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国家重大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原文化部组织
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我省自2013
年8月，由海南省文联牵头、省美协组
织成立“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办公室以来，前后召开了
3次研讨会和3次论证会，最终确定了

52个选题。
在海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下，2014年4月，我省“历史文化重大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项目正式启动，先
后有50多位画家热情参与创作。截
至目前，已完成作品49件，还有10件
正在创作当中。

参与创作者，有逾80岁高龄的老

艺术家，也有近年来在书画领域崭露
头角的中青年创作人才。为深入理解
把握历史主题切入点，不断加强对历
史文化内涵的认识，艺术家们不仅钻
研典籍，还多次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和
人民。

“例如创作解放海南岛题材的作
品，作者就曾多次前往临高角，寻找解

放军战士登陆的位置，现场观察、写
生，寻找创作的灵感；创作《一代国母
宋庆龄》作品时，作者多次前往宋氏故
居临摹、写生，细心揣摩人物胸怀天下
的博大情怀和内在优雅的精神气质。”
海南省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阮江华告
诉记者，有老艺术家甚至带病坚持创
作，其精神感人肺腑。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吴雅菁

“忠绝”海瑞、“著绝”丘濬、“吟绝”王
佐、“书绝”张岳崧，这4位古代海南杰出
的代表，因其文功卓著，被世人合称为

“海南四大才子”。他们的才情风骨融入
海南人民的文化精神里，是海南地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而持久地影响
着海南的后学才俊。因此，《海南四大才
子》也必然成为了“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选题之一。

《海南四大才子》创作团队成员都
是海南本土画家，他们自小在人物故
居附近生长学习，长期在浓厚的历史
文化熏陶下，耳濡目染，对“海南四大
才子”的才学功绩心存敬仰，对文化艺
术自然是心向往之，故而“心慕手追”

丹青翰墨，至今用功不辍。
在接受创作任务后，创作成员首先

查阅了大量与“海南四大才子”相关的文
献资料，详细了解海南四大才子的历史
文化背景及其才学功绩。符祥康教授还
多次带领创作团队深入定安张岳崧故居
——高林村采风，积累创作资料。针对
历史文化题材《海南四大才子》的美术创
作，符祥康及其创作团队从艺术载体的
选择、画作的构成形式以及艺术表现特
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海南四大才子》是历史人物画，
表现的是海南古代四位文功卓著的
人物形象，关键不是画得像不像的问
题，而是怎样画而且画出新面貌的问
题，即“以形写神”——表达人物的精
神内涵。基于这样的思考，《海南四

大才子》创作立意的重点落在“历史
感”“文化性”“时代感”三重基调上，
选择了现代中国画工笔重彩画为创
作艺术载体。

创作者之一吴岳秀介绍，首先，在中
国画发展史上，传统中国画工笔重彩画
占有重要的主流地位，极具现实主义艺
术表现魅力，很适合表现现实意义的历
史人物画题材；其二，现代中国画工笔重
彩画作为中国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了诗、书、画、印等极具中国文化艺
术的审美意趣；其三，现代中国画工笔重
彩画不但讲究“三矾九染”，更是在造型、
色彩、构图等方面“不择手段”地调动各
种艺术手段充分参与到创作中。

在画作的构成形式上，考量到要在
宽350cm、高300cm的巨幅规模中，既

要表现海南四大才子纵横捭阖的历史
文化厚重感，又要追求整体艺术感染力
和视觉张力，所以，创作者最终选择了
四件独立画幅构成组画形式，但四幅单
幅画作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每
件作品的画面由三大版块构成，中间版
块重点刻画的海南四大才子——海瑞、
丘濬、王佐、张岳崧的形象屹立于画面
中央，左右两个板块，以四大才子的代
表诗作中的书法艺术元素进行表现，诗
和画的相互映衬、交流浸染，营造出一
种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

在画面选取创作元素方面，创作
者首先尊重历史文化真实性，在人物
服饰上根据史料记载，选取不同历史
时代人物服饰；为了强化海南地域性
历史文化环境，选取了具海南地域风

貌的山海树花元素做为背景，以衬托
人物主题，彰显海南四大才子在不同
的历史环境中的傲然风骨；画作中又
匠心独运的运用印章元素，点缀画面，
最终形成独具中国文化艺术元素“诗、
书、画、印”完备结合的艺术感染力。

在艺术表现特点方面，《海南四大
才子》组画的创作，不论是构图上点线
面的空间构成，还是细节刻画、色彩运
用，都大胆借鉴水彩（粉）画技法，采用
层层罩染的着色法，始终把作品所要
表达的人物风骨和真善美的艺境追求
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宿
点。既表现历史的厚重感，又力求画
面整体的艺术感染力，在抓住观者眼
睛的同时打动观者的心，以期达到文
化精神层面的共鸣。

《海南四大才子》组画赏析：

诗书画印齐备 风骨艺境同宣

画家吴地林谈
《琼崖旗帜冯白驹》：

高坡上的运筹帷幄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吴雅菁

海南画家吴地林创作的油画作品
《琼崖旗帜冯白驹》，是“海南省历史文化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一。

谈及创作的感想，吴地林说，一般人
物形象为主体的创作题材，其构图多是
肖像造型，但冯白驹将军是琼崖革命的
一面旗帜，单是肖像构图显得一个人太
孤单，不能从画面上体现出冯白驹的精
神特质。所以画面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依靠人民、带领琼崖人民赢得武
装抗战的英勇场面。

经多次构思，画草图，画家希望重点
突出冯白驹领导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的思想内涵，即打胜仗是主题思想，
由此确定以冯白驹司令领导琼崖纵队打
赢抗日武装战争取得胜利的场面作为画
面内容。画面描绘：在滚滚硝烟的抗日
战场上，琼崖纵队旗帜高高飘扬，如排山
之势的琼崖武装战士，有老有幼、有男有
女、有兵有民、也有伤病员，奋举钢枪，拿
起斧头、大刀、锄头，激烈地欢呼战斗的
胜利，那雷电般的欢呼声响彻深山椰林，
在琼崖山间回荡。

整个作品画面重点刻画的是冯白驹站
在战场高坡上运筹帷幄。在战斗胜利的那
一瞬，冯白驹眼望远方，神态从容坚定。

黄文琦谈《能臣邢宥》：

点线面预设
苍润画先贤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吴雅菁

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美术创作，历史
人物的选题都会占有一定的比例，其中，
传记性质的占绝大多数，纯肖像的一般
很少，《能臣邢宥》属于前一种，这种人物
画创作既要讲究人物的肖像塑造，又要
把与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充分地进行着
墨表现，让画面充满史诗性的场面感，才
能让人物丰满实在起来。

邢宥之所以被誉为能臣，是他在为
官期间不但清廉勤政，且有超乎寻常的
决断力和执行力，他不管在地方为官还
是在朝廷任钦差大臣，每到一方即能造
福一方，察民情兴农商，纠冤案御外敌，
均在运筹帷幄中，为官二十余年，故事丰
富跌宕，很有画面感。

黄文琦说，他在创作这幅作品时，对
于最终的视觉效果一直有一个预设，那
就是要让人在读画过程中感受到“正大
气象”。这种预设，是抽象而诗性的，只
能意会而难于表述，只有调动所有的造
型、构成和点线面及笔墨色彩等手段，才
能达到预设的效果。

首先是人物的造型。文昌邢宥纪念
馆，有邢宥的塑像和画像，着官服微胖，
很民间的风格。作者充分地依据文昌邢
宥纪念馆的雕塑和画像，创作自己心目
中的邢宥形象——旷达而干练，不怒而
自威。因此，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强绘画
性，力求用相对简约的笔墨书写出人物
的内质修为和外在神韵。为此，作者试
画了至少五六遍。画面上次要的背景人
物，如军官士兵、牢头役卒、乡绅百姓及
男女老幼，其服饰道具等均参考史料，采
用写实的手法作适度夸张，虽然不用细
致刻划五官表情和其它细节，但都十分
注意他们的形体语言和人物之间的互动
关系。

二是画面的构成。尽管画传记性质
的历史人物画少不了大事件大场面和众
多人物，但主人公的造像始终是视觉重
点，场景是衬托从属的，这似乎成了相对
固定的模式，然而，在这种相对固定的模
式里，画家们又能画出面貌各异的作品，
除了各自特有的笔墨程式和画风，更重
要的是画面构成的千姿百态。所以，在
《能臣邢宥》的草图阶段，作者反复推敲
几易其稿，不管是主次虚实和疏密节奏，
或穿插或重迭，或分割或聚合，都在考虑
怎样有利于传达作品的主题，怎样有利
于达到预设的视觉效果，怎样有利于发
挥笔墨的书写性。

三是笔墨的控制。在画正稿时，作
者一直把笔墨控制在六七分粗砺朴拙和
三四分端庄雅致的比例中，轻轻重重的
施墨走线，都为了达到或接近最初的预
设，不能华丽油滑也不能滞涩结郁，力求
单纯通透，力求气韵环徊，画出人物的气
质，画出埸景的氛围，在厚朴苍润中显现
作品的格局气度，也体现出作者对先贤
的满满敬意。

历经近 5年的
精心准备和打磨，包
括“海南四大才子”
画作在内的近60幅
表现海南历史文化
重大题材美术作品
近期相继完成，计划
在海南省博物馆集
中展出，为海南留
下一笔深厚历史价
值和艺术价值的文
化财富。

“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成果将集中展示

丹青绘琼州 翰墨书风华

负手庭前信步、手不
释卷，目光深邃有神，这
是“海南四大才子”之一
丘濬暮年归乡的形象。
满面苍苍，须发染霜，表
现的是他求索不辍的儒
者风范。背景高山流水，
象征他高尚的品德以及
学术影响深远。身旁一
颗硕果累累的菠萝蜜树，
象征他的成就，也蕴含着
他的浓浓故乡情。

这幅让丘濬后人惊
呼“神似”的人物画作，正
是由海南省文联牵头、省
美术家协会组织实施的

“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重要
成果之一。海南日报记
者获悉，关于“海南省历
史文化重大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的60幅画作近期
已相继完成，计划于2019
年春节前后在海南省博
物馆展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这次近60件宏篇巨幅作品，树立
了海南在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画美术
创作方面的里程碑。”海南省美协主席
陈茂叶说，项目从立项设计、选题论
证，到组织实施，得到了省党史办、省
军史办及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美术家们，无不倾
情投入，精选海南各历史时期重要的
文化现象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强
烈的历史责任感、文化使命感和饱满
的创作热情投入其中，完成了一幅幅
壮观的作品。

此次被选入的近60件作品，先后
经过3轮草图观摩会、3轮评审会，涵
盖的内容丰富，画种有中国画、油画、

版画、水彩画。每位参加创作的美术
家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普遍数易其
稿、推倒重来、再推翻重来，在主题内
容上不断深化挖掘和艺术形式调整修
改，可谓精益求精。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
们满怀着激情和弘扬海南历史文化精
神的使命感参与其中，希望通过艺术
创作，彰显海南地域文化自信。”海南
省美协副主席、琼台师范学院美术系
教授符祥康说。他本人参与创作的
《海南四大才子》是海南本土历史文化
的重要代表，他特意选用中国工笔重
彩画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浓重的彩墨
体现这一题材的厚重感。

除了海南四大才子、宋庆龄、冯白

驹等系列重大历史题材、文化题材、革
命题材等内容的画作，2016年6月，海
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相关负责人在
对创作工程的进展情况进行调研时提
出，为纪念琼崖纵队成立90周年，纪
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以海
南自贸区建设开局之年为契机，再增
加10个表现海南建省辉煌成就的重
大题材，让美术创作随时代而行，与时
代同频共振。

“才情满怀呈风骨，丹青难写是精
神。”海南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兼
秘书长吴岳秀在谈及参与创作感受时
说道，一位具有文化精神的画家，总是
要思考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寻找
到涵养艺术创作的活水源泉——文化

精神，并将其融入创作中，唯有如此才
能创作出富有生命力又影响深远的精
品力作，这也是一位画家的价值所在。

“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的成功实施，不仅引导海南
的画家以艺术的视角观照海南的历史
文化，而且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
历史文化题材作品。“希望它们不仅能
展出，还能被收藏、集结出版、引起更
多人关注，以便更好地传播海南历史
文化，让时代精神永远传承下去。”艺
术家们共同呼吁。

据悉，此次完成的近60幅作品不
仅将于2019年春节前后在海南省博物
馆展出，还将在明年国庆节前后在北
京展览，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筹备当中。

50余位画家5年打磨52个选题

近60件作品挖掘海南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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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吴雅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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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四大才子》之丘濬 《海南四大才子》之王佐

《海南四大才子》之海瑞 《海南四大才子》之张岳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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