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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唯美的清风
——— 青年画家于磊访谈

别让“杜甫很忙”遮了眼
2 0 1 2年恰逢诗圣杜甫诞辰

130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年份里，
杜甫突然间爆红网络，这都源于
有人将语文教材中的杜甫画像涂
鸦后上传网络，引发“杜甫很忙”
的恶搞风潮。经网友再创作的杜
甫形象，时而持枪挥刀，时而歌唱
舞蹈，时而变身为各种动漫人物，
俨然无所不能。在“杜甫很忙”被
追捧的背景下，又有多少人知晓

《杜甫像》是出自于谁人之手？我
们不妨抛开“杜甫很忙”的盲目与
喧嚣，了解一下名作背后的故事。

蒋兆和先生与他的《杜甫像》
杜甫画像是人教版语文必修

课本中《登高》的配图，由我国著
名画家蒋兆和先生绘制。画面中，
杜甫侧身坐于石头上，微微昂首，
面庞瘦削，双目凝望远方，长眉、
胡须以及帽子的系带随风向后飘
扬，诗圣骨子里的清高之气、沧桑
之感油然而生。尤其是，蒋兆和在
题款中引用了两句杜甫的诗：“丹
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
云”，又自题诗：“我与少陵情殊

异，提笔如何画愁眉”，使得杜甫
那种心系天下安危、忧国忧民的
情怀跃然纸上，形神兼备。

《杜甫像》画于1959年，蒋先生
更是凭此画荣获了第六届全国美
展荣誉奖。此画之中，蒋先生改变
了传统绘画中塑造人物的概念化

倾向，以白描加皴的手法，结合素
描的明暗法，着力刻画了杜甫的
面部表情特征，衣纹极为概括，寥
寥数笔。线条刚韧劲健、转折分
明，用笔大胆粗放、挥洒自如。读
罢此画，不难体会到杜甫忧国忧
民却又压抑无奈的心境，整个画
面充满悲愤、凄凉之感。如今，此
画存放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作为馆藏重要文物而珍藏。

画由心生
在众多描绘杜甫的画像作品

中，蒋兆和先生这幅于1959年绘制
的杜甫像尤为传神。不经意地将
杜甫像与蒋先生的照片对比，竟
有几分相似：那双眼睛，同样的棱
角分明，颇具深邃的洞察力；身体
同样瘦削，却掩藏不住即将爆发
的力量。笔者认为，这种容貌的趋
同不免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
二人虽一人为诗、一人为画，但同
样都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来反
映个人追求，在本人眉眼之中便
少了几许浪漫主义的轻盈，多了
几分现实主义的凝重与沧桑；二

是，杜甫忧国忧民，有所担当，而
蒋先生又何尝不是？

《流民图》：呼唤正义与和平
谈及蒋兆和先生，就不能不

提到他的代表作《流民图》。从1942

年10月到1943年10月，蒋先生用了
整整一年的时间创作完成了这幅
高2米、长27米的长卷。通过一百多
个不同人物的造型，真实地反映
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
巨大灾难，浓缩了中华民族那段
屈辱的历史，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蒋先生在创作此画时，北平还
处在日伪统治之下，为了避过日伪
当局的注意，他将大画分割成单张
小图，边画边藏，使人无法了解到画
卷的全部内容。创作期间，蒋先生还
四处奔走，逐一找模特儿写生，在难
民、工人、农民、知识阶层当中寻觅
适合的形象。他将胸中压抑着的屈
辱化作如疾如风之行笔，终得反战
巨作《流民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这幅《流民图》是唯一直面表现
战争难民的巨作，更被誉为中国水
墨人物画巅峰之作。 (刘莹莹)

与现在许多热血沸腾的青年
画家相比，于磊是淡然的。她下笔
心思巧妙，善于将东西之学融会贯
通，因而画面细腻而恬静，刻画严
谨而姿态悠游，令人如沐春风，正
如女作家冰心的文章，品之醇美清
冽，充满浓浓的爱与暖。

意象重组

Д记：您的创作以都市生
活、人物为主？

噪于：是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而
高于生活，我生活在这个城市，要在
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捕捉灵感，找到
既有新意又具艺术形式、语言的创

作对象。创作一幅画就像拍一部电
视或电影，画家既要是导演，还得身
兼编剧、剧务、场记、服装道具等数
职，在触动自己灵感的场景人物上，
综合增添适宜的服装、背景、面部手
足特写等元素，将平时积累的印象、
材料融为一体。世间的景致只有小
部分能够打动人且完全符合创作语
言，大部分还是需要长期酝酿，在灵
感触动下将意象“重组”而成的。

Д记：您能举例说明一下
这种“重组”的过程吗？

噪于：比如说《远方》这幅作
品，这是我巧遇一家婚纱店服装走
秀后创作的，选取后台模特更衣的
场景：我喜爱文艺复兴时期朝气蓬
勃的人物艺术形象，便使笔下的女
子脱离“柔弱”状态，稍显“壮”美；
女子脸部和手足形象取自于我的
几个学生，柔和而温婉，脚踩地面
来自于植物园的鹅卵石路铺陈；画
面背景的田野则是长清校区四周
的山丘与河流；白裙被模特捧捞起
来，像极了花朵的样子，三件服装
的白色互有区别，珍珠、白纱、羽毛
的装饰相互呼应……这件作品的

“重组”也是历时一年多才完成的。

以更专业的方式表达美

Д记：您的作品属于较唯
美的一类。

噪于：女性具有追求美的天性，
虽然有许多艺术品以强冲击力的方
式反映当代人焦虑、绝望、反抗的心
理，但我的审美还是偏向中国式的，
喜欢传统文化和相对平静淡雅的艺
术，让观者看画时有一种美的陶冶。

Д记：您在天津美院时跟
随何家英老师学习，在他身上
受益最多的是什么？

噪于：我很喜欢陈老莲的人物
作品，喜欢可爱而略带“笨拙”的表
现方式。所以，我早期作品多是孩
童飞在天上的形象，纯真而略带梦
幻，体现出少女的情怀。而何老师
的创作十分严谨，他的严格要求让
我褪去稍显稚嫩的画风，逐渐提高
技法，加强了绘画的专业性，创作
更是有了质的提高。画一张好画是
有难度的，真正的画家只有在技法
上达到相当水准，才能去自由表达
内心所思，画面效果也会更好。

从外在到内在

Д记：除了老师，自身还有
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改变？

噪于：作品是会随着人的阅
历发生改变的，少女终究会成长
为女人，会有新的人生体会，而
婚姻、家庭在一个女性的改变过
程 中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自 从 我 结
婚、特别是有了女儿以后，心态
和人生观就一直在发生变化，甚
至感到自己完全具备了传统母
亲那种勤劳、勇敢、宽容、善良的
性格，这种心态在作品中也会相
应体现出来。

Д记：您现在正在探索一
种怎样的自我风格？

噪于：研究生毕业后我一直

处于痛苦的探索阶段，想找到自
己的道路。自怀孕到孩子出生期
间 ，我 大 约 有 两 年 时 间 没 有 画
画 ，而 是 沉 浸 于 看 书 和 习 字 之
中，直至去年才有了顿悟之感：
我追求的美好、纯洁、平淡和清
新，不必通过外在形式来证明，
而应通过一步步增添作品内涵，
达到“貌似不动声色，却自然流
露出天真唯美”的感觉。这也是
外在深入到内在的过程。我正在
努力实践着，因为明确了方向，
所以更加勤奋用功。

（东野升珍）

岳海波彩墨新作展
即将开展

本报讯 著名人物
画家岳海波将于2012年
4月2 1日—2 0 1 2年4月2 7

日在朵云轩 (山东 )美术
馆 (济南市经四路2 6 9号
东图大厦四层 ) 举行瑰
姿艳逸 秋水魂迷———
岳海波彩墨新作展，本
次展览是由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与山东艺术学院
共同主办。

岳海波风趣、幽默、
古道热肠，桃李满天下，
他笔下的人物，不论尊卑
贵贱，皆仪态端庄，风清
疏朗。他已经把学到的抽
象理论和综合材料研究
融到他具象的绘画中去，
对于传统水墨而言，是一
种尝试性的挑战。本次展
览汇聚了岳海波多年来
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新
作，他将引领我们的视线
进入一个与思想有关的
精神空间、审美空间，营
造出一个“天人合一”的
艺术惟美境界。

张小琴中国画展亮
相西安

本报讯 由西安美
术学院、龙山艺术网主
办的“佛韵中华·张小琴
中 国 画 展 ”于 3 月 2 5

日——— 4月15日在西安市
湘子庙街70号美术馆举
行。此次展览共展出56幅
水墨重彩佛像画精品，
透过这些作品，观众洗
濯身心，获得了清净祥
和的人生体悟。

张小琴，现为西安美
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刘文西工
作室主任。多年来她潜心
研究佛像作品，将敦煌壁
画的艺术与自我对佛、菩
萨形象的感悟融会贯通，
创造出带有张小琴特征
的“佛”题材作品。

“ 张 培 明 国 画 人 物
展”于济南府学文庙
举办

本报讯 “张培明国
画人物展”于3月31日在
济南府学文庙开幕，共展
出张培明近期创作精品
40余幅。

“张培明国画人物
展”自开展以来，观众持
续不断。不少观众喜其
人物作品栩栩如生，能
将孔子、岳飞、钟馗、古
典仕女等人物形象的悲
喜嗔怒刻画深入，展现
出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历
史场景，使人不觉沉醉
其中；许多到场参观的
收藏爱好者则表示，张
培明的画作线条干脆爽
朗，墨色富于变化，激情
而不张扬，能在恣肆与
严谨之间游刃有余，更
能以笔触表现出古典韵
致与时代之美，适于长
时间品味观赏，具有较
高的艺术性。

此次展览由山东时
代文化展业中心、山东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书画院、
济南儒商文化研究会和
济南府学文庙共同举办，
将持续至4月15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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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出生，山东烟
台人。2000年毕业于天津
美术学院国画系，获学士
学位。2006年毕业于天津
美术学院国画系工笔人物
专业，获硕士学位，导师何
家英。现任教于山东艺术
学院美术学院国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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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 《杜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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