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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弘云：
文化回归的使者

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传统题材绘画艺术创作的艺术家， 周弘云以心
入画，将道德经典与现实相结合，通过小写意的绘画形式，借助水墨的技
法，别开生面，阐述了他对绘画经典的当代解读。与此同时，长期在日本
留学工作的经历， 使他创作了大量国内已经失传的画作题材， 并将它们
带回国内。在这一回归的过程中，周弘云俨然担当了文化传递的使者，未
来，他希望将这一角色继续扮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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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我”到“无我”

投师名门 留学海外
出生在教育家庭的周弘云自小学习

绘画， 小学美术教师为著名画家崔如琢。
大学期间专攻中国古典美术，曾受教于爱
新觉罗·溥佐教授。 这期间他参加了山西
永乐宫、甘肃敦煌、北京法海寺等著名壁
画的修复及复制工作。周弘云还曾作为助
手，在范曾工作室学习与工作了11年。

周弘云于199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
艺术大学研修， 钻研日本绘画及装饰艺
术。在这期间受当地寺庙邀请，得以观摩
各寺中所珍藏的宗教题材画作。这些画作
出自不同年代， 有的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其中更是不乏中国早已失传的画作。面对
这些传世经典，周弘云表示当时感到强烈
的震撼，崇敬之心由衷而生，从此便开启
了自己在日本十几年的宗教题材绘画修
复工作。

留日期间周弘云发现大量的宗教画
作都具有极强的艺术与历史价值，用他的
话说就是每一幅画都令人动容。在与寺庙
商议后， 他将自己的临摹带回了中国。在
一次与他人的交谈中，周弘云得知他临摹
中的一幅正是国内早已失传的宗教画像，
这让他意识到收集与整理这些画作对于
宗教传承、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也
是他十几年来坚持发现与记录宗教绘画
的原因。

借力水墨 别开生面
周弘云临摹的大量作品原稿都为工

笔重彩，而他本人在创作时则希望通过小
写意带动观者更多的心理触动与思想升
华。 他认为中国人对水墨的理解非常深
刻，与水墨一同而来的领悟力也是无穷大
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一些较为抽象的
东西展现出来。

小写意游走于写意与工笔之间，细腻
又不失洒脱。周弘云谈到，在自己的一次
观摩中， 他发现了小写意画这种艺术方
式。唐代僧人曾用手指作画，以写意的手
法彰显佛经中的意境，这给予了他很大的
启发。周弘云坦言，在小写意画尝试的过
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难题，比如在绢本上写
意，画面容易花，很难达到纸本上的晕染
之感，但在反复尝试之后，自己逐渐地摸
索出了技巧与经验，这些都是很好的艺术
上的成长。

材质的选择是周弘云在创作中较为
注重的一项，有着自己的使用习惯。创作
中他使用了不少个人收藏的国产绢本，色
彩上则会使用日本矿物色。日本在中国古
代艺术颜料工艺上有所传承，矿物色彩分
类细致，色系较广。矿物色带来的自然质
感有助于色彩上的运用，比如靛蓝色可以
带来一种清新的视觉感受，更好地渲染出
轻而灵的“虚空境界”主题。

自我无我 以艺静心
周弘云的画作给人以清淡幽静的感

觉，创作时少掺加杂念是他一直以来所遵
循的准则。 他通过意笔创作方式得到了
“忘我”领悟。“意笔画”要求画者在三分钟
内创作出一幅画像，在这样的短时创作中
周弘云寻找到了一种“忘我”的创作状态。

周弘云表示，“自我”只是一个符号，在创
作中放弃自利的意识，全身心地沐浴在如
何传播“意”的思考中，这会让创作变得更
加纯粹，也更有意义，所作的画也自然顺
畅圆满。

人生短暂，所以人生的追求就显得尤
为重要。周弘云说，绘画创作为自己带来
了身心的愉悦与入境自修的动力，锻炼了
自身的修养。

目前，周弘云在中国与日本的时间各
半，参与中日文化的交流活动，希望通过

自己的绘画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交往献
出一份力。他讲到，人常道人生要有所追
求，要充实自己的内心，这个道理听起来
很简单， 但是人们在精神层面上容易躁
动，很难静下心来。“平静内心，修心反思”
是他通过创作获得的感悟，也是一直以来
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周弘云谈到， 文化与艺术是人静心、
修心的好助手。艺术作品可以净化人的内
心，艺术最可贵的就是给人带来“美”的荟
萃与精神上的共鸣。绘画在中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实习记者 张舒

周弘云（弘云居士），1964年出
生于北京， 从事佛教绘画创作及佛
教文化艺术国际交流工作。 其作品
曾作为国礼，由斯里兰卡总统、新加
坡总理、泰国僧王、日本、韩国、中国
台湾及香港各大佛教领袖收藏。

打开周弘云的淡墨小写意作品
画卷， 一股清新致远之气发散开来。
他不拘于传统宗教绘画的形式，更为
注重的是意境的塑造。这种创作风格
在不失绘画庄重之感的基础上，融入
典雅清丽的视觉特色，助观者更加自
如与深刻地带入清净的世界。

《人物之二》

《墨龙》

《人物之一》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左）与周弘云探讨绘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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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时间：
6月18日

开幕地点：
燕京书画社（东城区天

坛东路甲7号）

展出品类：
名家字画、珠宝首饰、工

艺品、文房用具、雕塑

展览预告

燕京书画社37年回顾展亮相

馆藏名家名作明日等你来“淘”

论山水画的写意境界

燕京书画社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及艺术市场发展的一
个缩影，见证了艺术市场的风风雨雨和不断调整变化。37
年前， 创始人石书领与8位返城知青从一个塑料棚子起
步，经过多年的奋斗，最终发展成为以名家字画、珠宝首
饰、展览展示、修复修裱、艺术教育等为主的文化产业机
构。

近年来， 燕京书画社为了适应艺术市场的调整变化
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 在天坛公园东门外的燕京
书画社大院内创建了燕京书画艺术馆， 不断推出各类艺
术精品的展览、展示和艺术讲座，在业界的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与此同时，还不断推出惠民的文化消费品活动，旨
在为喜爱艺术品收藏的人提供能够买得起的收藏品。

明日开幕、展期六天的“欢乐淘———燕京书画社·青
山居” 书画大集暨燕京书画社成立37年回顾展从积累30
多年的库存字画、 工艺品中挑选出适合百姓收藏的藏品
来答谢一直支持燕京书画社发展的新老藏家。

据悉，此次展览书画板块是最大的亮点，作品多为上
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馆藏，其中包括周怀民、秦仲文、白
雪石、王成喜、宋滌、刘继瑛、朱道平、齐良迟等著名艺术
家的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珠宝首饰、工艺品、文房用具、
雕塑和新近开放的画家工作室， 将为大家提供周末休闲
和欣赏高雅艺术的场所。

据燕京书画社负责人介绍， 未来将根据艺术品市场
的变化， 在其进价的基础上再给燕京书画社的新老朋友
以更多的惊喜， 还将不定期推出各种优惠活动以答谢新
老顾客。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中国画在技法上可分为工笔和写意， 也就是所谓表
现语言与表现形态上的“具象”与“抽象”，但从文化属性
和创作理念上讲它们又殊途同归，都属于写意的范畴。中
国文化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我们的艺术家自然观念的强
大，托物抒怀、寄情于景、天人合一是我们艺术家的潜意
识，抑或是基因成分，两千多年了，我们的艺术家总在看
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语境中耕耘，大自然的晦明之变
仿佛就是自己的心境。不是吗？我们的艺术从未像西方艺
术那样在现实时空中没结没完地追逐个性生命的真实存
在感。

在中国画的语境中，与“形象”相对应的“意象”二字
本就蕴含着浓浓的东方道禅意味。“意”者，抽象也；“象”
者，形象也。“象”只能用眼看，而“意”却可用心品。“象”取
自《周易》中的“卦象”，后老子又言“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具体到中国画上，便是笔墨有尽而心境无穷了。若说
具象与想象的结合是为跃然于画纸上的形象， 那么一幅
画作的精妙之处，必然离不开虚实之间关系的把控，即将
心中构造的虚象附着于实际存在的实象上， 再经过个性
化梳理，从而达到写意的境界。

中国的山水画，从技法到风格，从笔墨到色彩，贯穿
的是意象的理念。但“意”与“象”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象是意的载体，意是象的升华。在中国的哲学中，非
常讲求象道一体。首先要明象，尔后才能悟道；首先要有
形，才能得意而忘形。所以，不论是山水画从隋唐至宋元
的宏观演变，还是一个画家从初学者成长为山水大家的

个体成就，都离不开对象与意二者的领悟，以及对写意
境界的不懈追求。众所周知，中国山水画语境中有一个
起着提纲挈领作用的学说，那便是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其本质精神就是主张客
观物象与主观情感的互动与统一，即画家应以大自然为
师，坚持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同时结合内心的感悟，通过
沉淀梳理才可创作出能展露自己独特情感与心境的作
品。 张氏的这一理论成了唐末以来画学的不朽名言，在

中国美术史上有重要意义，对后世的绘画理论有极大的
影响。

回望魏晋以来的山水画，无论经历怎样的技法变革，
无论表现手段和表现元素如何丰富， 也无论流派与风格
如何变换更迭，但只有写意的理念未曾动摇，历朝历代的
画家始终围绕着意象与写意这个核心理念变换、 丰富着
山水画的境界。“景不盈尺， 游目无穷”，“可行、 可望、可
居、可游”，方寸之间已然坐拥天下，写意这一独特的表现
自然景物的理念和方法令中国山水画最完美地表现了自
然之道、自然之气与自然之精神，完美表现了艺术家不同
的情感境界与审美境界。

历代山水画家的实践证明， 山水画由具象到意象的
转化过程正是由“物”到“心”的过程，其过程昭示了笔墨
与情感合二为一的境界， 彰显了文化属性与民族审美需
求的和谐形态。当画家们全面熟练地掌握了绘画的技法，
对“形”和“象”有了精准的把握后，积蓄情感的心扉与个
性化的审美格调都将自然而然地打开与释放， 这时他们
创造的意象形象既有贴近自然的声音， 也有自然形貌的
精神，其意境不仅蕴含着自然造化之精神，也融合着画家
丰富的情绪、情感。正所谓苏子之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
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
不竭”。至于画家在具象与意象之间到底如何游走、笔下
的意象与意境到底如何、 写意的手段是高是低就要看画
家们自己的造化了。 刘咏阁

（作者系当代著名画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周之林《吉祥如意》（局部） 齐佛来《清赏图》（局部）

齐良迟《群虾》（局部）

张大华《闲趣》（局部）

生存义《松鹤延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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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讯·

中国美术馆藏连环画原作展重温记忆
岭南名家群展对话山林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 实习
记者 张舒）“ 重 返 山 林·灵 痕 智
性———艺术展 ” 于6月15日在北京
画院美术馆开展 ， 尚扬 、 范勃 、龙
虎、叶向明等16位著名艺术家的70
多件艺术作品悉数亮相 ，涵盖了油
画、水墨、陶瓷等多种艺术形式 。本
展打破单一类型的艺术组合 ，让来
自油画、水墨与瓷艺等领域的艺术
家共同参与其中 ，以形成一种全新
的呈现， 通过艺术家之间的差异 ，
使彼此之间互为镜像 ，从而产生一
种心灵的对话，并在对话中让艺术
自动生成意义。

“重返山林 ”首回展览 “重返山
林-南方山水新趋势”曾于2013年在
岭南美术馆展出， 参展画家用他们
的作品表达了对“山林”的想象与认
知。此次“重返山林第四回：灵痕智
性”，是在前回展的基础上延伸出的
续集，依然强调“重返山林”的审美
意义， 上承中国传统艺术的野逸与
达观， 抗衡现代性压力所生成的当

代精神表达。
本展策展人杨小彦介绍，让“重

返山林”成为一个文化的概念，是由
来已久的经验， 更是由来已久的企
盼。“山林”并不指自然景观，甚至不
是人们所以为的风景，“山林” 是一
种心迹。“重返”的意思是，经由艺术

这一路径，影响人们重返内心，回归
心迹，在自我修养当中，让心迹自动
生成为心象， 让灵性成为一种自我
生成的内心对话。

据悉，本次展览由岭南画院、北
京画院美术馆联合主办，将持续至6
月22日。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乡
土中国”摄影艺术大展近日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举行。此展不只是地理
意义上的乡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
文化的基本特性 ， 涉及社会变革 、
乡土文化 、自然环境 、百姓生活的

方方面面。
摄影艺术大展旨在用影像方式

聚焦和展现大变迁时代背景下的乡
土中国， 继承和发扬关乎中华民族
集体记忆和深厚历史情怀的乡土文
化， 真切地再现各个地域、 各个民

族、各种职业的中国人在生产生活、
自然状态下的动人故事和状态 ，在
遵循真实记录的同时， 讲求瞬间影
像的说明力和艺术感染力。 展览分
乡野、乡居、乡土、乡亲、乡情、乡庆、
乡音、乡愁八个章节。

“乡土中国”摄影大展登陆国博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中国美术馆藏连环画
原作精品展于近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展览展出
了刘继卣《大闹天宫》、王叔晖《西厢记》、张乐平《三毛
流浪记》等名家连环画作品。

作为大众美术的连环画是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俗称为“小人书”的艺
术形式，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 现代连环
画自20世纪初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了大
量优秀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美术馆拥有丰富的连环画收藏， 本次展览旨
在突出连环画艺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并进一
步深化其凝聚的艺术价值。岁月流金，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成长记忆。我们期望，通过这些曾叩动过大众心灵的
作品，勾勒出现代连环画的发展轨迹，展示诸多连坛名
家的笔尖魅力，重温连环画带给我们的心灵慰藉。

携手投资大咖对接创业者 搜狐科技SoPlus创想会来了
昨日，搜狐科技频道全新改版上线。目前，在搜狐公众平台上，活跃着超过

7000名科技界行业大咖，吸引了4500家企业入驻，为超过百万名从业者和高端用
户提供丰富专业的内容报道，目前搜狐科技的日均UV已经超过200万，日均产出
内容6000篇。

在科技频道改版上线之际，以“预见·遇见”为主题的首届SoPlus创想会在
北京开幕，包括戈壁创投管理合伙人徐晨、万合天宜CFO陈伟泓、映客直播副
总裁王昊、Plug&Play中国区合伙人赵晨、瓜子二手车CEO杨浩涌、旧金山市驻
华办公室中国区代表Sam Dreiman等在内的创投领域的先锋人物，以及数百位
科技投资人、优秀创业者、资深媒体人士聚集在一起，分享最前沿的创业经验
和投资理念。

搜狐科技深度参与“科技改变生活”
搜狐公司副总裁樊功臣表示，搜狐科

技有着清晰的三年计划 ，“我们要先做好
事件报道的媒体任务，然后向业界输出更
多的服务，后者能真正提升搜狐科技的价
值”。在自媒体时代，用户不仅关注文章内
容， 谁在说什么比某件事情本身更重要；
用户对于深度互动和服务的需求也在逐
渐提升。

目前在搜狐公众平台上 ， 活跃着超
过7000名科技界行业大咖，吸引了4500家
企业入驻 ， 为超过百万名从业者和高端
用户提供丰富专业的内容报道 ， 搜狐科

技的日均UV已经超过200万，日均产出内
容6000篇。

其中， 众多自媒体账号负责海量内容
的供应，对业界新闻进行全方位关注；搜狐
科技自身的原创深度内容， 代表搜狐对外
输出行业判断力和价值观。

目前，搜狐科技包含互联网、通讯、智
能硬件 、生活服务 、创业投资 、IT/数码和
科学等七大内容板块，涵盖数百个标签化
栏目。

搜狐将首先通过媒体平台赢得海量
用户的关注 ， 同时赢得创业者群体的信
任。之后搜狐科技将作为中间平台帮助创
业者对接读者和投资人，优质的创业项目

在搜狐科技的平台发布以后，会同时被平
台两端大量的读者和投资人看到，在这个
过程中搜狐科技将更多地扮演服务提供
者的角色。

樊功臣坦言，“影响世界的还是有梦想
的创业者， 而搜狐科技的使命就是去帮助
他们完成创业理想，这也是我们举办SoPlus
这个活动的最大驱动力”。

投资大咖齐聚SoPlus分享经验
汇聚了众多科技前沿领域资深投资

人 、优秀创业者的 SoPlus，是搜狐科技定
期举办创新论坛和项目投资人见面会 。
在昨日上午的论坛上 ， 国内外知名的创
投领域重量级嘉宾与 150位投资人一起
畅谈了时下最火热的创业话题 ， 分享创
投经验。

随着消费升级悄然改变生活品质和产
业结构，VR、AR等前沿科技逐渐渗透大众
生活，哪些创新能赢得资本的青睐？哪些新
兴产业又会是新的风口？ 演讲嘉宾进行了
深刻解答。

其中，徐晨以“真理与眼见”为主题率
先开始主题演讲， 新颖的投资理念以及独

特的见解，引发了在场数百位创业者、媒体
的共鸣。 而赫斯特集团中国董事总经理邢
文宁围绕“IP可以怎么玩”探讨了如何打造
爆款IP、如何看待IP热潮等问题。

随后，杨浩涌、陈伟泓、王昊分别以“创
业的节奏与势能”、“影视投资的机遇与风
险－网红经济，IP热和原创造星平台”、“分
享、互动、快乐———关于直播的三大思考”
为主题， 针对不同的创投领域发表了精彩
观点。

以“中美创业者的特点”为主题的圆桌
论坛，则成为整场演讲高潮部分。随着中国
创业者不断吸收创新理念、 提升国际化视
野，与美国创业者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
Sam Dreiman、 赵晨、JOY Capital愉悦资本
合伙人戴汨、威基金创始人郭威，对中美创
业者的特色和优劣展开了激烈讨论。

在昨日下午投资者见面会上， 由搜狐
科技评选出的30个季度创新项目， 分别以
智能硬件专场、 消费升级专场的形式，与
150位投资人面对面交流。这些优质项目还
将获得搜狐的众多独家资源支持， 包括线
上媒体的推广、线下活动的推广、硬件产品
的自媒体众测报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