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仿古山水画是古书画临摹复制技术的一个门类。
古书画临摹复制技术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中传统美术项目中的一种 。 凡是致力于中国书画
的人 ， 初期都要从枯燥的临摹古书画开始， 甚至一辈
子临摹古书画。 他们从临摹古书画中学习书画技法 ，
汲取古书画的营养， 从而为今后的书画创作打下坚实
的基础。 还有的书画家为了保留古书画的神韵和艺术
味道 ， 通过仿古临摹绘画艺术 ， 再现古画的本来
面目 ， 延续了古画的生命。 仿古山水画派第三代传承
人、 中煤集团退休干部徐天嘉 ， 正是以超乎常人
的毅力和恒心， 可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用工匠精神
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倾注到延续古书画生命的创作中。
他说： “要传承仿古山水技法， 要给国家留下更多的
古书画作品。”

近日， 记者采访了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 80岁的
徐天嘉。 推开他家门， 迎面的墙上悬挂着几个牌子，
其中有东城区文化委员会 “命名徐天嘉为古书画临摹
复制技术 （仿古山水） 代表性传承人” 证书， 东城区
人民政府公布、 东城区文化委员会颁发的 “东城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书画临摹复制技术 （仿古
山水）” 证明牌。 在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徐老的仿古山水
画， 俨然一个古山水画展厅， 仿佛把人带入了上千年
的古代山水画中。 采访中， 徐老向记者讲述了走上仿
古山水画不平凡的人生路。

父母的反对断送了音乐家之梦

徐天嘉1939年出生在北京新街口三不老胡同一个
满族的富裕家庭。 徐老说： “老满族人有一个不好的
旧规矩， 就是不许家里人当戏子， 不许家里人干伺候

别人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束缚下， 束缚了满身艺术
细胞的徐天嘉向艺术发展的道路。 他在当时的国立大
三条小学上学时就显露出音乐天赋。 他唱歌特别好听。
音乐老师脚踩风琴， 弹一遍歌曲。 徐天嘉就能把歌唱
出来。 上四年级的时候， 学校保送他和另一个学生到
中国音乐学院前身———天津音乐学院附小学习。 在父
母的反对下， 徐天嘉只能作罢。 在家里， 徐天嘉经常
看父亲利用业余时间， 在小炕桌上临摹古山水画， 创
作山水画。 他耳濡目染也学着画。

徐天嘉除了喜爱唱歌， 还爱好吹笛子。 他在逛庙
会的时候， 买了一支价格低廉的竖笛。 学会了吹竖笛
之后， 他感觉不过瘾， 又买一支横笛。 他怕母亲知道
就把笛子藏在袖口里、 被子底下。 他拿着笛子到后海
吹奏乐曲。

徐老说： “我父亲因患肺病， 不到50岁就去世了，
母亲怕我因为吹笛子伤肺， 不许我吹笛子。 我只能放
弃了吹笛子。” 不甘寂寞的徐天嘉又把目光盯在了拉二
胡上。 他将每天家里给他买烤白薯、 芸豆饼的二分钱
省下， 攒了5块多钱， 买了一把红木蟒皮的南胡， 现在
叫二胡。 当他在家拉著名二胡艺术家阿炳的 《二泉映
月》 时， 母亲不满地说： “我培养你学拉二胡， 不是
让你去要饭。” 母亲把徐天嘉心爱的二胡扔了。 从此，
封建观念断送了徐天嘉的音乐之梦。

1956年， 徐天嘉高中毕业经哥哥介绍来到新华社
新闻摄影部工作， 主要负责后期制作和发行。 在摄影
部， 徐天嘉学会了摄影和暗室技术。

徐天嘉说： “学习暗室技术对我以后在绘画方面
的色彩运用有很大帮助。” 但在那场不正常的运动岁月
中， 徐天嘉还是离开了新华社， 分配到位于京西门头
沟的原北京矿务局。

成为煤矿技术革新能手

1962年， 徐天嘉以工人的身份走进原北京矿务局
城子煤矿的车间、 工棚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作
和环境与新华社有天壤之别。

徐天嘉在与矿工睡了三个月大通铺之后， 正式分
配到机电科做工资统计、 发放和材料管理工作。 徐天
嘉每月要为500多名工人统计工作量， 计算 、 发放工
资。 最初， 徐天嘉在计算工资时遇到了许多麻烦。 几
个月之后， 聪明的他总结出一个折算表， 这些麻烦也
就不是麻烦了。 徐天嘉非常好学， 只要有空闲时间就
到生产一线， 向矿工们学习， 先后学会了钳工、 电焊
工、 车工的技术。

1972年， 徐天嘉被调到杨坨煤矿。 在这里， 他把
自己的一身手艺发挥到淋漓尽致， 进行很多技术革新
项目， 减轻了矿工劳动强度。 他利用废弃的材料为洗
窑衣的矿工制作了一台像压饸饹似的压干机。 他利用
闲置设备改革的直流电三面倾斜卸矸车， 使原来用20
多名矿工， 改革后只用5名矿工。

徐天嘉的老伴回忆说： “当时我们住在一间12平
方米的小屋， 半间是床。 他在地上放一张二屉桌， 在
桌上画革新图纸。 大约半夜12点了我都睡了一觉醒来，
他还在画呢。 他画完图，按照图纸用铁片做翻斗车的样
子。 ”徐天嘉补充着：“这样的小改革我做得太多了。” 由
此， 徐天嘉也成为杨坨煤矿出了名的技术革新能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徐天嘉要调到原国家煤炭
部。 矿党委书记对徐天嘉说： “你给我做一个龙门吊，
我就放你走。” 无奈， 徐天嘉带着4位有一定技术的矿
工用了10个月， 制作了一个跨度32米， 大约40吨的龙

门吊。 龙门吊的最高点11.5米， 最低点10.05米。 龙门
吊一次安装， 一次试吊5吨成功。 这个龙门吊为杨坨煤
矿每年节约40万元的运费。

自学制作北京风筝沙燕

1976年， 徐天嘉的人生有了很大转机。 徐天嘉调
到煤炭部财务司。 因为没有调进的干部名额， 他只能
先转成工人身份， 落脚到司机班当班车司机， 送干部
们上下班， 其余时间又修车又带徒弟。

1981年， 中煤集团财务部门的出纳生孩子， 需要找
一位懂财会的人暂时顶替。 财务司人事部门将徐天嘉

推荐到中煤集团。 徐天嘉出色的工作能力， 征服了中
煤集团财务部门的领导和同事， 从此， 徐天嘉永远地
留在了中煤集团， 被恢复成干部， 直到退休。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徐天嘉有了充足的业余
时间， 如何让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呢？ 他想过拿起画笔
像父亲那样画仿古山水画。 然而， 当时的社会环境，
还不能让他画具有 “封建” 色彩的仿古山水画的氛围。
他只能画风筝， 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 自学制作北京
风筝沙燕。

徐天嘉拿出自己制作的沙燕照片向记者介绍 ：
“这个是北派的黑锅底， 这个叫洪福齐天。” 为了制作
沙燕， 徐天嘉利用出差到广西的机会， 购买了竹子，
将竹子锯成两米一段，背回北京。 他说：“做风筝的市尺
跟普通的市尺不一样。 普通的一市尺是10寸， 风筝的
一市尺是9寸。 我要按照风筝的市尺加工竹子。” 徐天
嘉的老伴拿出一个工具告诉记者： “这个工具用来做
风筝弯儿的。” 有一次， 徐天嘉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
有一位教授要以300元买徐天嘉的风筝。 徐天嘉对这位
教授说： “我真不能卖给你。 你如果真喜欢， 我可以
给你做一个。” 他拒绝了这位教授购买风筝的请求。

徐天嘉的酷爱痴迷沙燕， 也得到了回报。 1988年，
他参加北京国际风筝会， 获得了嘉奖， 也成为了北京
风筝会会员。

仿完整《富春山居图》获银奖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文艺呈现百花齐放的
态势， 政府重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徐天嘉遵从
母亲之命， 放弃了酷爱痴迷的风筝制作， 拿起画笔继
承父亲绘画技法， 他要将仿古画技艺传承下去。

中国仿古山水画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了名家， 明代
将仿古山水画划分为南北两派。 仿古山水画在北京已
有百年传承， 也是北京文化的另一方面。 北京仿古山
水画派的奠基人是金城。 1920年， 金城与陈师曾、 周
肇祥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 即： 湖社画会，
金城任首届会长。 祁井西、 陈少梅等成为会员， 并形
成了北京仿古山水画派。

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宗旨就是 “精研古法， 博采新
知”。 作为金城的弟子， 祁井西受师傅的影响， 追求宋
元画风， 专意摹古临古。 而祁井西的弟子、 徐天嘉的
父亲徐鼎正继承了祁井西师傅传统工笔山水画风格。
徐天嘉摸清了这条脉络之后， 使他看到了前面的道路。
虽然他没有受过绘画的专业学习， 虽然这条道路布满
荆棘、 坎坷， 但是他要坚持地走下去， 传承老祖宗留
下的文化遗产， 留下仿古山水画这条根。

徐天嘉临摹的第一幅画是师爷祁井西的画。 徐天
嘉第一次画时， 感觉不是原来画的味道。 他说： “用
现在的笔墨纸， 要恢复到原画的程度， 有很大难度。”
他一边琢磨一边画， 到第四次画时， 原画的味道出来
了。 在完成第六次画时， 他感到有了原画的韵味。 他
将第六次临摹的画精心装裱收藏了。 有了临摹的第一
幅画， 徐天嘉又开始临摹第二幅画、 第三幅画。

1999年， 徐天嘉加入到退休干部的行列。 有一天，
徐天嘉从新闻中了解到， 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之一、 元
代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 一部分在浙江博物馆， 一
部分在台湾。 这两部分要合二为一在台湾展出。 徐天
嘉突发奇想 “为何不把这两部分画在一起呢？ 这象征
着祖国统一， 期盼祖国早日统一。” 于是， 徐天嘉四处
寻找这两部分的画册、 影印件等资料， 找到资料后 ，
开始仿制临摹。

2012年7月26日伦敦奥运会召开前夕， 中央电视台
为了庆祝北京奥运会召开， 举办了 “中国魂·艺术与奥
林匹克同行艺术展”。 徐天嘉将仿 《富春山居图》 挂在
了水立方的墙上。

令徐天嘉意想不到的是， 他这幅画获得了银奖 ，
被水立方收藏。 这是徐天嘉对中国画的一个重要贡献。
目前， 只有中国大陆有一幅完整的 《富春山居图》， 尽
管是仿制画。 这是徐天嘉的仿古山水画第一次在社会
上展示。 这次展示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当中央电视
台记者来到徐天嘉家采访， 看到房间内有许多幅仿古
山水画作品后由衷地说： “你不是给家里留东西， 而
是给社会、 国家留东西呢！” 央视采访徐天嘉的录像也

在众多地方卫视播放。

仿《清明上河图》填补了大陆古画的空白

徐天嘉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锦盒， 从锦盒拿出一幅
画。 他让老伴拿着画作的一端， 自己拿着另一端， 慢
慢地展开。 他告诉记者： “这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
根据三国时期曹植写的 《洛神赋》， 所画的 《洛神赋》。
我国有两幅 《洛神赋》， 一幅收藏在北京故宫， 一幅收
藏在沈阳故宫。 北京故宫专家金运昌看了我的这幅画
后说， 这是第三幅。” 2014年， 徐天嘉得知沈阳故宫的
这幅画已经糗了后就急急忙忙找 《洛神赋》 画片。 他
依据原画的面貌时， 在纸上先刷一层底色， 有做旧的
感觉再画。 他说： “我有意地刷的不匀， 这样苍老体
现出来了。 原画中阴潮的现象， 也画成阴潮感， 画中
小字也是我画出来的。” 徐天嘉用了三个月完成了13米
长的这幅画， 仅画画中小字就画了三天。

与画 《洛神赋》 相比， 画 《清明上河图》 就复杂
困难多了。 徐天嘉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锦盒， 从锦盒
拿出一幅画。 他还是让老伴拿着画作的一端， 自己拿
着另一端， 徐徐地展开。 他指着这幅画： “这是2016
年画的 《清明上河图》， 全长14米。 《清明上河图》 的
宋代版在北京故宫保存。 清代版在台北故宫保存。 清
代版的 《清明上河图》 被称为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之一。
清代版里有1000多个人物。”

徐天嘉讲述了仿这幅画遇到的诸多困难。 徐天嘉
还是按照惯例到琉璃厂的书店、 到网上书店寻找有关
《清明上河图》 的资料。 他寻找到资料后再到琉璃厂买
35厘米宽， 50米长的半生宣纸， 买回来的宣纸需要喷
矾。 他又托朋友买了二斤矾。 在绘画的过程中， 他根
据画中的脉络画。 他说： “这幅画有水路也有陆路，
稍有不慎就画错了。 我就跟着各条路画。 有的小栏杆、
小字， 我就用放大镜看后再画。”

记者了解到， 徐天嘉在画放风筝、 打旱伞、 唱大
戏、 拉纤的人、 抬轿子的人、 拉稻草车的人时候， 触
景生情， 仿佛回到自己童年时代。 那时， 他都目睹过
这些人间百态， 市井画面。 即便画中的形象再模糊，
他也能够凭着记忆把形象清晰地重现。 当这幅画即将
画完的时候， 在画一个字时， 他一哆嗦出现一个黑点，
就给裁了接一块重新画。 他在画这幅画的一年多时间
里， 老伴还做了两次手术。 徐天嘉的这幅 《清明上河
图》 填补了中国大陆古画的一块空白。

申遗路上遇艰辛，终获成功

到目前为止， 徐天嘉的仿古山水画作品涉及到唐、
东晋、宋、元、明、清、民国等时期几十幅。 这几十幅画也
让徐天嘉积累了丰富的仿古山水画的经验。 徐天嘉通
过对历代著名画家作品的仿制临摹， 深刻领会了他们
的作品笔墨技法与要领， 加上自己的创意， 形成了自
己的风格。

2016年3月， 当家委会主任看到徐天嘉的仿古山水
画作品后建议，“你应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 徐天嘉
采纳了家委会主任的建议， 踏上了申遗的艰难之路。
他根据申遗要求 ， 寻找书籍为佐证的材料。 他与老伴
到琉璃厂、王府井、东四等地方的书店、图书馆搜找书
籍， 终于在一家图书馆的书架最底下的书堆里找到了
一本可以当佐证的书籍。 为此， 他还付出了过期还书
被罚款的代价。

期间， 徐天嘉的儿子在网上查到一本台湾作者写
有关师爷祁井西的书籍，并且在网上购买了这本书。 在
三联书店， 一位售货员在仓库里帮助他找到一位老画
家的画册。经过他与老伴的不懈努力，终于申遗成功。他
也被认定为第三代传承人。徐天嘉说：“我没有卖过一幅
画。 申遗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传承。”

徐天嘉传承了先人的技法和古人的工匠精神， 再
现了仿古山水画的魅力，让仿古山水画永葆风采。由此，
传承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创新， 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创
造。徐天嘉说：“在目前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时代背景
下， 我们保留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保留笔墨传统的
浓淡干湿， 皴擦泼墨和构思布局， 实际上我们不能抛
弃的是我们骨子里一脉相传的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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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为为传传承承中中国国人人的的优优美美艺艺术术精精神神
长长驱驱不不歇歇

仿古山水画派传承人徐天嘉

今年80岁的徐天嘉老人生于老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 从小喜爱艺术， 但时代风云
变幻， 直到退休之后， 他才追随父亲的足迹， 开始潜心临摹中国古书画。 他临仿的完
整版 《富春山居图》 被挂到了水立方， 他仿的 《清明上河图》 填补了大陆仿古画领域
的空白。 他步武前贤， 将在中国绵延了千年的仿古山水画艺术发展成一个非遗项目，
为的是传承中国人骨子里的优美艺术精神。 他说： 申遗并不是为了挣钱， 只是为了一
脉相承。

徐天嘉作品仿明代仇英《桃源仙境图》

徐天嘉在给学生们讲授传统绘画技艺

徐天嘉在旅途中游玩

徐天嘉展示作品仿《清明上河图》 绘画时，为了防止出现点滴差错，徐天嘉必
须戴手套防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