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这一边是色块潇洒铺陈的抽象
派，那一边是下笔精妙唯美的写实
派，而下一个转角，一幅气势恢宏磅
礴的重大历史题材油画又将观众的
目光紧紧抓住。

新春将至，海南油画界也迎来
喜人气象。日前，海南省油画名家
邀请展和 2015 迎新春——陈光池、
黄信驹大型书画作品展分别在海
口开幕，数十幅海南书画名家创作
的油画、书法作品为冬日的椰城增
添一抹亮色。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省油画名家
邀请展上，海南省油画学会宣布，海
南省油画院和海南省重大历史题材
油画创作委员会自此成立。这意味
着，海南油画艺术领域又将翻开崭
新一页。

重大历史题材创新任重道远

据海南省油画家学会介绍，之所
以成立该委员会，原因其一是合海南
解放 65周年之庆典，其二是填补海
南重大历史题材油画创作成规模创
作的空白。可以说，该委员会的成立
是顺应海南油画历史发展潮流而生。

“从前，海南重大历史题材油画作

品很少，因为此类作品大多要求将事
件、场面、人物等内容完整表达，需要付
出比一般作品更多的时间、精力。”为了
鼓励参展画家投入重大历史题材油画
创作，海南省油画学会主席黄信驹在展
览中，展出了自己的重大历史题材油画
代表作《风云·邓小平》、《解放海南岛》、
《血肉长城》等，供初次接触重大历史题
材油画创作的青年画家观摩学习。

他告诉记者，创作此类题材作品，

必须对表现的历史人物、事件有充分认
知。他举例，在创作《解放海南岛》时，他
就耗费数月查阅相关书籍，实地调研观
摩。这一点我们从画中惟妙惟肖的“英
雄船”、老炮台等精妙细节可窥一斑。

“虽然任重道远，但重大历史题材
油画必将是海南油画发展的新风向。”
对黄信驹的这一说法，陈显栋表示认
同：“与单纯的绘画意义大不相同，人们
可以从中重大历史题材油画作品中认
知历史、铭记历史，这就为我们的画家
在作画时增添了一份使命感、责任感，
将推动我们埋头苦干、精益求精。”其他
参展油画名家也纷纷认为，这一新风向
将为他们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油画本土创作推陈出新

出生于海南省澄迈县，常年旅居
台湾的油画名家陈显栋此次受邀携得

意之作《幽居》参加了海南省油画名家
邀请展。年过耄耋的他由于腰椎不适
而不便长时间站立，于是选择了展厅
最中央的长凳坐着，好让自己能够来
回端详展厅中的油画。

“从这些画作我们就能看出，比起
改革开放前，海南油画艺术在这些年
可谓突飞猛进，部分作品无论是品质、
风貌还是技巧，都已经可以与国内其
他省份甚至是国外的油画名家进行对
话，表现出明显的现代走向。”陈显栋
认为，这一切进步归结于海南油画艺
术家始终致力于推陈出新，不断尝试
新的角度、新的画法和新的表现形式，
这是一个极好的发展趋势。

对此，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海南
省油画学会常务副主席谭龙健深有同
感。在此次展览中，他送来的《时光的
海》、《海上斜阳》等作品吸引了大量观
众驻足品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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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观潮wwhh
3000只生肖羊
花灯庆羊年

2月2日，秦淮灯彩省级非遗传人曹真荣正在
工坊内扎制生肖羊花灯。随着农历羊年日益临
近，手工艺人们忙着赶制“三羊开泰”、“喜气洋洋”
等充满年味元素的生肖花灯。据了解，曹真荣今
年共制作了3000只生肖羊花灯，为传统的夫子庙
灯市准备货源。 （南京日报）

山西学者李俊杰近日在晋城市古书市场收购
到一枚清光绪五年（1879年）用钢笔书写的官方
邮递的信封。信封上的钢笔字迹说明，在1879年
我国已开始使用钢笔，突破了一些学者“我国民国
之前没有钢笔书写”的看法。

该信封为米黄色，右下方有火烧痕迹。信封
是用当地传统的桑树纸做成，很柔软。信封正面
由右至左竖排写着“泽州府凤台县，县衙府转，高
平县衙，急急急”。背面写有“光绪伍年，星夜行程
捌佰俚”字样。信封两面均盖有朱红方形邮戳。
由于这枚信封距今已有136年，信封上的印迹已
模糊不清，邮戳内容更是无法辨识。

晋城市民俗专家李明忠看后认为，这是一枚
非常稀有的邮封。一是邮封用钢笔书写。这说明
我国在1879年已有使用钢笔的例子。从书写笔
锋上分析，其笔尖有可能是经过特殊制作的、追求
毛笔书写特殊效果的“两重性”笔尖，类似现在书
写硬笔书法的“蘸水钢笔”。二是传递速度级别
高。不仅注有“急急急”，还作了“星夜行程捌佰
俚”的文字定义。李明忠说，经查阅，目前我国的
馆藏同类文物中，两个“急”级别的信件都属稀有
珍品。三个“急”级别官用信封，国内罕见。

（光明）

“昆曲艺术周”
七大院团展现昆曲雅韵

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市文化局联合主办的
“昆曲艺术周”，从2月27日起连续21天以汇聚北
方昆曲剧院、湖南省昆剧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
上海昆剧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浙江昆剧
团、永嘉昆剧团七大昆曲院团的豪华阵容亮相国
家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

自2013年起，国家大剧院相继策划并主办了
“黄梅戏艺术周”、“越剧艺术周”，此次又将从多角
度展现昆曲之美。从800年前有着“中国第一戏”
之称的《张协状元》，到400年前明代“传奇”高峰
《牡丹亭》与同为汤显祖“临川之梦”的《南柯梦》，
再到300年前洪昇笔下的清代名剧《长生殿》，此
次“昆曲艺术周”将演绎多部中国戏曲的经典传世
名作。同时，新编昆剧《红楼梦》、《大将军韩信》等
也将展现古老昆曲与现代审美结合的新韵。

演员阵容上，不仅有蔡正仁、张静娴等国宝级
老艺术家，还有被誉为“昆剧第一武生”的林为林，
以及魏春荣、罗艳、黎安、余彬等昆剧名家。

（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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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现清代钢笔
书写特快邮封

■ 见习记者 缪影影

中国古代山水“求境
不求实”，因而画家大都是
饱览名山大川后，回家凭
记忆下笔，并不特别注重
写生。直至前些年，在海
南还有不少画家借助相机
记录美景，回家后“望相落
笔”。但在2月 2日刚刚
落幕的观澜湖艺术写生计
划中，记者发现近20位著
名画家在为期一周的活动
中坚持“策杖于山林，扁舟
于江湖”，在个体与自然的
对话中落笔成画。

2012年起，海口市美
术家协会发起观澜湖艺术
写生计划，立志让更多画
家能够参与其中、现场创
作，让写生之风逐渐吹遍
海南。王锐介绍，写生计
划第一季时，邀请的都是
本土画家，大家仍然是拿
着相机出去拍些素材回来
创作，完全没有写生的氛
围；到第二季时，邀请了不
少国内外著名画家，有一
部分画家坚持现场作画，
少部分拍照；到第三季时，
完全达到了所有画家现场
写生。

“对大家的写生观念
转变造成影响最大的，应
该数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
教授特劳蒂。”王锐说，在
写生计划第二季不远万里
从意大利来到海南的特劳
蒂教授，几乎每天都要处
于烈日之下，从早上9点
开始一直画到下午 4 点
半，期间基本不休息也不
吃饭，只喝一杯茶或咖啡，

“每个进入创作状态的画
家都会持续把创作灵感和
内心感受不停顿地表达出
来。这位年近80岁的老
画家给不少同去写生的中
青年画家内心带来了很大
的触动。”

“策杖于山林，扁舟于
江湖”现场作画的方式，将
创作者直接推到自然面
前，心随风走、情随景至，
鲜活、生动的灵感自然跃
于心间，此时创作出的作
品才会更具灵性和深度。
每一次的写生现场都会吸
引很多本土画家自发前来
观摩或参与，写生的风气
不仅在参与活动的画家中
蔓延，更已吹向海南的各
个角落。王锐说，“每次现
场创作完成，我们都会将
大家的作品摆在一起，彼
此观摩、点评。在讨论的
过程中也无形地促进了省
内外乃至国内外画家的融
合、提高。”

我们清楚地看到，近两
年，海南美术界已悄然改变
了从前无组织、无规模、无
计划，仅有三五人结伴写生
的局面，艺术交流氛围也日
趋浓厚。参与写生的画家
普遍认为，往后的写生计
划，将更具有开放性和针对
性，“每一次的写生只要能
探讨一个主题，影响一位画
家，海南的艺术氛围就会越
来越浓厚。”

■ 见习记者 缪影影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日前，为期一周的第八季观澜湖写
生计划落幕。送走了最后一位来琼写生
的画家，活动总策划——海口市美术家
协会主席王锐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

“请进来”：
为海南艺术提供养分

“观澜湖艺术写生计划开始之初，邀
请而来的著名画家都反映他们面临一个
新的难题——海南的美景真是美极了，
可他们却无从下笔。”王锐解释，这些“请
进来”的画家大多熟悉辽阔、粗犷的北方
风物，初看海南之景时，容易被葱郁、湿
润的南方亚热带风光深深震撼，但落实
到绘画上，却因生疏而一时难以下笔。

中国美术学院的陈宜明就是其中之
一。每每到达写生地点，他总是对着美
景徘徊许久、酝酿许久，当海南画家都已
经进入创作佳境，他才似乎捕捉到一点
灵感。但一旦思考好，他下笔又极快极
准，仿佛酝酿已久的情感终于找到了宣
泄的突破口，迅速地在笔尖游走、释放。

“这就是南北艺术的碰撞与交流，常
年研习北方风物的画家，需要适应海南
的风格，海南本土的画家也能在观摩和
交流中，得到新的灵感和启示。”王锐说，
作为“请进来、走出去”战略的代表性活
动——观澜湖艺术写生计划在2012年
至今已经举办了八季活动，邀请了国内
外著名画家、学者共90多名，目的就在
于将国内外有名的画家、学者请到海南
来，与本土的画家共同描绘、赏析海南之
美。

多年来，这些画家、学者在这个平台
上交流碰撞，已然产生不少火花。其中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六季的写生活动

中，由于有共同的艺术追求，这一批画家
自觉组成了后来名扬各地的中国南方油
画山水画派。

“过去的油画都叫做油画风景或者
油画人物，从来不会有人提油画山水，只
会叫国画山水，所以‘油画山水画’这个
概念的出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王锐
说，除此之外，观澜湖艺术写生计划的平
台上，还衍生出了一系列活动：2013年
举办的“大美海口·全国首届美术作品邀
请展”，2014年的“山水之道·南方油画
山水画派画家海口写生作品展”，和
2014年举办的“观澜湖艺术写生计划作
品展”。目前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观澜
湖艺术写生计划已经引起了国内艺术界
特别是油画界的重视，也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走出去”：
寻找文化差异性灵感

“请进来”的画家越来越多，他们一
方面将外省的艺术创作手法、艺术风格
带入海南，另一方面也将海南的绘画艺
术、代表画家带出了海岛，实现了“请进
来”与“走出去”的良性互动。

通过观澜湖写生计划催生出的中国
南方油画山水画派，目前在国内油画界
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统计，他们在
湖南、海南、云南、安徽分别进行了4次
群体写生，而这种群体写生还将在南方
13个省份不断巡回进行。

王锐介绍，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画派
中不乏像他一样的海南本土画家，随着
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他
们也逐渐将自己的脚步向外延伸，让外
界更多地了解到海南的本土画家和艺术
作品，同时也为海南画派的发展汲取更
为充足的养分。

不久前跟着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画派
走进安徽时的经历，让王锐颇有感触。

“看到绿树掩映下青砖白墙的徽派建筑
时，内心里突然涌动出一种情绪，似乎与
徽派的文化搭上了一根弦。这在海南岛
屿文化中是感受不到的。”当时王锐大笔
一挥，很快便完成了一幅颇为满意的作
品——《荷塘听雨》。他也深刻地感受
到，当画家身处于不熟悉的环境中时，会
改变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方式，在绘画时，
虽然基本风格不会变，但其技巧、方法则
会因地制宜，“所以走出去更能拓展一个
画家的绘画生命。”

得此领悟，王锐决心筹办“海南画家
写生万里行”活动，计划于今年下半年，
组织海南本土画家自驾出行，利用一至
两个月的时间，去往云南、四川、西藏等
地进行写生。“本土画家习惯了面对南方
湿润、葱郁的亚热带风物，就更需要走到
差异化比较大的地方，看看海那边苍茫
和粗犷的景致，把我们天生不具备的那
一部分感受弥补到我们的画面中。”

“留下来”：
一腔深情献海南

随着一系列“请进来、走出去”活动
的不断推进，海南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
和良好的气候条件为资本，还实现了“请
进来”战略的自主延伸——“留下来”。
不少知名画家在海南采风写生的过程
中，凭着对海南美景的热爱和留恋，决定
留在海南，为海南发展助力。

书画家刘运良就是“留下来”的典型
之一，祖籍湖南的他目前已定居海南近
十年，拿着画笔走遍海南山水，在古物遗
迹、骑楼老街中寻找、描绘那些逝去的记
忆，构建了海南文化艺术版图，创作出令
学界、艺术界称誉的《石之魂》、《骑楼魂》

和《东坡魂》等“海南三部曲”。如今的
他，常常表白自己已全然领会海南特有
的美景、海南人休闲自在的生活态度和
文化气质，成了地地道道的海南人。

在观澜湖艺术写生计划第二季时，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赞也是受邀来琼写
生的艺术家之一。到观澜湖写生时，他
被火山石球场和周边的火山村美景所吸
引，当即在海口购置了居所，准备开始

“双城生活”。同样，贵州省美术协会主
席李昂、四川美院副院长张杰等知名画
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先后加入到旅琼
艺术家“双城生活”的队伍之中。

海南似乎具有一种魔力，不仅让生
于斯、长于斯的人悠闲自得、流连其中，
更能让后来的人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停下来”、“留下来”。艺术家们欣赏并
愿意加入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因此
更愿意将对海南的一腔热情，通过画笔
恣意挥洒，记录这片土地的风与景、人与
情。

实行“请进来、走出去”战略，是海南省文联近年来
重点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走进海南、留在海
南，发掘海南之美好，积攒海南之人文底蕴；而省内艺
术家及其创作的作品也开始逐步走向全国，为宣传海
南形象、展示海南文化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海南艺术界倡导“请进
来、走出去”的写生活动，让
南北艺术交流融合态势鲜明

策
杖
于
山
林
，扁
舟
于
江
湖

艺
术
写
生
风
遍
吹
琼
岛

海南省重大历史题材油画创作委员会成立——

海南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翻新篇

南北交流
同绘大美琼州

黄信驹作品《解放海南岛》张茂 摄

张立平写生油画《骑楼街景》

意大利画家特劳蒂在海口写生

画家王琨在海口观澜湖写生

融
合

求
变

风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