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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环义笔下的虎，得虎威，得虎神，得虎势，其奥秘不独对
虎有日复一日、深入细微的了解，更重要一点，在于他把虎人
格化，以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多样化来观照虎、表现虎。他说：
“我以为虎之为虎，重在自然与生动。所以我画虎形象虽从写
真中来，但更偏重于神、环境、气氛的表现，构思虽讲究个人匠
意，但却以再现虎之气韵为要旨，如此才是我之为我。”

曹环义：
以心写“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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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环义
字心梅，

号啸堂主。自
幼酷爱绘画
艺术，14岁受
教于著名国
画大师李苦
禅先生，研
习 传 统 笔
墨。 其作品

以虎著称，为中国墨虎创始人。亦擅
写意花鸟，画风潇洒、飘逸、劲健。写
意画豪放淋漓，注重章法、韵味，以势
夺人。中国文联一级画师。

自古以来，虎就是人们喜闻乐见
的绘画题材，激发了无数画家的创作
热情。五代的石恪、元代的周耕云、明
代的赵廉等等都是画虎的名家，挥毫
泼墨间，创出无数佳作。曹环义也是这
样一名沉浸于虎的画家，他的小幅作
品巨细有致，生机勃发；巨制百虎恣情
各异、栩栩如生。经过几十年的不断追
寻，曹环义在记录虎威虎韵的同时，摸
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绘画技法，积累了
独特的艺术理念；同时，他也将人类的
情感与精神寄托融入了画中，带来了
生动又富有想像力的画卷。

一幅“地图”开启的师生缘
曹环义自幼喜爱绘画，启蒙于父

亲的生意伙伴董亦三。在他14岁时，由
董亦三引荐，拜得国画大师李苦禅为
师。“初见先生李苦禅时， 先生问我家
住哪里？我答崇文门外花市，先生便提
笔蘸墨画起了‘地图’。”曹环义回忆。
当先生李苦禅画完时，曹环义才发现，
原来先生画的地图已然变成了一颗
苍劲的松柏。这幅画成为了李苦禅先
生给曹环义的见面礼，“先生的意思是
树木与我们生活中的道路一样，‘四通
八达’的枝干是树木生命力的表现，也
是它的美丽之处”。曹环义说。

在学艺的几十年中，曹环义对先
生李苦禅绘画上的豪放风格与磅礴
气势感受很深，吸纳了先生独特的艺
术气息， 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李
苦禅先生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的笔
墨功底也影响了曹环义的绘画表现
手法，在其日后对墨虎的研究中起到
了引导作用。曹环义表示，“先生的墨
简而意不简，将动物以富有质量感的
笔墨呈现，而又不失动物的神韵”。

曹环义谈到，在喜爱画虎这件事
上，先生李苦禅非常支持，认为通过
热衷的题材，锻炼技艺，找到艺术与
精神的方向是很好的。“一个画家在
一种题材上专注并不会影响他在其
他题材上的探索。技法的学习与磨练
是很重要的，不断地提升技法，开阔
眼界，就什么都能画了。”曹环义说。
跟随内心真意，在绘画技法上下深功
夫，不故步自封，创作发自肺腑的作
品，这些都是曹环义从先生李苦禅身
上学到的，而他也将所学运用到了自

己日后的创作中。

一虎多画呈现生物百态
曹环义从儿时起就喜欢收集虎

的图案，小时候的他抱着小人书一页
一页地照着画，每当遇到别人画的虎
也是格外关注，无论出自怎样的风格
与派别都要临摹才罢。一次，曹环义
与父亲外出，见到街边店铺中所售卖
的虎画便走不动了， 父亲只好留下
他，自去办事。随着画艺的精进，临摹
已经无法满足曹环义了，希望以科学
的角度学习。 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曹
环义只好自己动手“做实验”。

“过去的时候路边常有死猫，我
就将它们的尸体埋好，过两年后再去
刨开观察猫的骨骼。用细竹签轻轻拨
开泥土，为骨骼编号后再拿回家照着
画，有点像考古。”

曹环义从生物的基本特征出发，
由内而外地熟悉动物的体态。通过比
对骨骼与查询资料，抓住了动物的身
体结构特点， 并运用到了构图中，相
继创作了“奋进”、“回首望月”姿态的
虎画。“猫和虎一样， 都属于猫科动
物，骨头的数量都是254块，骨骼结构
区别很小。运动起来，骨骼的受力摆
动、肌肉的状态、皮毛的反应，这些都
是需要观察的，这样才能掌握好虎的
体态，画出来的虎才真实。”

除生物观察之外，曹环义也注重
在画法上的探索。 他以虎为题材，通
过工笔、大小写意、彩墨、泼墨几种画
法诠释虎这种动物。他指出，在动物
体态结构烂熟于胸的前提下，无论使
用哪一种画法都能展现出虎的独特
魅力。曹环义还表示，不同的绘画技
法有助于突出虎的生理特点，从而更
好地烘托画面。 在绘画技法的实践
中，曹环义曾参考日本画，尝试使用
东洋派画法中的染法。经过不断的实
验，在处理虎的皮毛颜色时，令其色
彩犹如自然喷出一般，彰显出了虎毛
柔亮、光顺的质感。

画虎要突出神情兼备
观曹环义的虎画，画面的运动感

极强，虎在草坪、河流、山川、苍松的
映衬下显得活灵活现。当观者的目光
从虎的体态转移到其面部表情时，就

又会发现，原来以往观虎竟忽略了它
的情态。曹环义的画中，有不同性别、
年龄段的虎，它们表情各异，虽为莽
兽，却流露出一些人性的情感。曹环
义介绍，他的画在生动表现虎的神态
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虎去展现一些动
物共通的情感，并且为看画的人留有
一些想象与享受的空间。

在他的虎画中，有不少是表现母
子关系的。画面中稚气未脱的子虎依
偎在母虎身边张望，或被母虎叼在嘴
中行走，或因调皮被母虎击打，表露出
的神态同人类毫无差别，使人不禁展
开联想。在交谈中，曹环义无不流露出
对于父母的爱意，他的《母子图》就是
感念母亲的一幅作品，当中表达了动
物共通的情感，融入了自身的想法与
感受。然而，天伦之乐也时常会带有无
法避免的忧愁与离别，使人惆怅。

在曹环义于上世纪80年代创作
的一幅长卷《百虎图》中，画面由右至
左，以季节巧妙划分，将百只不同形
态、年龄的虎呈现于季节万物中，表
现出了较强的空间感与时间感 。画
中之虎有的嗷嗷待哺； 有的跟随母
虎，难掩初次觅食的躁动；还有的已
然离开母虎，在离别的气氛中，独自
踏上前程。曹环义表示，自己在创作
这幅作品时只展现了春季至秋季，没
有将其延伸至冬季的画面。“还是希
望为这幅画留有一些延伸的空间，至
于冬季会有怎样的虎， 有何等景象，
这些都交于观者，在想象的空间里去
发现。”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曹环义：虎有神威 艺有温情

《虎虎生威》

《虎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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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回归 以文化人
王金钟

燕京最是冬光好，映日红栌照嫩寒。画苑
才俊齐奋力，“我爱丹青”再展新颜。

2014年，金风送爽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国艺
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
倡者，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认真
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为历史存正气，
为世人存美德。习总书记的教诲与激励，昭示
着一个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大繁荣、 文化产业
大发展的伟大时代的到来。

文化艺术品+互联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它为文化艺术品生产、收藏这一产
业链的每一个体及机构提供更多获益的机
会。2015年春，“我爱丹青艺术大数据库”就是
这一时代催生的宁馨儿。它是依托网络平台，
线上线下并进， 记录和推荐中青年艺术家及
其艺术作品的成就与发展的艺术机构。 甫及
降生便出手不凡，同年以“我爱丹青首届中国
画大展”的成功举办而声名大振。

天街细雨又绵绵，霜叶彤彤映钜篇。画社
同仁纷纷诵，谆谆教诲润心田。几乎在同一时
间， 燕京书画社同仁在石占成总经理的带领
下， 结合30余年改革先行者们怀着对党理想
之崇高信仰，对文化事业之执着追求，对艺坛
耆宿、新秀之悲悯情怀；乘改革鸿运，审时度
势，开基立业。前辈缔造，艰苦卓绝；后昆奋
起，蓄势待发的历史进程，学习总书记讲话，
决心以创业者为榜样，辛勤耕耘，提高文化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塑造与时代脉搏相契合的

企业精神。燕京书画社地处首都核心区，自应
殚精竭虑为弘扬首都优秀文化传统、 增加首
都文化软实力、 提高北京人文化素养而尽其
绵薄。

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的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既是在思想
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本次大展正是以这一标准进行评判选拔
的。 我爱丹青艺术大数据库及燕京书画社这
两家文化平台联手举办此次大展就是基于共
同的信念：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中
国书画市场精品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立德树
人，培养和推荐中青年国画艺术家。

何谓“文化”？简言之即“人化”，“以文化
人”也。中华数千年绘画史不乏“成教化，助人
伦”、“同民心， 出治道”、“千古兴衰， 披图可
鉴”的明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艺不
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 创作是自己的立
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
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不立德无以树人，凡
树人必先立德。

我们殷切地希望此次参展的艺术家牢记
领袖语重心长的教诲，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
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努力创
作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体现中国文
化精神、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是为序。

赞曰：“我爱丹青”承古融新，弘扬国粹，
立德树人。 （作者系燕京书画社顾问）

杨玺、義璧《仙山琼阁图》 101cm×203cm

利有成《栖》 171cm×93cm

王雨晴《南风物语》118cm×197cm（局部） 邓刚《秋江暮色》123cm×247cm 左敏《远雷》110cm×19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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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王居士砖塔之铭》原拓首度现身拍场

陈师曾特展再现画学传承

贺友直回顾展讲述逝去记忆
“睿心天地———贺友

直艺术回顾展” 于11月21
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
开幕。 本次展览汇聚了贺
友直先生的连环画及风俗
画代表作， 以百余幅作品
回顾贺友直的艺术历程，
共同纪念这位连环画大
师。 此展是自2007年北京
画院美术馆推出的 “二十
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
展”中的第41个展览，也是
继2009年 “方寸回望———
贺友直连环画原作展”之
后， 贺友直的作品第二次

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
贺友直曾说， 画连环

画就是画故事。 本次展览
就以“故事”为单元设置板
块，用一个个“故事”去讲述
贺友直的艺术历程，展现一
位智者心中的艺术天地。展
览精选了系列风俗画《儿时
玩耍》、《二十四孝故事 》、
《新加坡双林寺建寺历史
画》、《十二月历图》、《水浒
十丑图册》等作品，中华艺
术宫藏贺友直的最具代表
性连环画作品《山乡巨变》、
《朝阳沟》及自传体连环画

《我自民间来》，涵盖了贺老
各个阶段的创作，配合连环
画出版物及相关文献的呈
现，以多样化的展示形式向

观众呈现一个更全面、更立
体、更真实的贺友直的艺术
天地。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在中国绘画 “走向现
代 ”的历史进程中 ，有这
样一位自号 “朽者 ”的先
行者 。他不同流俗 ，画吾
自画，集诗书画印和新知
识素养为一身 ； 他以深
厚的笔墨功力 ， 传承金
石写意之风 ， 并在直面
现实中创作出具有人文
关怀的杰作 ； 他投身艺
术 教 育 与 画 会 活 动 中 ，
积极推进中日艺术的交
流合作 ；他提携同道 ，与
民初艺坛共同开创出北
京画界的新局面……然
而 ，他仅仅活了 48岁 ，他
便是在逝后被吴昌硕题
为“朽者不朽”、被梁启超
评为 “现代美术界 ，可称
第一人”的陈师曾。

今年是陈师曾诞辰
140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主

办，故宫博物院、中央美术
学院、北京画院、北京荣宝
斋共同协办的中国美术馆
“典藏活化”系列展：“朽者
不朽： 中国画走向现代的
先行者———陈师曾诞辰
140周年特展”于近日在中
国美术馆展出。

展览聚集陈师曾各类
艺术作品200余件，一方面
展现其于中国画各科推进

的传承与创新， 另一方面
呈现其于书法、印章、诗词
以及漫画、 笺画等多方面
的综合艺术成就， 尤其是
特设专厅，以“沙龙雅集”
方式记述其生平、交友、著
述， 力图部分还原陈师曾
与民初文艺界往来的艺术
交往圈。 在全面研究展示
陈师曾的画学思想和艺术
实践的同时， 也希望藉此

揭示其对于20世纪中国画
走向现代的开拓价值和文
化启示。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
山表示，“这是陈师曾去世
后其作品首次在国家最高
美术殿堂的集中陈列。在
全面研究展示其画学思想
和艺术实践的同时， 我们
也希望藉此揭示其对于20
世纪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开
拓价值和文化启示。 作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
平台， 中国美术馆一直以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提供
公众美育服务、 建构时代
精神为宗旨， 此次特展的
举办正是对于民族精神和
经典文化的挖掘和弘扬，
并由此彰显20世纪中国艺
术的自觉、自信、自强”。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12月17日， 泓盛2016年秋
拍中国书画专场预展将在波特
曼丽嘉酒店举行， 中国书画专
场将推出《大唐王居士砖塔之
铭》，也是这件拍品首次现身拍
卖会。《大唐王居士砖塔之铭》
整纸花边三石本系传承者家族
提供，此拍品传承清晰，有历代
著名大家精鉴并题有长跋。

此拓本经满清第十四位状
元韩菼；工诗文、书画及篆刻，
酷嗜摩崖碑版的陈曼生； 学问
精审， 购藏古籍及金石碑版极
夥的咸丰举人刘庠； 清末民初
扬州著名书画家，有“梁芍药”
之称的梁公约； 识通今而性嗜
古，在上海购地数亩，筑楚园以
贮金石书画， 藏书十万余卷刘
世珩四位收藏。 最终被民国收
藏家陈子受重金购得， 于陈氏
家族保存至今。

《大唐王居士砖塔之铭》为
唐代楷书名碑， 唐高宗显庆三
年十月十二日刻。宰相刘墉（刘
文清）论：“平生所见《砖墖铭》
只一本是《兰亭》真面。”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2016届毕业生作品关注当下

“千里之行” 中国重点美术院校第七届暨2016届
毕业生优秀作品展于12月3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举行。

此次展览是关注高校艺术学院的系列活动 ，自
2010年首次举办至今已经是第七届，这七年来，千里之
行（全国版）项目一直坚持着展览最初的构想：“展览以
参展院校自评出的年度出色毕业创作为主，敏感、真实
地反映出当代背景下中国学院艺术的教学水平和成
绩。 此展为我国美术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学院与学院
之间、学院与社会艺术生态之间比照的平台。”

据悉，通过各院校的通力合作，此次展览已经成为
一个具有未来视野的学术品牌， 它的品牌影响力已经
拓展到全国乃至国际的范围。通过这个平台，一方面向
社会推介优秀的年轻艺术家并扶持他们成长； 另一方
面，有助于各院校之间的互通有无，相互探讨，将各自
卓有成效的教学方式和成果进行共享， 将教学中的前
沿课题放在全国的平台上交流和延展， 有效地推动了
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交流与进步。

东城美协举行艺术座谈会

北京市东城美术家协会12月2日上午召开艺术座
谈会， 与会艺术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坚定文化自
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艺术家纷纷表示，艺术创作
深入基层扎根人民，发扬工匠精神崇德尚艺，宏扬主旋
律，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英国艺术家群展解构当代艺术

“英国的自嘲群体”英国当代艺术家纸上作品展将
于12月10日在798艺术区成当代艺术中心举行。

艺术家可以是感知的守护者， 而这感知正是观众
渴望藉由他们的创作获得的。 一些艺术家在纸上完成
他们最终的创作，一些则将纸用做初级载体。油彩、墨
水、铅笔素描和拼贴异彩纷呈。在此次展览中，艺术家
哈里·派伊的作品是充满趣味的，并且有技巧地将趣味
与孩童感糅合在一起。他经常与人合作，像两人合演的
喜剧，这次是与他的小侄子。艺术家克里斯汀·格拉斯
提醒我们在纸上可以生成那般无辜又令人毛骨悚然的
图式。而安托妮娅·曼诺克瑞则以单一的媒材实现作品
的复杂性。艺术家霍华德·戴克的创作通常在宏大的规
模下进行，凝聚着严峻的力量和破坏性的政治观。艺术
家吉拉尔丁·斯温以一种缩微视角，在铜片上用珐琅彩
描绘性题材作品，宛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秘密遗产。这些
参展艺术家中惟一的雕塑家艾莉森·吉尔创作涉险探
索神秘之境，创造着虚构世界和浪漫臆想。

由俄罗斯多国艺术基金会带来的西班牙天才艺术
家达利与毕加索精品艺术展将于近日在重庆长江当代
美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2017年1月22日。

此次展览将展出超过250件来自于达利与毕加索
的艺术作品，涵盖了雕塑、陶瓷、画作，同时展出的还有
关于两位伟大艺术家的纪录片及图像资料。 此次的展
品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 展览将向观众展
示两位艺术家作品中的西班牙之魂、生命之爱、女性群
像以及超凡的创造力。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达利、毕加索精品邂逅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