
书委员会委员，首批“巴
蜀画派”影响力代表人
物。四川省文化馆党总支
书记兼副馆长。

齐建霞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书协理事、四川
省书法家协会妇女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四川省女书
法家联盟副主席、四川省
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

刘宁宇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成都市书法家协会理
事。2011年被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省文联评定为巴
蜀画派影响力代表人物。由
四川省美术出版社出版专
集《当代四川中青年书法名
家系列丛书·刘宁宇》。

代明道

1966年出生，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成都市青年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四川当代油画院书法院
专职书法家，成都市书法家
协会理事，成都市成华区书
法家协会秘书长，四川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成都市成华
区文联委员。

郭彦飞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书协正书委
员，双流书协常务副主
席。曾40余次在省及以上
各项展览中入展与获奖。

赵安如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省硬笔书法家协会顾问，

成都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成都艺术
类专家评委会成员，成都
市文联主席团副秘书长，

《成都文艺》执行主编。

钟杨琴笙

四川大学书法篆刻
专业毕业。中国书协会
员。四川省书协理事、青
少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正书委员会委员。成都市
文联委员、市书协副主席
兼秘书长。

周敬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成都市龙泉驿区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

郭政权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成都市青年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龙泉驿区书法
家协会主席。曾入展第一
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
展、第四届中国西部书法
篆刻作品展、第二届赵孟
頫奖全国书法作品展等。

张雁

1977年生于山东齐
河。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正
书委员会副秘书长、成都
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钟宣秋

潼南人。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成华区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作品入展：中
国书协主办的全国第二届
扇面展、全国首届行书展、
全国千人千作大展、第三
届西部书法展。中韩书法
交流展。经常参加省、市、
区专业性书法展览。

王书峰

1982年生于山东冠
县。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西南民族大学书法研
究所所长，四川大学书法研
究所所长助理，四川省书法
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秘书
长。作品在中国书法家协
会、四川省书协举办的展览
中多次入展并获奖。

邓长春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教
育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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