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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老字号的文化品牌，
燕京书画社自成立伊始，便致力于
传统书画艺术的传播与推广。今
年，燕京书画社与海军工程大学共
同建立了红安书画教育培训创作
基地，深入发掘创作题材，促进艺
术家与学院沟通合作，交流艺术技
法、理念，尝试通过合作加深艺术
创作与研讨的动力。11月20日，燕
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与著名书
画家曹环义、 刘洲洲、 赵青仲、赵
路、马春林、石晶奔赴湖北，与海军
工程大学的师生开展了艺术讲座、
写生、公益笔会等一系列的艺术交
流活动，并于22日在革命老区红安
举行了海军工程大学·燕京书画社
红安书画教育培训创作基地的揭
牌仪式。活动期间，艺术家们为创
作基地现场创作了精彩的书画作
品，将此次艺术交流的系列活动推
向高潮。

走进校园
传播书画分享艺术

11月20日，燕京书画社一行八人冒着
初冬的细雨从北京出发，开启为期五天的
艺术行程。在6个小时之后，艺术家们顺利
到达与新中国同龄的海军工程大学。经过
短暂的休整， 艺术家们便开始筹备学校
“蓝色讲坛”的艺术讲座。

晚上8点， 海军工程大学蓝色讲坛礼
堂。曹环义、刘洲洲、赵青仲三位艺术家与
早已守候在此的200余位在校师生围绕绘
画艺术的鉴赏、书法的临摹与创作、书画
名作的真伪鉴定等主题展开探讨。

曹环义首先从南齐谢赫的 “六法”入
手， 与师生们分享了国画艺术的鉴赏知
识。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
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 分别为气韵生
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
位置、传移模写。曹环义认为，六法论提出
了 一 个 初 步 完 备 的 绘 画 理 论 体 系 框
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
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
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
等，“六法”将中国画的创作和流传各方面
都做了系统的表述，是欣赏一幅画作的重
要标准。在讲座的过程中，曹环义还创作
了两幅作品，让师生们切身感受中国绘画
的笔墨韵味。

书法家刘洲洲对于隶书创作及临摹
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见解，在主题为“把握
好手中的笔”的讲座中，他认为书法创作
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碑帖的继承，而临摹是
最为便捷的学习手段。“中国遗存的碑帖
文化饱含了几千年的文化结晶，是当代的

书法家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那些有志于
在书法创作中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对古人
书法的传承与临摹将伴随一生。”随后，著
名书画家、燕京书画社副总经理赵青仲对
于师生们关心的艺术品画作的真伪问题，
分别从造假的手段、造假形式等方面做出
了详细的解答，让大家对于艺术品市场有
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讲座结束后，校园师生与艺术家们进
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于某些疑问，艺术
家分别进行了一一解答。作为蓝色讲堂第
88次的讲座，艺术家们精彩的传授引得了
阵阵掌声。在校大四学生安珍珍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这是一场有别于之前的课程讲
座，“老师们的授课生动有趣，让自己对于
书画艺术有了很多的了解，特别是曹老师
的现场作画，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
望以后能够多去了解中国艺术”。

木兰采风
寻访名山忆写仙境

11月21日一早， 按照预先的计划，燕
京书画社采风团从海军工程大学启程，奔
赴木兰山写生，经两个小时的路程，艺术
家们顺利到达，在简短的休息之后，便起
身赶往采风目的地。

木兰山是湖北著名的道教和佛教文
化聚集地，这里古刹林立 ，草木云集 ，古
迹众多， 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沿
承。在众多的历史遗存中，包括了道教三
清宫、观音殿、木兰庙等庙宇 ，它们依山
而建，古朴苍拙，斑驳的石痕 、苔藓显示
出岁月的痕迹，而在雾气的笼罩之下，更
显苍茫。艺术家沿着山路拾级而上，边欣
赏，边交流，沉浸于这片美丽、神秘的木兰

山色之中。
与太行山跌宕起伏的雄伟气势不同，

木兰山有着南方山水特有的温润婉约气
息。特别是采风当天，山中雾气浓厚，远处
的山房、树木、山体浑然一体，好像笼罩在
一片烟雨绵绵的仙境之中， 宛若世外桃
源，美不胜收。赵青仲看到此情此景，显得
异常的高兴，“木兰山虽然山体不高 ，庙
宇、古迹却很多，特别是恰逢浓雾绵延的
天气，让我感受到了它山体的神秘和历史
底蕴”。

著名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讲过：山
水画创作要精解古人和大自然。马春林现
跟随李可染先生之子、著名山水画家李小
可研习山水画艺术，近年来，他多次同老
师奔赴山区写生，有着丰富的对景创作经
验，面对如此神秘的木兰山，内心也不禁
激动起来。在他看来，木兰山的任何一个
地方都可以入画，“几块砖、几块石头，都
是经历了历史的长河而遗存下来。艺术创
作最重要的是要画出山魂，它体现在每一
款山石的刻画中。由小到大，最终表现出
山体的气势，这是连贯的、不可分割的创
作过程”。

在四个小时的写生采风中，艺术家们
在曲折陡峭的山路上走走停停，或用速写
勾勒，或用相机拍摄，或驻足欣赏，留存了
大量的绘画素材，从不同的角度感受木兰
山的魅力。

回到住处后，山水画家赵青仲将在采
风过程中对木兰山水的瞬间印象用画笔
搬到了《木兰山雪》作品创作中，“木兰山
最有特点的是古朴的建筑，无论是道观还
是庙宇、牌楼，远观浑然苍茫，近观古朴大
气， 加之山脚下清澈的湖泊及湖中的白
塔，我想通过笔墨将木兰山区最有特点的

景象融入到画面中，体现出它的神秘感”。
赵青仲一边创作一边说道。

从艺术采风到主题创作，艺术家们纷
纷表示，身临其境去观察木兰山，感受木
兰山，这是一次难忘的写生经历。

基地揭牌
铭记历史挥写正气

在结束了木兰山的写生采风活动后，
艺术家一行于11月22日赶赴革命老区红
安，这也是此次行程的最重要一站，由海
军工程大学和燕京书画社合办的红安书
画教育培训创作基地将在此挂牌。

红安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块壮丽无比
的宝地， 这里诞生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
迹， 书写了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是
人类活动和精神的一座至高丰碑。

经过两个小时的路程，艺术家一行于
上午10点到达黄安，为了感受红军先烈的
革命事迹，艺术家采风团首先来到黄麻起
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馆及李先念纪念馆，
借助图片和实物展示，仔细观看了革命先
烈在那段艰苦岁月真实的生活状态。

随后，艺术家们又来到红安的红色景
区长胜街，在阴雨绵绵中，讲解员详细介
绍了长胜街的历史和红四军的指挥部所
在地，尽管时间飞逝，但漫步在这条狭窄
的小巷中，目睹着灰色的石砖建筑，艺术
家们依然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前辈革命者
在此挥洒过的青春与热血。

在对红安这块革命老区有了充分的
熟悉和了解后，下午3点 ，激动人心的时
刻终于到来， 红安书画教育培训创作基
地由石占成和海工大相关负责人共同揭
牌， 随行艺术家和基地工作人员见证了
这一珍贵的瞬间，简短的仪式之后，艺术
家与学校的师生举行了艺术研讨活动。

石占成表示， 此次燕京书画社走进
革命老区，重温红军历史，开展采风创作
活动， 为的是以后创作出一系列以讴歌
长征胜利、弘扬长征精神、缅怀长征英烈
为主旋律的优秀作品， 希望通过艺术作
品使历史和现实交融、信仰与精神辉映，
再现革命先烈的光辉历程， 彰显了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意志， 表达了艺术
家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的历史责任和艺术
担当。

海军工程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地
建立可以让学校师生更好地接受传统文
化熏陶，提升整体的文化素质，同时让革
命老区红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燕京书
画社可以更好地深入红安， 了解红安，为
艺术家们提供更好的创作素材，提升作品
的格局。

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海军工
程大学和燕京书画社携手建立书画教育
基地，不仅是燕京走进、深入老区的重要
一步，同时对于书画艺术的传播与推广也
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燕京书画社红安书画教育培训创作基地揭牌

机构牵手学院系试水分享艺术

红安书画教育培训创作基地揭牌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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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书画社的艺术家参观红安老区历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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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传统记忆

在这次为期五天的文化交流活动中， 燕京书画社的艺术家们
与海军工程大学的师生进行了全方位艺术方面的交流， 从艺术讲
座、采风写生到艺术创作，特别是在革命老区红安书画教育基地的
揭牌，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艺术讲座环节， 艺术家们为学生们生动地介绍了艺术的欣
赏、书法创作等艺术课题，不仅让学生们有了对传统文化的初步了
解，提升了他们的艺术素养，对于艺术家们来说，也提供了一次了
解校园、走进校园的机会。

随后，艺术家们又深入木兰山、木兰湖及革命老区红安，再到
书画教育培训基地的挂牌，一方面感受到了自然山水魅力，古木、
古庙、人物、老街等都被艺术家们融入到画面的创作中；另一方面，
艺术家们在革命老区红安， 切身体验到了老一代革命者艰苦奋斗
的民族精神，每个人从内心深处都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这对于他们
艺术作品内涵的提升将大有裨益。

经过几天的交流，艺术家们与校园的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表示感谢，艺术家们用手中的画笔挥毫泼墨，把对校园的热爱
和关心之情倾注于笔端，即兴创作了几十幅反映祖国壮美山河、讴
歌当代美好生活的书画作品。一幅幅佳作浑厚苍劲、清新自然、简
洁明快、气韵贯通，集中展示了书画家们高超的艺术造诣，寄托了
他们感怀之情、深情厚谊和美好夙愿。

对于此次活动的很多珍贵瞬间， 我们借以图片的形式来记录
回顾，并祝愿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举办下去，让文化走进校园，更
好地传播传统书画艺术。 北京商报记者隋永刚

精彩的绘画技艺吸引艺术家们驻足艺术家赵青仲在刚刚完成的《木兰山雪》前留影

艺术家曹环义（左）为学员讲解书画艺术

海军工程大学为三位艺术家颁发“蓝色讲坛”证书

艺术家刘洲洲（中）为蓝色讲坛题字 燕京书画社艺术家为海军工程大学师生举办讲座

燕京书画社艺术家赵青仲、赵路、马春林、石晶（从左至右）现场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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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罡：写山川气脉

在实践中探索创作新方向

“行走意大利·五人写生展”举办

佳作赏析 ·艺术榜单·

《中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白雪石》
编著：王玉山

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 意大利
以其代表性的人文风情、 艺术历史与自
然景观而闻名。 写生团成员以行走中相
遇的建筑、雕塑、风景 、人物等元素为题
材， 通过各自的艺术表达方式创作出了
大量作品。

据悉，“行走意大利”写生团由周芳、
张建军、汤林根、白小华、徐国华发起，一
行7人 。写生团于今年7月出发 ，行程近
半月，游历了意大利的9个城市 ，使写生
团成员领略到了西方艺术的魅力 ，并获
得启发。

在展览开幕当天的小型座谈会上，参
展艺术家向来宾、观众分享了写生途中那
些记忆犹新的瞬间，相互交流了对于绘画
技法、艺术创作方面的一些看法。

参展艺术家徐国华在交流会上介
绍，写生团此行的目的为体会文艺复兴
的辉煌，通过写生画速写记录现场氛围
及自身感受 ， 激发内心的创作热情 ，他
认为，这是对画家绘画技能与表现能力
的练习。

徐国华还表示，在行走意大利的旅程
中，成员们均非常重视速写锻炼，希望借
此抒发自己情感过程、目标，把速写画成
具有独立欣赏价值的而非单纯素材的有
趣作品。“但愿这些作品体现了我们的感
觉，表现了意大利的美，表现了具有文艺
复兴传统的国度的精神气质。”

参展艺术家周芳向来宾分享了本次
写生经历留给她的深刻印象。在采集当地
特色艺术元素的同时，周芳对颜色的运用
有了新的思考，在油画创作中更多地使用

了明亮的色彩， 为画面感注入了轻快、活
泼的气息。

本次展览中， 艺术家白小华的漆画
作品结合了中国传统艺术工艺、 西画表
现手法与当代人文题材。 他利用历史悠
久的戗金技法与漆画独特的视觉感 ，将
意大利建筑设计中线条的特色充分展
示。同时，画面注重光影的表达 ，令建筑
结构真实、立体。

白小华表示，西方艺术善用科学的途
径展现事物，而我们的艺术则更注重于意
向的表达。使用漆画这种极具东方艺术品
位的表达方式创作，代表了东方艺术与西

方艺术的交流。
白小华还提到， 通过对文艺复兴发

祥地意大利的探访， 见到了创作于不同
时代的、具有时代风格的艺术佳作。同时
他认为， 与其他艺术家一同采风并参加
展览，是分享创作情感、交流艺术理念的
好方式。

参展艺术家张建军也表达了相同的
观点，他谈到自己同其他艺术家一起参观
了不少古建、雕塑、绘画，感受到了浓浓的
艺术特色与人文风情。通过行走意大利的
采访活动， 他提高了自身的写生能力，加
深了当前的创作方向。

对雕塑 、水粉 、油画等西方艺术形
式较为熟悉的张建军并不止步于西画
创作 ，近年来他对国画很是钟情 ，希望
探索以往未曾尝试的艺术形式与素材 。
他表示，对艺术的喜爱推动他不断更新
自己，写生旅途则重唤他内心中最为真
实的感受。

对于“行走意大利·五人写生展”的参
展艺术家来说，本次的写生之旅暂且画上
了句号，但是，相信未来他们还将带来更
多反映世界、抒发内心的创作。本展将持
续至11月27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在刘罡的作品面前， 我的心情
有一种特别的畅快。 他作品的境界
十分宽远，格调也十分明朗大方。像
《望岳》、《祥云》这两幅，景色平地拔
起，直上云霄，全幅气势非常顺畅地
升腾起来。在我看来，这种直抒胸臆
的明朗表达是他健康情怀的显露，
同时也是能够打动人、感染人的。在
当代山水中， 有不少作品是画家寂
寥心境、孤独意识的符号，画面往往
阴气迷茫、愁肠百结，而刘罡以他旷
达的心绪描绘出一番如澄似练的江
山和郁郁葱葱的生命意态， 我以为

是别出一格的。 他的结构章法很单
纯，笔墨也很单纯，特别多地使用了
温暖的色调， 构筑了霞光弥漫的自
然与宇宙， 这是一种独特的品质与
境界， 也是一种亲和自然的现代意
识，我相信他再往前发展，能够真正
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宽阔道路。

———著名美术评论家 范迪安

刘罡的山水呈现出纵横吞吐、结
云万重的海岱气象。他的画，风雨晦
明，疏密深远，阴阳浓淡，水云聚散，
能变山川之精灵， 能运山川之气脉，

大开大阖。既能致广大，又可尽精微。
尽管形势与笔墨尚未脱胎于陆俨
少，但已别开生面，光风墨雨，自来
逼人。 假以时日， 楼丘饮壑三十年
（如宗炳）、五十年（如石涛）具足山水
怀抱，必当神遇迹化，蔚为大观矣!

—————著名学者 王鲁湘

刘罡的作品， 在整体气息上显
示出浪漫的文化情怀与艺术想像力
的旷放，在浓淡有致的山水图式中，
充满了神秘的灵动与氤氲的空寂，这
正是刘罡山水画的独特风骨；细看他
的作品， 便会发现那种湿笔淡墨、积
点与水墨的渲淡幻化随意赋形，使画
面造出云烟飘渺、层叠有致、深幽杳
然的境界，而湿画法则使作品展现为
墨色淋漓、浓淡相宜、神秘幽远、莫测
浑茫、云烟浮动的美感境界，这些山
水意象多是一种直觉的把握， 并注
意在情调气氛上的苍茫感与浑厚的
特点。上述种种，致使刘罡的山水画
以强烈的形式语言特征造成的气势
深深攫住了人们的心灵， 而他创造
性解析笔墨运用，通过叠加与重组，
构成了一个视觉的和弦， 它们的结
合产生了更具主体感、 质感和流动
感的神情。 刘罡的作品不在于技巧
的新奇， 而在于灵动之中的山水气
势， 尤其是立足于水墨本体的拓展
和发挥， 让我们领略了水墨的和谐
典雅之美与内涵的生命境界。

———著名美术评论家 徐恩存

白雪石 （1915-2011）原
名增锐，斋号何须斋；1915年
生于北京；自幼习画，早年师
从赵梦朱、梁树年，研习没骨
花鸟和山水画， 传统功力深
厚 。1933年 加 入 “ 湖 社 ”。
1959－1964年曾任北京艺术
师范学院及北京艺术学院讲
师 。 1964－1984年先后担任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副
教授和教授。

白雪石先生的老师梁树
年是山水画大家祁井西先生
的弟子。祁井西（号松崖）是近代著名国画团体松风画
会的成员，以画风明快、气韵和润而闻名民国画坛。白
雪石先生的国画风格集湖社画会、 松风画会的精华为
一体，尤其钟爱明快、清澈的特色。

白雪石的山水画师宗北派，旁及南派，广采博取，
兼收各类画种之精华，具有宋画之严谨，元画之轻快，
水彩画之秀润，版画之纯净、明快而具装饰美。

他走遍了黄山、泰山、三峡、太行山等名山大川，
运用传统技法和现代章法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白
派山水画。

他运用浓淡干湿泼破等不同墨趣、勾皴点染的不
同笔情，恰到好处地挥写漓江晴、云、雨 、雾中山光水
影迷离的微妙变化。

在海内外画界与社会各界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
白派山水甲桂林”的美誉，被大家公认为当代绘画领域
成就卓著的、具有创造性业绩的山水画大家，桃李满天
下的美术教育家。

出版专集多种，代表作品有《万壑松风》、《千峰竞
秀》、《雨后》、《早春图》、《漓江一曲千峰秀》等。

由燕京书画社主办的“行
走意大利·五人写生展” 于11
月19日在燕京书画社艺术馆
举行，展览展出了周芳、张建
军、汤林根、白小华、徐国华五
位艺术家赴意大利写生期间
所创作的50余幅作品。参展艺
术家通过速写、水彩画、油画、
漆画等艺术方式，反映了本次
行走意大利途中的所见所感，
也在技法运用与风格形成上
完成了一次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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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铂金影像艺术家向自然致敬
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与中国摄影著作权协

会主办的“光之炼金术-迪尔曼·克瑞恩铂金
影像展”将于11月26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
次展览将展出美国当代铂金影像创作家、摄
影教育者迪尔曼·克瑞恩30年来创作生涯的
100幅精湛的铂金印相作品，向观众展示他以
光为器建构自然之影像， 以光为术锤炼日常
景象，从而表达对自然的敬仰、对现代社会中
无常空间及物品的审美感受与提升。

铂金印相工艺属于铁盐影像系统， 采用
稳定性较强的抗氧化贵金属铂金， 以手工涂
布感光材料、 接触印相的方法获得“铂金照
片”。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 铂金印相工艺
是少数对影像工艺制作有较高要求的摄影家
所一致推崇的传统摄影手工印相工艺， 至今
仍有部分当代摄影家钟情于此工艺， 并进行
个性化创作。

据悉， 当今的影像艺术家在传统铂金印
相的基础上，以钯金来作部分替代，形成了反
差可以调控的“铂金/钯金照片”， 其图像稳
定，利于长期保存。钯金印相的影像在暗部与
高光区域比银盐影像有更为出色的表现，其
可以调节的反差控制技术，令画面质感细腻，
层次丰富，过渡自然。铂金/钯金印相因其独
特的视觉美感和超长的稳定性而成为世界影
像收藏市场的贵族。

本展所展出的迪尔曼·克瑞恩的作品，题
材涉及自然万物和日常生活场景， 体现了19
世纪摄影工艺语言和21世纪审美理念的风格
化结合。本展将持续至12月4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中华史诗美术大展开展
百余件画作述说当代艺术图谱

王广义装置新作首次亮相

杜滋龄中国画展演绎行者无疆

11月20日 ，中华史诗美术大展在国
家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 ，展览展出了由
300位艺术家历经五年完成的 146件巨
制，代表了当代画坛实力派艺术家的高
水准 。此次展览与2009年完成的 “百年
重大历史题材历史画创作工程 ”作为连
缀一体的姊妹篇艺术创作 ，成为体现一
个发展崛起中文化大国的民族精神和
国家形象的艺术图谱。

在广大美术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
此次展览主办方通过媒体发布选题和征
召公告，面向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美术家
征集，历经长时间的认真创作，精心打磨，
最终完成了百余件精彩的画作。

据了解，自2012年底起“历史画创作
工程” 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各地踊跃申报
的各类绘画和雕塑形式的草图 1000余
件。至2013年中，“历史画创作工程”在组
委会主要领导参与和专家委员会经过两
轮的观摩、评审、票选 ，从海选和特邀作
者的申报草图中产生165件入围作品。为
求质量保证和体现人才选拔公正， 主办

单位举办了草图公示展， 征询社会各界
的批评意见。

经过一年多时间创作主题内容的不
断深化开掘和艺术形式反复调整修改 ，

“历史画创作工程”的草图在构思立意、风
格形式方面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并
形成了一支近300人的作者队伍。 表现形
式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四个

种类。作者中既有年届八旬的老艺术家，
也有不到40岁的年轻作者。 特别是他们
中许多正处于创作黄金年龄段的中年美
术家， 不光有着丰富的主题性绘画创作
经验，同时对历史画创作葆有偏爱、甚至
执着的热情。

部分参展作者曾参加过“百年重大历
史题材历史画创作工程”的作品创作，并取
得了骄人的业绩，在驾驭大型绘画方面，尤
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鲜明的
个人艺术风格见长。

此外，大批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新锐青
年画家则以创作基本功扎实、绘画雕塑技
艺熟练、艺术语言独到在各类国内国际美
术创作活动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创作
工程的骨干力量。对于部分表现难度较大、
需要强手攻关的历史画选题，创作指导委
员会的专家在已有基础上推荐了一批富
有经验和实力较强的创作人选 ，通过将
他们吸纳进来参与创作， 最终将这次高
水准的艺术展览呈现在观众面前。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11月23日，“行者无疆-杜滋龄
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亮相。
该展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
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展
出了杜滋龄从早年自学绘画至今所
创作的中国画、写生、速写、素描等
共计近百幅作品。

杜滋龄是我国当代具有代表
性的水墨人物画家之一 ，其人物画
融合了南北人物画的优长 ，既有北

方的凝重厚实， 气息相当博大 ，同
时也具有浙派人物画风的灵动潇
洒、墨润华滋，造型准确 ，形象生动
传神 。笔下人物突出在面部刻画 ，
尤其注意眼神 ，做到精雕细刻 ，十
分生动。

此次展览将通过“兴趣为师：杜
滋龄的早期绘画”、“传承出新：杜滋
龄的80年代”、“步履南北：杜滋龄的
90年代”、“天山南北：杜滋龄的新疆

题材”、“雪域高原：杜滋龄的西藏题
材”、“万里之行 ： 杜滋龄的旅行足
迹”、“线的交响：杜滋龄的速写与写
生”七大板块，以文献和作品相结合
的方式， 全面地呈现杜滋龄先生的
艺术历程以及多面探索。

本展作为“行者无疆-杜滋龄中
国画作品展”全国巡展的最后一站，
将于12月4日正式收官。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王广义·存在与超验”艺术展于11月25日在湖北合
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评论家鲁虹策划，包含了架上
作品、装置、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回顾了王广义自上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思想和创作实践成果。展中呈
现了王广义近年来的艺术创作、不同时期的各类型创
作手稿，当中不乏首次正式对外展出的作品。

据悉，王广义的装置新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将
在展览中与观众见面。王广义表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
各个国家关于世界格局都有不同的想象， 各国绘制的
地图在国界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些信息引发了艺
术家关于“地缘政治”的重新思考；尤其是《诗经·小雅》
篇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引发了艺术家用艺
术的方式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新秩序”的可能。

此外，由芬兰导演米迦·马迪拉从2009年起历时三年
完成的纪录片《叠像》也将作为特别作品展出。该片以王
广义为主角，讲述了艺术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当代中国
环境中的际遇，以及对艺术、自身价值和身份的反思，帮
助观众全方面地了解王广义和他的创作。

11月22日，“城里·城外”———王建国油画作品展在北
京悦·美术馆举行。该展展出了王建国近年创作的30余幅
油画作品，以富有个人魅力的表现性语言传达出了对当
今东北人文、自然景观的深切关注。同时，也是艺术家对
个人、身边他人的生存体验与内心情感的记录。

据悉，展览中出现的“城里”表现的是对都市人生
命情状的感受，王建国勾勒出都市奇观中焦虑、迷乱与
动力、生机二者并存的状态和东北城市景观的变化，是
其自身与当代人的迷茫、躁动与彷徨的投射。“城外”则
是艺术家坚持在北方的黑土地上行走留下的印记，抒
发着他对北方大地旺盛生命力和生命意志的歌颂。

王建国认为，回归自然，也就回归了人的本初。人
性只有与自然相融合，才能化解人性的危机。因此他赋
予了自然物性、神性和人性三个维度，在最平凡的景物
中发现壮美与伟大，使画作成为连接“城里”与“城外”、
自然与人性的媒介。展览将持续到11月30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王建国油画展记录生存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