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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担当
2017山东青年美术力量系列活动在重庆举行

青春·担当——— 2017山东青年美术力量系列展

在重庆美术馆首站开幕

7月30日下午，由山东省文化厅、共青团山
东省委、共青团重庆市委、山东省青年联合
会、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主办，重庆美术馆、山东省
青年美术家协会、济南市青年美术家协会承办
的“ 青春·担当——— 2017山东青年美术力量系列
展(重庆站)”在重庆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山
东青年艺术家作品119件，涵盖中国画、油画、
版画、水彩、综合材料等门类。此次展览是该
系列展走出齐鲁大地的首站。

山东方面出席开幕式的有来自中共山东省
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厅、共青团山东省委、
山东省青年联合会的领导和嘉宾以及山东省美
术界代表和参展画家代表。

重庆方面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共重庆市委宣
传部、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共青团重庆市委、
重庆市文学艺术届联合会、重庆市青年联合
会、共青团山东省委驻重庆委员会的领导代表
以及重庆市美术界代表。

本次展览的学术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在
致辞中说：山东是一个美术大省，也是美术强
省，重庆美术的分量也非常重，重庆和山东的
强强联手是一次重要的跨越。齐鲁文化对中华
文化贡献很大，这一代年轻人肩负着更重的使
命。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我们的时代才可以
更好地发展。本次展览体现了山东青年美术的
实力，希望广大青年美术家下一步能为山东、
为重庆也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更好的示范。

重庆市文联、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
省文化厅等部门领导也先后致辞。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张卫华表
示，山东省青年美协汇集了我省优秀的青年美
术家，他们的使命担当与奋发作为，他们的朝
气蓬勃与团结合作，无时无刻不在深刻影响激
励着山东美术事业的推进。近年来，山东省不
断加大对文化人才特别是青年文化英才的发现
培养，着力实施青年艺术家宣传培养推介工
程，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重庆和山东一样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我
们应为两地青年艺术家搭建平台，共同提高，
再创辉煌。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在致辞中说，
山东青年美术的展览走进重庆，是两种文化充

满激情的交融。山东的青年美术队伍充满了朝
气和创造力，这次展出的100多幅作品，洋溢着
青春的气息，思想新颖、观念独特，让大家体
会到这些活跃在当下的青年艺术家对艺术探索
的执著，对生活感知的敏锐。他们不懈地追
求、探索，力求阐释出更多当代性、思想性的
特征，表现出更强的思辨与开拓精神，形成更
鲜明的风格面貌。这次交流，必将带来艺术思
想的共鸣，促进艺术家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无
愧于伟大时代的艺术精品。

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杨晓刚代表青

年艺术家发言，他说：青年美术力量，既是明
天的希望，也肩负着今天的责任。这也是我们
这次“ 青春·担当”展览的主题思想。我们都在
各自的艺术领域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们也都
勇于承担历史和时代赋予的责任和担当。泰山
黄河的雄伟壮丽，巴山蜀水的清灵俊秀，都是
滋养艺术的源泉和动力。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
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八一建军节
即将到来的今天，我们用精心创作的艺术作
品，为这个时代和在座的各位朋友交上一份答
卷，共同为促进齐鲁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再次交

汇融合，共同为推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建立我
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作出自己的努力与尝试。

开幕式结束后，梁江为书画爱好者带来题
为《 笔墨中国六十年》的学术讲座。《 青春·担
当——— 山东青年美术力量系列展作品集》一书
进行了首发仪式。

纪念建军90周年

——— 山东美术家慰问团赴驻渝空军部队慰问

八一建军节前夕，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暨山

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慰问团一行十一人来到重
庆驻渝空军部队慰问空军指战员。参加这次活
动的画家有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省青年
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画院研究部主任杨晓
刚，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省青年美
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吴磊，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主席团委员、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李岩，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济南市
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孙万灵，山东省美术家协
会副秘书长、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樊磊，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省青年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刘仲原，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省
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刘扬，省青年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陈涛，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秘书
长王栋，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韩潇，省
青年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魏晔石。

画家们先后参观和听取了部队的发展和建
设情况，了解了部队的光荣历史和辉煌历程。

慰问团随后进行了慰问笔会和交流，并为
在场官兵进行了现场书画辅导。大家满怀热
情、挥毫泼墨，创作出了30余幅书画作品赠送
给部队官兵。作品饱含了书画家对人民子弟兵
的热爱和尊敬之情。

活动最后，驻渝空军部队向代表团赠送锦
旗“ 共筑强军梦，丹青鱼水情”。

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代表团

赴大足石刻采风

在青春·担当——— 山东青年美术力量系列展
（ 重庆站）期间，山东省青年美术家组织开展

了重庆大足石刻采风活动。
8月1日上午，来自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

的14位美术家参与了本次采风活动。画家先后
参观了宝顶山石刻和北山石刻。这些石刻作品
集佛教、道教、儒家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
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从不同侧面展示了9世
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
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
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1999年12月1日，大
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

采风活动结束后，画家们对博大精深的民
族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画家
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在今后的美术创作中，进
一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

“ 青春·担当——— 2017山东青年美术力量系列展(重庆站)”画家与嘉宾合影

驻渝空军部队向美术家慰问团赠送锦旗 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在重庆大足石刻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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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在传承——— 叶兆信画展”将于8月10日在
济南市美术馆开幕。

本次画展由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济南市群众艺术
馆、济南市美术馆联合主办，共展出山东新闻美术
家协会主席叶兆信作品80幅。展览的重点是他在著
名学者冯其庸先生指导下，矢志传承我国优秀传统
绘画艺术的线描作品和庙宇壁画作品，造型精准，
气势壮阔。部分作品画幅之大、人物之多、服饰之
异、表情之别，令人赞叹，是传统线描和彩绘艺术
的佳作。特别是他为济南白云洞编绘、创作的《 碧
霞元君生日大庆典》，长46米，高3米，受历城县
志启发，得清代宫廷版画服饰借鉴，描绘了清康熙
三十年间济南民众为碧霞元君庆生的盛况，反映了
当时济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习俗
等，是一幅难得的传统庙宇壁画的巨制。此外，画
展还将展出画家的花鸟画和书法作品。

本次画展将持续至8月15日。

一位完美主义者
□ 潘鲁生（ 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院院长）

叶兆信是我的老友，我们相识于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如今算来己有三十多
年了。当年他从青岛工艺美校毕业分配
到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地毯图案设
计，我在山东工艺美校就读时两人有缘
相识。由于他有图案设计方面的独特才
华，后来被调入大众日报社美术组工
作。从那时起，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接
触和交往。在当时看来，为报纸绘制的
报头图案美术字，写的文章能变成铅字
印刷出版，这样的工作真的令人羡慕。
兆信在大报岗位上联络了一批美术界的
大家，我们似兄弟一般常在一起畅谈青
春理想，交流艺术创作，也有机会在大
报发表些报头作品，并以此为“ 显
摆”。记得曾多次跟他在一起值大夜
班，报社食堂的夜宵也令人难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有机会被
借调到北京工作，当时《 中国美术史》
编辑部让我推荐资料员。我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兆信，一来我们是朋友，而且也
深知他的美术功底及认真劲头。由于种
种原因，兆信只在恭王府工作了一段时
间就回了山东，但就在那段短暂的时光
中他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并成为其入室弟
子。冯老十分赏识叶兆信的艺术才华，
正式收徒那天，十分郑重地赠给了兆信

几十部书。兆信也十分敬仰冯老的艺品
和学识，后来一直追随在冯老的左右，
直至陪同这位艺坛大家走完最后的人生
道路；冯老注重在传统基础上出新的艺
术理念也深深地扎根在了兆信的心中，
成为他从艺之路的信条。

兆信的艺术路子很宽，他的创作集
中在壁画、图案、国画等领域，在壁画
领域的创作成果尤其丰硕，而且广受认
可。兆信认为，古人留下的壁画是先人
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对生活和艺术的
认识与理解；壁画所表现的是前人对思
想文化与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怀，反映并
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力量和影
响。兆信把传承这些美妙绝伦的壁画艺
术，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完成
的每一个壁画项目都十分精彩，让观众
感受到传统艺术形式中鲜活的时代气
息。

泰山极顶玉皇庙《 玉帝故事图》主
题壁画，在五岳之尊泰山雄奇险秀的自
然景观中表现神话故事，意境高远，体
现了一种沉秀、稳健的艺术格调。《 玉
帝下界巡视图》描绘玉帝銮驾下界巡视
主题，画面出现的42个人物形象皆生动
传神，布局巧妙。济南白云洞《 群仙朝
圣》壁画，也是兆信的得意之作。壁画

位于白云洞玉皇殿的两边墙壁上，两幅
壁画一个主题，遥相呼应。五十八组道
教人物组成的壁画层次分明，章法严
谨，人物情态各异，体现了高超的线描
艺术技巧。冯其庸先生评价这组作品，

“ 线描手段变化较大，各尽其妙，除轮
廓线外又结合装饰线，真是气象万千，
使人目不暇接。”

兆信的线描图案功力深厚，体现了
一种尽精微而致广大的“ 匠人精神”。
1983年在大众日报社做美编工作之余，
兆信曾坚持画地毯图案，每周一幅，四
年时间里一共画了一百多幅。地毯图案
密密麻麻，构图细腻繁复，笔笔工整流
畅。这些临摹作品后来在山东美术馆举
办了展览，并出版了《 波斯地毯图案
集》，至今仍为行内人津津乐道。后
来，兆信创作了《 达摩讲经图》《 普天
同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大量的
线描画和地毯图案，手法洗练，件件出
彩。当年，我们两人也曾合作出版了

《 中国佛教图集》，分工合作，对佛教
图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兆信做人致学从艺追求完美主义的
精神和境界。在与兆信三十多年不曾间
断的交往中，越发深刻地感受到他就像
一个在艺术之路上执着求索的“ 苦行

者”。从积四年之功临摹工细的波斯地
毯，到寒来暑往中、简陋条件下绘制庙
宇壁画，他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长
久的辛劳与孤寂。试想，若没有恒久的
毅力与执着的信念，又有什么人能在这
条路上行这么远，走这么久。我们相
信，兆信是一位对艺术追求完美的人，
艺术就是他的生命。只有在创作时，他
的内心才是充实的。现在，低调从事的
兆信将自己多年从艺的创作成果系统地
总结梳理，举办这次艺术综合展览，既
是对自己艺术人生的一次回顾，也将是
一个新旅程的起点。

作为老友，祝愿他的艺术之路结出
更为丰硕的果实。是为序！

白云洞《 碧霞元君生日大庆典》局部 叶兆信

叶兆信 1959年生于山东夏津，现为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高级编辑。第
八、九届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新闻
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省诗词学会诗书
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
间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理事，济南市群众艺术馆理事会艺术专
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兼职
教授。

画家叶兆信简介

叶兆信近影

兰亭修禊图（ 冯其庸题） 叶兆信 505cm×93cm

——— 叶兆信画展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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