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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上水墨 釉中作画
燕京书画社携艺术家走进瓷都

这次活动是继燕京书画社艺术家武汉写生基地采风交流之后的

又一重头戏，也是燕京书画社年度采风计划之一。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
计划，总经理石占成做了大量幕后工作，积极与景德镇相关机构联系，
邀请当地的烧瓷专家对活动指导， 为此次顺利成行做了前期铺垫。“我
们集体到景德镇进行瓷画艺术创作尝试，面对传统的制瓷工艺，很多艺
术家都感到很新鲜。”石占成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次艺术活动开拓了
艺术家们的视野，也提升了书画社在当地的品牌影响力。

多年来，燕京书画社一直坚持多平台的互动交流，先后成立了燕
京书画艺术馆、艺术家工作室及青少年培训中心，并与地方的艺术机
构和相关院校合作建立了燕京书画社写生创作基地，传播书画艺术。

首次集体进入景德镇进行陶瓷艺术创作，艺术家们收获很多。在
艺术家的眼中，瓷器与国画是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瓷画
以前见得多，但真正要去画，与在宣纸上的感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画家在宣纸上作画，那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当宣纸换成了瓷瓶，
平面转向了立体，水墨变成了釉料，对书画家而言，无疑是进入了另
外一个艺术门类，要求画家对颜色、水分都要有精确的把握，比如用
水大就容易产生淋漓， 再重复用笔就很容易产生败笔。” 赵青仲表
示，“即使对于名家大家来说，瓷画作品都是失败的多、次品多，成功
的作品少。”

瓷画绝不仅是把画画在瓷器或胎体上这么简单。它的效果，有相
当一部分是靠烧瓷技术来达到的， 什么颜料在多少摄氏度的时候发
生什么样的变化， 如何运用这些物理化学变化获得自己想要的艺术
效果，如何让奇诡的窑变效果与绘画融为一体，都需要画家们在实践
中不断摸索。为了更好地掌握瓷画的特点，艺术家们与当地的烧瓷专
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怎样调色，怎样运笔，这使得艺术家们很快地
进入创作境界。

曹环义擅画虎，在一个圆形的瓷盘上，他创作了一幅栩栩如生的
虎头，他把笔墨和线条巧妙结合，精心布局，书画相得益彰，烧制完成
后，作品层次丰富、节奏明快，圆形的瓷盘与虎头相得益彰，是一件难
得的佳作。

山水画家赵青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雪景山水的探索创作， 他选
择了圆形的瓷瓶创作，在他的笔下首先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一排杂树，
远近高低、参差错落，远处的雪山层层叠叠，与近处的山林相互呼应，
意境深远。从开始创作到烧制完成，在瓷器上作画的过程，带给他快
乐、轻松、惬意的享受。

人物画家彭华竞凭借娴熟的绘画功底， 在瓷瓶上创作了几件人
物作品，从眼神的刻画到衣纹的处理，他注重笔墨的变化和作品的意
境，尤其在人物眼神的处理上，更是精心地刻画，最终作品的呈现达
到了很好的表现效果。

赵路、杜杰、马春林、王晓龙等艺术家将各自所擅长的题材融入
到瓷画创作中，他们以瓷当纸，随意挥毫，国画的技巧精湛地表现在
瓷画上， 充分地展示了瓷画的审美意境， 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珍
品，凝聚着艺术家们的心智和灵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制陶技
法与绘画艺术完美融合，令人回味无穷。

采风、画瓷、探索、创新，艺术家在创作中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魅
力。短短几天辛苦创作，终于圆满收官，艺术家们绘制了瓷画作品，精
彩纷呈，各具面貌。石占成表示，这是燕京画家首次集体涉足瓷画，有
了这次成功的经历， 他们下一步计划组织艺术家多到景德镇进行艺
术创作、开办展览，打出燕京书画社画家的品牌和影响力。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一件件造型典雅的景德镇瓷器上，用国画技法涂染的艺术作品，蓝白相映、雅致悦目。近日，“瓷上
水墨 釉中作画———燕京书画社创作采风活动”一行十余人走进景德镇进行写生创作，为期6天的活动
中，曹环义、赵青仲、马春林、杜杰、赵路、郭宝庆、王晓龙、彭华竞等艺术家深入景德镇，亲身体验瓷都
人文和自然景观，并与工艺美术师一起创作、烧制了数十件青瓷艺术作品，这是一次传统书画艺术与
工艺美术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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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生产瓷器历史源远流长，始于汉世，鼎盛
于明清。唐代烧造出洁白如玉的白瓷，在宋代御赐殊
荣，即皇帝宋真宗将年号“景德”赐给景德镇，于是景
瓷驰名天下，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成为天下窑器
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时至清康、雍、乾三朝，发展至
巅峰。两千多年的制瓷文化和技艺的深厚积淀，为景
德镇奠定了举世公认的瓷都地位，景瓷“白如玉，薄
如纸，明如镜，声如磬”。尤其是熔工艺、绘画、书法、
雕塑、诗词于一炉，真是“贵逾珍宝明逾镜，画比荆关
字比苏”，典雅秀丽的青花、五彩缤纷的彩绘、斑驳绚
丽的色釉、玲珑剔透的薄胎、巧夺天工的雕塑，无一
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陶瓷艺术不同于绘画， 其所要追求的艺术效果
与宣纸上完全不同， 需要借助科技手段才能完成釉
色的合理配制，施釉流程和釉料的厚薄，特别是烧成
时的窑温、气压等都会影响作品的成败。现代科技终
究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东西，如何特为我用，使作品
达到一种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 个人的审美修养和
品位取向也至关重要。

燕京书画社十余人的采风团队进入瓷都， 通过亲
身的创作体验，完成了数十件精彩的瓷画作品，从中可
感受到艺术家在探索、创新的艺术道路上不懈探索。

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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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赵青仲的工作室位于天坛旁的燕京书画社大

院内，室外草木成荫，室内怡静悠然。
据赵青仲介绍，他原先将家中的老画室起名为“三

步堂”，因为空间较小，三步内就直抵床边，故戏称三步
堂。现在画室变大了，也依然沿用此名。董寿平、宋文
治、刘炳森、白雪石等书画名家都为其亲笔题过字。燕
京书画社院内的这间画室是去年5月设立的，从一个侧
面也呈现了燕京书画社的发展剪影和经营思路。 身为
副总的赵青仲谈到了与燕京结缘的伊始， 他最早是通
过考试进入燕京书画社的。起初3个月以创作日本浮世
绘为务，后来转而于1982年成立了书画研究室，为留下
的10位艺术家之一。由于当时条件较好，气氛宽松，杜
青仲时常有机会外出采风，创作了不少写生作品。画室
一旁，是燕京书画社的展厅，曾经是一间年利润达七八
百万元的画廊。杜青仲介绍说，画廊的开始是基于一位
台商的收藏，他是燕京的老客人，在财务状况不好的情
况下， 拿来300多张当代名家的作品到燕京书画社，指
名让杜青仲经营。于是在杜青仲的主持下，画廊便做起
做大了。由于近两年艺术市场整体低迷，燕京书画社也
尝试在改变经营思路，画廊改为展厅，并为每个艺术家
做了工作室，杜青仲的画室便是其中一间。于是，曾经
的商业沙龙演变为今日文化大院的格局， 通过活动的
举办和画室的经营以期聚拢人才。似呈韬光养晦、厚积
薄发之势。

杜青仲的画室墙面上悬挂了数张作品， 有他参展
的创作精品，有他不甚满意、经裁裁改改的别致小画，
还有一幅胡爽庵的水墨老虎。 其中最引人驻足的，是
他曾获文化部展览奖项的 《雨夜》。《雨夜》 属于杜青
仲“红房子”系列作品之一，体现了他最具个人风格的
艺术语言。“红房子”创作的由来是偶发的、诗意的。上
世纪90年代杜青仲去崂山采风，在山顶一转弯，他看
到了一片红顶的小渔村。当时刚下完雨，远山漆黑朦
胧，而渔村浸湿的红瓦在一缕阳光的照射下，与远山

形成红黑的反差，让杜青仲特别震撼。于是便有了多
年来 “红房子 ”系列持续的创作 。《雨夜 》画面中红与
黑的笔墨配色也延展到了画室之中， 红色的茶桌、墨
色的书柜，这样的色彩感受已经是杜青仲的一种情结
了。画室墙上还挂着3小幅精到的水墨之作，画中景致
是北京郊野。在崂山上是惊鸿一瞥，而身为老北京人，
家乡的风景则渗透到他的血液中，“怀柔的几条沟，哪
里拐弯，哪里有漂亮的树，哪有漂亮的村庄、好看的峭
壁，我都特别清楚。北京有看不完的景，画不完的景，生
活在这里，感受最深”。

除了书画家的本职，赵青仲在收藏、鉴定方面有着
深厚的造诣，还有燕京书画社副总经理、区政协常委等
行政身份在身。赵青仲谈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
艺术品拍卖发端开始，他开始关注收藏市场。赵青仲的
书架上有学术研究类的书籍， 也摆放着许多拍卖行的
大拍图录。他将图录当做资料，关注价格、真伪等方方
面面。个人收藏取向上，赵青仲喜欢定论的大师作品，
如王雪涛、启功、恽寿平、黄胄等；而当代方面，他则偏
好名气不响亮但画艺精湛的艺术家精品之作。 他的收
藏随心所至， 即便是饱受争议的艺术家， 只要自己喜
欢，也会入手许多。除了绘画，赵青仲还喜爱战国或唐
代的陶器。

谈到多重身份在身， 赵青仲表示 “可以说乐在其
中，但也熬得满身疾病”。近些年来一直被行政事务所
累，开会、出差、签字、审阅文书成了生活中的主调，有
时甚至要请病假来画画。但身为书画家的赵青仲谈及创
作依旧热情坚定，他谦虚地坦言绘画上的不足，希望在
“红房子”系列中更加深入，在水墨作品中形成更鲜明
的风格。这间画室的设立让赵青仲很高兴，虽然还只是
在此修修补补，帮人题字，未及在这里完成一幅佳作，
刚过完57岁生日的赵青仲感慨创作时间有点 “来不
及”，但心系书画的牵绊是为动力，终能在这处清净之所
尽未尽之事。 北京商报记者隋永刚实习记者胡晓玉

于清净之所尽未尽之事
———书画家赵青仲画室访谈

走进燕京

《印象》（局部）

《无悠天下事》（局部）

赵青仲在燕京书画社大院画室留影

画室一角 画室中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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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第二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于重庆长
江当代美术馆开幕。本届展览的主题为“万丈高楼平地
起”，这一主题意在任何建筑都要从平地建起，事物才
能从无到有。作为展览的主题，它隐喻了影像艺术在自
身发展的历史中所经历的种种变化，每一块砖、每一个
基础的不断确认与强调； 也象征了影像艺术在今天无
所不在的现实， 以及它对各行业所起的或明或暗的影
响。同时，它也彰显了本届双年展全面进入公共文化的
雄心与壮志。

其中，现场关注度最高的特别展 “凝视———当代

摄影大师肖像”，参展艺术家钟维兴不仅是艺术家，还
是企业家、收藏家，此次特别展展出了他所拍摄的60
位东西方摄影大师肖像中的20多位。从2015年钟维兴
开始拍摄大师系列肖像，这些国外摄影大师一般都只
有通过书、网络去了解，没有机会和他们零距离面对
面地交流。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资讯·

Photo�News
图片新闻

北京画院馆藏展梳理60年成长历程

意大利设计艺术展亮相国博

庞茂琨新作勾勒折叠的肖像

西安美院2017研究生展启幕

郭志光个展演绎南风北韵

六十今朝是，甲子再华年。2017年，北京画院已在风雨中走过60个寒暑，为传承中华文脉思行不怠。5月14日，在北京画
院甲子庆典之际，北京画院美术馆将呈全馆之力，为观众献上“华彩丹青一甲子———北京画院六十年”艺术佳宴。参展作品
选自画院多年来的精品力藏，从宋元至近现代，横跨1000年。此外，展览还以文献展的形式梳理了60年来北京画院在创作、
研究、教学、展示等方面的多项成绩，追溯过往，眼望未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第二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重庆开展

5 月 6 日 ， “ 南 风 北
韵———郭志光艺术作品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
一厅隆重开展，共展出郭
志光近几年来精心创作

的 60余件大写意花鸟画
巨幅作品，充分展现了郭
志光在积极探讨花鸟画

书写与表现的新形式和

新方法方面取得的丰硕

成果，受到了首都美术界
专家学者及广大观众的

热烈欢迎。本次展览将展
至5月17日。

郭志光是当代中国大

写意花鸟画坛不可多得的

一面旗帜， 受业于潘天寿
等画坛巨匠， 对大写意花
鸟画研习数十年。 潘天寿
是我国现代花鸟画大师，
他的作品将花鸟画推向新

的高峰。 郭志光师承老师
潘天寿花鸟画特征， 近年
来多次到国内外写生，积
累了大量空中鹰鹫、 江河
游鱼、 枝头喜鹊、 湿地禽
鸟、 山野动物和藤石花木
的素材和草图，横野千寻，
创作了一系列大幅作品，
在题材、尺幅、绘画语言、

绘画技法等方面， 对传承
自潘天寿等名师的大写意

花鸟画进行了新的探索和

突破。 他的花鸟画老辣而
雄健，传神而生动，是当代
写意花鸟画创作中的可喜

收获。 他以独特的笔墨形
式，书写时代的豪壮之气，
创立了沉雄朴茂、 清敦豪

放的花鸟画新的艺术风格

和新的视觉审美样式，早
已得到全国美术界的广泛

认可。
笔墨写照人生。 鸟语

花香、 鸢飞鱼跃的物象背
后不只是审美的理想和创

作的格调， 更是对世事人
生的深沉体悟和情怀，是
中国画内在的精神境界和

追求。刘大为、杨晓阳、邓
福星、潘鲁生等专家认为，
郭志光传承了花鸟画 “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缘物寄
情”的传统精神，体现出深
厚的功力、严谨的法度、恢
宏的气势，并在关注现实、
观察生活、融会时代精神、
融入内心的基础上， 开拓
了花鸟画创新的境界。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4月25日，“创意改变
生活———意大利设计艺术

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
幕。 这个展览旨在展示意
大利设计和工业生产之间

的关系。
意大利设计和工业生

产是两种自由交织的活

动，但从未合二为一。两者
交织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

可以激发两个不同领域潜

能的运作方式， 它就像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磁场，体
现出意大利设计的核心竞

争力。 展览主题反映的就
是这两个领域的交织：工
业生产从自发实验和设计

中汲取养分， 而设计活动
则在一个开放的工业系统

之内进行， 这种模式在意
大利非常普遍。

意大利设计和工业生

产的交织催生了一种非常

灵活的生产方式， 引发了
设计 “语言” 的持续性革
新。 在这个专营市场和全
球竞争的时代， 这两个领
域是构成意大利设计整体

规划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古罗马时代开始 ，

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

期，一直到19世纪，艺术始
终都是意大利文化遗产中

最为灿烂的组成部分。悠久

的传统、辉煌的成就，使意
大利民族在审美和造型方

面的感觉尤为敏锐，乃至将
艺术作为他们的精神追求

和日常所需。 正因如此，20
世纪的意大利设计在满足

产品功能需求的同时，特别
关注审美属性，着意凸显艺
术品位，从而在设计领域铸
就了以 “美丽的意大利线
条”为标志的独特风格。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艺琅国际于5月 7日起举办 “折叠的肖像 ”庞茂
琨新作展 ，由黄笃担任策展人 。本次展览将呈现艺
术家庞茂琨近期创作的7件油画和31件素描 、 色粉
笔等作品 。

庞茂琨新近创作的肖像画给人以一种熟悉的

陌生感。他的图像源于经典绘画，又疏离于经典绘画。
他的肖像画触及到对经典绘画的延展， 即通过对经典
绘画的挪用和重置以达到解构和建构。 庞茂琨之所以
用折叠的肖像，是因为它蕴涵其中的形象在时间、空间
上的并存或交错，甚至与他者的相遇和交流。这种后现
代主义的方法论，不仅有对经典绘画语言的沿用，而且
也有对其图像秩序的同化 （assimilation）。 虽然是肖像
画， 但画家的视点找到了图像谱系和当代语言的交汇
界面， 因为挪用和重置的方法使画面聚合了时间、空
间、自我、他者、历史、当下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庞茂琨面对肖像画进行语言的再编码，并确立了
明确的个人艺术风格。

“开放的西美”毕业季来临，2017研展率先启幕，呈
现“更开放”的理念和姿态。5月9日，“开放的西美”———
西安美术学院2017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开幕式在
西部美术馆隆重举行。

2017届西美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共展出194位
毕业生、1000多件毕业创作作品。展位分布为：西部美
术馆A馆呈现中国画系、版画系、雕塑系作品；西部美
术馆B馆呈现油画系、实验艺术系、影视动画系作品；
覆土建筑实验中心呈现设计系、建筑环艺系、公共艺术
系、服装系作品；二号教学楼一层大厅呈现美术史论系
（学位论文、学术成果展示）。

院长郭线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开幕式是西安美
术学院 “开放的西美” 系列展的第一个展览， 代表着
2017年毕业季正式拉开序幕。近年来，西安美术学院党
委、行政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努力培养国家合格的
优秀艺术人才， 完成国家赋予的高等教育光荣使命这
一任务。“开放的西美”将以开放的姿态，不光对业内、
对各位教师同学，更将面向社会、面向时代，向全社会
展现该校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