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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要根植于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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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应避免照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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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的彰显还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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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海南与其他地区有过美

术联展! 但好像还没有与北京搞

联展的!此次"北京#海南当代水

彩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算是开了

个好头%

以往的联展!海南艺术界总

是把自己的身段放得较低 !比

如跟自己差不多的一些 &边远

地区 '搞搞联展!比如跟国外的

一些友好城市搞搞联展!有时候!

画展还更像是政治经济的附属!

扮演一下&民间大使'角色!有时

候则是&兄弟们'自娱自乐一把!

格局不大%

"北京#海南水彩画展$则在

以下两方面做得很突出( 一方面

是坚守着纯粹的学术性! 另一方

面!还代表了一种大志向%

尽管北京 )海南并列 !大家

想必也清楚(海南水彩画界的水

准还达不到北京那个层面% 北京

毕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中

心!目前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劲提

升!以及中国艺术家既广泛吸收

*向西方)向传统+!又坚持自我)

精进不已的态势! 北京俨然有世

界艺术中心之一的地位% 水彩画

虽是外来画种! 但由于它与中国

水墨画有诸多&神似'之处!所以

中国艺术家对其情有独钟! 且不

懈探索! 终于在世界当代水彩艺

术之林中有了很高的地位% 本次

来琼展出的北京水彩画作中!就

有不少大家名家的作品% 他们在

作品的才情功力上! 在学术的探

索性与风格的多元化上! 都给人

带来诸多启示%

不过既然是联展! 就像搞世

界杯! 东道主的实力也不能差%

事实上 ! 海南水彩画界也是一

支有相当实力的队伍 % 上帝似

乎特别垂青海南 ! 仿佛大自然

本身就抓着一支水彩笔 ! 用阳

光 )色彩和着氤氲水气 !画出了

海南独具情致的热带风光% 海南

画家也以或冲和散淡或激情洋

溢之笔! 画着家乡的山水草木)

人情世态!这成为海南水彩画界

的主流% 当然!也不乏另外一些

画家更加精细刻画自己心目中

的海南景象 )黎苗风情 !并上升

为某种理想境界者%

因此 ! "北京#海南水彩画

展 $之于海南画界 !首先是一次

学习 )交流的机会 !从北京的画

家那里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水彩

乃至世界水彩画的走势, 同时!

对海南水彩画家而言也是一次

自我展示 ! 更多的还是自我激

励% 有时候把自己追赶的目标定

得高一些是有好处的%

京琼名家畅谈水彩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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