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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的确立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至关重
要。今天科学技术已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
能，而艺术作品应将存在的可能变为现实中的不可
能。惟其如此，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才能有可实现
的路径。诚然，耐人寻味的作品实属难得，令人感
动的作品更显得可贵。对于我的许多版画作品来
说，往往是借助某一客观物体的实在，并与画面处
理相结合，表达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从而营造
出一个有别于现实的视觉空间和精神世界。这种方
式是以打破某一特定环境、场合的局限，对画面进
行重构和组合为表现特征的，有时虽感不似客观实
际，但符合心灵的真实。

创作理念摆脱了特定场景的制约与单一叙事方
式，运用不同表现方式的图像重组及平面化元素，
表达不同的画面意境。主要体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丝网版画作品中。在版的限定与制约中，确立
不同手绘印痕的审美取向，探索以网版为媒介的物
象表现多种可能性，进而在平实的画面中，运用朴
素而精炼的绘画语言及特有的工具、材料和制版印
刷方式，传达出丰富的物象本质特征与作品精神内
涵。对画面色彩进行组织归纳中，控制区域间色彩
的对比因素，形成典雅而有秩序感的色彩情调与象
征意味。早期的一些丝网版画作品中，在单纯、和
谐的色调中，合理配置画面的各种元素。近几年画
面色彩提炼、对比因素明显加强，同时注意套版叠
印所产生的综合色彩印痕美感。

创作实践中面对“版”的限定性，促使我去思
考，进而努力挖掘和提炼那些富有表现力的形式和
方法，通过套版叠加的综合印痕，实现精神空间的
再创造，试图把版的中介美感不断推向新的理想层
面。同时“版”的局限性，也包含着版画艺术的特
性，它引导人们去思索怎样以简练的语言去表达深
刻的思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作品，借鉴异
域话语有之，本土资源的利用与传统审美理念的汲
取也有之，诸多前辈、先生的教诲更是潜移默化、
影响至深。反映高品位的当代中国版画家的审美意
念与文化底蕴，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冯远的人物画评述
□ 潘鲁生

冯远先生的中国画作品展“笔墨尘缘”即
将在山东美术馆举办，这是山东文化艺术界的
一件盛事。冯远先生是我敬重的艺术家，相识
既久，能在家门口饱览数十年积淀淬炼之经典
作品仍属难得，备感欣喜。

冯远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画家、艺术教
育家，一直从事文艺领域和艺术高等教育的管
理工作，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并曾任中国美
术学院副院长、文化部艺术司和科技教育司司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
长，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名誉院长、上海美
术学院院长。数十年深厚的艺术积淀、高等艺
术教育经历和国家层面的文艺工作使他的艺术
创作有极高的历史站位，他的中国画创作突出
现实主义风格，具有深邃的历史视野，造型谨
严，笔墨遒劲，质朴浑厚，具有恢宏气势和史
诗品格。

冯远先生的水墨人物画独树一帜，在博采
兼蓄传统和西方绘画真谛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现当代人物画
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以冷静客观的历史眼光审
视和观察，用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加以表现，
创造性地运用水墨语言，将人物形象深刻地嵌
入社会肌理和历史脉动中，刻画表现人物的精

神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一系列人物作
品就是一部中国精神的深刻史诗。他塑造的人
物，既有历史大潮里风口浪尖力挽狂澜的英
雄、闪烁智慧光芒的名师大家，也有现实生活
里的黎民苍生；既有重大历史节点里民族国家
与个人命运交织的人物，也有现实生活里平凡
而普通的人物，更有艺术家笔下具有民族心态
与灵魂的人物；既有雄浑的历史浪潮，也有细
腻微妙的生活瞬间。在他的作品里，名垂青史
的英雄、智者或籍籍无名的芸芸众生，都鲜活
生动、富有张力，浓缩了时代与社会的多重价
值冲突，甚至潜在地铺陈了某种人之困境的原
型图式，包含对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透视，
并最终凝聚为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特别是对
普通人的关注、诠释和表达，充满了历史情怀
和文化阐释，冯远以艺术家的笔触赋予历史巨
流中的平凡人以不平凡的光芒，尤其令人感
动，在遒劲的笔力和细腻的刻画中能够体会到
一种深情，超越活着本身、超越卑微和辛酸去
挖掘人生的价值。这样的人物形象犹如一盏明
灯，不仅照亮自己，也提供了一种光源、一种
视角、一种空间，烛照社会历史的更深层，展
现人物的存在状态，表达生活的悲喜与追求，
进而全景式地表现了社会历史进程及现实生活

中人们思想情感的变迁，诠释了民族的精神力
量，凝练和浓缩了民族精神的意象符号。

冯远先生的作品寓崇高于平凡，寓智慧于
醇厚，寓精神力量于历史和生活的瞬间，具有
历史的厚度和情感的温度。他笔下的历史人
物，携带着历史的真实，激扬着时代的力量，
有着丰沛的社会内容，充满了生生不息的时代
激情和顽强奋斗的精神力量。他笔下的众生，
是生活的传承者、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勤劳而
又坚毅，那种百折不挠、虽九死其不悔的气概
和精神与山川大地一样永恒。事实上，无论是
认识历史还是面对现实，无论任何年代、任何
民族，都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的力量，鼓舞人们
去奋斗，带给人们诗意的抚慰。特别是在社会
转型期，这样“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作品也是警示急功近利、浮躁迷茫、物欲横
流、惟利是图的清醒剂，彰显价值追求，弘扬
时代精神，鼓舞人崇真向善求美、怀有对民族
和国家未来高度负责的赤子之心。这不只是创
作理念使然，更包含创作者自身的人生态度、
艺术理想、民族担当和家国情怀。从冯远先生
的作品里能够感受到他的责任、使命和激情，
他以严谨、客观的写实手法，以直面生活、反
映现实作为创作的态度，对人物的心灵世界作

出了出色的描绘，体现了一种苍生情怀，实现
了艰苦的艺术远征。

作为艺术理论家，冯远先生对艺术为现实
服务有着自觉的理性认同，他就中国画、水墨
人物画发展展开了深刻的学术思辨，出版和发
表了《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等一系列论著
和论文。他曾追问“我们去哪里找回人物画中
最为宝贵的东西”“我们又在哪里找到把握人
物画发展的切入点”，明确提出“从把握当代
理性精神或当代文化心态的角度入手，勇敢、
真诚地将自己直觉的东西表达出来，用画家的
良知和新颖的视觉图式映起社会的惊奋和感
知”，提出如果“疏离了当代人，疏离了当代
人的精神深刻性，疏离了美的形式和对至善至
真的追求，疏离了激情，也就失落了艺术创造
的精神支点”。因此，从当年插队北大荒的上
海知青，到力作等身成为知名的画家，冯远始
终带着艺术创作最坚实的使命感，面对艺苑中
瞬息万变的风景线，一直默默坚守着自己的立
场和品格，始终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百
姓，以平凡的心感受、平凡人的眼睛观察，在
任何时候都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永
远沉浸在生活的激流之中。也正因为有情感上
的融入，使他接触到民族的精神和灵气；因为

有深刻的理论自觉，使他主张并且身体力行一
以贯之做到了“注意回避那些病态、末梢的、
洛可可式的艺术倾向，以及一切不健康的锈蚀
人精神的东西”，“注意克服现代文人画的所
谓‘虚静空灵’，现代主义诸流派的‘大脑思
维阻断’和任何模仿的艺术，注意克服导致那
些纯形式主义内容苍白的艺术倾向”，“强调
向上的、健康的、具有生命力以及对世界深刻
全面的认识，强调对世俗精神的超越”。

艺术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高度浓缩了社会
历史变迁的过程，映照着我们的现实状况。冯
远先生以磅礴的笔力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
我们民族的人物形象与精神镜像，在多重要素
构成的民族精神中矢志不渝地寻求我们民族伟
大的凝聚力、承受力和延展力，他发现和表达
英雄志士和普通劳动者身上自强不息、昂扬向
上的意志力量，他珍视和表现生活的诗意、温
暖的情感和美好的道德情操，以艺术之笔渲染
铺陈，动人心魄。好作品总能打动人，好作品
将超越时代，冯远先生的作品有这样深沉的力
量，其中屹立的是充满无限意义的大写的
“人”！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
主席，山东工艺美院院长）

精神空间与艺术品位的契合
□ 常勇

常勇 1 9 6 3年 7月
生，山东烟台人。1985年
7月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美术系油画专业，获艺术
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
教。1988年7月结业于中
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现任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党
总支书记、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
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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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油画创作札记———

视觉表征下的文化反思
□ 刘明亮

绘画创作，尤其是表现性绘画创
作，从某种意义上看完全是个体性
的，它更多指向画家自我心性的表
达，其强烈的风格特征，看起来似乎
与他人无关。我的创作是这样，其他
许多人的创作看起来也是如此。然
而，从另一个意义上看，这种个体性
特征，又无不或明显、或隐晦地雕刻
着时代的烙印，是社会大文化在每一
个个体上的呈现，其背后深藏着社会
文化、经济制度等脉络。一方面，每个
个体的艺术创作，都在不自觉地丰富
着社会的大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大文
化又反过来或明或暗地影响和滋养着
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

由此，绘画创作背后的原动力或
者视觉表征下的文化脉络，自然是每
一个艺术家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重要
课题。

西方绘画，概括起来可以大致理
出如下的发展脉络：优美的古希腊、
古罗马艺术，尤其是雕塑艺术，更多
关注和表现自然的人体美，其背后映
射出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之所谓“和
谐为之美”的文化理念；中世纪的艺
术，其背后是宗教情怀和神性世界，
无论建筑、雕塑还是绘画，无不浸染
着神性的光辉；而文艺复兴的艺术，
则更多地指向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价
值，其高高举起的人文主义旗帜，是
由“神”走向“人”的过程，在此，
人性进行了全面的复苏，即使是圣
母，也仿佛是世间母亲的形象，这种
变化，暗合了当时的社会转型和文化
转向；而印象派的博兴，则是伴随工
业革命的发展而出现的对“科学”性
的某种追随，其严谨的色彩关系以及
画面表达，其背后是科学发展尤其是
光学和照相技术发展的体现；后印象

主义则一改印象派的视觉方向，开始
从对自然世界的光色变化中解放出
来，进而反思主体的价值。这种转
换，其背后是对因工业革命的发展所
引起的“异化”的反思和焦虑，艺术
家试图通过绘画对社会、对人生进行
重新思索和定位，因此也就有了诸如
高更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的世纪诘问，并由
此拉开了现代艺术发展的大幕，开始
了西方绘画史上波澜壮阔的现代艺术
发展阶段。

从如上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较
为清晰地看到，每一阶段艺术的发展
及变化，折射出的都是社会转型及文
化转向，离开了这种大的社会文化背
景，我们很难看清楚艺术本体的定位，
更不要说具体到一个个体艺术家的创
作。要对艺术，或者说要对艺术家具体
的绘画(或其他形式)创作进行较为全
面客观的把握和分析，必然要将之还
原于社会文化大的发展脉络中。

反思自己的油画创作历程，也经
历着一个从模糊到不断清晰，从对本
体的迷恋到对主体的反思，从对形而
下的绘画语言的锤炼，到关注自身心
性的不断纯化，以及对社会变革和文
化转型的不断思索和营养的汲取，在
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坐标中，逐渐找到
自己在油画创作的语言和方向：即将
中国绘画的元素融入油画创作，并以
单纯化的绘画要素完成丰富的意象表
达。

古人云：“千江有水千江月”，
若将社会的大文化比作月，而自己则
是那映月的一滴水，由此，反观自己
的绘画创作，其背后仍然是中国传统
文化强大的支撑和当前整个社会文化
发展所给予的文化自信。

映日荷花 丝网版画 80cm×60cm

庭院旧事 丝网版画 68 . 5cm×50cm

根 丝网版画 49 . 5cm×68cm

刘明亮 1972年生，山
东新泰人。2002年毕业于山
东艺术学院，获文学(油画)
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中
国艺术研究院，获文学(艺
术学)博士学位。齐鲁师范
学院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
所所长、教授，中国艺术人
类学学会理事，济南市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一花一世界：月季花 36cm×45cm

即境观心：素心若雪系列 60cm×50cm

即境观心：佛像系列 60cm×1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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