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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绘就壮美画卷 致敬时代彰显正大气象
“能量—改革开放40年山东美术发展成果展”反响热烈

改革开放40年，对山东美术来说，可谓连上层楼。山
东美术创作佳绩频传，美术学子走向全国，美术市场欣欣
向荣。强大的能量和活力，通过一位位名家的崛起、一件
件佳作的诞生、一代代新人的成长，化作了山东美术不竭
的激情源泉与灵感来源，使山东美术成为中国美术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

“能量——— 改革开放40年山东美术发展成果展”在山
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等上级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由山东美术馆和山东
省美术家协会策划并实施，历时一年余，深入研究、论
证、磋商、筹备。展出作品以入选过全国美展的作品为
主，有效地确保了展览的艺术品质。展览规模大、作品
多、门类全，作者年龄跨度长达78年。300余位山东籍艺术
家代表性作品的集中展示，充分展现了40年来山东美术的
强大能量和优秀成果。

展览已于8月9日至19日在中国美术馆完成首展，在京

展反响强烈。根据整体规划，展览于10月1日至11月16日移
师山东美术馆。在为期一个半月的展期内，广大观众以经
典的美术作品为历史线路图，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峥
嵘岁月。通过展览，观众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山东艺术家始
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齐鲁文化为根基，坚持主
旋律的创作方向，反映现实中的真善美。

展览用凝结着时代变迁的创作成果向伟大的时代致
敬，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尤其传递山东美术的能量。山东

美术馆根据收藏计划，将对部分参展作品进行收藏，待时
机成熟，在山东美术馆三楼固定陈列并向观众开放。

很多艺术家不止一次地前来参观，被展览的庞大体量
和丰富内涵所折服，对作品中体现出的时代变化深感触
动，他们以不同的切入角度对“能量展”进行评议，从作
品的风格衍变到观念更新，从美术创作到美术教育，从美
术传播到美术事业，较为完整地归纳了山东美术40年发展
的历史脉络，并对未来寄予美好的愿景展望。 (王吉永)

扎根山东沃土 传承齐鲁文脉
——— 专家热议“能量”大展

热议板块一：

美术名家谈“能量”

单应桂(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女书画
家协会名誉主席)：

40年的脚步不算长也不算短。改革开放以
来，在我国绘画界，绘画内容和艺术形式逐渐
走向繁荣，这得益于文化的传承和自信。曾有
一段时间，美术家受到外来艺术形式的冲击，
出现一些盲目的推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对外来的东西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和学习。
一路走来，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面向生活，
反映当下时代面貌的，越贴近生活越有生气。此
次“能量”展在中国美术馆、山东美术馆举办，是
山东美术界的一件盛事。山东画家面向生活、
关注重大事件和历史题材，作品的表达也是实
实在在有分量的，在反映山东风土人情、表现生
活上是丰厚的。把对生活的关注表现在画面上，
这也是我在教学上比较明确的方向——— 沿着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的道路，贴近生活、反映
生活，在绘画中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郭志光(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能量”展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这次

展览的作品包含山东在历届全国美展获奖的优
秀作品，既有山东老一批画家的精品，也有当
代画家的力作，都是山东改革开放40年来美术
界传承和出新的代表作品。参加这次展览我个
人很重视，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张作品《鹫
峰飞来》。这次展览中，中青年画家数量居
多，多以表现生活为主，画种上多是工笔、小
写意，画面表现比较细致。这些年我一直在研
究花鸟画创作，通过出去写生，用大写意的表
现手法，把题材画大，提升画作的境界，让画
面的构思立意充实在大写意的笔墨里面。作为
画家必须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反映真实的生
活。传承并不是一味的照搬模仿，而要把传统
的精髓融合进自己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
格。山东人胸怀包容、踏实自信，并在绘画创
作中得以体现，所以山东画家的风格突出，绘
画的题材路数比较宽广。

陈国力(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山东美术馆
原馆长)：

“能量”展览是改革开放40年来山东美术
的整体展示。山东美术馆是山东美术的一个重
要展示平台和文化窗口。我在山东美术馆任职
多年，亲身见证了山东美术这几十年的发展历
程，作为一个画家和创作者，对“深入生活”
“笔墨当随时代”深有体会。“能量”展览，
让我感慨和激动。

改革开放后，艺术界打开了长久以来的学
术禁锢，艺术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
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正是
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我省美术家不断创作出
大批优秀作品，如张洪祥的油画作品《斗霸》
(合作)，施邦华的年画《水库好》，单应桂的年
画《做军鞋》，陈川的版画《春暖沂河》，刘
德润、李燕的油画《万岳之尊》等。除此之外
还有山东画家黄河写生等活动，在社会上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大部分重
要作品如《丰碑》(合作)《沂蒙情深》《永久的
回响》《胜利者——— 无名的战士》《荷风》
等，都是在这一个历史时期陆续创作出来的。
可以肯定地说，个人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取
得的一系列创作成绩与所处的山东美术创作的
整体氛围息息相关，更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
繁荣发展密切相联。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有不
断学习、不断提高、扎根生活、紧随时代，才
能创作出不负时代的作品。何谓“能量”？改
革开放40年来，每一位跟随时代前行的美术家
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山东美术家的集体力量
和共同发展才汇成这巨大的能量。

岳海波(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美协综
合材料绘画艺委会主任)：

毫无疑问，新中国的美术必将在中国美术
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改革开放这些年，
美术事业不仅在融合西方现代意识方面有了很
多突破，同时又对中国传统绘画重新审视，出
现丰富、多元、兼容并蓄的局面。山东改革开
放40年的美术事业正是在这种大格局下发展起
来的。山东美术创作群体庞大，美术爱好者、
收藏者及艺术市场的规模在全国领先。“能
量”展，是一次“沙场秋点兵”，它充分展示
了山东美术40年积累的“能量”，是一次“能
量”的爆发。山东美术在“团体总分”方面，
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1994年八届全国美展，

没有评金银铜奖，只评了大奖，山东得奖数与
解放军并列第二位，成绩骄人。今后，山东一
定要发扬自身的优势，一手抓“阳春白雪”，进
一步提升学术水平；一手抓“下里巴人”，做好美
术的普及推广。另外，在繁荣的形势下，还应该清
醒地认识到，当下正经历着一个商品的时代、
一个消费的时代，有些人把一切事物都以经济
价值来衡量，这一时代产生的美术作品放在艺
术史长河里，不一定都是对的。作为美术工作
者一定要“不忘初心”，把我们的“能量”释
放在美术作品的专业水准上。

孔维克(山东画院院长)：
“能量”展集中展示了山东美术40年来的

创作和发展成果，反映了山东美术发展的基本
状态。不管从创作队伍的壮大还是创作成果的
丰硕，40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变化可以用“奇
迹”二字来概括。展览中的作品放在一起看和
单独看是不一样的，集中展示能够非常清晰地
看到山东美术发展的脉络，正像“能量”表述
的那样，聚在一起释放巨大的视觉能量，产生
了震撼人心的“正能量”。通览作品，可以总
结出山东美术家的风格特点：正大气象、浑厚
拙朴、文以载道、典雅灵秀、兼容并蓄、立足
传统、反映当代。通过做这些基础梳理和文化
建设类的工作，对山东美术将来的发展大有裨
益。山东美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认为，不
能固步自封，在国际化语境中要继承传统，继
承文以载道的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因；要立足山东本土，表现我们这个日新月异
的时代，和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奇迹的人民。作
为一个当代画家，要创造性地转换艺术语言，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创作出既是传统的、又是
当代的，既是喜闻乐见的、又能发人深思的作
品。

于新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对于美术，既需关注过去，更要思考未

来。“能量展”是对山东美术的阶段性梳理。
它不仅仅是山东美术40年成果的集中展示，也
带给美术家更多的思考和有益的提示。特别是
青年画家，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做根基，
要了解美术发展的脉络和过程，更要更新观念
表现时代的风貌。“能量”展中，美术家用艺
术的形式串联起有关社会变迁和思想转变的一
件件载有时代记忆的作品，迸发出的能量值得
所有美术家深思。

梁文博(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美协顾
问)：

“能量”展是山东美术家为社会各界献上
的一份有厚度、有温度的文化大餐。作为近四
十年山东美术发展的亲历者，我看了这些闪耀

着时代光辉的画面，感到十分亲切，特别是一
些老画家的作品，他们的画深深扎根山东沃
土，传承着齐鲁文化的正脉。在这些作品面
前，我们不仅感受到儒家文化血脉传承和历史
的沧桑，更像久酿的陈酒醇香沁脾，体悟着许
多人生的回味。另外，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
的中年画家，是一批伴随着共和国一起长大的
精英，他们的作品不仅深扎传统文化根脉，更
有机融汇中西文化优秀品质。这些优秀作品像
一个个丰碑，汇成“能量”画展的强大阵容。
本次画展从不同的侧面集中展示了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画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具
有鲜明的当代特征和生命活力，为当代齐鲁文
化的发展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命题。我们应该
认真总结“能量”展的成果和经验，站在人文
关怀、时代精神的高度，不断提升山东美术的
艺术品位，这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宋丰光(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1977年，随着国家恢复高考的春风，我幸

运地考取山东师范大学美术专业，从此开启了
由美术爱好者到美术专业大学生、再到大学美
术专业教师和美术创作者的转变，亲历了学、
教、研的艺术实践之路。在这一系列的转变
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是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
我们接受正规美术专业教育的机会，是改革开
放政策让中国艺术家开始放眼看世界，实现了
今天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繁荣。山东的这次展
览，就是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美术发展成绩的
一个缩影。

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让我也深深地体会
到，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艺术家要学
会在生活中提取艺术元素。艺术家还要有健康
的人格，应具有社会意识和担当意识，要弘扬
“善”，崇尚“美”，只有这样，所创作出的
作品才具有“正能量”。

李兆虬(济南市美协副主席，山东省美协综
合材料绘画艺委会副主任)：

改革开放40年来，山东美术界的成就可圈
可点。山东的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也很可观、
可说、可道。长期以来，别的省份的艺术界众
声喧哗，各种媒体鼓噪，多种动作闹腾，有人
感个冒，发个烧，打个喷嚏，都能搞得沸沸扬
扬，成为全国范围的大事件。惟有山东，光低
头干活，闷不作声。

“能量”画展在北京举办，向全国人民亮
了实力，秀了肌肉，展示了山东美术的面貌，
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这事干得漂亮。很及
时，很有必要，价值重大。这是一次归纳梳
理，积累提升。这是一次重要的总结。各个艺
术家如同一根根丝线，如果散开去，零打碎

敲，将一事无成。现在把它总起来、结起来，
形成一张大网，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大收获。

这是一次前进途中的行囊检点、清醒认
识、方向辨析，寻找走好下一步的阶梯，积累
经验、把握规律、提升素质、开拓思维，必将
出精品、出力作、出大师，创造山东美术的新
辉煌。

王力克(山东艺术学院院长)：
“能量”大展是对山东改革开放40年美术

发展面貌的总结。山东美术这40年变化很大，
首先从样式的多样性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山东
画家的特点比较明显，对现实题材的重视，对
生活的重视，对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认识都体现
在作品里，是有温度的艺术。综观全国艺术风
貌，有温度的艺术创作是山东美术的特色。现
实题材的重要性在山东的展览中得到认可，是
因为可以通过美术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
和变化，通过这种手段讲好山东的故事。艺术
家的职责就是与时代同命运共呼吸，表现时代
的变化、质感及温度。从展览当中，我由衷地
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变化与时代同步，感
谢这个时代影响我们，培养我们。这是一个特
殊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所以艺术家
要用好自己手中的画笔，为时代讴歌，为人民
抒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张望(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协主席)：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文化底蕴深

厚。作为东部沿海省份，又处于京津地区与以
上海为中心的沪、苏、杭地区的南北文化的中
间地带，广泛的思想碰撞和文化渗透，也为山
东美术的创作方向与表达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内
涵。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时代的变迁和现
代艺术的潮流强烈地冲击着美术界，也促进了
山东美术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山东美术馆和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联合组织
此次展览，坚定学术立场，成立展览学术委员
会，就过去40年山东美术的重要思潮、重要活
动、重要作品、重要作者及教育生态、市场生
态等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和梳理，并以山东美
术40年大事记年表的形式呈现了山东美术的发
展脉络。对作品及作者的遴选经过多次论证、
磋商，精选了改革开放40年来，山东美术家创
作的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代表作品，以期
能够勾画出过去40年山东美术的宏观构架。

展览最终汇聚了300多位艺术家的283件精
品力作，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山东美术工作
的巨大演进。作品既有从传统文化里挖掘并表
现中华精神、展现齐鲁文明的力作，又有讴歌
山东人民献身改革开放事业的精品，更有追求
百花齐放，探求生活美好、艺术美好的妙

品……体现了山东美术工作者的智慧与创造
力，表达了他们献身改革的热情。

展览在北京和山东举办期间，社会各界反
响热烈，强烈地激发了山东艺术家的地域文化
自信，获得了较强的认同感，凝聚起理论与创
作的共识，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山东美术事业的
学术建设和纵深发展。

热议板块二：

美术理论家谈“能量”

张维青(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能量”画展令人感动和振奋。美术是文

化的承载，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和
思想创造，同时遵循艺术规律而被赋予时代的
脉动。画展上，看到一些老先生的原作，展示
出岁月所蕴含的真挚情感以及精湛的艺术手法
传达出的动人心魄的“再现”，那是一个思想
解除束缚之后，对故土眷恋的情结释放。而在
其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画家们，则接受
着严格的传统技法训练，同时又接纳着来自海
外的多元因素，因此在他们的画作中，看到的
是坚实的技巧、深入的思考、倾心的投入和多
样的面貌。而再其后的青年画家们，则生活在
全球化的语境下，各种观念、技巧、风格、样
式令人目不暇接，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展
示的是一个更为真实而虚幻的世界，既有宏大
的国家叙事，也有琐碎的平民生活。而在绘画
方式上，在材料、构图、笔触、色彩等方面，
也显示出更多不同的探索、实验和追求。

“文以载道”，山东老中青画家走过的40
年,充满着齐鲁文化的特质。可以说，“能量”
的集中呈现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汇报；也可
以说，是勾画了山东美术创作的崭新历程；更
可以说，是凸现了山东画家内蕴的积存和含蓄
的张力。期望的是，在新时代的愿景中，看到
更多的力作，感受更强的能量！

孔新苗(中国美协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山东美术馆艺术总监)：

“能量”展，既是立足当下的40年总结，
也是对40年的告别。山东美术的青年一代在
“能量”中展示不多，但他们却是山东美术走
向未来的“能量”延续必然。年轻一代的最大
特点，是追求创作美学与艺术语言的再选择、
新可能……他们必然会选择不同于前辈、师长
的新路。注意：这种差异决不是风格样式、题
材语言的单纯改变。在此，就有必要提出一个
问题：如何描述山东美术的整体创作气质和面
向未来的追求？

在“能量”展于北京开幕一个月后，“首
届中国美术高峰论坛”在济南举办，两天的会
期特意安排了半天山东美术专题研讨。从发言
的选题、论证所展现的人文视野、学术定位与
理论话语运用等基本点来看，山东美术理论、
美术批评的视野、队伍、人才建设，任重而道
远。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有了：山东美术的未
来，必须在美术创作队伍、理论研究队伍、批
评与媒体传播队伍，这一体三翼的整体水平提
高中才能实现。这是建设山东美术40年后新高
度不可回避的基础。

40年山东美术的丰厚积累，40年山东美术
走过的“形象自塑”之路，并没有启示一些限
于美术圈子内部风格化、符号化的固步自封的
作法，却展现了投身时代、投身生活、不懈追
求、不断超越的积极心态和更好永远在明天的
脚踏实地的山东美术创作气质。

李民(山东师范大学美术教育硕士点学科负
责人)：

在“能量”展中，三百多位山东画家用几
百幅作品集体回答：艺术就是我的生活、情
感、理想；凝聚着山东乃至中国的智慧、精
神、力量。在这里，灵魂与艺术交融，自我与
时代对话，个性与人文并重，传统与现代博
弈，中国与西方对接。不离日常万象，不舍家
国情怀，生活的烟火味与时代的厚重感生发出
动人心魄的穿越感。这里有对自我的自信与困
惑，对风格的探索与超越，对文化与未来的关
注与思考。这次作品展，也是山东画家的一次
集体发问，在比拼文化资本、塑造国家形象的
今天，“你能够交付给社会什么？”他们一直
在思考。回首曾经的沉淀，面对未来的愿景，
我们希望：下一个40年的山东美术，于艺术家
的敏锐与批判姿态上、艺术本体的突破上、立
体生态的风格探索上、文化个性的品格建构
上、人性内核的挖掘上获得新的突破。

(王吉永 徐瑞)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