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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准旺：
画中自有家乡魂

爱北京，爱生活。红墙、黄瓦、古柏等元素是赵准旺的绘画特
色之一，他力求借助这些“符号”将北京深厚的文化意味与巨大
的变化呈现出来。“画家常说万法归一，这个‘一’，不妨理解为画
家的精神境界，你的境界有多高，能量就有多大。有追求的人，会
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然后用自己的作品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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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艺术创作院副院长、中央文
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国西北
大学客座教授、美国现代艺术交流学会会长。出版有《万水千山途记·赵准
旺写生作品展》、《赵准旺水墨画集》、《名家画北京》、《田园乡情·赵准旺水
墨画集》、《山水画坛·赵准旺作品》及《人文奥运 魅力北京·北京四季风韵画
集》、《北京奥运情画集》等三十多种画册（集）。收入《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
录》等，并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名人传记辞典》
及美国《世界杰出人物与领袖传记》。

绘画是一种无需文字的诉说
在赵准旺看来，生活中的意念、感觉，绘画的题

材、形式等都要“不与人同”，也“不与己同”，要不断
更新。他享受创作过程，更享受创作完成时的瞬间
美感。以家乡古都北京为主题 ，沿着写意的 、浪漫
的、墨彩纷呈的主线，展现人文与自然之美，释放个
人的精神思想。

1945年，赵准旺出生在北京琉璃厂文化街旁的
一个大院里 。 提起这座布满自己成长足迹的城
市———北京，赵准旺感到无尽的留恋与牵挂。“北京
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地域概念，更包含着我童年的
快乐生活、 成长的喜怒哀乐、 事业追求的点点滴
滴。”一处处古迹、小条条胡同、一座座奥运会场馆皆
被赵准旺收入画中，在四季的“美装”下展现着古都
的典雅与静谧之美。

“北京”是赵准旺从未停歇过的创作主题，在他
的画中不仅可以发现承载历史的古迹，也可以偶遇
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当代建筑。 早在1982年和1989
年，赵准旺就分别组织了由叶浅予、吴冠中领衔参
展的“北京风光展”，在展览中，他的作品诠释出了
家乡北京的新旧美景，以艺术的角度呈现与歌颂北
京无与伦比的魅力。这段时期的创作使他摸索出属
于自己的、独特的田园艺术风格。

绘画是一种无需文字的“诉说”，也是一种艺术
能力，这使赵准旺更加全面地抒发出内心之感，横跨
时间与空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令旅美的赵准旺
感到格外激动，回到北京后，他曾多次实地考察奥运建
筑， 以自己的艺术方式记录北京的新风貌。2008年，当
奥运圣火将至北京之时， 赵准旺创作了以奥运为题材
的一系列作品，他表示，当时的喜悦心情与民族自豪
感难以言表，全都注入在自己的创作中了。为了表现
奥运场馆的雄伟姿态，赵准旺创作了《古都中轴添
新姿》。

《古都中轴添新姿》中，北京中轴线上的古迹与
见证奥运盛会及其精神的当代建筑交相呼应，新旧
人文风貌一览无余。赵准旺介绍道，自己运用了传统
“深远法”的构图，借鉴对称原理，将北京的中轴线、
“鸟巢”、“水立方”结合在一起。作品中花卉的使用与
色彩的运用，既有开阔的意境，又有宏伟的气势，表达
出了自己对于奥运精神的想法。作为一名画家，赵准旺
表示， 为北京创作出具有时代性的作品是一份责任。
“因为有童年的生活经历， 对北京的变化才有更深的
感受，对传统融入现代的得失进退才看得更清晰。”

评论家徐建永曾谈道， 赵准旺从金陵亚明那里
得散笔之法，而亚明尝得益于傅抱石，傅抱石以其
出神入化的披麻皴而偶成散笔。 赵准旺行走其间，
传承有序。加以受学贯中西的吴冠中、善焦墨的张
汀、善大写意的崔子范的影响，赵准旺才能将其笔
墨功夫和海派的洒脱、京派的豪迈以及旅美多年对
西画的研究、探讨融会贯通。

在各种技法的游走间，不可或缺的是赵准旺对
各类技法的敏感度与写生锻炼的重视，对于历史的
关注与学习也体现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主题性创作
是赵准旺绘画创作的主线，他的《万水千山图卷》就
是一个有力的代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赵准
旺从小就熟知的故事，感动之余他也格外地期盼让
“长征” 这一主题现身于创作之中，“我一直渴望着
有一天踏上长征路，用画笔记录人类历史上这一伟
大的壮举”。

1986年，赵准旺作为惟一的一名画家，与几十
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摄影师重走“长征之路”，在路上
他完成了大量的速写，拍了数千张照片，感受长征
路上的风土人情， 亲身体验当年红军的艰苦卓绝。
“长征之路”结束后，赵准旺创作了宽2.4米、长22.5
米的巨幅作品《万水千山图卷》，画中大自然的壮阔
烘托出了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辛与不易，引起了国内
外的广泛关注。

赵准旺谈道，自己的精神气质也许是影响创作
大尺幅作品的原因，大尺幅带来更宽广的创作空间，
也带来创作中挥洒的快意。大尺幅作品带来的视觉震
撼，在呈现“意境深邃”方面也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大
尺幅创作要求画家较高的创作技巧，这是对画家创作
能力的检验，对他来讲极富挑战，充满锻炼的机会。

赵准旺将自己对于“艺术创作”的认识总结为：
“一个人精神能量的释放”，他谈道，人的内涵可以
通过自身的作品流露出来。不满足于当下的作品是
赵准旺对自己的要求，在艺术的道路上，他希望带
着一双“发现”的眼睛永不停歇地前行。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实习记者 张舒

赵准旺

《钟鼓楼下荡春色》

《翠锦园金秋图》《池塘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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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淘宝大集第二季今日亮相

据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介绍， 在第一
届淘宝大集的活动中， 首日便创造了20余万元
的交易额 ， 吸引了来自各个行业的收藏爱好
者，其中有职业的收藏家、有画廊老板，还有企
业的老总。包括宋滌、刘永明、张大华等数十幅
名家作品在开幕当日便被抢购一空，火爆场面
让人感受到了优秀艺术品本身所蕴含的艺术
价值及收藏潜力。淘宝大集活动的二次举办，是
燕京书画社应市场的需求， 再度为新老藏家举
行的一次回馈活动。

近年来，为适应艺术市场的变化，燕京书画
社本着一个市场、两个服务的原则 ，转变经营
思路 ，凭借多年来的良好口碑 、雄厚的藏品资
源、优质的服务，使消费者更放心，首届活动信
息一经发布，便吸引了藏家慕名而来，在燕京不
仅买到了喜爱的藏品，还切身感受到了“淘宝”
的乐趣。

作为改革开放及艺术市场发展的一个缩
影， 燕京书画社的成长见证了艺术市场的风风
雨雨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早已成为以名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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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的影响力不断
提升， 同时惠民文化消费品活动的持续推出，
让喜爱艺术品收藏的朋友切实体会到了收藏
的乐趣。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今日，“欢乐淘———燕京书画社·青山
居” 书画大集在位于天坛东门的燕京大院
拉开帷幕。 这是继上个月淘宝大集首次亮
相后的再度举办， 将继续推出书画、 工艺
品、 篆刻印章等燕京书画社多年来珍藏的
藏品百余件， 将为现场观众提供更多的捡
漏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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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马来西亚吉隆坡素描绘画展
2003年 香港霸王宫个人油画艺术展
2004年 马来西亚5位新锐画家作品展
2005年 上海阳光画廊个人油画艺术展
2006年 青岛蕴华画廊个人油画艺术展
2007年 香港霸王宫书画拍卖会
2008年 德国柏林个人油画艺术展
2009年 百位书画名家香港拍卖会
2010年 香港霸王宫书画拍卖会
2011年 德国柏林个人油画艺术展
2012年 青岛蕴华画廊个人油画艺术展
2013年 德国柏林个人油画艺术展
2014年 798意大利Rivelli画廊《Dream》个展
2015年 英国牛津大学莫德林艺术展
2016年 杭州沈文林·钟延油画展

钟延艺术作品展及艺术衍生服装展
将于7月17日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举行。展览将展出艺术家多年来创作的油
画作品及衍生艺术作品，呈现一位女性艺
术家眼中对美与自然的演绎追求。

钟延在德国定居多年， 游览世界各
地，在东西方文化间游走的生活方式以及
多语种的交流能力，造就了她独特的认知
方式，在名师张肇达指点下，钟延的油画
艺术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元素，用独到的画
笔营造了雄浑博大而又灵光闪耀的奇伟
意象空间，且敢于在绘画意念和色彩美学
上大胆突破，其色彩层次和光的处理变幻
神奇，是色彩生命力的有机结合。她的作
品既有东方画笔柔和色彩的透明感，又有
西方鲜明的色彩运用。

钟延的油画使用抽象画法，将观众带
入一个空灵的境界，让人感到那种淋漓尽
致的美， 其感人之处在于色彩的运用独
特，不再是景象的描绘再现，而是一种色
彩的印象表达， 是对艺术审美的内心独
白，展现了一种超凡脱俗，观后让人赏心
悦目。由于多年游学于海外，钟延饱览世

界各种艺术流派，见识广博，在海外艺术
生涯中被誉为“东方的毕加索”。一位德国
权威评论家如此评价她：“毕加索是一位
真正的天才艺术家。 他追求绝对自由，变
化多端，他反对一切束缚与神圣，他过世
已久 ， 但仿佛还活在现世的一个人身
上———这就是旅德艺术家钟延，她是东方
的毕加索。”

钟延把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对生命的
感悟和对自然的拥抱，都放进艺术的熔炉
中加以陶冶，并成为她艺术创造的动力和
艺术感觉的源泉。与此同时，她还将作品
的创意融入到生活之中， 钟表、 瓷器、服
装、箱包等日常的生活用品在她的眼中都
成了创作的素材，融传统艺术、民间艺术、
西方艺术于一体，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展
现了浓浓的生活情趣。

从东方到西方，从艺术到生活，从当
下到未来，钟延多年来用女性画家特有的
细腻情感不断勾勒出她对人生的思考，在
不同国度体验中，在不同题材的创作中实
现着她的艺术理想。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钟延艺术展用色彩对话自然

7月10日， 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
馆主办的 “今又逢君———散子水墨作品
展”在涵芬楼艺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共展
出散子水墨作品44幅和油画作品6幅。散
子以水墨画形式来表达其一贯的创作主
题———道家的哲学和文化，即人与自然的
关系。开幕式上，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
馆总经理王陆军、 著名音乐人侯德健、散
子先后致辞，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达百余
人。展览将持续至7月24日。

散子曾游历香港 、纽约 、巴黎 、北京
等地，现居上海。先后于多个国家及地区
举办个展。他选择以“老庄哲学 ”为创作
主题， 其作品独特的表现技巧和画面体
现了独特唯美境界，而所提出的“四十岁
之前是儒、四十岁之后是道”的言论已广
为论道。

对于这样一位游历过世界各地的艺
术家来说，在散子心中也许最重要的不是
作品，而是他对世界和艺术的态度。散子
认为，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比如在当下，
我们必须讲环保，爱地球，做人要宽容，有
大爱，多休闲，多养生，少计较，知足常乐。
因为人的生命有限， 如何去享受大自然，

到风景中去。所有这些，皆是他创作出如
此唯美画面和仙境作品的灵感和源泉。他
试图用绘画的形式推进中国道家文化在
国际上的认知，也算独辟蹊径。

对于国内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知道散
子其名的不多， 而观赏过其画的人则更
少。那么散子是谁？据散子介绍，他出生在
江苏扬州，父母原来在香港生活，上世纪
50年代回内地定居，后由于生活的动荡使
他变得很不开心，不过在看了老子思想的
书籍之后，他顿时感到豁达起来，与其一
直活在怨恨过去的痛苦之中，不如放下这
些怨恨，让自己活得更开心一些。他表示，
现在回头再看， 人生真的要受点挫折，才
更早成熟懂事，他的坎坷，可能就是成为
艺术家的其中一个条件吧。现在，散子以
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他的过去，而且他还
将一股爱心帮助别人，有机会便参与一些
慈善活动。

“初见散子的作品，超然之气即映入
眼帘， 使人豁然开朗。 画面中那超凡脱
俗、清风道骨的唯美意境，表现出的是天
地之自然、万物之陈新，将中国传统道家
哲学思想以具象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于

画布之上，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
力和艺术感染力。”有观者如是
描述初见散子作品时的印象。
由于对老子思想有一种感同
深受的亲近， 所以散子的创
作灵感主要都是沿着这个主
题发展的。画里，在高山云烟之
中，人物特别微细。散子说，他是
以人物与环境的大小对比， 来展
现人在地球 、太阳系 、银河系中的
微末细小， 就如老子从宇宙的观点
去看世界。

画家注定了要对万事万物更加敏感。
在散子看来， 画家应该是怎样一种人呢？
他说：想要成为一名画家，最起码必须具
备三个要点，即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 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因为这将是一位画家不可或缺的创作灵
感泉源。如果以为散子只会作画，那就错
了。散子的文章也颇值得玩味。在散子艺
术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诗文 ，里边既有《春
在散园》这样的旧体诗，也有《桃花落》这
样的新诗，既有《有感老木匠》这样的怀人
之作，也有《奇葩的“中国当代艺术”》等的

批评文字，而最近更新的一篇则是《侯德
健》。于此可知，散子是画家，但也不只是
画家。

如果你没有进入到他的水墨世界，也
许会是一种遗憾。且听那些看过散子作品
的人的感受吧：“第一次走近散子老师的
作品，心中就感到一种豁达，仿佛每件作
品都有着一种生命力，不张扬、不浮华，只
是静静地自我生长着，我们看到的不是开
始，而是过程。”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散子个展水墨演绎老庄哲学

创意来源

美，是一种感观的感受。无论是主
观或是客观，都是经过人的感性和理性
作用后的结果。

情，人类历久不衰的话题。将全部
的激情执着地固定在一个人的身上，凝
聚种种激情、意志和智慧，体现理想和
愿望，产生爱情。

美和爱情一样，都是以感性来显示
人的本质力量，美要对象具体化，爱情
是个体的自由表现，是主体的自我实现
和自我完善。

灵感， 是人在探索的构思中 ，一
种创造性的突发思维状态。

灵感得之顷刻 ，积之平日 ，是知
识经验的积累和积淀，是直觉和理性
思维活动升华了的自然产物。寻求灵
感，因它是创新的起点和灵魂。

■美与情

■灵感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德国分会主席
好莱坞时间高级时装董事总经理

2001年拜澳大利亚著名艺术大师 Jolly�
Koh为师

2002年毕业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澳大利亚
MSC学院

2003年马来西亚国际艺术文化中心深造
2007-2008年德国柏林卡萨艺术学院进修
2009年拜世界时尚艺术大师张肇达为师

参展历程

钟延
现定居德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