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走，，去去看看杂杂家家刘刘庆庆昌昌的的美美术术展展
17日在烟台美术博物馆，将展出他的油画、雕塑、陶艺等百余件作品

本报记者 陈莹

17日至22日，烟
台美术博物馆将举办
一次特殊的展览———

“隔壁的魔力·刘庆昌
美术作品展”。此次的
展览是上世纪50年代
出生于烟台市府街的
刘庆昌，在世界各地
巡游和工作后的一次
艺术回归。

展览中，刘庆昌
将带着他的油画、雕
塑、陶艺和平面作品
等百余件精心之作，
与烟台市民近距离探
讨他的艺术思考。

谈创作：

刘庆昌与他的

“吾土吾民”

14日，在烟台市美术博物
馆的展厅，记者见到了正在备
展的刘庆昌。认为自己是个杂
家的刘庆昌说，他曾涉猎的画
种或者说艺术门类有很多，画
过装饰画、漫画，做过雕塑搞
过陶艺，还有平面设计，甚至
还出版过小说。现在看来，宽
泛的艺术探索，对他今天的油
画创作有着难以磨灭甚至是
颠覆性的帮助。

刘庆昌的作品题材很丰
富，有人物、风景；有国内，也
有国外的；有平面的，有立体
的……刘庆昌说，他冠以这些
作品的名称为“吾土吾民”。

刘庆昌曾说过，一切存在
皆有可能，一切都会瞬时万
变，只有自己笔下那块美妙的
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人们，才是亘古不变的永恒。

吾土的美妙和吾民的美
丽，激励着刘庆昌不断创作，
并给予他灵感。“她们已经付
出很多了，她们把精湛的大美
奉献给了我们，就看我们能否
去发现，去撷摘。”刘庆昌说，
值得欣慰的是，他是这样做
了，并会继续做下去。

谈艺术：

艺术之美因不受控制

会变成一种痛

在艺术圈里几十年，刘

庆昌有很官方的身份：山东
省美协会员，山东省雕塑家
协 会 会 员 。而 在 私 人 的 领
域，刘庆昌说自己就是一个
游走于绘画、设计、写作之
间的杂家。

“其实这到没有什么值
得显摆的，我想说的是，我
所有的作品都是‘杂种’。”
这个源于俚语的“杂种”的
词汇，就像两种不同基因的
碰撞，会产生突破常规的新
鲜，这在刘庆昌看来是睿智
的。

刘庆昌说，油画作品里
有来自平面的元素和文学的
气息，平面作品里有绘画的
霸气和造诣，文学作品里有
绘画的语言和画面感，这就
是他所想要的。

在刘庆昌为本次展览设
计的画册上，尽可能的在每
页都写下一段艺术心路。在
第 1 1页，有这样一段解说：

“饶恕我吧，天国！我确实没
有能力将你那精美绝伦的姿
色描绘出来，但它却狠狠地
烙在我的心底。”

刘庆昌告诉记者，这是他
去西藏后画的作品。“去西藏
一定要坐火车，光、影、景的变
化，往往是一瞬间。我常常在
火车上，看到窗外的景致，真
的想要跳下去，留在那里，看
着太阳慢慢地消失。而火车是
奔驰的，我只能看着它越来越
远离视线，我体会到‘美’变成

‘痛’的过程，身体每一寸肌肤
都痛不欲生。”这系列以西藏
为主题的油画，刘庆昌称为

“大美系列”，也将在展览中现
身。

谈展览：

25幅油画作品

再现“民国的烟台”

在此次的展览中，有一
个特殊的系列，刘庆昌将它
们归属于“民国的烟台”。在
这 2 5 幅以烟台为背景的油
画中，有些建筑已经在历史
的长河里流逝，有些仍然存
在着。在刘庆昌的画笔下有
大庙、早期的朝阳街、小舞
台 、小 蓬 莱 、奇 山 所 、北 大
街，也有烟台山下的圣哥鲁
教堂。

“ 我 找 到 了 很 多 的 素
材，但都是回溯。”刘庆昌笔
下的烟台，他定位于民国时
期。于是，这些画面都是在
刘庆昌的脑海里重建出来
的，刘庆昌说，这就是艺术
的二次创作。

之所以选择“民国”，祖
辈、父辈都是烟台知名政治
家、知识分子的刘庆昌说，
自己也生在现市府街上一个
木质二层楼里，时至今日，
在他的脑海中仍能清晰地

“择”回那个纯真时代的声
音和色彩，就像走在木地板
上发出的“咯吱、咯吱”声，
还有发出的轻微颤动。

刘庆昌告诉记者，“民
国的烟台”是自己接下来几
年从事的一个大系列，现在
完成了2 5幅，但还有很多内
容要被创作出来。

阅阅遍遍山山与与海海，，感感受受大大连连美美与与情情
本报将联合烟台运通国际旅行社带您一起游大连，报名热线：18553550112，6273660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代曼)

漫步星海广场感受城市风情，玩high

发现王国寻找大连的主题，还可以到
金石滩内阅海赏奇石……在“五一”
小长假到来之前，本报将带您来次丰
富实惠的大连之旅！

阅遍山与海，感受美与情。大连
与烟台都靠海，但城市与海结合的形
态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海洋景观，走
进金石滩风景区内，观赏形态千奇百
怪的岩石，感受不同的滨海美景。来
到有“北国桂林”之誉的冰峪沟，既能
感受到北方山岭粗狂豪放的气势，还
能感受到南国峰峦玲珑秀美的风姿。

“金沙滩，银沙滩，海天连成一
片”，大连42 . 5公里长的滨海路，串联
起了大连的诸多景点。50个广场像跳
动的音符，闪烁在城市的马路边。漫
步滨海路，将沿途风景尽收眼底，还
可到有亚洲最大广场之称的星海广
场去一睹汉白玉华表。

走进这座“中国花园城市”，一睹
它的国际特色。古罗马柱式建筑、流
行于欧洲的圆穹式建筑、古老的俄罗
斯建筑、日本别墅式建筑等分布街
边。穿越这些国际化的建筑，触摸到
的就是一段段历史文化，而“一个旅
顺口，就是半部近代史”，我们还可到
旅顺去感受历史的永恒。

带着孩子玩high发现王国，带着
恋人去胜利广场“血拼”，还可感受一
下这座“服装城”的现代之美。大连与
烟台语言相通，天然的有种亲近感。
在“五一”小长假到来之前，本报将与
烟台运通国际旅行社联合推出“烟台
人游大连”之旅，带您实惠游大连！针
对不同旅游诉求推出4条线路，报名
咨询热线：18553550112，6273660。

线路1

大连、旅顺两日游

行程：
4月25日 (周五 )从烟台乘船

到大连
4月2 6日 (周六 )赴旅顺，参

观日俄战争遗址———【东鸡冠
山景区】【旅顺军港】(及世界之
最【蛇类爬行馆】

4月2 7日 (周日 )游览【星海
广 场 】【 百 年 城 雕 】，【 世 纪 华
表】，途经浪漫情人路——— 滨海
路，精品海滨观光路——— 全长
4 0公里的滨海路，漫步于被誉
为“情人桥”的北大桥。观赏全
国最大的动物雕塑——— 群虎雕
塑。游【俄罗斯风情街】

报价538元起

线路2

大连、旅顺、金石滩两日游

行程：
4月25日 (周五 )从烟台乘船

到大连
4月2 6日 (周六 )赴旅顺，参

观【东鸡冠山景区】【旅顺军港】

及【蛇类爬行馆】，游【星海广
场】，【百年城雕】，【世纪华表】，
途经浪漫情人路——— 滨海路。

4月2 7日 (周日 )参观【金石
滩旅游度假区】途径我国最早
的一批开发区——— 大连经济开
发区，东北唯一的保税区———
大连保税区，双D港经济区等。
抵达景区后，游览【中华武馆】

【金石缘公园】【毛主席像章陈
列馆】【狩猎场】【金湾高尔夫球
场】

报价670元起

线路3

大连冰峪沟、旅顺两日游

行程：
4月25日(周五)烟台乘船到大

连
4月26日(周六)赴庄河市仙人

洞镇，中午抵达冰峪沟，乘船游览
小三峡水上风光、云水渡瀑布、中
流砥柱、仙人渡、太白独饮、双龙
坝、平湖泻玉，徒步走过升官发财
桥，乘船游览英纳湖，领略英纳湖
十八景。游览一线天，美女石、小
平湖、小桂林。

4月27日(周日)参观【金石滩
旅游度假区】途径我国最早的一
批开发区——— 大连经济开发区，

东北唯一的保税区——— 大连保税
区，双D港经济区等。抵达景区
后，游览【中华武馆】【金石缘公
园】【毛主席像章陈列馆】【狩猎
场】【金湾高尔夫球场】

报价670元起

线路4

大连发现王国 金石滩两日游

行程：
4月25日(周五)烟台乘船到大

连
4月26日 (周六 )赴中国迪斯

尼乐园发现王国，体验几十种
惊险、刺幻的游乐项目——— 传
奇城堡、发现广场、魔法森林、
金属工厂、神秘沙漠、疯狂小镇
和婚礼殿堂，太空梭、星际旅
程、疯狂齿轮、疯狂眼睛蛇、爬
山车、海盗船、沙漠风暴等

4月27日(周日)参观【金石滩
旅游度假区】途径我国最早的一
批开发区——— 大连经济开发区，
东北唯一的保税区——— 大连保税
区，双D港经济区等。抵达景区
后，游览【中华武馆】【金石缘公
园】【毛主席像章陈列馆】【狩猎
场】【金湾高尔夫球场】

报价960元起

刘庆昌的油画作品
细腻而生动，色彩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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