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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本报记者 杨道

8月10日，一场名为“阈下阁”的个
人画展在北京上苑艺术馆举行，观赏
者众，且多为来自北京城里或一些艺
术社区的艺术家。记者观展时了解
到，画家王峰是来自海南的年轻人，是
上苑艺术馆的驻馆艺术家，所展作品
皆为其半年来驻馆时所创作的作品。
这些绘画作品里有一种强烈的悸动和
激越的情感，从作品的细节中，能窥见
创作者极具反思精神，且有独特的洞察
力。当天，在个展现场，记者采访了这
位扎着马尾辫、看着腼腆、其实充满创
作欲望的90后海南艺术家。

王峰生长于海南临高的一个小村子
里，在读大学之前，未曾离开过海南。因
为生性调皮、好玩、好打架，从小被贴上
了“坏孩子”的标签。他说自己是个善感
之人，小时候，因家里毗邻一家牛羊屠宰
场，常常于半夜三更听到动物的哀嚎声，
有时放学回家，途经屠宰场时，还会遇见
屠宰的场面，那些等待厄运降临的动物
的面部表情当时是深烙于脑海中的，如
同一部恐怖电影，但凡有相似的记忆触
及，就能一遍一遍地重复播放。

再后来，因为亲人生病住院，在身
上开了刀。他看着亲人的身体被剖开、

缝合，然后留下无法消除的伤疤。那些
伤疤看起来触目惊心，撞击着他的神
经。而患者却不得不忍着伤痛面带微
笑来回应别人的关心和问候。王峰
说，这些细节让他对人性有了多角度
的认知，他把它们融入他的作品中，因
而，他画中的人物大都造型夸张，笔触
粗放。王峰认为，一个从事现当代艺
术创作的艺术家，必得有挖掘这个时
代现实社会里人性之微妙的勇气。而
在此次个展的序言里，策展人如此推
介他的作品：笔似匕首，似投枪，捅破
了风月的假饰、华丽的伪装，露出了它
的本来面目。

王峰学画并不算早，从初中才开
始。他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具体作画的
方向，主要是画一些人物肖像，一些素
描，当年画的这些画其实就为了考试，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了不少这个领
域的相关知识，收获颇多。上了大学之
后，他触及更多更前沿的信息，本科学
了油画专业，研究生则师从石磊教授，
主修现代艺术与理论研究。在不断学
习的过程中，他开始钟情于后印象派、
野兽派、表现主义的自由表达方式，他
对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一见如
故，他认为着魔于艺术的高更是极其伟
大迷人的。从某种角度来说，高更和梵

高是同一类人，因为对艺术的执着让他
们惺惺相惜，但高更比梵高还要激烈得
多，他的勇气和才华、纯粹与淡漠、疯狂
与执着，令他活出了大多数人不敢跨越
的那一步，最终成为印象主义之后的革
新者。

对于高更的推崇，使得王峰在习画
之路上也尝试不断地突破自己，一直让
自己保持新锐意识，这是一种极其可贵
的精神。王峰说，因为在海南出生成长，
他的意识里全是海南元素，譬如他画里
的色彩，都是极其艳丽张扬的，因为海南
长年有明媚的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花
草。事实上，平日里的王峰看似安静而
理性，但他的作品却充满着躁动和激
情。作为一个海南人，热带与亚热带天
然的浓烈情感与生俱来，不需要任何粉
饰，梦幻、狂想、躁动和激情即可从这画
布上毫无挂碍地流溢而出。

王峰的画，画面都饱满、充沛绚
烂，画布上异常突出的是物质性的沟
壑，包括人物身体部位的曲折、变形、
凹凸，它们是艺术家内心坎坷的物化
形式。这些画面，以及这些画面上充
满质感的荒诞和扭结，似乎正被一种
流动的狂想在推搡，它们并非被油彩
涂抹成画，而是被雕刻成了生活背后
的寓意。

第三届海南省书画院书画师作品展，98幅作品多角度描绘海南时代风貌

翰墨丹青摹绘琼州风韵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聚焦

◎关于王峰作品的评述
王峰的个人艺术语言是多元化的，他在创

作中带着感性、荒诞、狂乱的自由表现形式，运
用各种鲜艳的色彩、狂野奔放的笔触，在画布上
自由挥洒，让画面充满形态特征多样的人与物，
象征着整个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在《剧院—欢
快》这幅作品中，王峰被潜意识所推动，在抽象
与具象之间的纽带上，很快出现了动物与人相
处的画面，这是他对生活进行探索、表现人类在
自然中欢愉互动的一种创作。王峰在画面里融
入了现实的残酷性、戏剧性和人性欲望，带有生
命形态的特征。其在混杂的社会现象中，寻找
内部与外部世界的通道，表现现实世界喜怒哀
乐的现象，寻找内心深处的声音。

从文明社会中寻找灵感，潜入到原始的面貌，王
峰将人类、动物、自然三者相结合，把艺术的本质表
现出来。（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石磊教授，王峰的导师。）

◎王峰档案
王峰，25岁，生于海南临高 ，毕业于华南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目前就读华南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现代艺术与理论研究专业（硕
士），师从石磊教授。现居广州与北京。

吴地林中国画《红珊瑚》 齐英石中国画《节日黎寨》
陈其吉楷书四条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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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省书画院研究创作成果展示暨第三届海南省书画院书画师
作品展在省书画院开展。98件作品将98位海南书画师近年来的研究创作
成果展现给市民游客。集中亮相的53件书法作品、45件绘画作品风格各
异，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海南风土人情、文化内涵、时代风貌。“此次展出的作品关于海南的题材

居多，有描绘黎族苗族风情，也有展现椰
风海韵的自然风光，还有描摹本地文化
名人的诗书翰墨，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海南省书画院院长陈洪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本次展有行、楷、草、隶、篆等书法作
品，也有中国画、油画、水彩等绘画作品。
书画师们用手中的画笔，精心描绘琼州
大地，其中也包含一些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本次展出的书
画作品是海南社会风貌的集中体现。

在展厅内，书画师吴地林的中国
画《红珊瑚》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画
幅展现了海底世界微观图景：深沉神
秘的海底，火红的珊瑚生机蓬勃，随海
水飘摇舞动，鱼群阵阵游过，远处海花
正在绽放。整幅作品看上去亦真亦
幻、氤氲朦胧、幽邃迷离。

“我从小在桂林洋长大，熟悉海
洋，也对故乡的那片海洋有深沉的眷
恋与热爱，这股热情诉诸于画笔成就
了这些画作。”72岁的吴地林说。自上

世纪末开始，直到现今，为了
展现记忆中故乡的海

洋，吴地林陆续创作了上千幅海底世
界水墨画，构建出一个天真、朴素而又
奇绝的童稚世界。

同样是描摹海南自然景观，青年画
家卢丹将视角瞄准陆地上的一草一
木。她的中国画作品《醉花间》以三角
梅为创作题材。花枝繁茂的三角梅与
阔大的芭蕉叶相映成趣，色调上干湿浓
淡相宜，营造出热带雨林的湿润感。卢
丹说，三角梅、芭蕉等植被是热带常见
植物，也是本土艺术创作的常用题材，
通过对这些景物的艺术加工，挖本土文
化，能提升向外推介海南的能力。

在齐英石的作品《节日黎寨》中，4
个黎族农家妇女身着民族服饰，佩戴
着装饰，正聚在一起捣糯米糕。人物
表情动作、房前屋后的背景等活灵活
现地向观众展现了海南黎族人民庆祝
节日的生活场景。

书法家陈其吉创作的楷书四条屏作
品，以丘濬、海瑞、邢宥、王佐等明朝海南
四大文化名人的诗词为内容，以《爨宝子
碑》的楷书写法书写了几十首诗词，展现
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内涵。整幅字
画古朴浑厚而奇巧，苍茫遒劲而古拙，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

不同角度描摹海南风土人情 精英书画师组建高水平队伍

艺术创作立足本土文化

“相比于前两届省级书画展，此
次书画展的规模档次、质量水平更
高。经过多年磨练，书画师的作品
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陈洪说，
自 1989 年海南省书画院成立以来，
省内美术界和书法界的精英人物聚
集而来。其中，既有在国内享有高
知名度的书画家，也有在全国经常
获奖的中青年书画家，还有部分是
逐步成长起来崭露头角的人物。这
支队伍代表了海南当前书画界的整
体水平。

吴地林曾是海南省第三届、第四届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也是全国“鲁迅版画
奖”获得者。他在艺术领域深耕40余年，
涉猎版画、水彩、油画、中国画等多画
种。因为首创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海
底世界系列水墨画，他被业内人士誉为
艺术上“天马行空”的怪才。

与吴地林同龄的陈其吉，同样集
各项荣誉于一身。他从上世纪70年代
末开始接触东晋《爨宝子碑》，被爨宝

子碑的书法风格和艺术魅力所感染，
此后的40余春秋潜心研究和创作爨宝
子碑书法作品。

在海南省书画院，像吴地林、陈其吉
一样在各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
有80余人。他们不仅为海南省书画院，
更为整个海南书画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
交流做出了贡献。

“这个展览场地不算大，但是展
出的作品质量很高，我认真观看和
揣摩了每幅作品，很受启发。”美术
教师蒲宏富，特意从临高赶来海口
看展览。他表示，展览上的作者大
多数是艺校学生心目中膜拜的人
物，创作技法很高超，许多作品看
似简单，实际包含了许多创作经验
和技巧。他的同伴王大硕说，“自己
学画 10多年，明白艺术创作时常枯
燥乏味，稍有倦怠就半途而废，正是
身边这些艺术家和优秀作品激励着
我们不放弃，向着心中的艺术理想
一步一步前进。”

海南青年艺术家王峰：

用油彩雕刻生活背后的寓意

那么，如何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艺术
家？怎样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

“艺术创作要有个性，从自己熟悉、真正
喜爱的题材入手，跟随自己的内心来创
作。”吴地林如此总结自己多年的艺术
创作经验。正如创作海底世界系列作
品，吴地林一改以往作家的宏大视角创
作惯性，以及人们对蓝色大海的刻板印
象，他从微观视角出发，以水墨运用恰
到好处的创作技法，体现海底的深邃。

“作品有自己的思想，人们才会喜欢，艺
术才能百花齐放。”吴地林说。

“有想法，有特色，能坚持，天道酬
勤。”陈其吉在艺术创作上的想法与吴
地林大体一致。早年为了建立自己的
风格，陈其吉放弃已经练习了10多年
的行书、草书，转而研究和创作《爨宝
子碑》书法。而这条同行者寥寥无几
的道路，他坚持走了30多年。他说，每
次临摹依然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不
断悟出新的情趣。而书法家江寿男则

追求书与诗的相辅相成，“我习惯把艺
术意趣，放在一个充满自由而虚化的
场景里，去拓展想象力，去挥洒自我。
所以创作书法之余，我也创作了大量
的诗词歌赋。”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份，海南与内
地一些艺术创作大省相比，书画创作力
量相对薄弱，但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经
过艺术高校深造的青年艺术家加入到
书画创作的队伍，给海南省艺术界带来
了新的面貌，创作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
的作品。“因为年轻，才有积极向上的动
力，才有推陈出新的创造力。”陈洪说，
未来海南省书画院将继续鼓励艺术家
们，立足海南，挖掘自己身边的题裁，把
海南的南洋文化、贬官文化、红色文化、
民族风俗风情等创作成系列作品，再通
过省际、国际艺术交流，把海南的作品
与作家推介出去，同时也让省外、国外
优秀艺术家和作品进来，共同促进海南
省艺术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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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嘉臻 油画《火龙果》 江寿男草书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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