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眼间，丁鸿章兄离开我们已经快
一年了，很多朋友都在写文章纪念他。
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书画家，而在我
的心中，他更是书画界一个书卷气十足
的才子、文人。他的学和业都是书画，
在书画上他也实实在在地取得了不凡
的成就。他的中国画山水、花鸟、人物，
以及书法和篆刻，端的好生了得。

书画界的朋友除了肯定他的书画
水平外，也都敬佩他的才气横溢。他
在报社任主任美编，文章词赋尽都来
得。由于他书画名声在外，他的文才
往往被他的书画名声所掩盖，他作诗，
虽无七步之才，但在一定的环境中，也
能即席口占。我这里就有他的两首
诗，现抄录于后，以便朋友们对鸿章兄
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虽云艺兴起连环，
屡叹高峰不可攀。
感君赠我五色笔，
再踏崎岖岂计年。
促膝良宵对故人，
羡君环堵书拥成。
神聊海侃何所似，
天雨散花醉心魂。

这首诗是鸿章兄用一张四尺整宣，
非常认真地、以他擅长的行草书法，写
成后寄赠予我的。作品的落款为：

丙子夏回乡汇报展既毕，由其昌先
生引之，谒金鳌先生府上，晤谈甚欢。
君又有赐诗相勉，归后夜不成寐，依原
韵和而成此。书奉

金鳌先生教吾
愧对乡梓游子 丁鸿章拙笔
丙子年是1996年，这年夏季，市

文联邀请时在南通日报任主任美编的

丁鸿章回家乡举办个人书画专题展。
这是文联计划在几年内，分别邀请在
外地工作的高邮籍文化艺术界名家，
回乡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活跃地方文
化，联络乡梓情感，推动高邮文化艺术
进一步走出去的一项重要工作。而邀
请鸿章兄回乡办展，则是这项工作的
开篇之举。鸿章兄接到邀请后，也非
常渴望回到家乡，与家乡文艺界的朋
友们进行交流。当年这一展览的主题
本来是“丁鸿章先生书画作品展”，前
面还打算缀上“著名画家”四个字。但
鸿章兄坚决不同意，他说：“高邮是我
的家乡，我回乡办展览，主要是向家乡
父老乡亲汇报自己的工作，与乡梓同
行交流。”同时，他很谦逊地认为，自己
的作品还不够成熟，千万别给他戴上

“著名画家”之类虚头巴脑的帽子。在
他的坚持下，展览的广告和现场的横
幅只好改为《高邮籍画家丁鸿章作品
回乡汇报展》。当然，这个展览是办得
非常成功的，他的中国画山水、花鸟，
尤其是人物画，以及他的书法作品，都
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专业人士的充分肯
定和赞赏，鸿章兄也非常高兴。举办
展览的那年，我还在市委宣传部工作，
主持文联工作的陈其昌兄知道我与鸿
章兄熟悉，展览结束后，便邀请鸿章兄
一起到舍下小坐，大家喝茶聊天，谈书
画创作，谈个人经历，谈家乡变化，谈
少年时代交游的往事，真是其乐融融，
不知金乌西坠，看看天色已晚，鸿章兄
欲起身告辞，并说不日将回南通，我欲
留餐，他说另有所约。无奈之下，我只
好说，我们下次再见不知何日，你如此
匆匆，来此空坐，我亦无物可奉，只好

“秀才人情纸半张”，写张字送你吧。
遂稍作沉思，用四尺宣书写了一首七
言八句的诗。写的时候因为没有起
草，只能边思考边书写，当时也没有留
底稿，现在想回忆原诗，已记不太清楚
了。但诗的大意和个别诗句还有印
象。首句是“当年艺兴起连环”，中联
有句为“画得墨龙破壁去”和“赠君一
支五彩笔”，末句大约是期待鸿章兄艺
业更上一层楼，满载荣誉回故乡。他
看到我诗作的首句就回忆他少年时代
学画的事，非常激动；看到期待他持

“五色笔”更上层楼，争标夺锦，载誉还
乡的最后诗句，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真令我汗如雨下。”他才思敏捷，当即
奉和一诗：

家住邗沟烟柳边，
为学为业几度回。
湖幽信是故乡好，
梦绕魂萦三十年。
甓社珠光钟灵秀，
神山紫气毓大贤。
笔端流露游子意，
何须长问归不归。

这首诗写在方格纸上，我希望他用
他最擅长的行草书写成中堂或条幅留
给我，他拿着草稿反复看了几遍，连说

“不可，不可！这诗写得太草率了，待我
回去以后想定了再说。”隔了一段时间，
他便从南通寄来了本文开头所引述的
诗，而这首诗的草稿也被我留了下来。

鸿章兄写给我的这两首诗，我经常
会拿出来看看，对于这两首诗，我不打
算作过多的解读，因为诗的语言，相对
比较直白，内容也很平实，一看就懂。
当年在我家即席留下诗稿的那首，充分

表达了一个在外几十年的游子对家乡
的一片眷念，和不能常回家乡看看的遗
憾和无奈，写得是情切切、意绵绵。而
后来另写寄来的那首，则是记述了回乡
汇报展期间，与陈其昌兄一起小聚舍下
的感触，亦明白如话、真切感人。在后
来寄来的这首诗中，因为有几句是我们
俩之间的故事，读者可能弄不懂诗句的
来龙去脉，所以在此稍作说明。

首句“虽云艺兴起连环”，是指鸿
章兄少年时代学画，起步维艰，既无名
师指导，也无专业书籍作为津梁，主要
在小人书摊上租连环画回来临摹，也
不知他临摹了多少连环画，小小年纪
就练就了中国画传统笔墨的线条功夫
和准确的造型能力。我与他结识，就
是因为小时候得到他临摹的一张墨
龙，画得生动无比，龙目如电，龙爪怒
张，龙须飞扬，龙身云蒸雾腾，几欲破
壁飞去。这大概是他少年时代临摹加
创作最早作品了吧！可惜被我遗失
了。所以，我在赠诗中有“当年艺兴起
连环”“画得墨龙破壁去”等句，而鸿章
兄在诗中，便有“虽云艺兴起连环”的
和句。

“羡君环堵书拥成”句，是指当年在
舍下小聚时，是在我的小书房里，由于
条件所限，我的小书房四壁堆满了书
籍，几人坐谈，颇感逼仄，而鸿章兄不仅
不感窘迫，反以“羡君”句相赠，算得上
与我是书山知己也。

“天雨花散醉心魂”句，是化用佛家
讲经，感动上天，天上香花纷纷飞落的
故事。以此形容当年陋室小聚的快乐
与生动，更抒发了他对家乡的无限爱
恋。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谨以这篇短
文作为对鸿章兄逝世一周年的纪念。

2020年8月20日，于半竹园外拙
庐

丁鸿章的两首诗
□ 刘金鳌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4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专
版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5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版 式：纪 蕾版 式：纪 蕾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庚子年十月初六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庚子年十月初六

墙上还挂着他画的画，橱里还放着他
送的书，朋友们合影中，他还依旧微笑着；
但他却走了！2019年8月31日，丁鸿章
永别了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逸步斋，
他，去了天堂。几个月来，故友的身影一
次次浮现在眼前，往日的情景一件件萦回
于脑中……

一年春节
1968年或1969年吧，那时我插队在

远离县城的周巷做代课教师，由于领导要
求知青与贫下中农过节，于是这年春节便
没有回城。鸿章从我父母处得知我不回高
邮过节，便在初三这天下乡来看我。于是，
鸿章独自一人乘车到了广阔天地下的矮檐
茅屋中与我足足呆了近两天，我插队的周
巷离县城有大几十里车路，还要步行七、八
里路才能到我的居处。没有手机电话联
系，又不认识路，鸿章真有本事，事先也不
打个招呼就来了。不是我催他回城，他还
不肯离开。吃着他从海安带来的炒花生
（其时极少吃到此物），喝着标标准准的白
开水，我们说这道那、闲侃乱聊，度过了令
我难忘的两天。后来，鸿章的弟弟和我说，
那次哥哥说要下乡陪你两天，爸爸妈妈还
就让他去了，你们真的是好朋友啊！

高尔基有一段话说得好，他说，最好
的朋友是那种不喜欢多说，能与你默默相
对而又息息相通的人。鸿章就是这样的
朋友。

一方印章
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

编辑的《古今警联汇览》，鸿章兄不仅为此
精心设计了封面，还送了我一件礼品——
仲贞子先生奏刀的一方名章：金实秋印
（朱文）。这使我大为意外。仲老是西泠
印社社员、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书协
会员，其时已两次应邀访日进行艺术交
流；声名卓著，一字难求。鸿章在海安时
与仲老相识，艺术知音，遂成莫逆。鸿章
请他刻了此印，可见鸿章与他友谊之深、
与我情谊厚也。

印材甚佳，内行云为鸡血石，印纽是
公鸡，我一看即知，此乃鸿章着意选置，盖
鸿章与我同年，皆属鸡耳。仲老还镌刻了
三行楷书边款：

为金实秋先生编著古今警联汇览出
版志贺。不用说，这也是鸿章特地嘱咐

的。这方印我一直在用，鸿章的情谊我一
直铭记于心。

一纸调函
“文革”后，百废待兴，各处都亟需人

才，尤其是高级专业人才。八十年代初，
南京艺术学院曾两度向南通发出调鸿章
到母校任教的公函，惜南通以留住人才为
由不放，把鸿章从海安文化馆调至南通江
海日报任美术编辑。鸿章胸怀豁达，随遇
而安，继续独在异乡为异客，在第二故乡
一干就是几十年。

朋友们对未调到高校感到很惋惜，曾
在南艺附中教过鸿章的丁观加先生几次
和我说，鸿章在南通，太可惜了！朱葵也
说，鸿章在南艺就不同了，平台不一样啊。

似乎没有发生过商调之事，平淡得
很。再说他对于没有加入中国美协、书协
之事也是那么淡然。就鸿章的艺术水平、
创作成果与学术造诣，他早该在国家级会
员之列了，像他这样的资深省级会员，也
许江苏全省难找出第二个！南京与南通
书画界有朋友为他不平，他总是淡淡地
说，费那个心干嘛，又不当饭吃。他的低
调在南通朋圈里是出了名的。胸怀豁达，
淡泊名利，说起来容易做到难，如鸿章那
样践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啊。

一则画跋
在“文革”中，我与丁鸿章、萧维琪曾

“上纲上线”地写过一篇批判苏东坡的文
章，刊载于当时的《四川文艺》上。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已渐渐淡忘了此事，偶尔提
起，不免有所忌讳、不愿提及。然而，鸿章
却不是这样。1986年，鸿章送了一幅画
给我。画中东坡先生正在喜啖荔枝，一副
怡然乐哉之态。鸿章在画的左方跋云：

东坡先生被贬官岭南，深爱鲜荔，自
谓日啖三百颗，足见其豁达胸怀。岭南塞
北，四海为家，不计一时得失苦乐，不亦吾
辈之师乎。十年浩劫，祸及先贤，吾侪欠
坡公债务多矣。今当作先生像无数，庶几
能赎还哉。画赠实秋以明此心。丙寅年，
鸿章。

这段跋文，给我震动不小，如他这样
省身者，罕见矣！是否我们已习见了诿过
甩锅，对于如此律己者反以为是过于严苛
了。

鸿章这种自省精神感染了我，也启发

了我。他用画赎还，我则以文赎还。花了
几年业余时间，我搜集编了《东坡遗跡楹
联辑注》，鸿章、维琪和我都写了对联以志
对先贤的敬仰，并请汪曾祺先生题署了书
名、臧克家先生题写了诗句。江苏文艺出
版社于1990年出版后，普遍反映不错。

一次视频
与鸿章的最后一次视频，是在2019

年8月底。那时，他已从南通到北京看病
了。住院期间，隔几天我就和他或他的儿
子丁丁联系一下。后来我才知道，鸿章的
病情始终瞒着朋友们，他的弟弟鸿昇失
眠，鸿章也尽量不去烦扰。从视频上看，
鸿章只是又憔悴了些，精神状态尚好，脸
上依旧带着微笑，说话不疾不徐。因为不
知究底，那天视频，我还约他来年清明一
定要回高邮了，人老了，病多了，聚一次少
一次啦。他说，争取吧。我问他，大概什
么时候回南通？他迟疑地说，看来，还得
在北京呆一阵子了。尽管一句病情好转
的话都没有，但是他的平静淡定，传递给
我的是安慰与期望。

不料只隔了三、四天，老友薛茂权电话
告诉我说，鸿章走了。我以为恐怕是误传，
随即与北京联系，丁丁证实了这个噩耗。
随后鸿昇又发来了他哥哥病情突然恶化、
临终前心脏停止跳动的视频。看着视频，
我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再也见不到鸿章
了，再也想不到前几天的视频竟然是我们
的永诀！鸿章啊鸿章，你走得太早了，你走
得太急了，你走得太可惜了！你还有画要
画、有字要写、有印要刻、有诗要作，你享受
爷爷的天伦之乐还没有几年……

在北京八宝山开追悼会那天，我不能
亲往吊唁，拟了一副挽联以志哀痛：

六十年挚友知交，同乡、同学、同行、
同好，长相忆，怅望梦回盂城驿；

一辈子清吟妙墨，善画、善书、善印、
善诗，未尽才，哀思遥寄八宝山。

爱因斯坦曾说，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严正
的朋友。丁鸿章，就是这样的朋友。六十
多年来，鸿章惠我多矣！鸿章将永远活在
我的心中。转眼不觉鸿章去世已近一年
了，回忆当年，不胜惆怅！几位同乡好友
相约借文寄托缅怀之情，祈愿鸿章兄天堂
安康吉祥！

怀念丁鸿章
□ 金实秋

我是在1968年插队周巷时，经金
实秋推介才知晓他的。那时丁鸿章已
从南艺附中与南艺本科毕业，走上了
工作岗位。这种科班的艺术学历，在
高邮县应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确实
令人羡慕亦令人仰慕。

直到1987年在省记协、省新闻美
协和省美术馆主办的省新闻美协会员
作品展上，我才有幸见到了久闻大名
印象深刻的丁鸿章。

2000年以后，省新闻美协先后在
南京、镇江、南通、常州等市举办展览，
我们才有了更多的交往。

2013 年在高邮编写《淮海清芬
书画秦少游诗词》期间，竟是和丁鸿章
最后一次的相聚。

欣赏丁鸿章不同时期的作品，不
难推测与判定，他是从传统的中国文
人画中一路走来的。他是中国画的继
承者与捍卫者，他对国画的线条、水
墨、色彩、章法、留白、落款、钤印等所
有元素都十分考究，他在传统与创新
的平衡中达到了一种自由自在的自然
状态。所以他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
走得那么坚定与平稳，那么从容与潇
洒。

当我看到1983年江苏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季阳改编、丁红章绘制的连
环画《钱秀才迎亲》时，我即刻断定，此
丁红章乃是我们高邮籍的彼丁鸿章。
后来他当面证实了我的判断。这本连
环画由资深连环画家胡博综先生任责
任编辑，可见其要求有多严有多高。
丁鸿章因此有了一次拓宽画路的机
会，亦有了一次展示其才华的机会。

改编后的《钱秀才迎亲》加大了爱
情故事的喜剧性，也给画面的创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这套连环画，丁鸿章共画了110
幅，扣题精确，构思精巧，线条精美，技
艺精湛。图中人物、景致、道具均能给
人以身临其境、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之
感觉，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业内人
士的赞赏。

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奠定了丁鸿
章在画坛的重要地位。他的画法与画
风，不仅能够表现传统的题材，更能使

传统题材逗露出新意与新趣，具有当
代的意味与意韵。

丁鸿章常年为新闻事业作贡献，
不仅画过插图、速写和刊头，而且还忙
里偷闲，创作了不少令人赞叹的画作
与书作。他没有专业画家充沛的时间
和条件，但甘为画家们作嫁衣，尽心尽
力，为他们成才成家铺路搭桥。他很
少提及自己与宣传自己，只是偶尔参
加一些展览，应邀参加一些活动，为人
处事十分地谦和，低调与退守。

他参加国家或省级以上展览的作
品或出版物，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
新大作，而且不断有新的突破、新的面
貌、新的惊喜。 作品涉及科技、环保、
民生、行业、风光等诸多内容。其中连
环画《世界科技发展史》（合作）获得国
家及江苏省图书出版“五个一工程”
奖、中国画《花市》获得“为了21世纪
环保全国书画展 优秀奖（最高奖）”，
《牛车》《潮涨潮落》《俺也当了装修
工》，贴近现实生活，表现出扎实的艺
术功底，也都获得了大奖。 2012年
的《南通新景点》，他用独特的技法描
绘了城市的崭新面貌，使人们耳目一
新。他常以新的方法、新的构图、新的
色彩，创造出新的艺术效果与艺术境
界，引起市民读者及专业评审的极大
兴趣和极大反响。

他散布在民间的作品，大都功力
深厚，用笔老辣，墨色丰润，塑造了不
同的人物形象：醉仙、仕女、高士、平
民、孩童……丁鸿章在不断的探索中
开掘了古人也开掘了自己，以独到的
眼光来审视传统，也以独到的眼光来
审视自己，所以他才能在不经意的平
淡中呈现出最浓与最深的意趣，使艺
术的功力与修养在笔墨的纵横与跳跃
中，释放潜在的能力与能量。

丁鸿章一生沉潜于道，得益于道，
也回归于道。任运随缘亦随遇而安，
默默地耕耘自己，默默地帮助他人，默
默地奉献社会，心系故乡，乐善好施。
有这样的一位同乡老哥、同乡画友，在
今天追名逐利的红尘里，是多么的难
能可贵，是多么的令人珍惜！

2020.8.于深圳

命运多舛 画艺非凡
——丁鸿章印象

□ 殷作安

今曰高邮，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而且还拥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六
座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真可谓气象万
千风光无限，让我们为之自豪，也让我们
常常想起那些关心支持家乡文化建设的

“赤子”。
二○○七年冬，在省美术馆朱葵馆

长马鸿增副馆长的支持下，家乡准备在
省城首次举办书画影展。我们特地邀请
了在《南通日报》社工作的高邮人丁鸿章
老师参展。丁老师欣然接受家乡邀请
后，非常认真地创作了一幅《四贤雅集文
游台》的中国画作品。作品画面上生动

地再现了四位挚友在文游台上把酒临风
挥毫抒怀的场景，人物造型形神兼备惟
妙惟肖，线条流畅设色淡雅。世间巧事
还真多，当代著名画家南通人范曾先生
也应高邮之邀，创作了一幅《莽莽神州悠
悠此水》的作品。一位画家南通人，一位
画家高邮人（在南通工作），均创作了以
四贤雅集为题材的作品，这在高邮一直
传为佳话。二○○八年元月三日由江苏
省文联主办的“风流秦邮”书画展在省美
术馆隆重举行，主展厅上，丁老师的作品
引来了许多观众驻目，丁老师为家乡争
了光！二○○九年春市文联组织到南通

参观。当日丁老师一大早就在珠算博物
馆等我们，还陪同我们参观了博物馆、狼
山、濠河等景点，一直到夜间我们离开南
通。我们道谢时，丁老师深情地说：“娘
家来人了，是件很开心的事！”

南通在现当代出了不少大画家，美术
界称之“南通现象”。和南通一位画家相
聚时，我特别提到了丁老师，那位画家说：

“他在《南通日报》做美编时，为南通美术
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丁鸿章老，
你们高邮人的骄傲！”

二○二○年八月十七曰于州署大院

丁鸿章老师，高邮人的骄傲
□ 姜文定

有的人走了，却活在人们心中；有
的人活着，却令人生厌。

高邮籍画家丁鸿章先生是一个永
远活在许多人心中的人。也许是自幼
对绘画的兴趣，也许是高邮文化的熏
陶，也许是老师的引诱，初中毕业后就
被录取到南艺附中，四年中打下了坚实
的绘画基础，后又考入南艺继续深造，
大学四年拓宽了视野，饱读了经书，掌
握了传统人物创作的技巧，使书法和绘
画得到了质的提升。

我与之交往始于二○○六年，当时
我在中国美协胥口展览中心任报纸主
编兼做策展人，出于对江苏画家的偏爱，
南通地区这几十位画家应邀来苏州办
展，因此结识了丁鸿章先生。后因工作
的关系去南通若干次，每次去南通都爱
与丁鸿章先生攀读，在这过程中，先生对
美术的深刻认识，常使我获益匪浅。

十多年的交往感情愈来愈深，先生
为人低调，一生未办过大展。凭其绘画
的水平完全可以在中国打响，他有条件
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办展，可他并没
有。一次在苏州东山雕花楼参观，他对

我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曾记得上世
纪八十年代在雕花楼几个月创作连环
画。我对他说，你把作品整理一下，完
全可以在北京等地办展，让人家了解
你。他却对我说，画得还不够好，没有
强烈的个性。

对待名利他看得更淡，我曾直截了
当地对他说道，外地人只知道南通有个
人物画家沈启鹏，却不知道有一个更厉
害的丁鸿章。他说他从未想过这件事，
一个人即使出了名，感觉自己有了尊严
又能怎么样？要让别人从内心喜欢你
的画，只有拿出好作品。人不可图虚
名，他非常看不惯有不少画家，画非常
一般，趁自己在世时给自己树碑立传，
建美术馆、纪念馆之类。他说真正的大
家要有独到的东西，后人才会怀念他。

在与之相处的十多年中，有时我会
把写的对某些画家的评论给他看，征求
其意见，他总能客观地讲出其优点，也指
出其不足之处。那些独到的观点和对画
家背景、创作历程的分析，使我自叹不如。

在南通地区画家圈内，凡知道丁鸿
章其人的，都对先生敬佩有加，人人愿

意与之相处。丁鸿章与少数画家在南
通狼山风景区某寺庙有一画室，一次我
去拜访，先生不在，在场的几位对我说，
你们高邮出了个好画家，人好画好。不
一会先生到了，热情招待我看画、品茶，
有画家请丁先生点评他们的作品，可见
先生在圈内威望还是很高的，普遍的感
觉是为人真诚，正直有道。

好人是让人留恋的。丁鸿章先生
从南通日报社退休后，报社一直给他保
留着一个画室，画室虽不大，但是在报
社房子较紧的情况下，能长期保留让他
创作，可见报社对人才的重视。先生对
我说，他要创作大画，就去会议室，报社
对我很好。他在报社工作期间，凡是美
术编辑、美术广告方面的事，从不给领
导和客户增加麻烦，不弄权，不折腾人，
口碑很好。

丁鸿章先生去世已有一年，每次去
看画展，我总喜欢在人物画面前多站一
会，因为这时丁先生的人物画总会在我
脑中闪现。就中国传统人物画创作这
一块来说，写意人物画优秀的不多，杰
出的更少。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心态浮

躁，功力不深。
丁鸿章先生的人物画乃遵循祖训，

线为主、墨面为辅的创作方法。他创作
的《四贤图》以线造型，人物形象各有不
同，不但生动而且与人物的身份地位相
一致。其线条凝练有力，活泼而不呆
板，画面显现了一个大家的气派。

丁鸿章先生走了，他留下的作品永
远让人们瞻仰。他的去世是高邮人和
南通人的一个损失，两地书画界会永远
怀念他。

永远的怀念
□ 雨木

丁鸿章先生生平
丁鸿章先生，1945 年 8 月生，江苏高邮人，大学文化，主任编

辑。笔名盂城子，别署逸步斋。幼喜画，入南艺；学画艺，览文史；
事美工，善创作；调报社，做美编。攻诗书画印，思艺理画论。书以
行草瘦金见长，画开人物花鸟新境。一生有幸，书画相伴。

丁鸿章先生早年从事连环画、年画、插图等创作并出版，后多年
从事报纸美术工作至退休。在新闻采编一线工作20年，多次组织实
施报纸改版，并撰写、精编大量有分量的稿件，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丁鸿章先生勤恳工作，热爱书画，擅长草书、行书、瘦金书等书
法和人物、花鸟等传统国画创作。作品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省委宣
传部、全国记协、省文化部门、省级以上单位主办的各种展赛、出国
交流和各项评比中多次获奖。

丁鸿章先生曾担任南通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南通市书法
家协会理事、南通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学习经历：
1951年9月-1957年7月，高邮县城南小学学习；
1958年9月-1961年7月，高邮县曙光中学学习；
1961年9月-1964年7月，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学习；
1964年9月-1968年12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装饰专业学习。
工作经历：
1968年12月，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到江苏省海安县文化馆，担

任美工，负责美术宣传、创作、设计等工作；
1983年9月，调至南通日报社担任美术编辑，先后任江海晚报

新闻部副主任、美术摄影部主任。
2019年8月31日，丁鸿章先生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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