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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画家周鸿儒先生（Mr. Henry Hong-Ru Zhou）峡谷文化绘画艺术讲座暨展示会（Chinese Culture & 
Art Demonstration）继二〇〇五年四月在莱斯大学举办引起巨大反响以来，时光绸缪，光阴如梭，一

年之中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鸿儒先生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七月为糖城红白蓝节创作了美

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为美国朋友起中文名，八月回国为山东慈善总会举办义卖筹款画展，被誉为中国

慈善事业筹款的第三条途径。十月赴三清山采风。十一月参与创作名人俱乐部白金三角往日时光演出

活动。十二月创作新年牡丹系列。二〇〇六年一月创作了铁骨马系列。二月十八日应藏武云之邀主讲

《绘画与生活》。畅谈佛教与基督教，东西方道德与哲学，绘画与生活，在画虾和画马上对张大千和

徐悲鸿的传承与发展，比较中国绘画与中国摄影远近、视角和构图。作为休斯敦中国画院创始人和世

界名人网高级艺术顾问的周鸿儒先生，正在坚定地逐渐地走向他艺术之旅和人生之旅的 辉煌阶段。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中国文化和艺术也经历了划时代的洗礼。中国的艺术家们在世界变化的大

潮中，走出国门，放眼世界，拿进来，走出去，不畏巫山遮住眼，看破世界五大洲。中华民族睡狮警

醒图困扰着世界各国 有智慧的政治家，经济家，高级智囊。各国和各民族的政治和经济，艺术和文

化都不再有自己原有的 坚实的地域基础。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包容和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得不

变成世界的大趋势。周鸿儒先生一边突破了艺术创作学院式的窒锆，步入中美文化交流的坦途，穿梭

中美两个大陆之间，一边潜心体悟，静心研究，希望在绘画和生活中找到一条成功人生的联通之路。 
 
世界名人网-新月文摘自一九九九年建网以来，已经发表和摘录了网友的二十多万篇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社会各领域的深度报道文章。每月的访问量达六百万，每月把世界名人网加为首页和我的 爱

的网友都在六千到九千。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世界名人网开辟了新闻追踪和经济观察头条栏目，开始

每日甚至每小时更新。世界名人网根据海外华人网站运行的特点，采取加盟连锁，落地生根的主持人

商业运作制度，采用主编和编辑负责制，记者、特约记者和社区通讯员相结合的采访制度，使得我们

网站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成功的故事就在你的身边！贴近生活，贴近社区，关心社会，回馈人群。以弘扬世界优质文化和优质

生活为引导，以连接东方和西方为切入点，以商业经济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基础。 
 
世界名人网以人为本，强调包容，重在参与，宣扬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世界名人网正在海外塑造一个不再虚拟的真实的互联网。 
 



Chinese Artist Mr. Henry Hongru Zhou  
 
A well-known artist/painter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Mr. Hong-Ru 
Zhou has developed a unique style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 He was 
born in Beijing, China in 1951 and grew up in China. When he was nine years old, 
he began to learn painting from his grandfather Tien-Jia Zhou. He worked hard 
and dreamed to be an excellent painter.  
 
Although he was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
1976), he did not give up his dream. He continued observing and enjoying nature, 
capturing and expressing its beauty in his art.  
 
In 1972, he managed to return to Beijing, and became a student of three very 
well known Chinese painters - Wang Yuyi, who was honored as "Master of Masters" 
by Rongbao Zhai Gallery; Wang Xuetao and Wei Jiangfan. Later he became a student 
of Xie Shinn, who is a student of world famous Master Painter, Qi Baishi. 
Thirteen years solidified his technique, sharpened his ability to capture the 
passing moments of life, and cultivated his an artistic personality. He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style, but also created his own 
unique style in a relentless pursuant of artistic excellence. Therefore, 
although he is a very young artist, his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major 
newspapers in Beijing, and his paintings have been displayed among the rich 
collections of the Forbidden City (Palace Museum), China Historical Museum, 
Rongbao Zhai Gallery, Shanghai Duoyun Xuan Gallery, Shannxi Provincial Museum 
and new Shanghai Library.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To see the world, to explore the unknown, to find a free environment, and to 
present Chinese art to American people, Hong-Ru Zhou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5. The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quickly recognized his talent. His 
paintings have been exhibited and warmly welcomed in San Antonio, Houston and 
Los Angeles, and his works have been purchased and collect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Currently he serves as honorable de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Painting in 
Houston, director of the Houston Chinese Painting Association, senior art 
advisor of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and a member of the Houston Association of 
Fine Arts. He is also the director of the Painting Association in San Antonio.  
 
Mr. Zhou has held many solo exhibitions in the U.S. In 1990, he presented three 
major exhibitions and received accolades from celebrities in the arts society, 
and from news and cultural groups. Former President Bush wrote to him to thank 
him for his painting of a marvelously dignified horse entitled "Invincible".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rote to him a letter of encouragement, "Your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demonstrate the American spirit". 
 
The horses in Mr. Zhou’s paintings are described as [Iron- boned Steeds], which 
symbolize the vitality and spirit of youth. His tiger paintings, particularly 
the 12 tigers on a single scroll in the exhibit, portray the fearless animals as 
unique and distinctive, noble characters, thus obtaining the title [Tiger of 
Noble Lords]. His dragon paintings are well known as [Tenryu-powerful heavenly 
dragon] symbolizing the energetic characteristic and spirit of good luck. The 
300 feet long roll " Chinese Artist’s Journal of America Grand Cannon" make him 
well known as "King of Cannon". 
 
Zhou's creative brush can paint various subjects; from people to animals, from 
mountains to rivers, from flower to insects ... His paintings reveal 
truthfulness to life. 



 



 



 



 



 



 



 

 



 



 

 



 
 
 
 



 

 

 



河山万里图，中国万里行 
--写在周鸿儒先生《美国大峡谷河山万里图》二零零四年底中国巡回展之前 

 

休斯敦中国画院院长 周子勤 

 

近日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是由中国广州寄来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 

INVITATION 
July 6th，2004 

 
Dear Dr. Chou, 
 
 
On behalf of Guangdong Zhong F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vite you to a personal art exhibition of Mr. Hong-Ru, Zhou, the famous 
sojourn artist, which will be held during mid October, 2004 in Guangzhou, Dongguan and 
Beijing. Details will be informed later． 
 
Your presentation will be honored. 
 
If you have any query, please contact us． 
 
Yours sincerely 
 
 
 
 
 
Lian-Zhong, Chen 
President 
GD Zhong F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Tel：020－87573181／87575081 
Fax: 020．87576076 
 
 

邀请函 

 
    谨订于 2004 年 10 月中旬在广东广州、广东东莞、北京中国美术馆为著名旅美画家周 

鸿懦先生举办个人艺术国内巡回画展．具体日期、地点稍后通知．敬邀 

 

光临 

 

广东中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敬约  

 

敬请回复 

———————————————————————————————————————— 

 



今年三月份鸿儒要回国探望母亲，我和内人请他践行，祝他一路平安，五月份他回到休斯敦

我们又一起餐聚，他谈回国的见闻，我们都为中国目前的变化而感到兴奋，他准备到广州，

北京举办画展。他也谈到在北京市巧遇陈联仲先生的经过。他是那样的认真、诚信，说陈先

生将会为他在国内安排，鸿儒自己要在休斯敦努力准备三个月的画。此期间我们常通电话，

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七月中我去探望他，看到他的作品我真是有无限的感慨和惊奇。 

 

一九八五年五月洛杉矶邀请他来美国举办个人画展，二十年来在美国的绘画经历非常丰富，

共举办过十余次个人画展。一九八九年五月举办画展，作品“雄狮”选送白宫，并蒙布什总

统颁加勉函。 

 

一九九一年二月举办个人画展，三月联展，九月成立休斯敦中国画院，十月赴圣汤玛大学举

办个展，所画的虎被称为“君子虎”。一九九二年办个人猴展。一九九三年九月与学生办联

展，十一月办“亚洲之夜”为休斯顿大学朱经武博士捐画义卖筹款成立朱经武奖学金。一九

九四年及一九九五年以“中国文化在德州的贡献”与“如何学习中国画”为主题到各学校解

说、演讲，达到了它以中国艺术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化的心愿。一九九六年四月举办个人画

展，荣获阿肯色州政府颁发亲善大使的头衔，并得小岩城，北小岩城二市政府的金钥匙及荣

誉市民状，当地郡政府则颁给他“鲍斯基伯爵”的称号，轰动全城。六月举办十年回顾展，

休斯敦市政府为表彰他对中国艺术的贡献，宣布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为 “周鸿儒日”。

同年十一月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国际博览会”。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邀请到美国哈佛大学展出大峡谷山河万里图三百尺长卷，中国笔墨点染

美国大峡谷。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视。 

 

鸿儒的十月份回国办展请我给他写篇文章或画评，这是多年的惯例。我当然不推辞，为写这

篇文章，我翻阅了多年来的报章对他的报道，想到他此次回国依然以大峡谷为主题，我想在

这里引用周鸿儒本人所写的“大峡谷自述”和选出了在国际日报和世界日报发表过的两篇文

章，一篇是黄义先生写的《周鸿儒和他的大峡谷长卷图》，另一篇是江震远先生写的《壮

哉！周鸿儒先生国画长卷～大峡谷》。 

 

———————————————————————————————————————— 

《大峡谷自述》 

 

京都鸿儒自幼习画，一九八五年，应美国加州邀请举办画展，岁月蹉跎，画性未减，八九年

入休城办画展成功，鸿儒有幸多次游历美国大峡谷，此谷为世界奇观，盛名远播，立志绘长

卷山水，收集稿件十年。峡谷之景，气势清旷绝俗，俯瞰，纵横贯穿，平视，开阔无垠，仰

望，峻岭奇峰，提笔成卷，又将美国名山绘入长卷，丰富了峡谷的山势。从学习绘画创作中

领悟了人生入俗、出俗、超俗，即三俗之道理。将三个古堡代表三俗，融入画中，提高画意

加强生命力。 
此长卷山水，以中国笔墨特色为主，不受各家宗派所限。展现异国风光，笔随大自然变化，

奇观随其笔墨渲染毕现，借此让西方人士更加了解中华文化之精萃。 

 

———————————————————————————————————————— 



 
 

鸿儒的自述，黄先生和江先生的两篇文章写得极好，水准很高，有这样的山水画和文章，可

谓上上品。 

 

确实这三百尺巨章，壮观雄伟，竞相高度逼真。作者运用其敏锐的观察力，生动的绘画形

态，在透视空间中都按特定的主题，有秩序做出明确合理的安排，他以深厚的中国传统内

涵，运用灵巧的笔墨，将美国峡谷名山古堡，做出了另一番心境的感情的表达，画面有机的

结合，以惊人的艺术表达能力，真切的图像，留下了极其生动地记录，透溢出文人气质的高

尚才情。其艺术价值及历史价值，实在无法估量。也散发着超越文化界限永恒的光辉。 

 

谨在此祝福鸿儒回国画展成功。相信也是我们美国朋友们对他的祝愿，同时希望这次回国画

展证明中国文化艺术在西方的成长有多么的茁壮。 

 

 

 
 
 



 
 
 
 



 
 

 



峡谷文化的诞生 － 周鸿儒作 
2004 年 8 月 17 日 

  

［世界名人网·美国·休斯敦］编者按：周鸿儒先生作三百尺美国大峡谷长卷山河万里图，
开辟了东方中国水墨山水画描绘西方名胜峡谷的先河。吃惊的有，怀疑的有，不解的有，赞
誉的有，钦佩的有。。。记者有幸采访到周鸿儒先生，对他 20 年来孜孜不倦在美国弘扬中
华文化，学贯东西，独立创新，闯入美国主流的的勇敢精神深表敬意。用周鸿儒先生的话：
“中西文化的交汇，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用中国笔墨点染美国大峡谷，使得不仅哈
佛大学的文化智囊，政府组织的政要高管，企业文化的投资人，而且连美国社区的平民百
姓，都对中国的绘画的魅力产生了兴趣，很多的人把对美国大峡谷百尺山河万里图的热爱，
转化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景仰，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愿意去中国看看”。的确，开放的中
国，有这样一批文化使者在世界各地孜孜不倦的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交流，为中国的腾飞创
造了具有丰厚底蕴的文化氛围。我的一个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朋友 Euris CarMichael 得知
周鸿儒先生即将在中国举办巡回画展，几次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定要去北京参观周先生的百
尺长卷山河万里图。“我想在那幅画前照张像。。。” 
 
世界名人网以弘扬中华文化“人文精髓”为宗旨，"Connect People, Exchange Culture", 
我们欢迎有志献身中国文化的人跟我们一起为细心体会，认真研究，勇敢尝试，为创造世界
的美好明天而一起不懈努力。 

 
我有幸在国内那个特殊的时期有机会向前辈艺术家学绘画……来到海外 20 年，

得到各位多方帮助，十分感谢，写此短句共八十八字以述心怀。 

 

笔墨纸砚，国画之道， 

点线结合，妙笔生花， 

古圣先贤，延展升华。 

虎啸林壑，龙腾云海， 

鹰宇长空，良骥驰骋， 

百雀奇卉，逸品神往。 

积学古今，作有渊源， 

遍游中外，归根同法， 

长卷百尺，自性延展， 

画意纵怀，峡谷艺术， 

传遍世界，中华文化。 

 



“旷古幽山”旅美画家周鸿儒山水画中国首展 

作者：遴璘                 December 5, 2004 

地点：上海图书馆 1 号展厅 

时间：12 月 6 日、7 日 

12 月 6 日 11:30 开幕式 

12 月 7 日 16:30 画展闭幕 

本次画展完全免费，开放式参观，欢

迎任何追求艺术的人 

贵宾 80-100 人： 

• 外国领事馆官员 

• 新闻界、文化界、艺术界资深人士 

• 银行界、投资银行界总监、总经理 

• 美国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教授与

EMBA 访华团 

• 复旦大学等著名大学部分领导 

• 数十位世界 500 强公司总监、总经

理 

• 媒体资深人士 

 
 

这是周鸿儒《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第一次来华展出。 

画卷尺寸为 49 公分*9000 公分。 

同时展出的还有 70 余幅周鸿儒精品之作。 

周鸿儒先生希望以此增进中美两国的了解，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 

旅美近二十载的中国画家周鸿儒，在上海举办回国巡回展。此次画展在上海图书馆展出，作品共计 50 余幅，其

中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著名画作——百米长卷《大峡谷》将一并展出。百米长卷——大峡谷，是周先生十年

心血之作。自 1989 年，周先生首次进入大峡谷写生考察后，六进六出，将美国的地理奇观——大峡谷作了彻底

的了解。在十年内，周先生反复研究推敲， 后将数以千计的习作精华浓缩于长达半米高 90 米长的长卷中。 

 

该长卷基本上把美国大峡谷的地貌特征和自然景观概括于内。周先生 大程度上发挥了中国画的优势，不拘于

现实场景，而是将大峡谷的山川按照中国画的语汇和自己的想象腾挪组合，将大峡谷的性格表现淋漓尽致。在

长卷中，三座城堡引人注目，这三座城堡被画家当作人生三境界的象征物，“入俗、脱俗、超俗”将大峡谷融

为一体，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 

 

周先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画家，用中国山水画将美国第一大的自然景观纳入艺术之中。因此，周先生的

《大峡谷》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画，用 长的篇幅描绘美国 大自然景观。在美国历史上、在美国绘画史上

也有同样的地位。正如有关评论家对周先生的评价：以中国经典的画艺和哲思，对美国的文化和生活给予热情

和自信的写照，这本身就已经突破了“后殖民”的文化心理，表现出成熟、独立、自信的文化人格。 

 

周先生 1985 年去美国开画展，至今已经二十年。在二十年中，不仅在绘画艺术上探索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同时

也以宣传推广中国文化为己任，创办休斯顿中国画院、成立朱经武奖学金，获阿肯色州政府颁发亲善大使的头

衔，获小岩城，北小岩城市政府的金钥匙及荣誉市民状、获“鲍斯基伯爵”的称号。休斯顿市政府为表彰他对

中国艺术的贡献，宣布 1996 年 6 月 29 日为“周鸿儒日”。2001 年 11 月应美国哈佛大学邀请展出大峡谷山河

万里图三百尺长卷，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两位布什总统均给周先生签发了祝贺函。 

 

画家自幼受祖父熏陶开始习画，得王羽义、王雪涛、秦仲文、谢诗尼等名画家的悉心指导，并与钱容之先生学

习中国画鉴赏，日后，更精心研究请代画家新罗山人画法。周先生的绘画风格得到美国许多文化名人的欣赏，

尤其是旅美华侨界书画艺术鉴赏家的推荐，齐白石先生的画友唐涛先生专门为此次展出题写了“鸿文画意传中

外，儒学渊源贯古今”的联句。 

 

周鸿儒先生的回国艺术巡回展，得到了我国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的大力支持。 

 

此次活动的协办单位海慧投资有限公司表示，周先生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自信和成熟，正是中国目前在世界

上经济与文化崛起的一个侧面映照，希望中国人能够借助周先生的这种文化交流的人格意识与世界进行沟通和

交流。 



“ 旷古幽山 ” 展会动态（图） 

作者：遴璘                 December 18, 2004 

 

 

展馆外部场景 

 

与巴西驻沪领事合影 画家与全国工商联领导 

画家向著名艺术评论家赠画 

 

开幕式剪彩 

画家向 OWI 赠画仪式 

 
鸡尾酒会现场 

大峡谷长卷 贵宾参观 展厅一览 

 
 



一个中国画家的大峡谷梦 
 

李兆忠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作为美国西部文化的一种象征，世界的第七大奇迹，大峡谷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曾几何时，一位

旅美中国画家将它收入自己的灵府，梦萦魂绕，历时十载，画出了长达三百尺的大峡谷山河万里图，为色彩斑

斓的“大峡谷文化”添加了奇妙的一笔。 
 
这位画家就是周鸿儒。 
 
这个名字，马上让人想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两句古诗。或许人的姓名与个性之间确有某种神秘的

契合吧，周君当然称不上真正的“鸿儒”——这种人早已随时代而消逝，但周君身上的那种文人气、君子气，

仍可叫人遥想鸿儒时代的盛况，这也可以从他的大峡谷万里山河图里得到求证。 
 
周鸿儒笔下的大峡谷，不同于摄影家镜头里的大峡谷，也不同油画家笔下的大峡谷，更不同某些先锋画家笔下

的大峡谷，其格调，是到底中国式的。长达三百尺的长卷，不靠丹青，纯以墨色，这对任何一个中国画家都是

巨大的挑战，唯有真正的艺术信徒、不畏劳苦的强者，才肯做这种不讨巧而且难度极大的事。 
 
五彩世界尽管悦目，貌似单纯的黑白对比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又是色彩所不能替代的。白为万色之母，黑为万

色之王。正是黑与白，构成中国画的色彩基调与骨架，反映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与宇宙观。当然，周鸿儒

的这一选择，也是造化启示的结果。1989 年，周鸿儒第一次到大峡谷，就被它原始质朴的风骨和粗犷奇峭的姿

态所震撼，之后六进六出，留连忘返，在与大峡谷的长期对话过程中，周鸿儒终于发现：以纯粹的水墨表现大

峡谷的本色美， 为恰当。 
 
中国山水画与西洋风景画的不同，在于它的高度自由（既表现在透视上，也表现在时空组合上），它不仅画眼

中所见，而且画心中所知所想，具有丰富的想象性，所谓“迁想妙得”（顾恺之语），道出此中的艺术真谛。

这种自由性在中国画的卷轴形式里有 充分的表现，惟其自由，难度也 大。周鸿儒充分发挥了这种自由，他

像神仙一样，手执赶山鞭，将美国的自然风景、名胜古迹做了一次大搬迁，成功的组合到自己的大峡谷长卷

中。在这个再创造的过程中，美国的大峡谷已经相当的“中国化“，画家的人格精神与修养，通过一山一水、

一树一石表达出来，其丰富的象征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画家在《大峡谷自述》中点明的那样：他在创作过

程中领悟了人生“入俗、出俗、超俗”之理，三个古堡作为“三俗”的代表融入画中，这与传统中国画的松竹

梅“岁寒三友”，在精神内涵上应当说完全一致。不同的只是，周鸿儒将传统文人山水的林泉高致，变成对现

代人生哲理的探索。 
 
周鸿儒以自己的艺术探索，证明了中国画的笔墨具有活力。美国的山，美国的水，美国的树，中国的笔墨照样

可以给以生动的表现，并且照样能够打动美国人。而它仍然姓“中”。这种“中体西用”的艺术尝试，比起那

种不分主次的“中西融合”，应当更具创造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家出国者多矣，由于生存的压迫与诱惑，有的人艺术上难以为继，有的人称为美国文化

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人能在生存与文化的双重压力了立定脚跟，从事真正的艺术创作。周鸿儒无疑其中的成功

者，他既没有那种“据美国做梁山，扩世界为水泊”的虚骄之气，也没有崇洋媚西的妄自菲薄，而是脚踏实地

走自己的路，为宏扬中国的文化尽自己的力。周鸿儒的幸运也许在于：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有机会受到

那个时代一般人受不到的中国古典绘画的熏染，艺术悟性开启颇早，之后也没有受过学院派的束缚，保存了比

较完整的艺术人格。正是各种深厚的传统艺术底蕴，使他获得了与西方绘画抗衡的实力。 
 
纵观百年的中美文化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于某种实利性的考虑，许多旅美艺术家过多地利用中国的

题材，以迎合美国人的趣味及其对中国的想象，导致这一类作品泛滥，而对美国的生活却缺乏应有的热情和表

现的自信，使得这方面的作品相当贫乏。这种现象反映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其背后，是一种变相的“后

殖民”文化心理在起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周鸿儒的大峡谷万里江山图的问世，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它

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作品本身。 



 



旅美畫家周鴻儒先生繪畫藝術講座暨展示會 
作者：世界名人网                 March 23, 2005 

 

旅美畫家周鴻儒先生將在萊斯大學舉辦介紹峡谷文化繪畫藝術的講座，并將在現場

為萊斯大學藝術愛好者揮毫表演中国绘画的精华。 
 

應萊斯大學和萊斯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RCSSC)的邀請，旅美畫家周鴻儒先生將在

二零零五年四月九日在被誉为美國南方哈佛

的莱斯大学的艺术圣殿西沃藝術畫廊

（Sewall Hall）作一次全面介紹峡谷文化

繪畫藝術的講座，并將在現場揮毫表演中国绘画的精华。 

 

周鴻儒先生 1951 年出生于北京，在其祖父周殿甲先生的熏陶

下，他 9 歲便開始習畫，后又得著名畫家王羽儀、王雪濤等人

的悉心指導，藝術水平不斷得到提高。從 1985 年離開中國國

家氣象局來到美國，歷年來舉辦了數十余個人畫展及文化講座

，好評如潮。89 年有機會遊歷美國大峽谷，就立志用中國筆墨

來描繪出美國大峽谷的風貌。十餘年中，他六次进出大峡谷，

對大峽谷進行了大量的採風寫生。周先生把自己的大量心血和

藝術才華都投入到了這幅畫卷上面， 后終于成功地將這幅迄

今世界上 長的描繪大峽谷的畫卷奉獻到了大家面前。周鴻儒

的一位鄰居是美國人，他曾在大峽谷附近居住了 16 年，當他

看到周鴻儒的作品后惊嘆不已，指出畫上的許多景點与他當年

在那里看到的极為吻合。他連連稱贊這位中國畫家真了不起。 

 

周鴻儒先生的這幅寬 49 公分，長 9000 公分的長卷是在中國傳

統繪畫風格基础上，结合他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年对西方文化的

经历和对美国自然景觀的观察，所做的美妙結合的结晶。2004

年底在中国上海圖書館举办的旅美画家周鸿儒个人画展中国首

展獲得了巨大反響，周鴻儒先生把中國繪畫藝術帶到了世界藝

術新一輪黃金時代的巔峰，这跟中國及中國繪畫藝術逐漸被世界接受的國際大趨勢不謀而合。周鴻儒的美國大

峽谷山河萬里圖立意深远，气势磅礴，境界超然，逸品神品，被中国艺术界同仁誉为“旷古幽山”；以周鴻儒

為代表的在海外孜孜不倦传播耕耘中国文化的海外华文文化被誉为“峡谷文化”；美国现任总统布什也在给他

回国办展的加冕函中，称赞中国画家周鸿儒为艺术奋斗的足迹“彰显着美国的

精髓”，周鸿儒也被誉为當今當之無愧的“中美文化大使”。 

 

這次周鴻儒應萊斯大學和萊斯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在萊斯大學舉辦的繪畫

藝術的講座，將會在休斯敦首次展示其代表作美國大峽谷山河萬里圖。熱愛中

國藝術的友人將會有機會收藏周先生獨創的大峽谷作品係列的片段，這次活動

也將會有熱心人士為周鴻儒所創辦的休斯敦中國畫院捐款，中國國家氣象局也

將會派人參加這次隆重的繪畫藝術講座。本次活動將是中國文化藝術在西方藝

術世界里的一次有力展現，歡迎對繪畫藝術有興趣的各界人士，老師，同學和

朋友們光臨，踊躍參加本次活動。本次講座暨展示會將有茶點招待。 

 

主辦：休斯敦中國畫院，萊斯大學和萊斯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RCSSC) 

講座日期：2005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 

講座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講座地點：309，Sewall Hall，Rice University。  

聯係電話：832-724-6288 

西沃藝術畫廊（Sewall Hall） 

 
Sewall Hall, Rice University 
Lloyd, Morgan & Jones 
1971 
 
Art Gallery entrance 
 
This building, in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the 
Academic Square, was designed to conform to the 
original campus plan by Cram, Goodhue & 
Ferguson. It also resembles Herzstein Hall, directly 
across the Court on the opposite side. It houses 
depart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ligion, 
anthropology, and art history as well as an art 
musuem. 



峡谷名山万里图的后面是看不见的龙的长城 
周鸿儒历经十年用中国笔墨点染美国大峡谷 

 

作者：世界名人网主编专稿   

         

 
“在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前合个影”。2005 年 4 月 9 日，热爱中国绘画艺术的人士在美国著名的南方哈佛

“莱斯大学”的艺术圣殿西沃藝術畫廊（Sewall Hall）手持名山万里图合影留念。 
 
[世界名人网特别报道] 
 
一幅画的力量 一个画家的梦 
 
旅美画家周鸿儒先生是一个普通的画家，1986 年他来到美国办画展，跟很多的来美国的中国画家一样，带着所

有负笈出国的中国人都共有的梦，他来了。来了之 后，他办画展，他体会，他要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他选择

了充满美国西部牛仔味的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作为他的居住地。他以画交友，他去了大峡谷，第一次去 了，就

立志要画这个长卷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接着他又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去了第六次。这个过程他总共

用了十年。 
 
中国笔墨的特点是立意在先，胸有成竹，然后才能一气哈成。周鸿儒要有多大的气量才能把这三百尺的名山藏

于胸中呢！如果仅仅想象千百个不眠之夜，仅仅想象耗 损的原阳之气，就觉得周鸿儒先生苍老不堪，那就辜负

了上天的美意了。周鸿儒先生年过半百，却仍然看上去年轻气壮，精神烁诺。体现着一种朝气。再看看周鸿儒 
先生去年回国办展前的原话：“感谢中国文化哺育了我，感谢我的老师们，感谢所有给我支持的朋友，我所有的

成就和荣誉都属于我的祖国”。原来做画家都是精气 神俱全的，所以成功者都是能长寿的。 
 
笔触雄厚 走向成熟 
 
2004 年是旅美画家周鸿儒先生坚定地走向成熟的一年，三月和七月份分别收到法国总统希哈克和美国总统布什

加冕函；七月份受福遍桥湾社邀请参加糖城市美国 独立节红蓝白焰火节，为美国朋友起中文名，数百名美国友

人排队等候画家合影签名；九月受邀美国银行西大学分行为美国友人展示中国绘画艺术并义务为美国儿童 剪
像；十月份准备回国展，海慧投资集团和北京梵天文化传播中心制作出版《旅美画家周鸿儒作品集》；十二月

份上海图书馆举办“旷古幽山”主题画展。这些活动 中，周鸿儒先生用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画家虚怀若谷却又刚

劲有力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画中，你可以看到在那些旷古幽山中，有画家钢一般的追求和铁一般的意志， 你也

可以看到画家出世入世的丰富哲学，你更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家梦寐以求的“静”的境界。是的，画家把中国乃至

世界几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把中华民族在近三十 年来睡狮惊醒图，把中国文化中进取向上的成分，浓缩在他的

心中，通过他的画笔和墨汁，倾注在他的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中，倾注在他的峡谷系列手稿中。这些 画给人

公认的感觉是：耐看。如入无人之境，却又有雄兵百万。 
 
 



虚虚实实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很多人看了画家的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都可以在画中看到自己曾经去过的大峡谷，感慨画家“画的真象”。
更多的人看了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全景，由衷发出了感慨，“这里面还有华盛顿湖，还有加利弗利亚的古堡，

还有中国的山水…… ”。浩荡的长卷引人遐想，促人深思，励人奋进，周鸿儒先生摆脱了中国山水临摹师古的

窒锆，也摆脱了西方现代派的标新立异，更远离了摄影师的写实作派，周鸿儒先生用他负责任的受哺中国文化

的中国心，把他在海外二十年来充满智慧的经历尽情在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中自由体现。既赢得了美国人的

尊敬，也博得了中 国人的喜爱。 
 
任重道远  前程似锦 
 
美国友人去年得知周鸿儒先生的画要在中国巡回展出，几次打长途电话来，“我要在那幅画前照张相”。旅居海

外的中国人也纷纷打电话来询问，何时周先生能到他 们居住的城市展示《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这次在莱

斯大学举办的《峡谷文化绘画艺术讲座及展示会》满足了很多人的心愿，在讲座及展示会结束时，周鸿儒先 生
破例让所有参加讲座的中国艺术爱好者让上百只手拿起了这幅画，一起合个影。我问他：你不担心这幅画会不

小心被损坏吗？周鸿儒先生微微的笑了笑：“你眼中 看到的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并不是属于我的。当我画

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属于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属于了全人类。” 
 
是的，这就是周鸿儒先生为代表的画家们创造的峡谷文化。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会希望看到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

图，会有更多的人希望看到峡谷文化走遍全美国，全世界。 
 

周鴻儒先生 
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 

峡谷系列手稿 
选登 

1989 ~ 2005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20" x 16" Cheerwood Frame, double mat, glass 
 
 



怀念老画友陈逸飞先生 
作者：周鸿儒              April 23, 2005 

 

陈逸飞先生过世的消息传来，起初我不相信，又通过网络和报

章的报道才相信他真的去了。时光任槎，岁月如梳，人事已非

。我回想起当年与朋友和陈逸飞在一起的情景。见到他的画和

本人，相谈甚欢，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出色的画家而赞叹！ 我
们彼此祝福！随着他越来越成功，我对完成美国大峡谷长卷也

越来越有信心。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看好，陈逸飞先生回国了。我却仍然

留在休斯敦。他在上海那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开始了绘画，服

装，房地产，电影，等等一切他认为可以美化的事业。繁忙的

工作——他终于住进了医院。没有听医生的劝阻，他又开始了

更加费力的

工作……他英年早逝，是绘画界的一大重大损失，怎么能不

让人悲伤呢？ 

 

不由我不想到 2001 年我应邀到哈佛大学举办美国大峡谷名

山万里图画展后，信心满满。也就是当荣誉和利益充满着我

的时候，心里想应该大做一场，我当时联系了很多的活动，

准备按部就班的去完成。我也生病了，要看医生，还是要去

参加活动？此时我安静下来求神给我智慧。我看到荒漠的甘

泉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当你有了成绩的时候，神

会让你通过失业，生病等痛苦停下来，是为了让你静静的等

待她的翅膀下，等待她带领你起飞。我明白了其中的美意，

调整身体第一，静候着随缘，不去盼缘，神把她的一切都安

排好了。 

 

陈逸飞先生住院了，就应该听医生的

话，好好的休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的身体都是神的圣殿。我们懂得“保

养顾惜”，我们有好的身体，灵魂才

可以居住。如果没有了身体，一切都

不存在了。佛说世间有 8 万 4 千个法

门，只要把握住一个，把一件事努力

做好，就可以达到 高境界。我还是

要努力做画，通过笔墨将我内心的世

界表达出来，以达到共鸣。 

 

在此祝福每一位朋友身体健康，要学会随顺身体，听身体的

话，用良知去做事情。这是人生唯一不变的法则。 
李来柱、宋承志等将军手书“峡谷王” 

鸿儒于美国休斯敦 

2005 年 4 月 19 日 

 
 

 

 



三忆鸿儒思精神  画贯中西绘古今 

——记著名旅美画家周鸿儒先生  

世界名人网记者徐莎休斯敦特别报道          May 27, 2005 

 

说起周鸿儒先生，真真有些巧遇，再三机缘方决心拙笔一写这位著名的旅美画家，结己夙愿，也

算是对所有热爱着的友人国人的一点絮语。 

 

初识周先生，是一九九零年，印象中的农历春

节前后，画马迎春，“海华文艺季”为周先生举办

了个人马展，当即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五十幅画

卷，近百匹骏马潇洒奔腾，千百形态，展示了周先

生深厚的国画功力和阔拓的思想境界。 

 

自己也曾学画，深知“画如其人，人如其

画”，人的品格在哪里，画的品格就在哪里。自

幼，周先生受祖父周殿甲熏陶始习画，又得王羽

义、王雪涛、秦仲文、谢诗尼等名画家真传，并从

钱容之先生学习中国画鉴赏，日后，更精心研究清

代画家新罗山人画法，画风可谓承古创今，集各家之所长，将中国画的技巧、神韵、气质细致而真切

的反映出来，浓墨淡彩，时而秀丽时而凝重，相宜两得。在艺术的形式上继承了国画的传统风格，骨

子里又可看见一丝新意，他将外来西洋画的技巧融入笔力，有骨有肉，见情见性，真实地反映出了他

的思想境界。周先生和徐悲鸿大师在画马的意识上是一样的，都遵循“尽精髓，致广大”的意境，才

有如此之高的气韵品格。周先生作画不外于物，在乎其神，不拘于形，皆为运用，方使中国国画在他

乡有了新的沃土，新的思路。周先生个展作品的影响不只在艺术层面，更因他的画品感染了海内外芸

芸赤子。 

 

二忆周先生，正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二零零四

年，相隔十多年，不思量，自难忘，周鸿儒先生终于带

着他的作品飘洋过海来到了上海，其中就有著名的百米

长卷《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美丽的城市发生了美

丽的故事。早听说《大峡谷》，那是周先生十多年的心

血之作，1989 年周先生进入大峡谷考察写生，前后六进

六出，收景入画，数以千计的习作精华浓缩到了半米高

九十米长的画卷中，鬼斧神工地再现了美国地理奇观，

大峡谷终以另外一种东方的方式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还记得是在美国 2001 年 11 月，周先生应哈佛大学

邀请展出大峡谷山河万里图三百尺长卷，一举得到了美

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两位布什总统先后都给周先生签发了祝贺函。 

 

周先生创作的大峡谷 大限度的运用中国山水画精髓，不拘泥与大峡谷的现场实景，更是深挖内

造，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形神兼备，用国画的白描描述了大峡谷的恢弘壮丽，将大峡谷表现的大气而优

美，终于，中国的宣纸上墨染了北半球的世界奇观，真要感谢周鸿儒先生，终于将中国精神和西方文

明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近一次，和一位定居休斯顿的朋友闲聊，他对我谈起周鸿儒先生，方知周先生作为华人艺术家

在美国是享有极高知名度的，从 1985 年他到美国，距今二十年，周先生在绘画艺术上的惊人成就和

对民族艺术事业的探索开创，是可赞可叹的！ 

 

周先生先后创办了休斯顿中国画院，成立朱经武奖学金，获阿肯

色州政府颁发亲善大使的头衔，获小岩城，北小岩城市政府的金钥匙

及荣誉市民状、更获“鲍斯基伯爵”的称号。直至休斯顿市政府为表

彰他对中国艺术的贡献，宣布 1996 年 6 月 29 日 为“周鸿儒

日”。这是周先生为国人做的 好表率，荣誉不单单属于周先生，更

多属于了中国华人，周先生用自己的画笔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艺术，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在我看来，周先生或是

一座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贯通的桥梁，这样的桥梁是不多见且珍贵

的，他这座桥沟通的不仅是海内外的华侨游子，更多的是并不太了解

中国文化的世界人民，无疑周先生在这一点上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 

 

周先生是所有国人的骄傲，他以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品格、自己

的思想打动了世界人民，打动了热爱生活的人们，希望所有过桥人，

以桥为媒，多谈多交流，也是对周先生的尊重和学习了。 

 

周鸿儒先生以一个华人艺术家的身份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却并不为之骄傲，甚至很谦卑的将

其成就归功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气度、中国的洒脱、中国的在意识，而他自己只是一个面对世界的

传达者。 

 

感怀周先生的话，更感怀这样的人文精神，一个画贯东西绘古今的著名画家，也是一位他乡的魂

魂故知，请允许所有国人如此的尊称。 

 

（完） 

   

 
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手稿片段——华盛顿湖 

 

 



倾心为侨湾社精心准备独立节礼物 

周鸿儒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问世 

世界名人網记者專稿 遴璘          June 06, 2005  

 

节日年年有，今年的独立节不一般。由侨湾社独创的十二生肖起名卡二零零四年美国红白蓝独立节亮相获

得成功后，旅美画家周鸿儒先生今年特意为侨湾社活动创作了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 

 

记者有幸看到了富有浓郁喜庆色彩的中国十二生肖图跟周先生张扬之後靜了的美国大峡谷融为了一体，活

灵活现，闪亮登场。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共有十二张之 多，每张各自成景，放在一起又可连为一体成为交织

错落的连绵长卷。画家采用虚实结合，超越想象，远山近禽，巧妙搭配，时空流转，意境超脱。實為逸品之大

作。 

 

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有鼠戏松山，牛卧溪谷，虎视高岗，兔驰田野，龙腾云雾，蛇游大泽，马跃平川，

羊走泥湾，猴居幽堡，鸡立斜坡，狗奔苍岭，猪逐荒原。淡淡的水墨色彩之间，隐隐有恢宏磅礴之气。中国笔

墨在这里不仅在意境上跟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连形式也融为了一体，笔者不禁感慨。 
 

   
 

   
 

   
 

   
 

此套十二生肖圖每張各自成景，畫家采用虛實結合，超越想象，遠山近禽，巧妙搭配，時空流轉，意境超脫。 



周鴻儒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全曝光 

僑灣社獨立節将为美国朋友起中文名 
世界名人網记者專稿 遴璘          June 12, 2005 

旅居休士頓的著名畫家周鴻儒日前為僑灣社精心准備了一份獨立節大禮﹐ 一套喜慶吉祥﹑富于濃郁中國傳統色

彩的美國大峽谷十二生肖圖誕生了。此套十二生肖圖每張各自成景，畫家采用虛實結合，超越想象，遠山近禽

，巧妙搭配，時空 流轉，意境超脫，實為逸品之大作。美國大峽谷十二生肖圖有鼠戲松山，牛臥溪谷，虎視高

崗，兔馳田野，龍騰云霧，蛇游大澤，馬躍平川，羊走泥灣，猴居幽堡， 雞立高坡，狗奔蒼岭，豬逐荒原。淡

淡的水墨色彩之間，隱隱有恢宏磅礡之气。中國筆墨在這里不僅在意境上跟西方文化結合在一起，連形式也融

為了一体。 
 
今年年屆 54 歲的周鴻儒先生 1951 年出生于北京。在其祖父周殿甲先生的熏陶下，他 9 歲便開始習畫，后又得

著名畫家王羽儀、王雪濤等人的悉心指導，藝術水 平不斷得到提高。為了實現自己用中國畫點染美國著名自然

景觀的夙愿，十多年前，周先生便開始构思用一幅長卷來描繪美國的大峽谷風貌。十年中，他六次進出大峽谷

。周先生把自己的大量心血和藝術才華都投入到了這幅畫卷上面， 后終于成功地將這幅迄今世界上 長的描

繪大峽谷的畫卷奉獻到了大家面前。周鴻儒的一位鄰居是美國人，他曾在大峽谷附近居住了 16 年，當他看到周

鴻儒的作品后惊嘆不已，指出畫上的許多景點与他當年在那里看到的极為吻合。他連連稱贊這位中國畫家真了

不起。 
 
周鴻儒的《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长卷幅寬 49 公分，長 9000 公分的長卷是在中國傳統繪畫風格基礎上，結

合他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年對西方文化的經歷和對美國自然景觀的觀察，所做的美妙結合的結晶。去年年底在中

國上海圖書館舉行的周鴻儒 2004 年作品展中首次展出獲得巨大反響，代表了周鴻儒把中國繪畫藝術帶進了的新

一輪巔峰的黃金時代，跟中國及中國繪畫文化逐漸被世人接受的國際大趨勢不謀而合。周鴻儒的美國大峽谷山

河萬里圖立意深遠，气勢磅礡，境界超然，逸品神品，被中國藝術界同仁譽為"曠古幽山"，以周鴻儒為代表的

旅居海外孜孜不倦傳播耕耘中國文化的海外華文文化被譽為"峽谷文化"，美國現任總統布什也在給他回國辦展

的加冕函中，稱贊中國畫家周鴻儒孜孜不倦為藝術奮斗的足跡"彰顯著美國的精髓"。周鴻儒也被譽為當之無愧

的"中美文化大使"。 
 
百米長卷《大峽谷》是作者累十年心血之力作。從 1989 年起周鴻儒首次進入大峽谷寫生考察起，他六進六出，

將這一地理奇觀作了徹底的了解。十年中，周鴻儒反复研究推敲， 后將數以千計的習作精華濃縮于長達半米

高 90 米長的長卷中。百米長卷《大峽谷》基本上把美國大峽谷的地貌特征和自然景觀概括于內。同時﹐周鴻儒

在此作中 大限度地發揮了中國畫在狀物寫景上的特出表現力，不拘于現實場景，將大峽谷的地理風貌照國畫

的語匯和個人的想象騰挪組合， 終﹐將大峽谷的性格表現淋漓盡致。在此在長卷中，三座被畫家當作人生三

境界的象征物的城堡格外引人注目。周鴻儒籍此三堡﹐喻真于像﹐鋪陳了"入俗、脫俗、超俗"的境界。而從形

式上﹐三座城堡又將大峽谷融為一體，成為長卷的點睛。 
 
周鴻儒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用中國山水畫將美國第一大的自然景觀納入藝術中的畫家。在中國畫歷史上佔有獨

特的位置﹐在美國歷史上、在美國繪畫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正如有關評論家對周先生的評价：以中國經典的

畫藝和哲思，對美國的文化和生活給予熱情和自信的寫照，這本身就已經突破了"后殖民"的文化心理，表現出

成熟、獨立、自信的文化人格。 
 
周鴻儒自幼受祖父熏陶開始習畫，得王羽義、王雪濤、秦仲文、謝詩尼等名畫家的悉心指導，并与錢容之先生

學習中國畫鑒賞，日后，更精心研究請代畫家新羅山人畫法。周先生的繪畫風格得到美國許多文化名人的欣賞

，尤其是旅美華僑界書畫藝術鑒賞家的推荐，齊白石先生的畫友唐濤先生專門為此次展出題寫了"鴻文畫意傳中

外，儒學淵源貫古今"的聯句。 
 
周鴻儒 1985 年來美國開畫展，至今已經二十年。在二十年中，不僅在繪畫藝術上探索中國畫的創新發展，同時

也以宣傳推廣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先後創辦了休士頓中國畫院、成立了朱經武獎學金，同時個人美譽也是多多

。他曾獲阿肯色州政府頒發親善大使的頭銜，獲小岩城，北小岩城市政府的金鑰匙及榮譽市民狀、獲"鮑斯基伯

爵"的稱號。休士頓市政府為表彰他對中國藝術的貢獻，宣布 1996 年 6 月 29 日為"周鴻儒日"。 



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起名卡亮相糖城蠔溪公园独立节 
——缩短了的华裔移民与各族裔的距离 
世界名人网记者李颖特约专稿        July 08, 2005 

风光如画、景色宜人的糖城蠔溪公园(Oyster Creek)永远都有一种迷人的色彩。糖城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

敦市中心西南二十五英里处，离著名的 Brazos Bend 国家公园和乔治天文台（George Observatory）只有二十

英里。在 2004 年，糖城市被评为全美 适宜居住的城市。这里有世界上 湛蓝的天空，有 和睦的人际关系，

有 宜于文化交流的土壤。每年的美国独立节，这里都会举办红白蓝嘉年华会及焰火晚会，热闹非凡，深受当

地居民重视。从去年开始，由于市政府开始邀请各族裔的社团参与共襄盛举，华裔移民组成的侨湾社在这里参

与举办的活动就开始成为瞩目的焦点。 

 

  节日年年有，今年不一般。为庆祝今年的美国独立日，侨湾社特别邀请中国画家周鸿儒先生创作了美国大

峡谷十二生肖图，并用它制做了多达六千张的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起名卡，在美国国庆节七月四日的当天，

在蠔溪公园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举办免费发放，免费为美国朋友起中文名的独特的活动。在美国大峡谷十二

生肖图起名卡上为美国人起中文名，这是一个首创，也是用中国文化艺术直接跟美国人面对面交流的一种尝

试。本次嘉年华会的主题恰好是“Faces of America”，翻译成中文就是美国人的多面孔。华裔移民以美国人

的面孔之一参与盛会，用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体现这种结合，具有深远的意义。 

 

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是周鸿儒先生特为此次活动创作的巨作。它富有浓郁的喜庆色彩，远山美国大峡谷

采用中国笔墨的淡墨勾画，苍苍茫茫，意境深远，近禽十二生肖图采用中国彩墨勾勒，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闪亮登场，两相结合，中间产生的过渡效应使得这组图产生了恢宏磅礴的距离感。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共有

十二张之多，每张各自成景，放在一起又可连为一体，成为交织错落的连绵长卷。画家采用虚实结合，超越想

象，远山近禽，巧妙搭配，时空流转，意境超越。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的命名也是惟妙惟肖：鼠戏松山，牛

卧溪谷，虎视高岗，兔驰田野，龙腾云雾，蛇游大泽，马跃平川，羊走泥湾，猴居幽堡，鸡立斜坡，狗奔苍

岭，猪逐荒原。既继承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百看不厌的特点，也突破了中国山水的局限

性，画面的整体效果是开放性的，但是画家却轻松自如的把各自独立的十二生肖图收为一体，形成了超越时空

的感觉。淡淡的水墨色彩之间，隐隐有恢宏磅礴之气。中国笔墨在这里不仅在意境上跟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

连形式也融为了一体。不外乎被誉为逸品之大作，当之无愧。 

 

这次糖城市政府特意把侨湾社的摊位安排主舞台的右方，在进入蠔溪公园大门的必经之路上。喜乐的人群

一波又一波走进了蠔溪公园，不加上全市街头巷尾拖儿带女等待看烟火的人也有超过两万多人参与了盛会。这

也使得侨湾社在这次活动中大为曝光，排队等候发放美国国旗，领取生肖卡片，为全家老少起名的非亚裔朋友

络绎不绝。中国画家周鸿儒先生，会长冯启丰，副会长陈珂，财务理事刘志恒，秘书长罗秀娟女士，会员理事

胡丽玲女士，地产专家罗可可女士，文宣理事王福生先生都全力免费发放美国国旗，推销中国宫廷扇子，中国

工艺品发光小手机，免费发放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起名卡，为美国朋友起名，罗秀娟女士行动快速，思维敏

捷，一个人就为好几百位美国朋友起了名字，不愧为休斯敦华文报 有名的才女记者之一。地产专家罗可可小

姐给属蛇的美国朋友 Mary 起了个中文名玛丽，玛丽立即高兴的举起属于她的生肖卡片与罗小姐合影留念。等候

起名的人潮一波又一波，天快黑了，可是人群越来越多，他们都被独特的中国艺术与文化所吸引，举足伫立，

流连忘返。中国礼品也被抢购一空。 

 

在这次活动中，美国政要社区领袖等公众熟悉的身影纷纷出现在侨湾社的摊位前，你会发现美国国会众议

院议长汤姆.迪雷，糖城市长大卫.华莱士，糖城市议员黄安祥博士，德州众议员，国会议员奥·格林代表侨湾

社顾问林富贵律师。很多拿着中文报纸找来的华人同胞，也纷纷来到侨湾社的摊位前，他们不仅得到了属于他

们自己的生肖卡片，还与侨湾社成员们合影留念，他们在晚会的正式发言中也代表美国国会和糖城政府感谢糖

城各族裔居民参与美国独立日的活动，特别是感谢侨湾社组织的华裔发放美国国旗活动和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

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起名卡起名活动。 

 

  在蠔溪公园，在七月四日的美国的独立日，已经成为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宣传日，成为中国文化和美国其他

族裔文化相融合的日子，美国大峡谷十二生肖图和在美国的中国画家周鸿儒先生，在美国居住的侨湾社的华裔

移民们，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促进各族裔的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促进相互间的欣赏与接纳，做着自

己的不平凡的努力。 

     



 
陈珂副会长,罗秀娟秘书长, 地产专家新秀罗可可小姐在侨湾

社的摊位前站位. 

 

 
陈珂副会长,罗秀娟秘书长, 地产专家新秀罗可可小姐和中国画家周

鸿儒. 

 
胡丽玲理事,罗秀娟秘书长, 地产专家新秀罗可可小姐在卖力

推销中国工艺品. 

 

 
糖城市长戴维·华力士(David Wallace,中右)和侨湾社会长冯启丰

（右），财务理事刘志恒（中左），前理事陈先生合影。 

 
左起：财务理事刘志恒，文宣理事王福生，会员理事胡丽

玲，会长冯启丰，国会议员 Al Green 亚裔顾问兼侨湾社法律

顾问林富贵女士，地产专家新秀罗可可小姐和副会长陈珂簇

拥在中国画家周鸿儒周围 

 

 
糖城不分区议员、侨湾社顾问黄安祥博士也来了，站在自己人中

间。左起为：侨湾社前理事陈先生、文宣理事王福生，会员理事胡

丽玲，财务理事刘志恒，会长冯启丰，糖城不分区议员、侨湾社顾

问黄安祥博士，副会长陈珂和中国画家周鸿儒。 

 
福遍区国会议员汤姆·迪雷，糖城不分区议员、侨湾社顾问

黄安祥博士来到侨湾社的摊位前感谢华裔参与美国独立节活

动。侨湾社前理事陈先生、会长冯启丰，国会议员汤姆·迪

雷，糖城不分区议员、侨湾社顾问黄安祥博士，财务理事刘

志恒，副会长陈珂。 

 

 
成交了.陈珂副会长卖给小朋友一个闪光小手机, 还不忘给一面免费

的美国国旗作为奖励. 



 
侨湾社的摊位是进入蠔溪公园的必经之路。一过大门口蠔溪

上的拱桥就是侨湾社的摊位。这次活动有超过两万人参加，

侨湾社大为曝光，排队等候起名的非亚裔朋友也是络绎不

绝。罗可可手上拿的是生肖年份对照表。 

 
地产专家新秀罗可可小姐给属蛇的美国朋友 Mary 其了一个中文名：

玛丽。 

 
大画家周鸿儒手中的中国宫廷扇子也是抢手货，在夏日的节

日里备受美国朋友的欢迎。 

 

 
秘书长罗秀娟女士为美国朋友起名 多，一个人就为好几百个美国

朋友起了名字。不愧为休斯敦华文报 有名的名记者之一。 

 
等候起名的人潮一波又一波。天黑了，可是人群却越来越

多。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风光如画的蠔溪公园永远都有一种迷人

的色彩。 

 
秘书长罗秀娟为只有三岁的美国小朋友起名。 

 
蠔溪公园是糖城市政府在闹市为大家建立的一块公共绿地，

天空晴朗，风景如画。 

 
山姆大叔和中国画家周鸿儒合影 



美洲银行收购中国建设银行 企业文化重新定位聚焦中国 
世界名人网记者李颖特约专稿          July 19, 2005 

 

 备受关注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行动 6 月 17 日尘埃落定：中国建设银行和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在此间共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 终协议。根据协议，美洲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设银行进行

投资。首期投资 25 亿美元购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建设银行股份，第二阶段将在建设银行计划的海外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认购 5 亿美元的股份，未来数年内美洲银行还可增持建设银行股份， 终持股可达 19.9

％。这项交易是迄今为止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 大单笔投资。 

 

 作为整个交易的一部分，建设银行和美洲银行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美洲银行将在众多领域向建设银行提

供战略性协助。这些领域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个人银行业务（包

括信用卡）以及全球资金服务等。根据协议，美洲银行将在建设银行董事会中拥有席位，同时还将向建设银行

派遣大约 50 名人员在以上领域提供咨询服务。 

 

 美洲银行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国际扩张行动，唯一的大规模投资是 2004 年度在墨西哥斥资 25 亿美元购入西班

牙国家银行旗下墨西哥第三大银行 Santander Serfin 24.9%的股权。美洲银行在美国银行市场所占份额之大，

已经摸到了美联储所规定的天花板———10%，但美国以外的业务只占其收入的 5%。它在亚洲更是“基本一片

空白”。 

 

 美洲银行全球计划与战略部主管格里高利·克尔是一名老资格的银行收购兼并专家，10 年前为美国波特曼银

行负责收购兼并的副主席，一手促成了该银行与国民银行（Nations Bank，1998 年与美洲银行合并）1996 年的

合并。在美洲银行近年在美国国内的数起大手笔行动如 Fleet Boston 银行收购案中，他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这帮人是老手。”一位参与谈判的建行财务顾问告诉记者。谈判进展快得超乎想像。 

 

 美洲银行方面之所以决断如此明快，当与董事长兼 CEO 肯尼斯·刘易斯在公司内之影响力巨大不无关系。 

 

 今年 58 岁的刘易斯在美国金融界属极有个性的领军人物。因幼时父母离异，刘易斯自小便打零工养家。在

1969 年毕业于佐治亚州立大学之后，刘易斯进入北卡罗莱纳国民银行工作，这也是 36 年来他所唯一工作过的

机构。北卡罗莱纳国民银行演变成了今天的美国 大的银行之一美洲银行，他则从一个 底层的信贷分析员攀

至顶峰。 

 

 刘易斯曾获多个美国银行界专业杂志所颁年度 佳银行家称号。他称自己 重视的素质是“有纪律”和“不

妥协”。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 爱看的电影是《角斗士》。批评者称其领导作风太过严酷不近人情。美

国《商业周刊》文章中曾引其属下称刘易斯“血管里流淌着的不是血而是冰块”之语。一名基金经理则无法忘

怀 2000 年一次刘易斯当众直斥其白发属下为“鼻涕小儿”的景象。 

 

 周鸿儒，一位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二十年的来自中国北京的画家，看似与此次活动无任何联系，但

是他确是美洲银行进入中国的试金石。 

 

 从一九八五年五月洛杉矶邀请周鸿儒来美国举办个人画展，二十年来，他在美国的艺术经历非常丰富，共举

办过十余次个人画展。一九八九年五月举办画展，作品“雄狮”选送白宫，并蒙布什总统颁加勉函。二零零一

年十一月被邀请到美国哈佛大学展出大峡谷山河万里图三百尺长卷，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视。此长卷山水，

以中国笔墨特色为主，不受各家宗派所限。展现异国风光，笔随大自然变化，借此让西方人士更加的了解了中

国文化之精萃。去年周鸿儒先生回国办展，同时受到法国总统希哈克和美国总统布什的加冕函。以其独创的美

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为代表作的结合中西的文化被誉为峡谷文化。其包含的意义深受美国政商各界的重视，美

洲银行在紧锣密鼓地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把这样一个对中美各界深有影响的艺术家作为企业文化和中国战略

的一部分就不能理解了。 

 

 来过休斯敦的人都知道，西大学城（West University District）紧邻莱斯大学的正西方，是休斯敦地区

富庶的上流社区，美洲银行的西大学分行是美洲银行在休斯敦乃至真个北美 重要的分行之一。在收购中国建



设银行之前的四个月在美国这个基本没有华人居住的分行举办周鸿儒绘画艺术展暨给美国小孩剪相活动，对美

国银行来说，宣示的意义多过一般的市场行为。 

 

 二〇〇四年八月在美洲银行西大学分行举办的活动，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周鸿儒先生二十年旅美绘画艺术的赞

赏和肯定，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表明了美洲银行对中国文化的接纳与宣扬的态度，从而拉近了美洲银行与中

国文化的距离，拉近了与中国企业的距离。美洲银行举办小规模的活动来宣传一位中国画家这还是第一次，选

择周鸿儒先生作为企业文化的代言人零距离接触，带有偶然性也存在着必然性。 

 

 在美国有很多的中国艺术家在为中国艺术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做着不懈的努力，他们为增强东西方的沟通和交

流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过人的努力。周鸿儒先生用十年心血创作的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宏篇巨作，掷地有

声，震惊四座，不仅感动了美国社区的平民百姓，感动了哈福大学的智囊，也应起了美国 本土的美洲银行的

注意，用美国总统布什嘉勉函中的原话，周鸿儒先生的执著追求奋斗不屈的故事，彰显了美国精神。《美国大

峡谷名山万里图》长卷的完工，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是中西文化结合上 成功的尝试，也是对世界艺术史的

有时代感的贡献。周鸿儒先生虚怀若谷气壮山河的胸襟气魄，中西艺术家独具的全球观和世界观，正在影响

着新一代的艺术家，影响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和恬然自乐的平民百姓。周鸿儒先生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代表了

一种全人类共有的精神，坚持不懈，画贯中西，承接古今，勇于突破，富有想象，非常适合当今社会负责任的

艺术家的艺术理念和企业家的商业理念。美洲银行正是看重了周鸿儒先生的这种精神，并用来宣示和体现自己

的企业文化，以期逐步得到中国企业的接受，得到中国民众的接受，以 快的速度 迅速地走进二十一世纪的

世界市场，也就是走进了预言家们预言的“中国世纪”。 

 

周鸿儒先生回中国办展前与美洲银行助理副总裁 Susan 
Shen 摄于 Houston Down Town Bank Center 大楼。 
 

西大学分行的中国艺术家周鸿儒先生画展暨剪相活动 

美国友人慕名专程赶来参观展览。 

 



 

周鸿儒先生为中国人活动中心捐画义卖，义薄云天。 



跟国画大师周鸿儒先生一起创造武学中充满艺术的人生 
——陈氏太极拳十九世传人陈正雷休斯敦学习国画 

 

世界名人网记者 顾洁娜          October 28, 2005 

 

金秋十月，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可对于太极大师陈正雷来说，却是一个独有意义的日子。虽然此次休斯敦之行

的任务非常多，可在陈大师的眼里，再繁忙的事务，都不会阻碍他对于艺术的追求。 

 

趁着短短一天的休息时间，陈大师特地赶到著名旅美国画家周鸿儒家中，学习国画。国画大师周鸿儒是休斯敦

中国画院的创办人，中国书画联谊会理事，更是美国大峡谷河山万里图 300 尺长卷的作者。曾受哈佛大学

DUDLEY HOUSE 特邀，展出他的作品。 

 

“周大师在国内的时候，作品就被收藏于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此次能拜访周大师，向他学习国画，可算

是个荣幸了…”陈大师兴奋的说，“我特别喜欢国画，非常崇拜周大师的作品，他画画的手法特别干净利落，

还不失画其本身的神韵…”的确在现场的演示中，周鸿儒大师只用了 29 笔轻松的画出了虾的样子，再用了 5，

6 笔之“画龙点睛”就将一只虾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随之即为画题词， 可谓是聚书，画，词三绝于一身。陈

大师赞赞不绝的说：“周大师画的虾和齐白石的名作‘虾’相比有着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效果，周大师画的虾还

有刚柔相济的特点。”看来陈大师对于画的品味有其独到之处。真如陈大师所说武学和艺术本是相通的，在经

过周大师的几番指点，陈大师很快就领悟了画国画的基本要素。在陈大师的眼里，国画的绝妙之处在于其有着

天，地，人合一的气势，同样在太极中也非常讲究这一点，要让武学中充满着艺术，这才是完美的。 

 

武学，艺术两者如此相同，难怪两位大师不约而同的说出了黑格尔的名言：“实而不在，在而不实。”太极和

画正是如此。 

 

 
陈正雷大师特地赶到著名旅美国画家周鸿儒家中，学

习国画 周鸿儒大师只用了 29 笔轻松的画出了虾的样子再用了

5，6 笔之“画龙点睛”就将一只虾活灵活现的展现出

来 

 

 

 

 

 



艺术是一种生活——周鸿儒访谈 
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赖真真         录入于 November 10， 2005 at 14:30:14: 

 
 

生活是一门艺术，蓝天、白云、红日、碧野……这些都是

生活的色彩，小鸟喳喳、泉水叮咚……这是生活的旋律。

而周鸿儒这位将生命融入艺术，用艺术诠释生活的当代著

名画家，让我体会了艺术其实无处不生活。 
 
认识周老师的画是因着他的“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一

副长达 300 尺，历经 10 年苦的沥血巨著。整幅画用中国传

统的笔墨，结合他在西方生活 20 多年对西方文化的经历和

对美国自然景观的

观察，中为西体的

独到运用，使得

“大峡谷”不管是在

结构，布局，和色

彩上都给水墨画富

裕了新的生命和意义。而认识周老师本人却是从走进他的画室开始。“宁
静致远，淡泊人生”，这是句老话了，但只有真正体会并实践它，才能使

心灵像一泓明净的湖泊，才能真正品尝出生活里点滴的喜悦与感动，周

老师他做到了。满室茶香，配上那悠远，宁静的山水画，让人惶如隔

世，如在梦境。我想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每一幅画都让人想到一个故

事，每一种颜色都好似在述说一种心情。 
 
和周老师的交谈，更是让我不由得起敬，他不但是一位淡泊铭致的艺术

家，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历史家，听他讲述中国画的历史，我仿佛被带

进了历史的长卷。听他讲各门各家的特点，如数家珍的讲述这其中的故

事，你会觉得他是一位你久违的朋友。周鸿儒，就是这样一位将生命与

艺术融为一体，用黑白体现人生的艺术家。 
 
敬请注意今天的世界名人网上电台的真真时间——专访旅美画家周鸿儒。 
 

 
 

《美国大峡谷名山万里图》手稿系列片段欣赏——古堡 

 



朴实,无华，宽广，博大的爱——中国画大师周鸿儒 
世界名人网记者 张爱华          December 30, 2005 

 
周鸿儒是举世闻名的国画大师，他以他奇迹般的创意和创新使中国画闻名于世。他笔下的马，风姿卓越，被誉

称为铁马；他笔下的虎，威猛而亲和，被誉称为君子虎；他笔下的龙，栩栩如生，潇洒自如，被誉称为腾天

龙；他笔下的虾能以假乱真，让齐白石的名作逊色；他笔下的菊，石，竹三友，深，浅，浓，淡相得益彰，情

趣不同，品格高雅；他笔下的牡丹，绚丽多姿，娇美富贵；历尽风霜，仍傲然挺立；他笔下的山水，冷暖和

谐，充满自然之美和活力，笔简意繁，境界豁朗，对自然景物无限深情；他笔下的美国大峡谷是美国西部文化

的象征，是世界的第七大奇迹，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中国民族文化在西方的又一新的表现形式。世人惊

叹，名山万里图，周鸿儒三百尺长卷，中国笔墨点染美国大峡谷。 
 
周鸿儒大师有今天的突出艺术成就有着家庭的熏陶。九岁在祖父周殿甲的熏陶下，开始习画；有着许多名师的

指点，得王羽仪，王雪涛，秦仲文，谢诗尼，钱容之等名画家和名画鉴赏家的细心指导；还有着周鸿儒大师自

身那高尚的人格，不屈的品质，朴实的风骨，顽强的耐力，宽广的胸怀和博大的爱心。十年梦系魂绕，六进六

出，历尽坎坷，艰辛，踏遍美国山山水水，历经二十几个洲，不惧苦，不畏劳，不求财，不图名，不望利，不

随俗，不逐流。名山万里图，三百尺长卷，中国笔墨点染美国大峡谷。周鸿儒大师那超妙的心灵境界，奇巧的

艺术构思，独特的神奇创意与周鸿儒大师自身那崇高的品格，伟大的胸襟，君子的气度息息相关。 
 
人生在世，嫉恶如仇容易，包容，博爱很难，忍字心上一把刀。从他身上，我感到了爱的伟大和力度。他是一

个神奇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他是刚与柔的和谐，爱与恨的平衡，聪明鹤智与大智若遇的统

一。没有他的顽强精神，他画不出铁骨铮铮的铁马；没有他的君子风范，他画不出威而不怒的君子虎；没有他

的坚韧毅志，不屈不挠的毅力，耐力，他画不出万里名山大峡谷。他把他的生命和灵魂都融进了他的每一副画

里。在他的每一副画里，都有着他的刚强，执着；有着他的人格，精神，有着他的修养，素质，有着他的博

爱，宽容；他的画风就是他的人格，气质。 
 
他本身就是一朵历尽沧桑，历尽霜雪，仍然傲然绽放的牡丹；他本身就是一匹铁骨铮铮，朴实顽强，面对磨难

从不畏惧，从不退缩，从不屈服的铁马；他本身就是一只刚中带柔，威武而不张扬的君子虎；他本身就是一条

中华民族的骄龙，腾天欲飞，他本身就是一幅读不完的山水画，悠远流水，联绵不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意

和创新。他的美国大峡谷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那画里埋伏着千军万马，蕴含着他爱祖国，爱世界，爱人间的

无限情怀。所以他的每一幅画里都是平安，都是美丽，都是爱意，都是超凡，都是入圣，都是意境，都是神

奇；他的每一幅画里都充满着生命的哲理，天然的活力；他的每一幅画都是一片神圣的净土，一个博大的怀

抱，一片宽广的胸怀。他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情怀和爱意，博爱是他毅力和力量的源泉，所以他历尽沧桑，却只

有满怀的爱意；所以他能把柔变刚，把善良踏实的马画成铁马；所以他能把刚变柔，把雄壮威武，让人色变的

虎画成君子虎。他爱故乡，爱祖国，爱世界，爱人间的博大情怀让他把自然景观与他的崇高思想境界相结合，

不虚骄，不崇洋媚外，不妄自菲薄，把他的祖国和美国联在一起，用中国画的笔墨点染美国的自然景观。所以

他的人，他的画都能把你带入仙境，让你忘却人间无穷无尽的烦恼与忧愁，流连忘返。他入俗，出俗，超俗的

情操，让他的身上有着一种无形的磁场，绽放着无限的爱意，凝聚他人，宁静祥和。 
 
愿这只中华腾飞的骄龙，创造出人间无限的奇迹! 

 

 

 

 

 

 

 

 



竞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 

  ——新年前夕观周鸿儒大师牡丹系列 
 

世界名人网记者 李水晶           January 01, 2006 

 

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而且品种繁多，素有"国色天香

"、"花中之王"的美称，长期以来被人们当做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宋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牡

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公元 618-907）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开元中盛于长安，后闻名于洛阳。

自此，人们尊其为国花。1959 年 10 月，周恩来总理视察洛阳时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她雍容华贵、富丽堂

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 

 

值此新年佳节，我们有幸来到了周鸿儒大师的家里，观赏大师特意创作的牡丹系列国画。新年新气象，周大师

借着的牡丹花富贵吉祥，欣欣向荣，繁华兴旺之寓意祝福所有海外同胞新年幸福。 

 

周鸿儒先生于 1985 年来美国开第一次个人画展，至今已经二十年。在二十年中，他不仅在绘画艺术上探索中国

画的创新发展，同时也以宣传推广中国文化为己任。他创办休斯顿中国画院、成立朱经武奖学金，获阿肯色州

政府颁发亲善大使的头衔，获小岩城，北小岩城市政府的金钥匙及荣誉市民状、获“鲍斯基伯爵”的称号。休

斯顿市政府为表彰他对中国艺术的贡献，宣布 1996 年 6 月 29 日为“周鸿儒日”。 

 

在刚刚过去的 2005 年里，我们的祖国母亲日益强大，无论是经济，科学还是文化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身

为海外游子的我们每一天都欢欣雀跃，由衷的祝福祖国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虽然身处异乡，但是

我们心中对新年的希望却是和所有祖国同胞都是一样的。新年将至，周先生为了表达心中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对祖国母亲的祝福，特意创作了这一个牡丹系列。周先生选择了为一般人所熟悉的国画花鸟来抒发自己的感

情，花中之王牡丹传统的象征寓意配合了新年佳节，真是“名花佳节两相宜”。 

 

牡丹花大、色美，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却因古代文人羞于公开争富夺贵，而鲜有涉猎。牡丹绘画也趋于民俗

化、程式化。因此，纵观历代作品，技法上有发展创新者寥若晨星而近现代画家大多因袭旧制，乏善可陈，风

格上不外乎大红大绿，富丽堂皇，正因为如此画牡丹往往流于俗套，甚至简单堆砌浓重的色彩。有了这样先入

为主的印象，当我们看到周大师的牡丹系列国画，小小地震惊了一下。浓墨重彩完全不见，可是那鲜活的牡丹

花却仿佛正在散发浓郁的香气，富贵吉祥之气扑面而来，让人爱不释手。尤为让人叹服的就是那画上的蜜蜂，

触角清晰可见，甚至翅膀上的纹路也一清二楚，仿佛正在嗡嗡扇动采撷甜甜的花蜜，一瞬间整个画面流光溢

彩，鲜活起来。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唐李白《清平调》 

 

杨贵妃尤好牡丹。唐开元年，宫廷内，开始重视牡丹，并在

兴庆池沉香亭东前，骊山行宫处，栽植数种红紫，浅红，通

白等色牡丹。花初开，杨贵妃带众宫女游赏花间，如醉如

痴，《开元花本记》中载：“杨国忠以贵妃专宠，上赐以要

芍药(即牡丹)数本，植于家。” 

 

这一幅《花即是人》恰似绝世美人临风照水，美艳嫣然。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唐刘禹锡《赏牡丹》 

 

牡丹自古以来总有千种不同花色，本本不同，惹人喜爱，

其中又有“大黄”一种，轻腻可爱。 

 

此《春风满园》一图，浅淡的嫩黄色牡丹艳而不俗，柔而

不媚，令人感觉心中一片温暖，春风扑面而来。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唐白居易《牡丹》 
 

此《一枝红艳》笔法酣畅淋漓，深浅色交融、渗

化，借以表达牡丹繁复花瓣之堆砌，不去刻意追求

花瓣之清晰结构，突出大感觉，反而更加突出了牡

丹雍容富贵的感觉，果然“众芳惟牡丹”。 

 
 

 

 

 

 

 

 

 “流霞成波” 
 

   ——唐 舒君《牡丹赋》 

 

舒君，能诗善文，为牡丹作赋始自舒。其“流霞成

波”一句，形容微风拂动的牡丹像流动的云霞一样

美丽。形容这幅《倚新妆》是再贴切不过，那顶端

的花苞颤颤巍巍，恰似美人招手，不禁令人遥想如

果开放将是何等惊艳。 
 

 

 

 

 



 

 

“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
丹” 
 

  ——明冯琦 

 

有一次唐玄宗在內殿观赏牡丹時，陈修已奏曰，

李正封牡丹诗有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

酒”。牡丹自此便有“国色天香”之称。 

 

此幅画笔法细腻，颜色浓而不俗，入目清新，

水、色、墨的合理运用，寥寥几笔，一个艳冠群

芳的牡丹跃然纸上。 

 
 

 

尽管朝代更迭，花王牡丹，统领群芳，国色天香的崇高地位，从未动摇。周鸿儒先生的牡丹作品，笔

色滋润、花朵浑醇、不显单薄，无论花瓣、枝叶，均美观而大方，画中留白恰到好处。而不同品种，

不同组合上的色彩搭配及冷暖色、浓淡色调的合理安排，突出表现牡丹画作品中的“活”字。创作

中，以虚写实，聚抽象为具象。各色牡丹相形相联，三三两两、五彩纷呈、变化万千。 

 

以牡丹为题材的国画以富丽饱满的形态和艳丽夺目的色泽，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古时

过年，家中厅堂上的富贵牡丹是少不了的。作为本民族精神象征，她融进了人们对生活的美丽憧憬和

良好祝愿，意寓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源远流长，正因为如此，艺术家将美好的祝愿生动地溶注在牡

丹的形态之中，才使牡丹系列的生命力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旅美画家周鸿儒先生 
Mr. Henry Hong-Ru Zhou 

峽谷文化繪畫藝術講座暨展示會 
Chinese Culture & Art Demonstration 

 

 

感谢中国文化哺育了我 

 

感谢我的老师们 

 

感谢所有给我支持的朋友 

 

我所有的成就和荣誉都属于我的祖国 

 

 

周鸿儒 
美国·德克薩斯州·休斯敦 

2006.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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