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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自古就负载着“成
教化，助人伦”的使命。对现实
生活的热切关注自然是必不
可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画
家眼中的现实不带上画家心
中的烙印。六朝四大画论家之
首的顾恺之在人物绘画美学
上提出了“传神写照”“以神写
形”，确认“神”是人物(画)的内
在生命本体，一幅人物画必须
表现对象的内在神韵，而不拘
泥于外在形貌，方是一幅成功
的美的人物画。据《世说新语·
巧艺》记载：“顾长康画裴叔
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
曰：裴楷俊郎有识具。看画者
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
殊胜未安时。”顾长康即顾恺
之，其人物画并不重形似，而
且不惜破坏原始形貌，以“益
三毛”来表现对象内在的神韵

“识具”，可见，对于人物绘画，
其美的来源在“神”而非“形”。
这一传统在张波的画面中得
到了极好发扬。他笔下的藏民
形象是多个具有典型意义的
藏民形象的合体。尤其是画中

的儿童形象更是让人过目不
忘。儿童的眼神，本应是烂漫
舒展的。而作品中所展现的却
是与孩童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也许这眼神象征着藏民们对
本民族历史传统的无法忘却，
和对恒久信念的不懈追求。这
眼神又和张波的眼神何其相
似。这可能就是张波的“画他
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看，张
波兄画自己的理想境界时渗
入了古人的情怀。而他关注现
实生活时却又加入了自己的
判断。这两点相反相成圆融在
张波的水墨人物世界中。

风在变，水流也各不相
同。如果说张波的理想是“风”
的话。那么，各种各样的现实
状况就是不同形态的“水”。勤
奋的张波不断将理想与现实
相融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中。理
想猛烈则水面必不舒缓。愿画
家张波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轩然大
波”！

噪孙文韬(山东艺术学院硕
士，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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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绿山水是中国传统绘
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呈色
稳固、经久不变的矿物质石
青、石绿为主色，青绿相映，富
丽堂皇，受到广大观众的喜
爱。长期以来，以水墨怡情为
特色的文人画占据主流地位，
使青绿山水画发展受到局限。
而在中国社会繁荣发展的今
天，艺术发展的多元与盛世审
美的需求，青绿山水又复充满
活力与朝气，以苗重安为学术
领衔的“盛世青绿——— 中国人
民大学画院学术访问学者工
作室”，就是以弘扬传统精神，
研究复兴青绿山水的一个学
术团体。5月3 0日—6月1 5日，

“盛世青绿——— 中国人民大学
画院学术访问学者工作室作
品展”将亮相齐鲁美术馆，而
以研讨青绿山水画历史、发展
为主题的“盛世青绿——— 中国
人民大学访问学者山水画展
研讨会”，也将同期举办。

本次展览将展出该工作
室15位访问学者与学术领衔苗
重安先生的精心力作，工作室
成员均为当代全国美术界有
影响的山水画家，其中，王继
平在山水画、花鸟画创作中皆
有建树，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
个人面貌，追求标新立异；万
鼎曾师承何海霞，气象胸襟、
厚重浑朴的创作显示出当代
青绿山水的风范；魏建民积极
吸纳、移植西方彩画中笔触的
概念，将传统国画中程式化的
各种皴法进行变形与改造后
融为己用，呈现出挥洒自如而
又严谨隽秀的画风；桂行创的
山水画清新、洒脱、笔墨灵动，
贴近自然而并不谨守于客观
物象，追求现代情趣精神；李
明的作品追求山水画的古意，
具有古典笔墨精神和当代审
美意趣的古意；李毅峰在综合
众家之长尤其是取融黄宾虹

山水精华的态势下演绎出技
法的多样性、美感形态的丰富
性以及哲思意涵；杨惠东在创
作中将美术史中的崇古情结
和山水创作结合起来 ,形成了
这种典雅精致的画面；高荐坚
守传统文化却并不拘泥于形
式，融入独特的立意与技法，
具有独特的个性语言；谢宗君
作品构图独特，用色典雅绚
丽，致力于青绿山水画的创作
与研究已达20年，在国内青绿
山水界十分引人注目；杨东平
的青绿山水则喜欢以“铁线
描”手法勾勒出山石的轮廓，
简洁呈现山石质感；王乘的山
水画作品不乏对西画观念和
方法的引进 ,把光影、明暗、色
彩、块面造型等融入中国绘画
体 系 固 有 的 文 化 血 脉 之
中······

据了解，2012年9月中国人
民大学画院成立了“盛世青
绿——— 中国人民大学画院学
术访问学者工作室”，工作室
集合了十五位当今画坛实力
派的、有影响力的画家，包括
京、津等地跨九省市。工作室
学术领衔苗重安认为，“画院
让我担任学术领衔，引领大家
为承继与弘扬祖国的青绿山
水传统事业共同奋斗，这是一
个艰巨的任务。经过两年的实
践与交流，我们相互学习、切
磋、琢磨，广泛与多地交流，我
深感获益匪浅。这些中国绘画
的中坚力量通过这两年交流
探讨和学术访问，大家在青绿
山水画的认识与实践中迈出
了更加坚实步伐，必将在各地
引领今后青绿山水发展的方
向。”当下，有更多的人投入到
青绿山水创作中，各有侧重、
精彩纷呈，而本次展览，将成
为我国青绿山水画创作面貌
的一次代表性呈现。

（东野升珍）

抱抱团团发发展展和和特特色色经经营营
成成画画廊廊发发展展新新方方向向

5月14日下午，山东画廊联盟
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上，各地
市画廊行业负责人对2015年上半
年山东各地画廊的发展做了分析
和讨论，认为在书画市场调整期，
山东各地市画廊的发展进程整体
减缓，抱团发展和特色经营将成
为未来画廊发展的主要特点。

发挥合力，困难、机遇并存

在整个书画市场调整期内，
就画廊如何在“大浪淘沙”中站稳
脚跟，与会人员纷纷献言献策。山
东画廊联盟副会长段俊生指出，
随着书画市场回归理性，靠“礼
品”画、投机经营为主的画廊终将
被淘汰，但那些创办时间久、运营
有方的画廊受影响不大，这就在
于这些画廊对自身的准确定位，
在挑选作品和艺术家进行合作时
不能一味迎合市场，画廊更应以
其艺术前瞻性去引领书画市场。
山东鲁银文化艺术品公司艺术总
监师庆荣表示：“礼品市场衰落，
书画市场遇冷，从长远来看是件
好事，这使一些画家量产的创作
方式破灭，开始潜心研究书画创
作，而许多画廊也着手寻找转型
之道。我之前参与过一个佛教题
材展览，在整个书画市场不十分
景气的大环境下，作品销售情况
十分可观，经过反思，我认为，在
书画作品的选择上，各画廊可以
将题材放宽，改变单一的经营模
式。”淄博市民协副主席张弘玮也
指出，在新形势下，画廊不妨更多
关注那些功底深、路子正、观念

新、价格较低的青年艺术家作品。

摸清“家底”，聚合全省画廊

会议上，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画廊联盟主席姬德君指出，山东
作为书画大省，拥有数量庞大的
画廊队伍，画廊的数量与质量影
响着整个艺术市场的有序发展，
但山东到底拥有多少家画廊，规
模到底如何，还是未知数。为全面
宣传、推广山东画廊，搭建画廊活
动平台，拓宽画廊市场渠道，亟待
需要编纂出版一部完整、系统的
宣传展示山东画廊的工具性书
籍———《山东省画廊大全》。

凡在山东省内经营的画廊、
美术馆、艺术品经营机构均可收
录《山东省画廊大全》，旨在充分
展示山东画廊资源的整体实力，
引导和促进山东画廊行业的发
展，并可借此逐步推出一批实力
雄厚、前景辉煌的优秀画廊。与会
人员就《山东省画廊大全》如何吸
纳画廊参与、印刷出版等细节问
题展开充分讨论，进一步发挥画
廊联盟在推进各地市画廊协调发
展、合作共赢方面的优势。

会议认为，不管书画市场现
状如何，任何一个画廊都要用艺
术家、作品说话，提高自身的艺术
品味和选择艺术家的能力，树立
精品意识，杜绝假画，净化经营环
境，走出一条讲诚信、规范化经营
的路子。

会上，山东画廊联盟聘请孔
维克兼任山东画廊联盟名誉会
长。 (刘莹莹)

张波 1971年生于山东
济南。中国美协会员，山东画
院画师。结业于山东艺术学
院研究生写意人物工作室。
2006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杜滋龄工作室；2011
年就读于中国国家画院刘大
为工作室；现就读于中国人
民大学画院任惠中工作室。

▲人物画写生系列 张波

格新锐


	C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