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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齐鲁鉴赏

陈陈老老铁铁作作品品中中的的动动感感与与张张力力

冰冰雪雪情情怀怀 翰翰墨墨春春秋秋
——— 赵春秋山水画展八月亮相泉城

“东西合璧——— 中国表现
主义革新派画家陈老铁作品
展”将于8月1——— 4日亮相舜耕
国际会展中心，届时将展出陈
老铁的油画人物、国画山水、彩
墨人物等作品五十余幅，中国
影协副主席尹力及多位重量级
嘉宾将出席开幕式，大腕云集，
为此次中国书画博览会增添了
更多亮点。

陈老铁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对传统文化有着较深的理
解。他擅长油画和国画，人物、
山水兼精。他的油画把书写性
与表现主义合为一体，有书写
与批判讽刺现实主义的双重性
质。他的水墨作品笔触颤栗，用
强烈的色彩为观者构筑了一个
非理性的世界。

陈老铁的创作强调用笔
的方式，因为一个全新的用
笔方式所呈示的笔性、笔意
必然带来观念的变化，由此
又必然引出一个新的观察世
界和剖析自我的角度。陈老
铁作品的一大特征是动感，
他的画面里充斥着喧嚣的场
面，红、绿对比强烈的长短线
条，勾勒出的一个个似是而
非的物象，给画面增加了神
秘的色彩氛围。观众在欣赏

陈老铁的作品时，仿佛都能
置身其间，清楚地体悟到一
种怪诞、争斗、冲突的过程，
听清这个世界里人们的不安
呼叫，造成更强烈的视觉刺
激。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院长刘进安曾如此评价陈老
铁的水墨：“我一直喜欢老铁
的绘画，他的作品蕴含着一
种 深 厚 的 美 感 与 个 性 的 冲
动，在老铁笔下，笔墨有着生
气，有了动感，也有了个性。

水墨对老铁来说似乎平添了
更多的意义”。

此外，陈老铁的水墨作品
给人的感觉到处都是破碎的，
不仅形、笔、色破碎，甚至纸也
是破碎的，这种整体的破碎感，
赋予画面一种整体的张力。《归
家图》中，他弱化了人物的描
写，逸笔草草，水墨氤氲，色彩
强烈，强调了画面视觉、心理的
张力表现。而这种张力，是现代
人灵魂和情感冲突所构成的力

量，也是用笔墨来表现内心焦
虑、压抑、扩张、恐惧的力量。正
是陈老铁这种激烈的情感和敏
锐的感知，让他的绘画直接走
进了观者内心。

此次参与展览开幕式的
还有很多知名藏家，他们常
年关注陈老铁的艺术作品和
艺术活动。由此可见，其作品
中独有的视觉冲击力、个性
化和创新性，都具有一定收
藏价值。 （贾佳）

□展讯

（本报讯） “今天的明天———
7 0 后 画 家 提名 展 第一期”，于 7 月
20—26日在北京琉璃厂南新华街盈
冲美术馆举办。同时，李恩成、孟祥
军、云门张岩、李小龙、邓圣、孙奕
六位优秀青年艺术家将展出自己
的代表性作品。这几位学院派画家
近年来在中国画画坛较为活跃，作
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奖，他们
在画面的积累和交流中不断前行，
呈现出新的创作状态。

70后画家
提名展在京举办

和和而而不不同同的的艺艺术术世世界界
———“张世刚、李文亮、张国辉、汪为新四人展”为书画博览会再添亮点

四个不同的艺术家，不同
的题材与风格，50余幅精品之
作，将充分展示出四人的艺术
探索成就：张世刚的书法矫若
游龙，流畅自如；李文亮、汪
为新的花鸟、人物小品清新可
人，颇具趣味；张国辉山水坚
持师古人师造化，将个人情感
与传统文化精髓统一结合，相
信颇具特色的四人展将给观众
带来耳目一新之感。

四人中，张世刚书法风格
隽永、灵动、古风盎然，这与
其对传统的尊重和追随精神是
一致的。其作品以楷、行见
长，功力深厚，气格华滋。由
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谙和心
仪，使得书法有别于时下的流
行书风。在近二十年的书法创
作实践中，他以古雅的书法风
格，引起书法界及书法批评家
的关注，并以十几年如一日的
勤奋和对中国书法文化体察入
微的实践和感悟，赢得了同行

和书法界专家的好评。
而李文亮致力于中国花鸟

画创作的探索与研究，坚守中
国画的文化品质。他始终守护
自己内心的纯净领地，不断修
养画格与人格，以超然的心态
面对当下不断升温的艺术品市
场，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个人独
特风格的花鸟画佳作，从而引
起了艺术界和收藏界的广泛关
注。

张国辉以书法享誉书坛，
再以书家身份探寻山水画之笔
墨精神，其画深究古法，中得
心源，法理性情皆在，墨象的
浑厚华滋、气韵的敦实随意，
注重以高质量的线条与强烈的
墨色对比来展现其自我的审美
取向，山水作品亦有种非常难
得的通透感。

汪为新则以“清空”为
美，以强烈的思想性，表现出
对现实世间或不认同或拒绝的
观点诠释，并以此呼唤世俗世

间向神圣世间的转化，意境纯
净高雅。汪为新的画及画中的
价值体现，是强烈的“回归精
神源头”的孤傲体现。

《国尚》杂志主编、北京
国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本次活动组织者胡万里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好的中国
画无非两个特点：第一很中
国，第二有很强的绘画元素和
绘画精神。所谓的绘画元素和
绘画精神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很强的造型能力，虽
然中国画讲究逸笔草草不行形
似，但如何能抓住神还是要有
较强的造型能力；第二、能较
强的把握画面结构的能力，中
国画讲究味道为要，结构布拍
不合理了，味道也就无从谈起
了。第三、要有很强的构图能
力，构图就是一个大框架，构
图不合理了逸笔草草和味道就
无从谈起了。

所谓很中国包括以下几

点：第一、有很强的国学、哲学
等传统文化的修养，没有了修
养很中国就没有可能。第二、要
有很强的笔墨功夫，笔，指的是
书法功夫，特别是写意画，如果
没有强大的书法功底作为支
持，所谓的写也就无从谈起。离
开了书法，味道、逸笔草草等就
仿佛无源之水。墨，就更为复
杂，他既依赖于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也依赖于书法功夫，同时
还依赖于构图、结构、造型能其
他元素。第三、要有很高的人
格，中国书画自古以来强调：书
品即人品、书为心画等，如果没
有很高的人格其作品也难免落
入低俗之列。我选择好画家的
标准是基于我对好的中国画的
理解。张世刚、李文亮、张国辉、
汪为新四位先生是我用以上几
个标准定位出来的。他们都有
巨大的潜力，因此我对他们的
未来满怀信心。

（东野升珍）

◆李文亮，号量公、量工，1960
年生，山西临汾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画
院画家、《中国书画》杂志学术总监、
品逸文化艺术总监、国尚文化学术
总监。

◆张国辉，1961年4月出生。现
为北京永昌美术馆馆长，中国民族
美协、书协副主席，民革中央画院副
秘书长兼教培部主任，文化部、中国
书协高级考官。

◆张世刚，1958年生于辽宁海
城。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
会委员、培训中心教授，辽宁省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

◆汪为新，又名止亭，斋号琅
园，江西永新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
服装学院。现居北京。职业书画家，
独立撰稿人，曾主编《艺术丛林》等
刊物，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文章60
余万字。

>>艺术家简介

▲归家图 68x136cm 陈老铁 李振凯作品慈善义卖
活动26日在太原举行

（本报讯） 由山西振凯五向合
一书画研究院、太原龙泉寺院主办的

“李振凯作品慈善义卖活动”，将于本
月26日在太原神堂沟龙泉寺举行。此
次义卖作品是画家李振凯将国画、油
画、版画、工笔画、金石书法融为一体
的“五向合一”作品，也是他近年来把
慈善、德育与书画艺术相融合的一次
活动。李振凯，中国五向合一创始人，
别名李松，又号冰雨，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国家一级美术师。

青年画家赵春秋擅长描
绘冰雪题材，他笔下的雪，气
质高洁，毫无伪饰，带着一种
与 生 俱 来 的 自 由 基 因 和 沉
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轮
美奂的清凉世界。8月1——— 4

日在济南舜耕会展中心开幕
的“冰雪情怀——— 赵春秋山
水画展”中，观众便会在炎炎
盛夏里，领略赵春秋作品带
给我们的冰封雪飘的清凉感
受和气韵高华的冷逸之美。

早在2011年，赵春秋便曾
来济南举办过大型个展，静
谧超逸的意境，磅礴壮美的
画面，引起了山东观众和藏
家的积极关注。时隔两年，赵

春秋又携包括4 0余幅创作和
2 0余幅写生在内的近7 0幅近
年新作亮相泉城，带给我们
一场冰雪题材的艺术盛宴。

赵春秋的早期冰雪山水
画 就 是 乡 愁 理 念 的 笔 墨 表
达，著名画家于志学先生曾
如此评价说：“品读春秋的早
期作品，在一种浓郁的乡土
情怀萦绕中，冰雪山水清冷
浮动、静谧超逸，优美的画面
中隐隐流露着一种淡淡的忧
郁，这种忧郁与他的民族忧
患意识和一种浓郁的乡愁不
无相关”。但后期赵春秋的作
品，已经不再局限于地域特
征的描绘，通过对名山大川

深入的观察和写生实践，努
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整合
在自己的冰雪画创作中，丰
富了并提升了以往的绘画实
践，为他的作品带来全新的
气象。

赵春秋的冰雪山水画自
成体系，与众不同，他继承发
展了的传统“借地为雪”的留
白技巧，试图用一种传统的
笔墨语言来描绘富有当代意
义的图式，借以诠释富有时
代精神的人文情怀。他的冰
雪画靠的不是材料和制作，
完全凭借扎实稳健的传统绘
画功底，在书写和挥洒中完
美呈现。他的冰雪山水画追

求的是“质本洁来还洁去”的
高雅意蕴，通过局部的相对
写实与整体构成上的写意，
将白雪皑皑的北国情韵作了
极度地渲染，呈现出一种立
足田园之上的旷达情怀。疏
篱 木 屋 与 林 海 雪 原 融 合 无
间，黑、白两色为主，彩墨为
辅，既表现了浓浓的乡情，又
不失中国山水的气派，传递
出苍茫浑厚、深邃旷远的诗
情色彩。

赵春秋的冰雪山水画，
善于把中国传统山水画构图
与 西 方 的 风 景 图 式 巧 妙 融
合。在被拉伸了的空间里，展
现冰天雪地的壮丽景色，千
岩万壑沐浴在漫天大雪中，
瑰丽而壮美，既有西方风景
画的取景方式，又有中国山
水画的意象特征。这种既单
纯又丰富的形式特征所造成
的氛围、气势，深深的攫住了
观者的心灵，给人以美的享
受。 （贾佳）

▲江南雪梦柳如烟 97cmx190cm 赵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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