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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名家展22日亮相齐鲁美术馆

名名家家佳佳作作尽尽展展浙浙派派风风采采
“历久弥新——— 浙派名家山

东交流展”，将于本月 2 2日亮相
齐鲁美术馆。此次展览名家阵容
强大，学术性强，由山东省文联、
山东省美协、山东画廊联盟、齐
鲁晚报合力主办。

这次展览汇聚了马锋辉、石
君一、池沙鸿、陈虹、吴扬、陈云
刚、罗剑华、茹峰、徐默、黄骏、董
文运、韩璐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十
二 位 来 自 浙 江省文 联 、浙 江 画
院、中国美术学院的书画名家，
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展现
出了花鸟、山水、人物三大阵容。

花鸟阵容：马锋辉、石君一、
罗剑华、韩璐

马锋辉善画松，他笔下的松
在注入金石质朴趣味的同时，又
融以濡染的厚重，既强化了松树
躯干的斑驳苍老，又凸出了松树
枝 叶 的 水 灵 鲜 活 。他 所 写 的 荷
花、芭蕉图也富有起伏跌荡的韵
味，成为他水墨艺术交响乐曲中
动听的篇章。石君一和罗剑华的
花鸟画作，都是延续古人文脉。
罗剑华在承接山水画的传统之
外，还糅入了平淡典雅的文人画
格调，将以清逸见长的元人墨花
墨禽的画法与倪云林逸墨撇脱
的风神结合起来，让他的作品在
恢宏境界之外，平添了一种古淡
天真的意蕴。韩璐的花鸟画在一
种古雅的气息和淡泊的情怀之
外，还蕴含着一种他对传统文化
的人生思考和一种人生的态度。
他的花鸟画皆是从江南自然景
色中来，物象灵秀、生动、淡雅、
质朴，用笔轻松、潇洒、放逸、自
然，无烟尘俗气，给人一种超凡

脱俗、清灵高雅的美感。

山水阵容：陈云刚、茹峰

陈云刚十分重视理论学习
和创作实践，他一直围绕“北派
山水画研究与实践”这一课题展
开，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北派山水
的形成与发展，深入地分析历代
的评述和得失。茹峰近年来的创
作沉湎于全景式构图的丘壑云
山，追随宋人气象，通过步履古
人来完成自己的心灵体验，强调
山水画的卧游畅神的特性，力求

理法、情意、功夫的统一，努力达
到“虚静平淡”、“搜妙创真”的美
学境界。

人物阵容：池沙鸿、陈虹、吴
扬、徐默、黄骏、董文运

作为人物画家，如何关注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人物画创作
的中心主题，如何关注生活、真
诚体验生活，挖掘内心独特而深
刻的感受，凸显人文精神，成为
人物画创作的目的。此次参展的
池沙鸿、陈虹、吴扬、徐默、董文

运皆是在探寻这个创作的恒久
命题。此次来山东，池沙鸿带来
六幅解放前风情人物的作品，这
些人物置身江南水乡之中，展现
出一种独特的婉约美。而陈虹的
作品则更重视色彩的组成与运
用，参展作品《梨花漫舞三月天》
中，他运用粉绿色调，以点、线、
面的形式来布陈整个画面，以浓、
淡赭色作为补色，人物服饰色彩十
分主观，层层渲染，表现出苗寨春
天清朗、苍茫而浪漫的意境。

画什么？为什么？谁在画？也一
直是画家吴扬钻研的问题，他的内
心深处充溢着追求新奇、贴近时尚
的激情，当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促
使他向现代人物题材延伸，用当下
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环境去表达自
己对绘画意义的追问。与此相比，
徐默的作品则更关注女性美，他的
人物画在坚实的造型功底上糅合
了清新、洒脱的笔墨意趣，线条跌
宕多姿，色彩明丽璀璨，洋溢着南
方特有的秀美、温和的气息。如果
说徐默的作品是柔美，那么黄骏的
人物画则是刚毅，他的作品造型有
张力，画面凝重，在人与自然的结
构研究中探索生命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除了倾力于笔墨技法的精研
细究，董文运还十分着意于诗文学
识修养以及人格品质的自我塑造，
把自己对中国绘画的学习和研究
建立在深层的文化解悟和人生品
格的观照之上。

此期通过剖析十二位画家的
作品风格，我们进一步探究了浙派
画家在山水、花鸟、人物三大领域
里呈现出的多元发展方向，讲究修
养、注重品格、直面社会的价值观
念，以及对笔墨本源内涵的特殊悟
性和非凡表现力。 （贾佳）

大量军事题材作品成记忆中的经典

提到“军事”二字，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是宏
大、庄重、严肃的英雄气概。在绘画历史上，以军
事为题材的作品古已有之，伴随多种艺术技法
的引入，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主题创作大力
倡导、创作队伍的逐渐形成，更涌现出一批兼具
历史、教育、文化意义的艺术里程碑式作品。这
些作品即使普通观众也耳熟能详，有很多作品
甚至出现在了我们中小学的教科书中，成为几
代人的经典记忆：

由陈逸飞、魏景山于1977合作而成《蒋家王
朝的覆灭》，表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
并升上红旗的场面，这标志着蒋家王朝的灭亡、
新中国的开始，作品场面壮观气势恢宏，构图由
稳定的等腰三角形构成，人物的刻画细致生动，
有极强的生活气息，每个战士的脸上都能折射
出他们面对敌人时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和丰
富的战场经验，士兵们抬头仰望，欣喜若狂地注
视着自己的红旗即将升起，堪称记述历史的经
典之作。

而詹建俊油画作品《狼牙山五壮士》，则用
艺术手法再现了五壮士的英雄形象。在金字塔
式的构图上，五位英雄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气
概，形成鲜明的英雄主义基调。统一的气势中不
同人物的动作、眼神，又巧妙富有变化，作为背
景的峻峭雄伟的山峰与人物群像融为一体，仰
视的效果令人荡气回肠，惊心动魄，表现出壮士
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
屈的民族气节。

《红军不怕远征难》是董希文1957年创作的
作品，为了创作这幅画，他亲自沿红军长征路线
进行写生，画家用特定的蓝灰色表现了在那个
艰苦的岁月里，一个昏黄的夜晚，红军战士停宿
于一望无际的草地上的情景，透过朦胧的夜晚，
观众能够看到战士们清瘦坚毅的脸庞在篝火映

照下，依然乐观、充满信心，也寓意着革命如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军事题材的优秀之作，
罗工柳在1951年所作的《地道战》，记实性地描
绘了抗日战争年代的真实情景，在日寇包围村
庄时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打击日寇，画面中大面
积的黑暗突出了人物表情和动态，一触即发的
战斗气氛被刻画得十分紧张······不仅如此，
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李宗津的《飞夺泸定
桥》、王盛烈的《八女投江》等大量优秀作品，都
成为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

专业创作队伍传递社会正能量

军旅题材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建国后取得较
大成就，与参与该题材创作的艺术家有非常大
的关系。这些经典作品的作者，几乎涵盖了新中
国美术史上的优秀画家，对全国的美术教育体
系影响深远。而早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
泽东就重视运用美术这一文艺武器为革命斗争
服务，专门开设了“革命画”课程，举办了美术学
习班，注重队伍自身的美术创作培养。新中国成
立前后，部队各大单位、各大军区还相继成立了
美术创作室等组织，创建了专业化的美术创作
队伍。而不同时期军队美术创作，多以写实为
主，直接见证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

专业人士认为，中国近当代军事题材美术
创作以其与民族抗争和政治教化的关联而引人
注目。军旅题材创作具有相对明确的主旨范
围与价值取向，是一个有鲜明的时代选择
性、能传递主流信息的表现类别。而军队艺
术院校的创办和现代美术教学体系的建立，
使反映主旋律军旅题材作品得以大量出现，
而专业化的军旅艺术家也进一步成为军旅
题材创作的重要力量。据了解，延安时期的
鲁迅艺术学院、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等就曾经

为部队美术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自
1960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并于1979年设立美
术系，从1957年开办第一届的全军美展以及其
他类型各大展览，也都为优秀军事题材美术创
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交流展示平台。部队里
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能够更熟悉部队生活，刻画
平时训练场景、深入官兵生活，在新时期宣传、
教化、弘扬主旋律、激励正能量方面发挥着更大
作用。

主旋律创作也有时代新语境

新世纪中国美术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风格
流变和思想撞击之后，在文化资源、风格趋向与
精神诉求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老一辈军
旅题材的画家相比，当下作者个人化倾向更为
明显，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更注重瞬间情感
性场景表现，除写实主义手法外，还广泛借鉴当
代美术、民间美术和东西方古典美术等各种表
达方式，使表现语言不断丰富和多样化。

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军队美术家依旧在对
现实题材的挖掘、艺术形式的开拓和艺术语言
的探索中表达历史的立场、现实的关注、人性的
关爱，不断建构与时代同步的艺术新语境。对
此，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解放军出版社编

审许向群认为，“军事美术在经过了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对‘政治语境’的弱化和消解，以及
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冲击与影
响之后，通过不断的适应与磨合，反思和坚守，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伴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和
侵蚀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转型，找到了具有显著
特征的文化定位和发展路径。当前，探讨文化
消费主义语境下的艺术价值，军旅美术家给出
了自己的清晰答案。艺术的宣传性、歌颂性、教
化性的社会意义和主旋律需求既是他们的职
业要求和责任担当，更是一种内心的需求和自
信而自觉的选择。军事美术创作在摆脱了历史
的额外负荷、承接了优秀传统的同时，自觉地
融入到当下的艺术语境中，在彰显军事美学特
征，探索艺术语言的丰富性、原创性等方面进
行自觉的探索和积极的实践。军事题材画家将
学术性的追求与个性化的表现与社会意识和
主旋律需求紧密结合，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来阐
释和呈现，是新世纪军事美术创作的特征。在
多样开放的创作格局里，军旅美术家注重对现
实的真切观照和体验，开掘军事美术在新世纪
新时期的美学特征和文化风貌，以创作出经得
起时间检验并与当下人文精神相映照的作品
为目标，通过真情的投入和扎实的实践，体现
出军事美术的当代价值。” (东野升珍)

展讯

（本报讯） 由中共济南市委
宣传部、中国画学会、济南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南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济南市美术家协
会主办，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协
办的“大成——— 名家写生邀请
展”于8月1日——— 7日在大成美
术馆举办。

本次展览展出了陈嵘、周士
钢、李晓柱、张力弓、李连志、萧
丽、张卉、张春艳(以年龄排序)8

位中青年名家的1 1 6幅写生精
品。8位画家的审美趣味、艺术理
念、美术语言面貌各异，各位画
家通过到鲁东南黄海之滨五莲
的写生行旅，在与自然的对话和
碰撞中，重新认识和体验了“写
生”在当代艺术生活中的作用和
价值。

（本报讯） 7月29日，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8周年来临
之际，济南市美术馆精心策划推
出了由李翔、托娅、邹立颖、陈钰
铭4位著名军旅画家联手打造的

“永远的绿色——— 庆祝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88周年军旅画家美
术作品邀请展”，邀请驻地部队
官兵走进美术馆，欣赏当代艺术
家的精品力作。济南市美术馆组
织专业创作人员现场挥毫泼墨，
创作了十余幅美术作品，赠予部
队官兵。

八一建军节前后，各大军旅题材作品展纷纷亮相，为炎炎夏日再添
火热豪情。在爱国主义教育必不可少的军事题材美术创作中，对人性的
刻画、思考、反省是创作一个永恒的主题，它通常以军事生活为主要表
现对象，直面战争、训练及人物在此环境中的生存状态，题材的背景和
外延又与政治风云、社会现实、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众多优秀军
事题材美术作品中的阳刚、向上精神，能够记述历史，讴歌英雄，激荡人
们心中正气，也使其成为美术创作中一个独特的部分。

济南市美术馆创新拥军庆八一

“大成——— 名家写生邀请展”
在大成美术馆举办

▲《蒋家王朝的覆灭》 陈逸飞、魏景飞

▲水亭诗意 68X68cm 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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