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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济南日报报业集团、新晨报、明星传
媒等联合主办的“21世纪实力派·中国画名
家邀请展”日前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展览
分为“中国人物画名家作品展”、“中国山
水画名家作品展”、“中国花鸟画名家作品
展”3个部分，参展的画家涵盖了卢禹舜、
范扬、刘宝纯、张志民、孔维克、张登堂、
吴泽浩、梁文博等72位著名书画家的207幅
精品力作。

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国家画院
国画院副院长范扬、中国美协理事苗再新等
也专程赶到济南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
后，众多画家又前往山东电视台参加了第一
届“卢禹舜·范扬·苗再新杯中国最美绘画模
特选拔大赛”半决赛。

展览时间：2011年12月3日-6日
展览地点：山东省美术馆

墨铭其妙——— 范治斌中国画作品展将于
12月3日至6日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该展由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山东省美术
馆主办，北京笔墨艺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届时将展出青年画家范治斌优秀作品
120余幅。作品题材丰富，涵盖人物、山
水、花鸟、风景和人体淡彩，多侧面、多角
度、全方位地反应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
艺术的执着。

21世纪实力派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墨铭其妙

——— 范治斌中国画作品展

展览时间：2011年12月2日-18日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

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
四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将于2011年12月
2日-18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526件
作品，参展画种有中国画、油画、版画、雕
塑、水彩、粉画、综合(漆画、岩彩等)。全
国青年美展不仅为青年美术家搭建了展示才
华的舞台，更通过青年美术家的优秀作品表
现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创作热情和对社会的
人文关怀，反映了当代中国美术的新发展、
新特点。

第四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

展览时间：2011年11月25日-12月14日
展览地点：中国油画院美术馆

2011年11月25日-12月14日，中国油画院
美术馆举办特邀展览“林旭东、陈丹青、韩
辛——— 四十年的故事”。 该展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国油画院主办，《芭莎艺术》协办。

时间、友谊、艺术，是本次展览的主
题，由三位画家相识四十年来的故事与作品
作为主线，叙述青年时代的理想，油画实践
的轨迹，围绕艺术的友谊。四十年来，三位
上海老朋友的故事充满戏剧性的起伏与变
化：林旭东由油画转向版画，继而转向电
影，又回到油画；陈丹青的绘画与书写生
涯，已为公众熟知；韩辛从上海、美国到北
京的艺术游历，呈现了一个文革少年成长为
自由画家的典型足迹。在四十年故事中，陈
逸飞、刘小东、贾樟柯是这三位画家长期友
谊的见证人。而三位老友的各自陈述，使我
们有机会进入时光隧道，目击文革时期自学
一代如何成才，为今天的艺术教育提供了生
动鲜明的启示与反思。

林旭东、陈丹青、韩辛

——— 四十年的故事

展览时间：2011年11月26日-2012年1月31日
展览地点：香港3812当代艺术空间

于2011年11月26日至2012年1月31日在香
港3812当代艺术空间举办的“你相信吗？”
当代艺术家联展，邀请了四位分别来自伦
敦 、 香 港 与 北 京 的 当 代 艺术家 J a s o n
Brooks、向阳、黎薇及李志超参加，展览内
容包括油画、综合媒体装置、雕塑及摄影作
品。

“你相信吗？”意在展示当代艺术的多
元性与生命力。

“你相信吗？”

当代艺术家联展香港揭幕

展览时间：2011年12月2日-4日
展览地点：北京长安大戏院

“中国二十世纪与当代艺术”主题精品
展将于12月2日下午3：00在北京长安大戏院
举行发布仪式。

此次精品展中不乏经典之作，其中有吴
冠中与漆画之父乔十光于1983年第一次共同
创作的艺术瑰宝《傣家节日》，自此件作品
之后吴乔二老开始了为期数年的深度合作。
据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回忆，在2010年中
国美术馆乔十光先生回顾展中，他曾陪同吴
冠中先生观看整个展览，尤其在这件凝聚二
人情谊的作品前驻足凝望，正应了吴冠中的
一句话：“漆墨通情”。

“中国二十世纪与当代艺术”

主题精品展

韩斌艺术作品欣赏

韩斌，1976年生于山
东莱州，1997年毕业于山
东工艺美术学院，2007年
-2009年修业于中国国家
画院。现为山东华鼎瓷画
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舜
窑签约艺术家，山东省九
三学社社员、中国蓝天书
画院副院长，山东省青年
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泰
山国画院办公室副主任，
济南青年美术家协会副秘
书长，《画镜》杂志责任
编辑。

文/本报记者 李可可

记者(以下简称记)：山东画院最早
成立于1986年，如今成为山东省文化
厅所属副厅级社会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这个转化意味着什么？挂牌后的
画院有了哪些不同？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 (以下简称
孔)：这次挂牌后的山东画院与原来的
山东画院之间是承继关系。山东画院
成立于1986年，当时是“文革”后的
第一个“文艺的春天”，全国各省都
组织成立了画院，在这个大的形势
下，山东画院应运而生。但当时山东
画院的实体是办公室，院内不设专职
画家，而是采用聘任的形式请德高望
重的著名书画家和领导人担任院长、
艺术顾问和顾问，聘请省内优秀的美
术创作人员为高级画师和画师。时至
今日，随着文化的大发展，为深入贯
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新高潮的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
建设经济文化强省战略，增强齐鲁文
化“软实力”。2011年1月29日，省编
委下发鲁编[2011]6号文件，设立山东画
院为省文化厅所属副厅级社会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下设办公室、创作部、
研究部三个正处级部门及艺术咨询的
最高权威机构——— 山东画院艺术委员
会，聘任刘大为、杨晓阳、刘宝纯为
名誉院长，聘任冯远、郭怡孮、孙其
峰、李荣海、刘曦林、郭志光、孙墨
龙、潘鲁生、张志民为画院艺术顾
问。

还需说明的是，省里已经决定在
博物馆东临与山东省美术馆合建并单
独隔离上万平方米，作为画院办公和
创作场所，工程将在年底动工。

记：听说有这样一个说法，“画
院就好比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不如
取消”，认为当今画院存在的价值已
经很小，对于此类观点您怎么看？

孔：首先，这句话是不全的。这
句话是吴冠中先生讲的，全句是“中
国美协、画院等如果办不好，就好比
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不如取消。”
“不如取消”是有个前提的，就是
“如果办不好”。

画院的体制自古就是中国的一个
人文传统，许多朝代都建有画院和类
似画院的机构，一直作为国家文化发
展的象征和为上层意识形态服务的场
所。从汉代起即设立翰林院并内设画
家、文人工作的机构，后来最著名的
当属北宋宣和画院，画院的“院长”
就是宋徽宗；元代、明代、清代也都
有专职画院，画院的画家肩负着重要
的社会重任，他们如实地描绘或战功
卓著的人物、或生产生活的场景、或
影响当世的事件，给后人留下了很多

宝贵的艺术财富和历史资料。
我们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需要艺术家弘扬主旋律，激
发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爱生活、爱
艺术的热情，这些工作都应是国家行
为，仅靠自由画家和个人力量是很难
实现的。主旋律题材的作品创作和重
要活动的举办，比如展览等，很大程
度要依靠专业画家、专业画院来完
成。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领导
人就非常重视画院的建设，在1956年
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著名画家叶恭绰、
陈半丁递呈的“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
机构”的提案，得到了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的赞赏。1957年新中国第
一家画院——— 北京画院成立，周恩来
总理亲自主持成立大会并讲话。在讲
话中他阐述了画院建设的重要意义和
建院宗旨，将画院定义为创作研究、
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加强
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明确了画
院建设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当前谈文化立国，建设文化强
省，最重要的是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力
量，文化所代表的民族灵魂。前些年
确实有人提出，画院光占用财政资
金，养着画家，没有什么建树。其实
不然，画院画家创作的不仅仅是一大
笔艺术精神食粮，对和谐社会、讴歌
时代作出贡献，他们的作品也已经成
了一笔巨大的国有财富，如北京画院
收藏的齐白石、王雪涛等的作品、国
家画院收藏的李可染、黄胄等的作
品，都有几百幅之多，今天任意拿出
两三幅价值就能上亿，并且作品一直
在增值，其价值不可估量，远远超过
画家们当时拿的工资。

画院在当今乃至以后，都有极大
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这是时代的
需要，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

记：将来山东画院的画家据说由
三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是“签约画
家”，指那些还没有名气但非常有潜
力的青年才俊，画院的这一设置，对
美术界新生力量的培养和提携是非常
有意义的，请谈一下您的想法。

孔：推动形成“齐鲁画派”的重
点工作是要抓出一大批弘扬传统、讴
歌时代的作品。现在活跃在山东画坛
的老一代和中年以上的美术创作骨干
都已渐渐定型，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
风格。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画家也
已经成长起来，这些青年才俊富有创
新精神、有体力、有精力，将成为
2013年“齐鲁画派”大展的骨干创作
力量。我在美协工作20多年，有一个
经验，很多重要展览的获奖者往往是
些名不见经传的画家，而且大都是年
轻人。包括我本人，也是从各种全国
大展中走过来的。不过，年轻人思想
活跃，接受现代绘画思想较多，而对

传统文化精神、对讴歌时代的责任却
有不少欠缺。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
打造成一支有活力、有创新精神和责
任意识的创作团队是一个严峻的任
务。

画院虽然有35个编制，但去除近
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专业创作人员
编制还是太少。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我们将画院画家的构成分为了三部
分，即在编画家、签约画家、院聘画
家。其中，“签约画家”主要是大专
院校美术专业本科及硕士、博士毕业
后尚无正式工作、立志从事美术创作
的青年才俊，年龄应在35岁以下。经
过考试及艺委会研究，签订聘用合
同。这部分人员的特点一是较年轻，
二是暂无固定工作。合同期满后，根
据实际情况，可考虑转为编制内、续
聘或解聘。

再回到你的问题，青年画家的引
导和培育，也是画院当然的责任。我
们会在鼓励他们发扬创新精神的同
时，对他们进行强力度的培养，引
导、组织他们创作出既富有传统文化
底蕴，又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作品。

记：11月5日画院挂牌的同时，举
行了山东美术创作研讨会，据说是在
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出了推动形成“齐
鲁画派”、打造文化亮点的动议，您
能否谈一下推动形成“齐鲁画派”的
意义？

孔：目前，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
了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正
为我们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提供了
良好的战略机遇。我们美术界也一直
有这种期待。前不久，我们对推动形
成“齐鲁画派”的可行性作了大量的
调研，形成了长达万字的调研报告，
得到了各界领导和专家的广泛认可。
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也一致提
出了这样的建议。省领导高度重视山
东美术事业的发展，已经将推动形成
“齐鲁画派”列为省委文化建设两大
重点之一。在刚刚闭幕的省委九届十
三次全会上，将“加强山东美术创作
风格和内涵研究，推动形成‘齐鲁画
派’”写入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中。可以
说，现在提出并实施推进“齐鲁画
派”工程正是恰逢其时，势在必行。
画院本身就致力于打造高端美术品
牌，正适合开展这项工作。

当然，现在虽说是推动形成“齐
鲁画派”，但“齐鲁画派”并不是我
们现在凭空“打造”的，而是有一个
已然存在的基础和雏形了。我们只是
进行了总结、梳理、推广。历史上虽
然没有明确提出或形成一个明晰的
“齐鲁画派”，但确实有一个模糊和
实际存在的现实，即山东这块地域孕

育了一大批有典型学术指向和文化标
识的画家所形成的群体。研究中我们
可以发现，从历史的纵向上看，秦汉
到民国、建国后到新时期，山东大地
孕育了一大批大家名家，他们一代又
一代地传承着齐鲁文化；从地域的横
向上看，无论是山东本土还是从山东
走出去的画家，都打上了深深的齐鲁
文化印记。“齐鲁画派”不仅是一个
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
念。虽然这些画家年代不同，风格迥
异，但他们有一些非常一致的共同
点，是山东人的性格，也是“齐鲁画
派”的风格：勃然大器、浑厚拙朴；
尊重道统、崇尚底功；文以载道、担
当责任；儒风智慧、透射灵秀；融汇
古今、取道中庸；面向现实、贴近生
活。

另外，在我们山东本土内部，
“齐鲁画派”又有着不同的画风，如
潍坊的“潍县画风”、泰安的“泰山
画风”、临沂的“沂蒙画风”、淄博
的“鲁中画风”、烟台的“胶东画
风”以及菏泽以“牡丹”为品牌的画
风等等，这些“画风”在逻辑上都应
是“齐鲁画派”的子系统。它们共同
形成了蔚为大观、波澜壮阔、丰富多
彩的“齐鲁画派”壮丽景观。

打造具有山东特色的美术品牌，
是时代的需求。下一步，我们力求推
出一批讴歌时代、代表时代的精品力
作，以群体的阵容展示山东画坛的创
作实力与艺术风貌，推动山东画家群
体在新时代的崛起，为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美坛聚焦亮点 呼唤齐鲁画派
——— 访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

11月5日，山东画院挂
牌暨山东美术创作研讨会
在济南召开。中国美协副
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杨晓阳，山东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山东省文化厅党
组书记徐向红，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刘为民，山东省
文联名誉主席、山东美协
名誉主席、原山东画院院
长刘宝纯，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聂宏刚、省文联党组
书记于钦彦，省文化厅副
厅长李宗伟、省美协主席
张志民等领导出席。中国
美协主席刘大为为山东画
院题写了院名，杨晓阳、
徐向红、刘为民、刘宝纯
共同为山东画院揭牌。山
东画院新任院长孔维克主
持会议。开幕式后举行了
山东美术创作研讨会。

此次山东画院挂牌，
是山东美术事业持续兴盛
的一个有力证明，而齐鲁
文化孕育的山东画家，其
作 品 已 经 具 有 “ 齐 鲁 文
化”的鲜明标识，山东美
术事业厚重的传统基础和
现今蓬勃的发展势头，更
是令“齐鲁画派”的提法
成为必然，山东画院挂牌
后的第一项“任务”，就
是 推 动 形 成 “ 齐 鲁 画
派 ” 。 在 接受记 者 采 访
时，山东画院新任院长孔
维 克 对 于 画 院 挂 牌 的 意
义、画院的新格局以及画
院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
细致的阐述。

山东画院院长 孔维克

韩斌在创作中 《莲藕》 《芝兰百世荣》

《玉米》韩斌瓷画作品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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