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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

历史悠久 漫长传承

(上接2017年12月15日“大众书
画”版)世界文明史上有个奇特的现
象 ， 五 大 古 代 文 明中的 其 他 四
个——— 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
伦、古印度都相继衰落了，唯有中
华文明延续近5000年并不断吸纳、
传承和自我进化。在悠久的中华文
化中，中国画是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东方绘画的代表，具有独
特的描绘工具、表现形式、审美理
想和绘画理论。

与中华文化的不断传承一样，中
国画也是代代传承，同时又与时俱进
地融合外来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丰
满着自己的肌体。我们从美术史上即
可了解其延续传承之久远和强大，如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六法”的作
画要旨，张怀瓘《书品》中所倡的“逸
神妙能”四格十二品的品评标准，至
今对我们仍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西方文化

不断否定 跨越发展

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
断否定既有的传统而实现跨越式发
展。哲学上、科学上是这样，在艺
术上也是如此。古希腊到中世纪是
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多种学科
也是停止不前，被称为一个黑暗时
期。文艺复兴迎来了思想和生产力
的解放，从十六世纪至今，西方的
发展是全方位的否定之否定发展的
结果。西方写实主义的文脉至伦勃
朗、提香、鲁本斯达到鼎盛之后产
生了变革，至印象派成为转折点，
出现了不断否定的局面，观念主义
艺术开始占领画坛，以艺术观念为
旗帜而进行思想变革的美术运动成
了现代及后现代的基本特征，互相
否定或不断递进，使美术呈现出如
火如荼的空前热闹的状态，这也非
常符合西方的自由化、个人主义的
社会特征。

中国是理论实践互为交融

西方是观念先行再行创作

中国的绘画理论与绘画一直是
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状态。在古
代，几乎都是画家或有绘画经验的

人在写绘画理论及批评文章，苏东
坡、郑板桥、石涛等画家提出的绘
画主张往往成为理论家最根本的参
照。近代以来徐悲鸿、齐白石、潘
天寿、黄宾虹、傅抱石、石鲁、吴
冠中等画家也大多先于理论家提出
引领性的美术话题。而西方的美术
理论家大多与绘画疏离，更多地与
哲学、宗教及文学贴近，观念先行
者居多——— 即首先制造一个观念，
然后推动艺术家围绕观念去创作，
炮制出种种作品。所以会出现看一件
作品首先要解读一大批哲学宗教艺
评等背景资科的现象。甚至一些很权
威的美评家也说自己如不读最近的
美术评论文章，就不能进展览会，否
则会出现看不懂展品的尴尬局面。

西方的艺术发展规律及表现形
态与中国绘画非常不同，他们的艺
术批评已经有了很完善的框架及严
密的论述体系。由于认识上的偏差
以及在美术批评上缺乏自己的价值
评判标准，部分人往往将东西两种
截然不同的绘画体系只用西方的眼
光、用同一种标准来评判，这也是
造成一些乱象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艺术创作

多样化的同时要有现实主义主流

拿西方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来套中国
人的生活、代替中国人说话，都不是中
国的艺术。在立足本土文化、融合外来
文化方面，有两个典型范例：俄罗斯十
三世纪由画圣像引进了西方油画，至十
七世纪彼得大帝时才开始转型表现现实
生活，与俄罗斯的本土文化相结合，经
过几百年的发展，产生了一种俄罗斯油
画的新样式，俄罗斯与法国、意大利并
称为世界三大油画国度。尤其到了十九
世纪催生了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等
大师级人物。再举中国人物画的例子：
人物画自明清衰落后，徐悲鸿及蒋兆和
提出将西方造型观念和中国画笔墨相结
合，是一个伟大的创新，经过几代人的
不懈努力已经相对成熟，成为反映现代
人多彩生活、代表中国艺术发展、承载
中国时代主题的绘画门类，至今仍有很
大的开掘空间。而现在我们不无担忧地
发现，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在这块园地
上耕耘了，在几次国家重大美术工程中
亦有后继乏人之忧。在包容和提倡“多
样化”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倡导“现实

主义”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在中
国人物画创作上，应该大力提倡和推进
“徐蒋体系”这一现代水墨人物画新传
统的持续发展。

中国的艺术作品

应该弘扬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

艺术的创造及作品的审美应该有三
种层面：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和娱悦功
能。中国传统文化自古提倡“文以载
道”，从千古文章到小说杂剧以及书画
笔墨，都强调寓教于乐。我们今天的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
那些反映时代主题、社会聚焦、百姓生
活的人物画创作都属于这个范畴。而以
研究笔墨及形式法则为主反映生活情趣
的作品，则是以审美为主要功能。还有
一种以笔墨遣兴供茶余饭后消遣，悬于
私人空间及案头把玩的小品，则是以娱
悦观赏为目的。这三种作品在社会功能
上缺一不可，都能传达中国气息、弘扬
中国精神。但若想代表一个国家及一个
时代，必须要有一批具有宏大时代主题
的现实主义巨制。国家一定要鼓励这样
的作品问世，从而产生代表这个时代、
张扬中国精神的扛鼎之作、传世之作。

呼唤以中国的价值观

制定中国艺术的批评及评价标准

评价一种事物，如果没有自己的立
场，没有相对应的实体，没有共同的标
尺，那么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中论事，容
易牛头不对马嘴。

西方艺术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法
则，有一系列传世的经典作品和代表性
画家，有评价这些作品及画家的符号性
语言。我们中国艺术同样也应该有自己
独特的审美观、价值观念及品评体系。
如用西方的观念和品评标准来批评我们
的绘画，肯定会乱象丛生。

我们正处于一个思想碰撞、观念交
汇、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在悄然
崛起，这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奏。艺
术是一个时代重要的形象象征，如何塑造
中国形象，体现中国精神，更需要发挥艺
术和艺术批评的作用，艺评家要诘问时
弊、叩问艺心，面对西方艺术的涌入，我们
需要分析其来龙去脉，了解现象背后的东
西，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不人云亦云，建
立我们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洋人、既具
有传统的文脉传承，又融汇当代精神，属
于自己的品评框架和审美标准。(全文终)

五、中国与西方的美术批评大不相同 六、应创建中国自己的价值评论体系

时代呼唤以中国价值观为核心的艺术批评体系
□ 孔维克

日前，由聊城市文广新局、高唐县政协主办的
“国色天香韵 美丽新时代——— 朱希江牡丹绘画作品
展”在“中国书画艺术之乡”高唐的孙大石美术馆举
办，来自山东省政协和聊城市、高唐县的领导、嘉宾，
文化艺术界人士、知名艺术机构负责人、多家新闻媒
体人和热心观众数百人参加了开幕式。本次画展展出
了朱希江创作的中国画作品60多幅，均为牡丹题材。

开幕仪式上，朱希江分别向民革聊城市委中山画
院、孙大石美术馆捐赠作品并获得收藏证书。朱希江
说，回到故乡举办画展，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情，也希
望能用自己的双手为高唐文化事业的繁荣添墨加彩，
贡献一分力量。

朱希江创作的牡丹具有鲜明的个性，浓而不艳，

灵动飘逸，高贵而亲民，雅致又活泼，与画家宽厚真
诚、谦逊随和的性格十分相符，更与他数十年奋斗在
文化第一线、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格相互映衬，其画
品人品均为人所称道。

画展前夕，《希江画韵——— 朱希江牡丹绘画作
品》也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朱希江，1935年出生于高唐。现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画院高级画师，
聊城中山书画院副院长，曹州书画院高级画师。历任
山东《牡丹》杂志主编、菏泽地区文联主席、聊城地区文
化局长，聊城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文联第
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作协第二、三、四届理事，
山东省民间文学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聊文）

国色天香韵
美丽新时代

——— 朱希江牡丹绘画作品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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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省内涌现出一批年轻书法、篆刻艺术
爱好者，新星璀璨，其中不乏佼佼者。青年篆刻家
张博便是其中一位。

得见张博篆刻，先是因为近两年他的作品常常
见诸书刊报端，近期又见泰山出版社付梓出版的山
东省地方必修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科书中
一套完整的系列篆刻作品，深有感触。

张博篆刻具有法传统、宗汉印，守规矩、活章
法，轻书模、重刀功等基本特点。治印时涂墨就
石，不翻字样、不依印床、巨刀直入，实有古人之
风范；密不压抑，疏可走马，方寸之间千变万化，
彰显传统篆刻艺术之魅力；刀划痕迹运转自如，轻
重得体，大有直者苍劲而有笔力、弯者圆滑且见精
神之气度。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实属难得，又实属
不易！究其因果，其来有自。

第一，张博1979年生于山东曲阜，少年即入室
文博专家彭庆涛先生门下，自幼跟随老师得到诸多
艺术大师如王学仲、孙伯翔、于志学、文怀沙等先
生的指点；又长期得到省内诸多书画艺术家的教
诲，保障了他成长道路和视野的宽阔。

第二，尽力用功，契而不舍，练就了一身童子
功。幼无任何功利意识，完全按照古人习印的传统

模式，从汉印入手，反复放缩，大到独字成印，小
到寸印百余字。反复摹刻古印，独钟邓石如、赵之
谦，近摩吴昌硕，得其刀法运律，稳健而自如。习
印之初20年，纯练功力，积累印谱数十卷，然不曾
有作品面世，更无所谓创新随风之举，其静正守
恒，心无旁骛，走出一条贯通古今的正确路子。

第三，张博喜爱国学，跟随老师参与许多课
题，曾参与编撰大型历史文化丛书《孔孟故里历史
文化丛书》《艺以弘德而无止境》《中华传统礼乐
丛书》等，提高了古文阅读能力，先后阅读米芾、
赵孟頫、徐官、吾衍诸公论著，启发通悟。近期，
又参与编纂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科书，
可见其扎实的传统国学功力。

张博的艺术逐渐得到了业界认可，尤其近年推
出的“习近平引国学经典”系列作品、“纪念红军
长征”系列作品、“毛泽东诗词”系列作品、“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科书”系列作品等，被展览、书籍、画册
等整套选用。

作为青年篆刻家，张博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还有更长的路要走。由衷地希望张博能够一如既往
在传统文化中耕耘滋润，成为一颗亮丽的篆刻艺术
新星。 （张代生）

松龄鹤寿 国色天香 仙艳火中出 天香乡间来

国色朝酣酒 天香夜染衣
大展厅

吴梦堂 1951年生。自幼受兄长书艺熏陶，几十年坚持摹拟历代诸多碑
帖，对秦篆、汉隶、晋唐行楷多有涉猎。尤擅隶、楷、篆刻。

中国孔子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孔子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孔子收藏
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爱心书画研究院执行院长兼艺术总监。

芥英社年度新作精品展

由北京银行济南分行、荣宝斋(济南)有
限公司、荣宝斋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主办的芥
英社年度新作精品展于2017年12月23日—
2018年1月15日在荣宝京行艺术馆(济南市洪
山路1号北京银行济南分行11楼)举办，参展
画家为郭英培、林兵、樊磊、韩斌、陈涛、
姚朋魁。

日前，来自中国山东滕州的70余幅精美
汉画像石拓片，在纽约中国艺术馆与当地观
众见面。“汉人之魂——— 滕州汉画像石拓片
展”由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中国汉画学
会、山东省文物局主办，纽约中国艺术馆、
枣庄市文广新局、枣庄市文物局、滕州市文广
新局、滕州市汉画像石馆承办。

汉人之魂

——— 滕州汉画像石拓片展

2017年12月31日，“春眺新时代”战新
民中国画精品展在山东书城开幕，展览由齐
鲁文化艺术名家讲坛、山东至盛艺术中心和
山东书城名嘉卉艺术广场联合主办。展出战
新民花鸟画作品35幅。战新民，1943年生，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主任。

“春眺新时代”

战新民中国画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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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梦堂书法作品欣赏

“杜华和她的繁花世界”杜华个展

1月13日-23日，“杜华和她的繁花世界”杜华
个展将在北京孔庙国艺国粹馆举办，展览由中央文
史馆书画院主办。此次展览，以花卉为表达对象，
是在以往积累的基点上达到了一个突破点，是艺术
家内在能量的自觉筛选、提纯和释放，作品不依赖
自然结构及其真实质感的再现，突出抽象的自主形
式和重要性，从而完成自身传统向绘画语言现代性
的转换。

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收藏张锡杰作品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向中国画大写意花
鸟画家张锡杰授予收藏证书及感谢信。据了解，麻省理
工学院博物馆对捐赠收藏素以挑剔严苛著称，此番张锡
杰成为被该馆收藏绘画作品的第一位亚洲人。

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主任在接收作品时认为，这次
捐赠让西方更加认识和接受了东方文化，促进了文化的
多元性交流，“张教授的中国花鸟画作品，代表了中国传
统文化并糅合了张教授的个人艺术风格及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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