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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杜杰是2011年来到燕京书画社的。燕京大院环境清雅，加之与
周围的艺术家朋友有着多年的交谊， 都让这位个性安静的画家感到舒
适。走进杜杰的画室，让人讶异于室内的简单至极，几案、笔墨、画稿，几
乎再无任何多余的布置，与他安然而少语的性格全然切合。先前有媒体
报道形容杜杰“性格内向，心性外向”，观其作品，方知其内敛的外在之下
是一颗对艺术创作饱含热情的心，是一处丰富而广大的精神世界。

画家李小可在看到杜杰的新作时曾表示：“我马上觉得眼前一亮，
想起父亲的那句‘可贵者胆’。”多年来，杜杰在色和线的绘画语言中大
胆求索，属于他个人的图式风格已经开始溢发出浓郁的韵味。杜杰以
彩墨作品闻名，画面中往往是斑斓的色彩夺人眼目，黛青、赭石、橙黄、
石绿，在和谐舒适的块面结构中，显得格调轻灵古朴又富有现代意识。
谈及对色彩的经营，杜杰最初对色彩的关注有历史环境的因素。初学
艺术正逢改革开放，“当时大家受西方影响很多，对外来文化比较拥抱
和喜爱，成为一股潮流。表现个人思想情感为主的作品，那时让我感到
震动和吸引。” 但是对色彩的热衷更源于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热爱，“中
国画中，颜色也是很讲究，例如宗教绘画，其表现形式中颜色就占据主
导地位。现在人们谈颜色必说西方油画，但我也不是完全受西方影响，
可能受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更多”。虽说熟谙现代绘画的表达方式，杜
杰的骨子里还是传统文人的情怀。青少年时期，杜杰异于同龄人，喜好
古诗词。还经常会和小画友去荣宝斋、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观看并临
摹国画、古画。从学画之初，杜杰就尝试解读并追随赵孟■的境界。杜
杰笔下的“洗马图”系列，体现了他明艳色彩包裹下简单拙朴的趣味。
从画面内容来看，是以现代人的思维结构古人的生活场景，似乎是用
白话文的方式解读古文的意涵。

画家刘牧在评论中写道：“杜杰用彩墨塑造了传统文人用水墨演
绎的同样空灵优雅的山水境界。”他笔下的画境，如同桃花源一般，理
想且富有诗意，但却难以追溯其踪。这是一个用现代色彩与块面表现
出的充满人文气息的幻象景致，很难猜出这是什么地方，是一天的哪
个时辰，这景象是什么时代。虽然让观者感到“穿越”且迷惑，但绝不使
人慌张。观者在妙趣奇幻的景致中感到精神的愉悦，而浓厚的古意又
将人引领到画家对传统文化的笃定情结。 从传承与创新的角度看，杜
杰延伸的是中国传统精神，而不是传统的表现。刘牧对其赞誉：“画面
中的语言与宋元人并不类似， 精神却如出一辙。” 在浮躁的社会环境
下，并未见到庸碌的因素对杜杰的影响，画面中总是体现了画家独立
思考的个性与选择。正因为精神上的坚定自由，杜杰的笔触也能延伸
到中国之外的异乡。2007年，杜杰受塞舌尔驻华大使的邀约，去往这一
非洲的岛国采风创作。画家笔墨的格局，放之海外，同样也能将这一神
秘国度的风土人情以东方的意蕴表达出来。

虽然笔下是丰富而具有厚度的幻想世界，但杜杰的生活却如他的
画室般单纯简洁。他平日不用微信，画画、读书、出游是三大爱好。杜杰
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生活其实是很平淡的，没有经历什么大事或
者波折。对每一个人来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容易劳累厌倦。如何
在这种不变的生活当中保留心里的那份纯真和刺激，才是一种真正的
磨炼”。在杜杰看来，绘画已与自己合二为一，是营生更是乐趣。读书也
时刻充盈着画家的精神世界，“小说、杂记、散文、游记……很多东西会
常看常新”。画室中，摆着一幅杜杰抄写的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
这篇小柬，既是山水小品，也是一首意味盎然的散文诗。杜杰正是以笔
墨的方式与古人对话，在安然的性情中品味古今、遨游天地。

北京商报记者隋永刚实习记者胡晓玉

杜杰：彩墨山水解读古文意涵
《北方》

杜杰，国画家。1959年生于甘肃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贤悦堂书画艺术研究院特聘画家。1975年拜画家刘牧、 傅询为
师学习中国画， 以全新的绘画语汇解释个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创作出极具个人化的山水作品。 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参展：
1985年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九人中国画联展”。1989年在
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举办个人画展。1994年在北京王府饭店
举办个人画展。2005年作品《在山上》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
的第三届全国中国画大展， 获优秀作品奖。2007年应塞舌尔驻
华大使邀请， 赴塞舌尔旅行写生。2011年在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美术馆举办个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多家机构收藏。

《回忆》

《野地》《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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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敬：笔、墨、色交融的花鸟范式

6月中下旬， 燕京书画大院内已是夏
意浓厚，这一处幽静的院落中，花草萋萋
的景致随处可见。 但更为悦目赏心的笔
墨花草则盛开在国画家张双敬的画室之

中。斗方中的贝母兰、康乃馨、梅花，在画
家创造的第二自然中花开四时，满载女性
画家的细致与抒情。

张双敬是五六年前来到燕京书画社

的，那时她已从美术教育岗位退休，便来
到燕京大院专注于创作。早先学生众多分
身乏术，现在在燕京大院的自然气息中倍
感身心的沉静，画了不少小写意的花鸟作
品。一眼看去，张双敬的花鸟与传统花鸟
不尽相同，笔触洗练而色彩明朗，又富有
很强的装饰性。有评论总结：“张双敬是以
国画的艺术观念融合油画艺术的绘画语

言，着力将中国传统墨色与油画色彩相融
合，既有形式又有意境。”这样独特的艺术
面貌得益于她以往的经历。张双敬年少时

便爱好绘画，中学毕业后，在师范学校学
习了三年的油画与素描，并于北京市教育
学院再度进修了两年。毕业后，有20多年
的时间是在职业学校中教课，从事西画与
设计类的教学。1999年起， 张双敬时常观
看许多国画名家的笔绘现场，她同样热爱
国画的意境， 开始转向国画创作。20余年
来，国画语言日渐完善，逐步形成了中西
合璧的个人艺术面貌。张双敬曾随画家郭
怡宗学习国画。 在国画中呈现鲜明色彩，
又不同于传统民俗的用色， 融入西画理
念，成为张双敬坚持的创作方向。

赏张双敬的作品，色彩明艳，但墨色
之间碰撞简单，用色并不复杂，讲究在单
色中体现深浅变化， 用色与动静的搭配
使其画面有着立体的美感。 虽然占尽了
女性艺术家的抒情与细腻， 张双敬的笔
墨却丝毫不留媚气。 在描绘花的枝条与
叶片时， 婀娜与内秀中有遒劲的笔触和

线条，营构出勃发的生机与清雅的意境。
其绘画追求笔墨情趣，笔墨在宣纸上的韵
味、变化、讲究线条的张力 ，往往寥寥数
笔，勾勒出物体的轮廓和鲜明的形象。谈
及创作上的追求，张双敬表示：“色彩鲜艳
而不俗，构图洗练而不乱，用墨宁静而不
滞。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用心观察大自然
中的一草一木，设计创作出耳目一新的画
作。”在中西融通方面 ，张双敬也多次强
调，脑中不能只有色彩与光影，坚守传统
元素，锤炼升华笔法墨韵更是要事。正是
这种笔、墨 、色的交融，帮助张双敬打开
了写意花鸟创作新的空间。多年来，张双
敬曾多次赴国外参加画展， 她的用色与
运笔也受到了国外艺术界人士的认可。

有评论指出，张双敬在写意花鸟画家
中，是比较新派、追求现代感的。“作品没
有古人幽居深山、悲天悯人的态度，更多
的是一种现代的表述， 是现代观者易于

接受的方式。”虽然常年忙于教学工作和
笔墨技法的苦心经营，但从张双敬的身上
和作品中，确实让人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与
达观的态度。由于参与了多个艺术协会，
张双敬时常去外地写生、交流，她都乐在
其中。 路边微小的植物带来的灵感都能
让画家默识心记，到画室中转化为一幅幅
精致的小写意佳作。业余乐事中，张双敬
也喜爱插花工艺，把玩打理花草，在日常
生活中悦人悦己。

谈到艺术创作，张双敬态度很谦和。
“燕京大院中有个展厅，时常有展，我经常
去参观。每个艺术家、每张作品，不论处在
什么样的位置，总有值得人学习的地方。”
对于自己的作品，她只是表示，哄自己开
心就足矣，总反复将“不过如此 ”挂在嘴
边。在听者看来，一句“不过如此”虽是自
谦，但让人感到做人与从艺“本该如此”。

北京商报记者隋永刚实习记者胡晓玉

《春晓》

北京人，国画家。北京美协会员、中
国东方名家书画院副院长、 中外名人
书画院副秘书长、 北京东城书画研究
会理事。1982年毕业于北京教育学院
美术系， 多年从事职业学校美术专业
教学工作，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参展。
2000年，在中国书画艺术交流展览中，
《秋塘》 获全国书画艺术品一等奖。
2002年在新西兰举办个人画展，2005
年在美国参加华人艺术家六人画展，
2006年在法国举办个人花鸟画展，
2007年参加韩国二人邀请画展。

■张双敬

《秋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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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作

□参展经历：
2014年12月：《闹春》获中国梦之旅———“长城魂”主题绘画大赛银奖
2014年9月：《春天系列之吉祥》入选金陵百家展览
2014年8月：《春天系列之五·闹春》入选第八届民族百花奖全国中国画展
2013年11月：《又见春天之三》获【工.在当代】第九届全国工笔画展优秀奖
2013年10月：《春天系列之三》获“2013”全国中国画展优秀奖
2013年5月：《又见春天》获“相聚宜兴”全国工笔画作品展优秀奖
2013年5月：《又见春天》入选“泰山之尊”全国中国画展
2012年12月：《家园》入选第三届工笔山水画大展
2012年8月：《福》入选翰墨新象全国中国画展览
2011年5月：《吉祥年》获建党90周年———山西黄河魂·太行情美术书法大展一等奖
2010年12月：《虎年吉祥》获全国首届现代工笔画大展优秀奖
2010年7月：《黄土情》入选全国首届农民画展
2008年10月：《花之系列》入选全国第七届工笔画大展

李东书画篆刻展勾勒笔墨情怀

家园寻梦

李东书画篆刻展近日在北京燕京书画社琉璃

厂展厅隆重展出。展览展出了艺术家书、画、印作品
30余幅，全面展现了艺术家的艺术风貌。

作为当代著名的书画篆刻艺术家，李东在秉承
传统的同时追求创新，逐渐探索出了篆刻技艺上的
特色与个性，一方方冰冷的石头也在他的雕琢下被
赋予了灵气和生机。 他先宗法汉印后师明清诸家，
鉴当今印林诸贤及出土金石文字，汲古钩玄，取精
用宏，涉猎多方，费石累千，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他的篆刻艺术是师古出新，继往开来。他能把刀法
和笔法紧密揉合在一起，刀法果断刚健，结字宽博
壮，章法奇正相生，气势磅礴夺人，把篆刻艺术“方
寸之间，气象万千”的魅力充分展示了出来。

当代篆刻讲求表现性，李东的篆刻通过刀法与
章法使作品突出了形式的表现力，贴近当代人的审
美。他运刀以冲刀为主，有单刀有双刀，线条或光洁
或苍厚，不同的印有着不同的用刀特点，但总体特
征是清健中见浑朴。 他的篆刻能解脱千年烂铜，又
能解脱一味所谓求“雅”的那种甜熟，重视通过生辣
爽健的刀趣和斑驳石趣来传达丰富的笔意韵致。章
法上他表现着汉印质朴静穆的神韵，但又不拘泥于
平正均满的汉印形制， 在广泛借用古代印式如汉
印、古玺、封泥的基础上，匠心独运，在疏密对比中
变化出新， 体现着邓石如对印面布白关系的主张：
“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
趣乃出。”与此同时，李东创作了大量现实题材的篆
刻作品，特别是他的中国梦、“一带一路”等主题创
作，以新颖的艺术布局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对艺术家
而言，也许是“十分耕耘，一分收获”。李东就是这样
一位沉稳、不张扬的人。上下求索、孜孜不倦、端庄
俊朗、风度翩翩，其艺亦如其人，李东身上严谨的治
学精神、认真的创作态度，更为难得。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常美娟

山西省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山西
省工笔画学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
大学画院画家， 中国长城书画院
理事，北京京都画院秘书长，北京
国画艺术家协会花鸟创研部副主

任，山西省晋南工笔画院常务副院长，山西民进开明画院
理事，山西晋商书画院副秘书长。2007年在北京荣宝斋举
办个人画展。2009年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个人画
展。 作品被《美术报》、《国画家》、《中国画廊》、《经典研
究》、《人口与发展》、《山西日报》、《太原日报》 等报刊刊
登，出版有《常美娟画集》。

常美娟善于研究、借鉴、吸收、消化黄土地民间艺术，构建自
己的创作天地，丰富更新自己的艺术语言。浓情的民间艺术和古
朴的民居建筑在她近两年的创作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

十年前，常美娟开启了酝酿已久的“家园寻梦”里程。反映现
实题材的和随后创作的《老宅旧事》即这一时期她寻梦里程中的
代表作品。两幅工笔巨制，一个是现实题材，欢快而明亮；一个是
历史回眸，低沉而庄重，尽管两幅作品图式相似，都运用了她热
爱的民间艺术元素，但主体色调和元素的选用各不相同。

获首届全国工笔画大展优秀作品奖，可谓旗开得胜。画作营
造了一个紧扣主题、欢快、热烈、喜庆的场景，民间春节传统的吉
祥元素和暖色调的运用，主体人物可爱形象的细微刻画，布老虎
这一民间虎年吉祥物形象大胆而充分的运用， 使这幅画从内容
到形式都臻于完美， 洋溢着画家的创作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隐空

《中国梦》

《追梦篇》

《早发白帝城》

《乾坤清气》240cm×61cm

《听风》34cm×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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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北照长城照相机
销售中心一分部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1101081319461<1-1>）和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
110101X00387575） 以及公
章，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2017 年 6 月 27 日

遗失声明

李金亭现为北京联合大学特

教学院退休美术教师、 中国书画
院名誉副院长， 是具有37年会龄
的中国美协会员。40年前，李金亭
的成名作之一《心意》被多家报刊
发表，并入选小学语文课本。作为
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 ，
李金亭虽已年近八旬， 进城六十
载， 但骨子里却始终眷恋着生他
养他的 “故土 ”，作品中有关 “故
乡”的印记俯拾皆是，特别是那些
即将消失的古村落 、 土坯房 、石
碾、粮仓、古井等等。他的作品大
多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 以及乡
村的自然风光。 可以说是故乡的
“土”与“古”锁住了李金亭的绘画
风格，让他的作品不带一丝媚俗，
却充满浓重的 “乡土气息 ”。可以
说，“乡土情怀” 是对李金亭作品
内涵的最佳诠释。

此次展览的作品是艺术家自

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画作。 其中 《陕北系列》、
《雁北农家》、《京郊古村落》 等系
列作品占据大半个场馆。 十年前
在京城享誉一时的旧作长卷 《百
门图》也参与展出。另有 《故乡水
墨人物》、《梅雀图》、《古树》 以及
《金亭绘百亭》等，涉及传统中国
画的山水、花鸟、人物各科 。作品
共计180余件，其中2/3为新作。

北京商报记者隋永刚
实习记者胡晓玉

名家点评

刘怀山小品展亮相清秘阁
青绿山水佳作演绎丹青入梦

6月25日，“丹青入梦———刘怀山山

水画小品展” 在西琉璃厂清秘阁开幕，
此次展览展出了艺术家近40幅山水佳
作，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观众。

刘怀山是当代中国画坛举足轻重

的山水画艺术大家， 画风工写结合，重
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
博古开今，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

作为清秘阁重点推介的优秀艺术

家， 此次展览具有高水准的学术含量，
现场展出的作品尽管尺幅不大，但却小
而精，内容丰富，囊括了山川、云水、古
木等题材。《江山朝旭》、《夕阳山外山》、
《江野归舟》等画作，不仅布局严谨、技
巧精湛、意境幽远，而且在每一个细节
的处理上都有着精湛的表现，展现艺术
家高超的技艺。

绘画图式和笔墨技巧是艺术家作

品个性的直观表现。 从展览中可以看
出，刘怀山的山水取精用宏，由景而发，
将从自然中发掘领悟出来的物象符号

整合重组，通过主观意象加工，在线与
墨的穿插点染中，创作出符合中国审美
的山水图式， 颇具闲趣和艺术张力。在
高士的表现上，天色的独特描摹与线条
巧妙地融合成仙境般的艺术氛围，使人
沉浸其中，优雅文人气质尽显。而在意
境处理上，艺术家以古朴典雅、脱俗静
美的格调为追求，在层次丰富的墨色渲
染中，作品充满了厚重感，既有中国画
的意蕴，又有西方油画的厚重感，集古
韵与新意于一身，将创作的灵魂之处展
现给观众， 创作出随性洒脱的泼彩之
作，展现了瑰丽的气息。

多年来， 刘怀山深受中国传统文
化之滋养熏陶， 坚守古典， 从传统出
发，他的画作有着清晰的渊源传承，因
此，他的很多画作有古画的影子，但对
古画是有取舍地吸收， 他舍掉细琐的
技巧，将鲜活灵动气息吸收到画作中。
而他在诗词方面的深厚涵养， 更为其
绘画作品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内涵和书

卷气息。
搜尽奇峰打草稿。从旅途到书斋，

刘怀山在自然中， 感悟天地之壮美，挥
写内心之情怀。此次展览的画作展现了
他对古典绘画及其笔墨境象的深入程

度和敬畏感，也彰显出创作主体肇自心
灵的潇洒豁达及参悟当下的山水精神。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刘怀山对传统文化很有研究。这是他
绘画的一个特点，画得有书卷气，这一点
不容易做到。他的作品意蕴深厚、气韵生
动，这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刘怀山在圆融
贯通这方面做得恰恰是他的长处，画面上
不仅有传统笔墨的运用，还有对现代生活
的感受，所以他的绘画充满激情，妙趣横
生，未来的高度是不可限量的。

———刘大为

刘怀山作画，山水、花鸟、人物皆擅，
可遥接古人，亦可观照当下，并以属于自
己的那份纯正的中国画味著称画坛。这离
不开他的天赋异禀，更离不开对传统的敬
畏与坚守，厚积薄发。

20世纪70年代末，创作才能卓越的刘
怀山成为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中最年轻
的一员，有机会与黄胄、李苦禅、陆俨少、
何海霞等耆宿朝夕相处请益， 收获颇多，
使中国画的正脉得以在其身上延续传承
数十个春秋。

刘怀山并非盲目地泥古，而是西学东
渐以来，在接触体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
的艺术风格之后的坚定与自信。刘怀山尤
喜作山水，重气韵、重神采，画面主次分
明、张弛有度、删繁就简，墨彩焕然。

而近年所作泼彩，尤称绝诣。其与山
川对话， 笔下生发的已不是山川本身，作
者抓住自然中合于自我心性之境，静心涤
虑地记录着彼时的思揣与情味，而这些便
是一件高品质的中国画应该具有的秉性。

———杨中良

《空明山色》40cm×30cm 艺术家刘怀山（右一）与观众探讨绘画技艺

艺工美鉴证电商平台走进青交会

·资讯·

6月16日， 第三方检验机构华力必维艺+1开发的
艺工美鉴证电商平台在2017中国（青岛）工艺美术博览
会（“青交会”）展会现场举行了发布仪式。

艺工美鉴证电商平台是北京经信委北京工艺美术

行业发展促进中心授权，由华力必维历时半年耗资百
万所打造的国内首个服务首都300位工美大师、千余家
工美企业及电商于一体的最权威的综合信息平台。

艺工美鉴证电商平台是一个权威的工艺美术品电

商平台， 集合了经信委的权威资质能力及华力必维
艺+1拥有的六大部委七项资质能力， 提升该平台的
公信力，保证消费者买的工艺品都是真品；同时保护
大师的权益和利益，保证了大师所创作的工艺品的惟
一性，在流转过程中可以随时验证真伪；艺工美是一
个透明、 公正的信用平台。 该平台实现了在线鉴证，
提高了鉴证工作的便利及高效，为消费者提供最佳的
购物体验；艺工美是一个现代高科技的工艺美术品电
商平台，该平台专注服务于北京300位工美大师，通过
最先进技术手段展示工美大师的传承谱系，集合现代
最先进的VR、 AR、大数据云计算技术 ，通过一键连
接，可以即时连接选择的工美大师与其对话，并查看
相应工艺品制作过程的现场直播。

据悉，该平台根据工艺水平和市场需求，通过认
证、 检验鉴定和价值评估， 可供客户随时查询身份，
实现溯源功能，还可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提供专项鉴

定服务和价值评估服务。
艺工美平台集合了十几

种权威鉴证资质，其建立
对于提高工艺美术大师

精品的收藏属性及作品

的二次流通和交易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京商报记者隋永刚

实习记者胡晓玉

李金亭艺术个展再现乡土印象
6月25日，由中国书画院、北京联合大学青山书画研究社等主办的“乡

土情怀·李金亭作品展”在炎黄艺术馆开幕。北京教育学院教授、油画家赵
一唐，中国书画院院长、书法家纪怀昌等多位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陕北情·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