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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辉煌——— 齐鲁滨州之声书画名家作品展昨开幕

3366幅幅书书画画精精品品亮亮相相赢赢市市民民点点赞赞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郗

运红) 26日，由齐鲁晚报·今日
滨州、艺术微时空主办，赵先闻
美术工作室、贵苑微画廊承办的

“见证辉煌——— 齐鲁滨州之声书
画名家作品展”在贵苑大酒店一
楼贵苑微画廊开幕。本次画展展
出34位书画家的36幅书画精品，
展览为期10天。

开幕式上，中国美协会员、
滨州画院院长赵先闻对本次画
展的举办做出了肯定与赞扬。他
说，这次展览是齐鲁晚报这些年
来，一直在做书画活动的一个展
示。齐鲁晚报在滨州做了很多的
转型，以前仅仅是跟随画家，这
几年来参与、策划、引导滨州的
画展，同时作为主流媒体也为滨
州的书画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
滨州画家的幸运之事。今天展出
了滨州优秀书画家的精品之作，
体现了滨州当前的书画水平。特
别是画展现场来了很多无棣、博
兴等地的老朋友，感到很亲切。
希望以后齐鲁晚报可以更好的
组织策划书画相关活动，引领、
促进滨州的文艺工作发展。

开幕式简单而热烈，吸引了
众多书画爱好者参观。早上8点

画展现场已经有很多的书画爱
好者前来参观。有的还是来自博
兴、无棣、惠民等各县区的读者，
甚至还有不少读者拿着自己的
作品过来希望得到老师们的指
导。“今天真是没有白来一趟，看
到了很多老师的真迹，也看到了
很多好的作品，学到了很多东
西。”来自博兴的张亮说。

在画展现场前来参观的人
们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几个人在
一幅作品前面交流、讨论，有的
一个人专注于一幅作品陷入沉
思。来自无棣的郭涛在滨州火天
印社社长、滨州美协、书协副主
席王善杰的作品《仙寿图》前面
驻足良久。上前询问才知道，他
也是一位书画爱好者，看到报纸
才来到画展的，对王善杰的作品
情有独钟。“王老师的画虽然简
单，但不管从颜色上还是构图上
都非常有韵味，尤其是题字落款
的篆书相结合，妙不可言啊。”郭
涛说。

画展现场展示了滨州火天
印社的篆刻作品，是本次画展
的亮点之一。同样吸引了众多
爱好者的赞叹，尤其是李荣川
的肖像印作品，更是赢得了大

家的好评。“李老师的作品很厉
害，尤其是肖像印刻画的人物
惟妙惟肖。刀工极其深厚，一块
印 石 上 就 有 好 几 种 刀 法 的运
用，很了不起，真是佩服啊。你
们的画展真的不错，今天来得
值。”薛先生说。薛先生自己喜
欢书法，平时也学习刻印，今天
看到李荣川的作品后伸出了大

拇指。
滨 州 文 艺 评 论 家 王 长 征

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5
岁华诞的日子里，正值全国文
艺工作座谈会的喜讯，齐鲁晚
报举办“见证辉煌——— 齐鲁滨
州之声书画名家作品展”也是
一项弘扬文艺事业的有意义的
活动。本次展览集中推出了滨

州市最高水准的艺术家作品，
充分展示了滨州卓越的艺术水
准，坚实的艺术储备。本次参展
的艺术家，既有蜚声海内、名满
九州的画坛宿将，又有脱颖而
出、势不可挡的书画新锐。作品
集书、画、印俱全，百花齐放，百
舸争流展现出了壮阔的浩浩手
卷，融入黄河入海的历史洪流。

“名师指点收获颇多”
26日，画展现场迎来众多

书画爱好者的参观，有孩子也
有老人，有少男少女也有中年
人士。他们很多人手中都拿着
纸卷，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想
要让今天的书画名家给自己
指导、点评一下自己的作品。

早上一大早就有两位先
生前来观看画展作品，看到有
工作人员就问，“今天都有哪
些老师们来啊？他们几点能
到？我们想要让老师们点评一
下作品。”王先生说。

开幕式结束后，赵先闻、李
荣川等书画家的身边都挤满了
人。大家拿着自己的作品，希望
老师们能看一眼自己的作品。
韩杰先今年已经是近80岁的老
人了，对于书画非常热爱，尤其
是喜欢山水画。自己以前在老

年大学上班，闲来时就画两张，
都是自己琢磨，没有经过系统
的学习和正规的训练。他最近5

年专注于画画，今天带着自己
还比较满意的一幅作品《爱山
看山胜似神仙》，想让老师们看
看。“这幅作品还是挺不错的，
颜色很好，很有意境。但是在构
图上，线条的虚实运用上还要
加强。画面不集中，让人感觉不
知道什么是重点。”赵先闻说。

“今天真的收获不少，本来
看着自己的画觉得还挺满意
的，经过老师的点评才发现原
来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的不
足之处。希望你们以后多组织
这样的活动，回去我会更加努
力的练习，等我进步了，再来让
老师指导指导。”韩杰先说。

同样是一位画山水的高

任春先生也带着自己的作品
找赵先闻点评。他的作品《春
水》是一张四尺临摹画，画了
半个多月才画完的。因为刚学
还有点不好意思，怕让老师看
笑话，但又不想失去这次机
会，所以就鼓起勇气拿出来
了。“这幅作品中的石头画的
很硬朗，但是画面的组织上有
点乱，比较分散。让人看了不
知道哪个是主体，在临摹的时
候要多思考，不要只追求形
似。”赵先闻说。

画展上很多书画爱好者都
纷纷表示，不虚此行，名师指点
收获颇多。有的没有带着作品
来，拿出自己的手机让老师们
点评，场面非常火热。

本报记者 郗运红
赵赵先先闻闻现现场场点点评评书书画画爱爱好好者者的的作作品品。。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运运恒恒 摄摄

老哥俩结伴看画展

“半辈子的爱好，今天终于
圆了自己一个多年的梦！”2 6

日，在滨州贵苑大酒店举办的
“见证辉煌——— 齐鲁之声书画
名家作品展”活动现场看到了
两位老人。

两位老人随身带着不少他
们自己创作的画作。作品有包

含古梅、青松等内容的中国画，
也有太白醉酒、十二生肖等传
统图案的作品。这两位先生，一
位65岁的赵成胜，一位是71岁的
孙继胜。两人都是滨南采油厂
的工人，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常
在一起交流绘画心得。后来，两
人相继退休，但那份对书画艺

术的热忱激情依然未减。2 0 1 2

年，赵成胜加入滨州市老年大
学绘画班，于是又拿起了久违
的画笔，并且还拉上了自己的

“老哥哥”孙继胜。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爱绘画，不但让老人的生活多
姿多彩，更让其晚年生活变得

充实。“学习是为了能跟上社会
发展，能让视野更开阔，自己也
会更加自信，最重要的是，学习
书 画 还能 帮 老 人 加 强 人际交
往，满足了爱好，挖掘了潜力，
也 增 强 了 幸 福 感和 生 存的价
值，你看，今天我不光和孙继胜
一起来，还和不少老年大学的

同学们一起来的。齐鲁晚报搞
得画展很不错，我们不光欣赏
画作，一会还要让老师们给我
们评点我们的画作，这样我们
才会变得更好。”赵成胜说。

本报见习记者 王昊

15岁少年：迟到不抱撼
2 6 日 上 午 ，“ 见 证 辉

煌——— 齐鲁滨州之声书画名
家作品展”开幕式结束之后，
一位从惠民赶来的15岁中学
生带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匆匆
赶到现场，看到书画家已然
离开，难掩失落之情，他告诉
记者：下次画展我一定早点
到！

这名姗姗来迟的小书法
爱好者叫贾世睿，他告诉记
者，自己今年 1 5岁，来自惠
民，今年读初三，已经学习书
法4年了，一直在学习“欧体”
的书法。从报纸上看到本次
书画展的消息后，就准备了3

幅作品，请妈妈带自己来参
加活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
得到老师们的指点，可是由
于从惠民到滨州的路上堵车
迟到了，错过了机会，很是遗
憾。贾世睿的妈妈说，现在的
孩子应该加强传统文化的熏
陶，孩子自己喜欢书法，做父
母的就会一直支持他学，看
到报纸上要举办画展的消
息，就准备带孩子来多学习
学习，相信会有很大的进步。

贾世睿和妈妈一起向记
者展示了自己的一幅《闻官军
收河南河北》的作品。一位同样
来参加书画展的书法爱好者尚

未离开，看过小世睿的作品后
对这么小的年纪有这样的作品
给予肯定，也指出世睿在起笔
落笔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
他告诉世睿，学习书法要下苦
功夫，需要保持不急不躁的心
态，平日也要多加练习，长此以
往一定会取得好进步。

贾世睿也说，这次虽然
来晚了，但是能看到这么多
书画名家的作品，并能得到
前辈的指点也不觉得遗憾，
回家以后要继续练习，下次
举办画展的时候自己一定早
点到！

本报见习记者 杜雅楠

从从惠惠民民赶赶来来的的贾贾世世睿睿和和母母亲亲正正在在画画展展现现场场展展示示他他的的书书法法作作品品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秀秀峰峰 摄摄

开幕式现场简单而又热烈。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本报讯 日前，中国乡
土艺术协会委任我省策展
人、书画家曾庆贤为该会书
画院院长，并签署任职责任
书。曾庆贤提名钟克峰为秘

书长。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书画

院拟于11月初启动中国梦乡
土情丝绸之路万里行采风活
动。

曾庆贤1969年生于山东
曹县，书画师从于陈玉圃、刘
大为先生，兼任北京曾子书
院院长、中国国画院院长。

(本记)

曾庆贤任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书画院院长

书书画画爱爱好好者者现现场场交交流流书书画画知知识识。。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郗郗运运红红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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