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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 18日，韩坤平人
物山水油画展将在青未了画廊举
行。此次展览共展出韩坤平近期
油画作品50余幅。涵盖了泰山意
象、古典人物山水、伟人形象系
列，舞蹈女孩……将全面的展示
韩坤平近两年对意象油画艺术的
探索和发展历程。

韩坤平，一位默默从艺的军
旅画家，一位游走在东西方文化
之间的艺术探索者。解放军艺术
学院学习期间，韩坤平的主要精
力是传统的主题性创作，属于古
典学院派。而多年的创作实践使
韩坤平逐渐转向意象油画的摸
索，从2012年开始，他开始突破原
有的艺术程式，转向意象表达，突
出自己的个性。“不管怎么创新，
在构图上，我都强调比例关系，借
鉴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画面构图方
式来表现我要表达的世界”韩坤

平说。在色彩的运用上，韩坤平去
掉了艳丽和浮华，用色趋
于单一化，单纯之中
充实着浑厚和质
朴。他的意象
油画整体上
经 过 平 面
化 的 处
理，用油
彩 的 书
写 性 来
处 理 画
面 的 虚
实 关 系 ，
更 易 于 意
境的传达，传
递出中国文化
的气质和韵致。

谈到油画作品中
流露出的东方色彩，韩坤平说：

“对我个人来讲，骨子里流淌的是

东方的血液，那么表现在手上的
功夫必然会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这也是
源自于我对中国

文 学 、诗歌 、
传统文化的
理 解 和 沉
淀。”不管
表 现 什
么题材，
韩 坤 平
摆 脱 了
旧 有 的

“ 照 物 写
生”的油画

创作观念，呈
现出他理解的

意象之美。前两年
他多次到泰山对景写

生，而本次展览中的意象泰山，最
大程度的渗入了他对泰山厚重雄

伟文化内涵的理解。在创作的过
程中，他还讲究笔性、笔意和笔
韵，没有完全从形象的表述中独
立出来，带有深层次的文化韵味。

韩坤平笔下塑造的题材，不局
限于意象泰山，也不拘泥于某种物
象。韩坤平说：“我现在不断的拓
宽自己所要表现的主题，以古典
山水人物为主，也在刻画伟人形
象，还有再现舞蹈女孩系列，不限
主题，在表现不同环境和系列时
让我时刻拥有艺术创作的新鲜
感，在新的创作中有新的表现。”

韩坤平在读书、学习、绘画的
摸索中不断体悟着绘画语言的多
样表达,意象油画中呈现出自我情
感的随意抒写着实令人感动。5月8

日,相信他的意象油画作品会带给
我们不一样的艺术享受。（胡敬爱）

墨墨韵韵禅禅心心 静静心心养养德德

4月22日，“禅境书香——— 袁
宗愈《心经》书法展”在青未了画
廊开幕，几天来，那自在洒脱、娟
秀挺拔的书体博得了观众的赞
赏，30余幅《心经》作品让人感受
到袁宗愈墨韵书香中的禅意，令
人流连忘返。

本次展览展出的《心经》作
品，呈现出书法艺术与佛教文化
的完美结合。很多观众对袁宗愈
为何未用他所擅长的行书，而全
部用楷书完成表示好奇。袁宗愈
解释：“之所以全部用楷书，一
笔一画的写出来，不掺加任何
连笔的方式，我是想慢慢的享
受这个书写的过程。《心经》是
佛经经典著作，字数虽少但含
义 隽 永 深 刻 。抄 写 这 2 6 0 字 的

《心经》，每一次都有新的感悟，
每次用这种慢的书写方式，我
都能够顿悟到某些字所阐释的
禅意。”

谈到写《心经》的体会，袁宗
愈说：“《心经》代表了中国佛教
文化的精粹，唐代佛教盛行，发
展到现代逐渐式微。目前国家倡
导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宣传佛教
文化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弘
扬。另外抄写《心经》能够让人在
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净化心灵，在

书写的过程也是一种艺术思想
的升华。《心经》要解读的是人们
怎样排除诱惑，去进行一种放松
的生活方式，一种纯粹的艺术书
写，不掺杂任何功利之心。”工作
生活于北京的袁宗愈，在喧嚣的
社会中，仍然保有一颗纯净的艺
术之心，超然脱俗，免受世事的
纷扰，实在难得。

从艺术的角度，袁宗愈以一
种融合创新的学习态度，广纳博
取，创造出独具个性的书法艺
术。他的小楷吸取了钟繇高古的
书体风格，包括对王羲之书法精
华的吸纳并参以唐朝圆润厚重
的书风，形成了自己的书体风
貌。面对当下书法界很多年轻人
为吸引目光，追求形式上的“巧”
与“甜”，而忽略了传统书体的雄
壮厚重。袁宗愈谈到：“书法艺术
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不应该在形
制上过于表现，要深入研究传
统，从传统中汲取养分，方能有
所提高。”观袁宗愈通篇《心经》
作品，用精妙的小楷，笔笔不同，
而又和谐统一，每一行字落笔，
错落有致，行气自然，带给人一
种厚重而不凝滞的观展体验。

开幕以来，前来参观的观众
纷纷表示，举办这样一场文化活

动非常有意义。山大退休老教授
王先生说：“用书法这一形式呈
现《心经》，是对佛教传统文化的
一种解读。通过作品我能够感受
到书法家袁宗愈与世无争，静心
做事的心境。希望这些作品，能

够启发年轻人沉潜下来专心研
究艺术。”袁宗愈《心经》书法展
为大家奉献了一场极富线条美
感的艺术视觉享受，那明心见性
的内涵值得大家一同鉴赏。

（胡敬爱）

袁宗愈《心经》书法获观众赞赏

““意意””犹犹未未尽尽，，““象象””在在其其中中

若有一人集人品、修养、才情
于一身，又精于诗、书、画、印、赏、
藏，不得不提一代国画大师黄宾
虹，他终其一生研艺治学，坚守中
国画传统，将历代画家笔法、墨法
进行梳理，终成笔墨集大成者，适
逢黄宾虹诞辰150周年，各地都在
酝酿、举办有关于黄宾虹的纪念
性活动，大型遗作展、藏书展层出
不穷，如果能将大师的笔墨精神
以及对待艺术的态度很好的传承
下来并有所发展，那将是更有意
义的纪念。

大师的山东学子

回顾2014拍卖市场，嘉德春拍
中，黄宾虹92岁时的巨制《南高峰
小景》以6267万刷新拍卖纪录，同
年匡时秋拍，《江山卧游图》以4830

万成交，正如黄宾虹大器晚成的
艺术人生，相比于前些年藏家对
黄宾虹作品的“冷落”，他的作品

价格也有“晚成”之势，但可看出
大师的作品价值日益被艺术界所
重视。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的山东，黄宾虹就被一大批山东
青年所“热捧”，像是黑伯龙、郭味
蕖、于希宁等被黄宾虹深厚的学
养和精湛的画艺吸引，追随大师
研习国画、篆刻、诗词、史论等，黄
宾虹对晚辈提携与教诲令人钦
佩，特别是于希宁在北京办展，年
逾80岁的黄宾虹在其《白梅图卷》
上题跋，为表感激之情，于希宁送
老师“黄山予向”、“宾虹之玺”两
方小印，被传为艺坛佳话。

黄宾虹一生“变法”，曾四次
登临泰山，最能代表其画风的是
其晚年黑、密、厚、重的艺术风格，
笔下山川气势磅礴，浑厚华兹，蕴
含着一种大气魄、大气象，而这与
齐鲁画坛所追崇的沉雄博大、质
朴浑厚有很好的契合，所以纵观
山东当代画坛，不乏黄宾虹的大
批追随者，像是张志民、胡应康、

常朝晖、王书侠都从黄宾虹身上
“获益”不少。

笔墨当随时代

黄宾虹用个人的笔墨语言展
示了他眼中的自然，摆脱了过分
写实的山水写生，建立起属于他
自己的笔墨体系。学习大师的笔
墨语言不能亦步亦趋，当今山水
画家也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笔墨体
系，那需要怎么做？张志民作为山
东山水画坛代表性人物，早期曾
创作了《梦宾虹老人》系列山水
画，足以看出他对大师黄宾虹的
崇敬之情，张志民的作品笔墨浓
郁酣畅、苍健雄厚，以笔呈墨渲染
出的大块山石中能见到他对黄宾
虹“黑密厚重”墨象的诠释与演
绎，但张志民更多地借用现代艺
术的构成元素，进一步强化了笔
墨语言的个性化。常朝晖山水的
一大特点便是对于积墨法的研习

与传承，取黄宾虹笔墨中的自由
奔放，却又弱化其“黑密厚重”。常
朝晖在接受采访时说：“前几日刚
去中国美术馆看了黄宾虹大展，
深受震撼，他的作品以小幅居多，
画作虽小却气势逼人，这就在于
他对“笔墨”的运筹帷幄，以“点”代

“染”，使得画面浑厚华兹。就我自
身而言，我临摹过黄宾虹的很多作
品，所以自己画面的局部处理上会
有他的影子，但学习黄宾虹的笔墨
不意味着全面继承，最重要的是学
他在笔墨语言上的开创精神，以及
支撑这种精神的深厚学养。”

透过笔墨看精神

在山东，还有一人多年来坚
持研究黄宾虹的笔墨，那便是执
教于山东科技大学的王书侠，他
曾在《新美术》上翻看到一篇全面
介绍黄宾虹及其作品的文章，被
大师的艺术精神所打动，重返中

国山水画创作，所以他更执著于
对黄宾虹笔墨精神的探求，他认
为，“黄宾虹生活的时代，国家内
忧外患、民族生死存亡，在这种背
景之下，他志在倡导国学精华和
民族精神，而如今国富民强，时代
已经变化，但每个画家的使命感
是相同的，从黄宾虹的画面中，我
们能看到厚重，甚至是带一点苦
涩，那是他对民族文化的深层次
思考，而如今，我们同样需要唤起
这种民族精神。学习黄宾虹的艺
术，最重要的是学习他对中华民
族文化的担当精神，他的艺术不
为名与利，只是为艺术而艺术，这
对我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一直
以‘泰山’为母题进行创作，那是
因为泰山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实际
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
东西文化交融的大环境下，我希
望人们能从中国画的鉴赏和研究
中更多的关注自我，关注民族文
化。” (刘莹莹)

韩坤平油画作品展将于5月8日开幕

寻寻着着大大师师的的脚脚步步
山东画家对黄宾虹笔墨的思考

业界

图注：意象泰山 100cm×100cm

山东美术馆近期将闭馆整修
（本报讯） 4月20日——— 5月20

日，山东美术馆将闭馆进行二期工
程施工，期间不再安排展览、讲座等
面向公众的活动。

郭志光师生作品展圆满落幕
（本报讯） 昨日 ,“传承·出

新——— 郭志光师生作品展暨花鸟画
学术交流展”在山东博物馆圆满落
下帷幕。

此次展出的均是郭志光近两年
创作的巨幅作品，择期还将在中国
美术馆展出。这批作品在题材、尺
幅、技法、绘画语言诸多方面对传承
潘天寿等大师的大写意花鸟画进行
了新的探索,得到了到场参观的艺术
界人士和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

刘国松、莫言书画展在潍坊举办
（本报讯） 4月25日，“艺术的原

乡——— 刘国松、莫言书画展”在潍坊
博物馆开幕，共展出刘国松、莫言书
画作品近70幅。

刘国松和莫言同为潍坊籍艺术
家，在艺术创作上实践了创新的理
论，取得了巨大成就。2014年4月，刘
国松和莫言同获“全球杰出华人
奖”。据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10日。

陈玉林、陆千波、欧阳小波作品
巡回展于莱阳举办

（本报讯）“相约莱阳——— 陈玉
林、陆千波、欧阳小波作品巡回展”于
4月24日在莱阳市马山路图书馆开幕。
参展画家都来自军旅，陈玉林擅长国
画人物创作，造型能力极强；陆千波
的作品保持了纯正的传统水墨韵味
和书写本色；欧阳小波在尊重视觉感
受的同时力求语言的再度整合。

刘兆平先生诗意画精品展
近期举办

（本报讯）“真正大家——— 刘
兆平先生诗意画精品展”将于5月1日
至10日在济南市东工商河路16号珠
宝古玩城三楼大家美术馆及青州市
青都艺术馆同时举办，展出刘兆平
精品70余幅。

刘兆平，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文化部东方文化艺术院副院长兼国
画院院长，国际创意联盟执行主席、
法中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薛伟东草书展将亮相寿光
（本报讯） 4月28日，薛伟东草

书展将在寿光艺术中心开幕，展期6

天。此次故乡寿光汇报展作为第一
站，接下来，还将在临沂、莒县、滨
州、泰安、济南等地举行巡回展。

盛洪义书法展将在济南举办
（本报讯） 山东画院高级画师、

山东鲁商书画院副院长盛洪义书法
展，将于5月7日在济南市博物馆举行，
展出近期创作的书法作品50余件。

▲袁宗愈书法作品《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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