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消息：2019中新少年美术画展
于8月13日在基督城市政厅开幕，150余幅优
秀作品将在中国汉口、新西兰基督城市政厅以
及怀马可里里美术馆展出。基督城副市长安
德鲁·特纳（Andrew Turner）、中国驻克赖斯
彻奇总领馆邢雪君领事出席了本次开幕仪式。

安德鲁·特纳在致辞中说，“青年是祖国的
未来，也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未来。我相信，未
来通过两国年轻人的努力，中国与新西兰的关
系会更好！”新西兰湖北经贸文化协会会长周
亚非表达了通过这次美术展激励两国少年的
创作才华，并以画会友，让两国友谊代代相传
的愿望。湖北省外国机构服务中心副主任汪

滔表示：“艺术没有边界，孩子们的创造是无价
的，而青少年也是两国未来的希望、纽带和桥
梁。”就在画展的另一侧，走来几个活泼的新西
兰姑娘，她们在画展前讨论不停。其中一个姑
娘奇亚拉·斯诺登（Kiara Snowdon）对记者
说：“我这次画了不同肤色的手掌，我希望大家
一起牵起手来和彼此建立友谊。”11岁的格蕾
丝·麦克劳德（Grace Macleod）则对中国传
统水墨画的表现形式赞叹不已。她说，中国学
生的画作很有创意，“水彩和水墨的运用堪称
神奇！”。

此次活动由新西兰湖北经贸文化协会和
湖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

怀马可里里市长致辞怀马可里里市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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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意会中国——阿拉伯知名画家

访华采风创作活动”落幕

“艺术与和平——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展”在墨西哥开幕

200件作品中回味卢是的“艺久情长”

据中国文化网消息：由中国美术馆主办
的“艺久情长——卢是百年诞辰美术文献
展”于2019年8月16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并召开学术研讨会。本次展览以“艺事非
烟”“西风东鉴”“丹青意志”“承前启后”
四个单元，集中展示卢是生平各个时期具有
代表性的中国画、油画、素描、版画、书
法、篆刻以及相关珍贵美术文献共200件。
200件作品中呈现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之

路的个案
谈及展览的缘起，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

山介绍，当我们梳理百年中国美术，在许多
踏实耕耘、辛勤探索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
的作品和生平中，常常有一种仿佛“挖出矿
场”的惊喜。那些深深烙上中国文化印痕的
国画、书法，那些饱含写生激情和对西洋绘
画富有求索精神的水彩、油画，那些带着新
兴木刻运动精神的版画……使我们可以清晰
地探寻到一条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之路，看
到先辈们踏着荆棘奋力前行的脚步。这些令
人敬重的先贤中，有的家喻户晓，声名远

播；有的则不为广大观众熟知。然而他们的
客观存在都不得不令我们将研究的目光转向
他们。卢是先生就是一位值得研究的教授、
艺术家，他的作品和他收集、整理研究的大
量文献档案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宝贵财富。

据介绍，本次展览蒙卢是先生的子女亲
属，将家藏的卢是部分作品捐赠国家，由中
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为国家艺术宝库增添了
极有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的珍品。

创作致力于融铸中西艺术之长
卢是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画家。他青年时

代师从林风眠、吕凤子、潘天寿等大家，擅
长油画、中国画、版画、书法和篆刻。在他
的艺术教育和创作中，潜心研究并致力于融
铸中西艺术之长，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
的艺术佳作。

卢是生于 1918 年，江西省寻乌县人。
1936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42
年，他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后即
参加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从事绘画、摄影
等工作。1943年赴陕西参加关中汉唐陵墓的

调查。期间，临摹敦煌壁画及各种写生百余
幅，并拍摄大量照片，于重庆沙坪坝参加艺
术文物考察团汇报展览。1946年在重庆中苏
文化协会举办“卢浚西北画展”。从1944年
起，先后在正则艺专、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公立文化教育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
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任教。1986年至
1988年在江苏美术馆、江苏盐城工人文化
宫、福建泉州青少年宫等地举办“卢是书画
展”。

卢是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在传统中吸取
了丰富的营养，并探索实践中西融合，艺术
视野开阔，成就了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从
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版画吸收了传统以线
造型的特点，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国画
情景交融，生机盎然；水墨头像在技法上借
鉴油画的明暗来表现，干湿浓淡，韵味十
足；油画则营造墨色晕染氛围，用书法线条
和明暗结合来处理画面景物。

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1、8、9号厅，
将展出至2019年8月25日（周一闭馆）。

本报综合消息：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中国对
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第十一届

“意会中国——阿拉伯知名画家访华采风
创作活动”，于2019年7月25日至8月10
日在华举办。来自阿尔及利亚、阿曼、埃
及、科威特、摩洛哥、突尼斯等6个阿拉伯
国家的9位画家参加本届活动，赴粤港澳
大湾区考察采风、交流创作。

9位画家先后与香港美协主席林天行
等画家、澳门美术家协会会员、深圳画院艺
术家深入交流、共同创作，参访了香港历史
博物馆、毕打街画廊、澳门艺术博物馆、深
圳博物馆等艺术机构，并赴南丫岛、维多利

亚港、大三巴牌坊、主教山等地采风，最后
在深圳进行为期6天的集中创作，创作出
44幅反映中国自然风光、人文内涵的佳作。

8月9日，第十一届“意会中国——阿
拉伯知名艺术家访华采风作品展”在深圳
画院美术馆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
与合作局局领导余建、深圳市文化广电体
育旅游局副局长钱强、画家代表阿穆尔·杜
克曼在展览开幕式上致辞。余建指出，粤
港澳大湾区自汉代开始就与海外保持密切
的文化交流，今年的“意会中国”活动在大
湾区举办，对促进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钱强指出，阿拉伯文明和

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意会中国”活动
将两地古老的文明和友谊用画笔增添了新
篇章，相信这批艺术家们必将成为未来中
阿艺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使者；阿尔及利
亚画家阿穆尔·杜克曼表示，“意会中国”活
动不仅让他领略了中国的自然风光、民风
民俗，更让其了解到中国的艺术现状，希望
未来有机会再次来华参加该活动。开幕式
最后，余建向来华的各位艺术家颁发了作
品收藏证书。

在观展环节，各位画家向观众们介绍
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及灵感来源。埃及画家
哈拉·莎鲁妮为香港、澳门、深圳每座城市
画了一幅画。在澳门的商店里，招财猫的
形象生动活泼，给予艺术家本人创作灵感，
因此作者以猫为主人公描绘了一幅打麻将
的场景，诙谐有趣。如何表现香港，她选择
了街道上看到的时尚女性。对于深圳，她
抓住灯笼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用仿佛
游动的鱼等，展示出深圳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一面；阿曼画家萨乌德·哈尼尼写实能
力极强，创作的两幅《南丫岛风光》将香港
南丫岛的景色完全展示了出来，同时还用
心的将“意会中国”活动题目书写在画面中
的广告牌上，表达出作者本人对“意会中
国”活动的支持和热爱；摩洛哥画家哈利
德·阿勒·贝奇对中国的竹子情有独钟，他
用综合材料以绘画与拼贴的方式，为观众
展示了一片包含香港、澳门、深圳3个城市
建筑的“竹林”。

本报据墨西哥大使馆文化处消息：8月
14日，“艺术与和平——中国当代美术作品
展”国际巡展墨西哥站开幕式在墨国立世界
多元文化博物馆举行。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祝
青桥、公使衔参赞林棘、文化参赞庄丽肖，
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罗君，中国美术家
协会驻会副主席徐里，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
心副主任王勇，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局长普
列多，博物馆及展览全国协调人加里贝，国
立多元文化博物馆馆长阿尔蒂斯，以及墨文
化艺术界代表、多国驻墨使节以及墨西哥中
国文化中心脸书主页粉丝等近200人出席活
动。新华社、《人民日报》、国际台、凤凰卫
视、《今日中国》拉美分社、央视西语频道、
墨国家文物局官媒等对活动进行了现场报导。

阿尔蒂斯在开场白中提到，当今世界日
新月异、发展迅速，但是也愈发具有毁灭性
和杀伤力。“艺术与和平”展览不仅体现了中
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追求，也反映了
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普遍愿望。以本次展览
为契机，墨中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
为维护民族友谊、国家安定和世界和平作出
积极努力。

祝青桥在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正处在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但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依然是时代潮流。展览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题进行创作，通过
艺术这一人类共同语言，生动诠释了中国以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相信本次
展览将为两国人民相识、相知、相亲提供又
一重要契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中墨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人文内涵。

徐里表示，中墨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和文
化大国，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构成了彼此之间
的吸引，奠定了两国民心相通的良好基础。
希望此展可以促进中墨两国人民的友情汇聚
成浩瀚的大海，让中墨友好合作的大船不断
乘风破浪前进。

普列多在致辞中强调，2019年不仅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欧洲殖民者
踏上墨西哥国土500周年。在过去的漫长岁
月中，墨中两国人民以各自的方式浴血奋
战、砥砺前行，在争取主权、寻求和平、渴
望发展的道路上有共性，也有共鸣。诚如本
次展览的标题所言，艺术是和平的代言人，
也是其传播媒介，墨中两国应该进一步加强
文物保护和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互鉴，以艺
术为手段，共同促进两大古文明的重生与绽
放，携手应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危

机和挑战，努力营造和平、和睦、和谐的国
际环境。

随后，徐里引领主要嘉宾及现场观众一
同前往观展，结合作品，为大家生动讲解了
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技法与西方艺术的异同
点，指出中国美术从材料、意境、艺术表现
力到文化共性，完美地诠释了独具中国特色
的民族文化气质与写意精神。中国水墨风
《玛雅金字塔》、油画《中国卫士》、雕塑《麦
当劳-CHINA》、《新观察》等数件作品引起
了现场观众的浓厚兴趣，纷纷驻足留影。

“艺术与和平——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展”
墨西哥站巡展由国家艺术基金赞助，由中国
美术家协会、驻墨使馆和墨西哥国立世界多
元文化博物馆联合主办，共展出40件绘画、
雕塑、影像等艺术作品，一方面用丰富的中
国艺术元素描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具
特色的风情，彰显当代中国文化的宽广视
野，另一方面集中展现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
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和谐共生的精神
理念，生动形象地诠释中华民族“以和为
贵”的价值内涵，对展现和传承“丝路精
神”、体现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
心有重要意义。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中墨建交47周年和“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6周年之际，展览无疑将为深化双方人
文交流做出新的贡献。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0
月6日。

展览开幕式前，祝青桥与普列多一行还

共同参观了多元文化博物馆的中国常设展
厅，并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文物保护和文化
艺术领域的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

本报综合消息：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
年“雪域祥云——西藏布面重彩画展”开幕式
暨西藏美术馆藏品征集启动仪式日前在中国
美术馆举行。该展由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办，西
藏美术家协会、西藏美术馆、西藏美术院承办，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协办。

西藏布面重彩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
成的一个新画种，融合了西藏传统唐卡绘画、
壁画与汉地工笔重彩画的要素，也借鉴了西方
写实绘画和现代绘画元素，成为西藏本土现代
绘画的一种新样式，使西藏美术在传统绘画创
作主题上实现了从“神本”走向“人本”、从庙宇

走向现实的升华，体现了我国现代美术创作手
法上的创新。

此次展览展出了韩书力、余友心、巴玛扎
西、计美赤列、边巴、拉巴次仁、次仁朗杰、次旦
久美、索朗次仁、德珍、次仁旺加、平措扎西、石
达13位西藏画家的54幅作品，其中包括中国
美术馆收藏的韩书力作品《高原祥云——和平
解放西藏》、巴玛扎西作品《布谷》、计美赤列作
品《北京—拉萨》等。集中展示了西藏美术家
近年来布面重彩画创作的最新成果。展览将
展至8月25日。

聚焦美丽中国 中国美术馆展出风景作品
据人民日报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中国美术馆梳理馆藏作品，
聚焦美丽中国，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创作的
具有鲜明主题内涵、独特民族气派与时代特
点的藏品中，选取小幅油画、水彩经典，以
风景为纽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经典抒
写新时代，诠释真善美。

展览分油画和水彩两个板块，分别在美
术馆藏宝阁和开渠厅陈列展出。油画部分囊

括大师大家刘海粟、庞薰琴、颜文梁、李瑞
年、苏天赐、吴冠中、朱乃正、靳尚谊等人
的经典之作。水彩部分集中了李剑晨、潘思
同、关广志、古元、宗其香、秦宣夫、黄铁
山、陈坚等几代水彩画家的精品力作。展览
呈现了一个富有诗意美感和人文活力的中
国，也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油画、
水彩画的发展成就。

展览将展至12月30日。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西藏布面重彩画展举行

2019中新少年优秀美术展
在新西兰基督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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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刀篆古今
握笔问松风

——宋哲金老师采访侧记

（上接第 2-3版） 切剜凿，
四十载呕心沥血，终究，
换来字与石的完美融合，
鬼斧神工，恍若天成。赓
续着传统的星汉灿烂，创
新着现世的生机勃勃。大
浪淘尽，白云苍狗，宋老
师亦配得上“拈笔古心生
篆刻，引觞侠气上云空”
之赞，令人心生敬佩之
意。

“诲人不倦”
宋老师感悟到，从事

艺术这么多年，其实也异
常辛苦。艺术是很残酷
的，需要付出众多的人
力、精力和物力等，并且
很多人对此孤陋寡闻，时
常闭门造车，创作时也不
能朝三暮四，要把自己的
心境投入艺术中去。但他
仍然觉得有乐趣，学习书
法，也算是尝尽了酸甜苦
辣，人间百味，提起这，
宋老师又想起了件趣事，
有次骑自行车经过西山
时，看到正在安装的著名
书法家沙孟海在西山大门
上题的“西山”二字，久
久沉浸其中，结果没注意
到是下坡路，直接摔到了
地上，鲜血直流，虽如
此，他依然直直坐在地上
没有动弹，在品完这二字
后，才起身去包扎。从这
我也看到了宋哲金老师对
于书法崇高之境界，只有
怀着对艺术的如此一颗痴
迷之心，才能在此上造诣
越来越深。

他说学习书画要有五
勤精神：手勤眼勤耳勤嘴
勤腿勤。“艺术创作，不
能总是模仿他人，要有自
己的风格；要遵循艺术创
作的规律；要以锲而不舍
的境界追求艺术；才能不
断前进，学有所获。”不
走弯路，不走斜路，要想
有建树，就必须吸收消
化，参以已意，艺术是浩
瀚的，但作品要以自己的
个性为主。

“书画印三者是我的
‘毒品’，每每都离不开
它，且形影不离”。四十
多载的耕耘，宋老师付出
了很多心血，但仍痴迷不
悟。他感慨道，人活于
世，应该有价值，不能虚
度年华，艺术就是他向这
个社会奉献的价值。于他
来说，之前的荣誉只是一
个符号，还要向明天、后
天去奋斗，当你看出了过
去的不足，才叫领悟了艺
术，才能称之为一位真正
的 艺 术 家 。“ 台 上 一 分
钟，台下十年功”，只有
在今后的岁月中继续上下
求索，才对得起这几十年
的书画人生，才能更好地
为鄂州文化卷轴添光加
彩。

“康庄大道”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

鄂州人，宋哲金对于一件
事一直很在意：鄂州历史
上并没有出现名扬海外的
篆刻大家。于是在 30 年
前，他根据黄庭坚在西山
上 题 写 的 《松 风 阁 诗
帖》，成立了松风印社，
研究篆刻艺术，在海内外
不仅宣传了印学艺术，更
是增添了鄂州的人文色
彩。印社传授书画技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十几
年来，他常组织印社同仁
到梁子湖沼山镇、华容、
葛店乡镇、社区等地送春
联、送年画等，社员们先
后写“福”字、写春联、
画年画共计一千余幅。宋
老师说到，社会给予了我
这么多荣誉，我有责任、
有义务为鄂州的印学历史
填补空白，向鄂州的艺术
爱好者来宣传，对后人继
续弘扬而奉献下去。

当锣鼓响起，情入歌
喉，以铿锵有力的嘶吼，
震颤八百里山河；而大笔
挥动，则情入浓墨，以入
木三分的气势，浸染几千
年人心。“人生之有涯，
而思之无涯”，艺术家的
生命，终将因艺术而更为
长久。正如宋老师与他的
书画印一样，相伴行过半
生风雨，从少年美梦到中
年安乐，而后，必将相
携，走向霜鬓禅声。

周思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