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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宾美术学院教师莫尔古诺夫：

因美而画，为心而画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梁君穷

马克西姆·莫尔古诺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是列宾
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是当代俄罗斯杰出的青年画
家，他的多幅作品被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办公室、
圣彼得堡市政府收藏。

马克西姆·莫尔古诺夫·弗拉基米洛维奇11岁
开始学习绘画，在列宾美术学院从教14年，他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无论是印象主义流派还是巡回展览
画派，对其影响颇深。列宾是马克西姆·莫尔古诺
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最喜欢和崇敬的画家，“他的每
一幅作品都让我心醉。”

12月10日在三亚启幕的俄罗斯国立列宾美术
学院油画展上，共展出马克西姆·莫尔古诺夫·弗拉基
米洛维奇9幅作品。谈及其画作的风格，马克西姆·
莫尔古诺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摆了摆手说道：“我的作
品没有固定的风格，因美而画、为心而画。”言语中透
露出自由与随意。

《雾》《小河弯弯》《云彩，山峰，草原》《河岸椴树》
《罂粟与黑麦》……马克西姆·莫尔古诺夫·弗拉基米
洛维奇参展的9幅作品中，以描绘大自然的诗意与美
为主，他对自然光、色的处理，以及具有个性的色调，
体现了印象派作品对他的影响，有的作品呈现出富有

“诗情”的写意元素，也不难发现中国山水画的神韵。
《河岸椴树》是马克西姆·莫尔古诺夫·弗拉基米

洛维奇较为心仪的一幅作品。“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
到郊外游玩，当看到这棵独自矗立在河岸旁的椴树
时，心中顿时产生了作画的灵感。”马克西姆·莫尔古
诺夫·弗拉基米洛维奇说，“我站在不远处，感受风，它
驱动着云层，吹弯了树枝，使得大地一会处于光线之
下，不一会又笼罩在阴影之下。”

“这棵椴树，让我不禁联想到卫国之战期间，有一
个村庄被摧毁，只剩下一棵孤独的菩提树的场景。”马
克西姆·莫尔古诺夫·弗拉基米洛维奇说。

“画家作画的心境，在其构图、色彩以及光影的
运动中体现出来，画中的云朵具有立体感，描绘出一
种蒸蒸日上的美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美
术学院教授贺建国认为，《河岸椴树》以独具特色的
风景，以及浓厚的色彩来强调作品的情调与意境，充
分体现了油画的笔墨精神。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徐慧玲

“我是学美术的，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学的都
是苏联画派，像列宾、谢洛夫等，当时的画家都是写实
的，可以说影响了中国一两代的画家。”近日，美术家协会
会员雷金池在三亚观赏完列宾美院油画展后感慨道。

其实不只是画家，我们许多人都可能曾被俄罗斯
的现实主义作品影响而不自知。列宾的油画《伏尔加
河上的纤夫》就曾出现在中国的小学课本上，还配了
文章对画作进行解读。小学课本里还有许多文章配
图，同样有着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的特点。如契诃夫
小说《凡卡》的配图、课文《夜莺的歌声》的配图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术教育方面开展了对苏联
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方法的引进，选派留学生赴苏
联学习油画，并聘请了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来华培
训。中国开始全面学习与传播苏联美术。

其中，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是俄罗斯油画
的观察与训练基础，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的推
广，不仅为俄罗斯油画在中国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也
同时成为全国艺术院校造型基础教学的通行标准。

当然，如今辩证来看，大一统式的美术教育体系
也造成了思想观念的僵化和创作方法的单一等弊
端，也曾给传统中国画的教学带来困扰。但是，经过
几代人延续的俄罗斯美术教育体系，在中国的美术
教育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俄罗斯油画朴实、厚
重、雄浑的现实主义审美风格也对几代中国人产生
了深刻的审美影响。

此外，当年许多俄罗斯现实主义油画作品，表现
了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生与死，以及母爱、爱情
这些人类永恒的主题，显示出艺术家用艺术创作来振
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即使在风景画中也体现着对真
善美的追求。这些都曾影响中国艺术工作者到人民
群众中寻找艺术创作源泉的方向。

“艺术不分国界，就像我们两个国家的缘分一样
……艺术界的展览是为了让中国了解我们俄罗斯的
文化。同样，我们跟中国画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秋文·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认为，今年5月，“一带
一路”艺术行活动让列宾美院的师生来到海南写生
创作交流，加上此次三亚俄罗斯文化周活动，加强了
他们与中国尤其是海南的艺术文化交流，希望这样
的文化交流继续加强。

检索俄罗斯绘画史

流变中的静谧之美

访谈

中国小学语文课本里
永恒的“纤夫”

列宾是全能绘画大师

一次“决裂”造就一个伟大的画派

列宾美术学院始建于1757年，原名圣彼得堡
艺术学院，曾更名为皇家美术学院。200多年来，
列宾美院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绘画大师，
包括列宾、苏里科夫、库因芝、希施金等等，但要谈
论列宾美术学院的历史，一定绕不过去的就是列
宾，全名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

1844年，列宾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省的一
个小城中，15岁便成为一名专业的圣像画师。
l864年在圣彼得堡艺术学院学习。1873至l876
年间游历意大利及法国，研究欧洲美术。1878
年，列宾加入当时俄国正当潮流的巡回展览画派。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列宾的一幅代表作，
也最能体现他中前期的创作风格与思想。画中描
绘了被烈日炙烤得焦黄的河岸上，11位蓬首垢
面、衣衫褴褛的纤夫拖着沉重的脚步拉着货船，在
酷日下精疲力竭地向前挣扎。揭露了当时在俄国
沙皇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

其实列宾是一位近乎全能的绘画大师，他创
作的视野十分广阔。在各类绘画题材上也都有出
色的创造。在列宾的绘画中，物象都沉浸在空气
和光线里，每件作品都讲究独特的构图和富于个
性的色调。对形体和色彩、素描与绘画有机统一
追求，让列宾的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与生命力。

《意外归来》是列宾所创作的一幅反映革命题
材的重要作品，完成于1888年。这幅画并未直接
描画革命者进行斗争的场景，而是匠心独运，展现
了一位革命者刑满后返回家中，家人事先并不知
道他的归来，在他意外迈进家门时那充满戏剧性
的瞬间。

列宾晚年表现出了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厌倦和
迷惘，进而去追求脱离现实的“纯艺术”，导致后期
的创作风格也有变化。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去世
不久后，被苏联官方树立为批判现实主义画家的
模范典型。上世纪40年代，皇家美术学院因他而
改名为列宾美术学院。

《金秋》《伏尔加河的月夜》《孤舟
蓑笠翁》……在秋文·亚历山大·瓦连
京诺维奇此次参展的作品中，既有描
绘俄罗斯风情的佳作，也有借鉴东方
写意之美的作品，虽都为风景画，但作
品的风格却更为多样。

俄罗斯的艺术历史，一直伴随着
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而发生转变，每次
社会转型的烙印都深深地反映在艺术
作品中。

十月革命后，苏联美术的现实主
义批判性被消解，而转为歌颂、赞美为
特征的、积极的、向上的艺术主导思
想，集中表现恢宏场景、英雄形象、革
命领袖形象的艺术形式。

上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巨大的
社会变革后，俄罗斯的当代绘画仍有
昔日理想主义的色彩。但集体化的图
式正在逐渐隐去，更为多元化的艺术
语言，正让古老的俄罗斯绘画艺术重
新踏上国际艺术的舞台。

不再求真实的远山、白云，水面、
青草都带有几分写意的味道，而一叶
孤舟与一人独钓，更兼具中国山水画
的韵味。作为世界著名油画大师梅尔
尼科夫的弟子，秋文·亚历山大·瓦连

京诺维奇此次展出的作品《孤舟蓑笠
翁》，与其师在风景画中以色彩来抒情
的特长已明显不同。

当代列宾美院的画家们不再拘泥
于相对闭塞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艺术创
作，而是善于创新，在相对开放的语境
与文化交流的环境中进行艺术思
考。当海南日报记者询问青年画家
马克西姆·莫尔古诺夫·弗拉基米洛
维奇时，他直言：“我的作品没有风
格，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定义为哪个
流派去解读。”

而在风景油画的空间处理上，一
个变化是放弃了透视原理产生的纵
深空间，压缩了客观物象的空间透
视，画面视觉整体呈现是平面化的
空间。

如此次展出的佛明·尼基塔·彼
得洛维奇的作品《俄罗斯新景》，他不
再强调对自然形状的真实再现，而只
是把相同明度不同色相的颜色和形
状归纳到画面上，让画面看似一个整
体，又有色彩变化，画面空间用色彩
关系把客观物象空间透视压缩，产生
平面化画面视觉，形成绘画的平面化
空间形式。

1863年的一个冬日，皇家美术学
院正在举行宣布大金质奖绘画比赛
题目的隆重仪式，比赛规定参赛者必
须以《瓦尔加拉宫的宴会》为题作
画。此时，一位身材消瘦、脸色苍白、
留着稀疏短须的青年从人群中走了
出来，他对院长说：“我们曾多次请求
学院批准我们各自按自己的意愿创
作画面，我们希望把自己从这种束缚
中解放出来……”

这位青年便是克拉姆斯柯依。
不出意外地，学院委员会拒绝了他
的请求。于是，克拉姆斯依和另外
13位皇家美术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决
定退出大金质奖绘画竞赛，以对抗
脱离现实的学院派艺术。一个重大
的艺术流派——巡回展览画派也由
此发端。

1865年，这14名青年学生组成了
美术家合作工厂，每当夏天，他们离开
首都（圣彼得堡），到民间去写生作画；
每当冬天，他们从事新的创作，并且热
烈地讨论大家关心的题目。1870年，
俄罗斯巡回艺术展览协会成立，协会
宗旨是把艺术作品送到首都以外的地
方去展览，让更多人能够欣赏艺术作

品，打破由皇室和贵族垄断美术、左右
评论的状况。

巡回展览画派在肖像、历史、风
俗、风景画等方面均有不俗的建树，它
以深入生活、面向大自然的创作纲领，
表现人物大多乡土气息浓厚、性格鲜
明。巡回展览画派中有许多作品表现
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场景，挖
掘人物心理状态，表现劳苦大众对于
生活现状的不满与无奈。列宾、苏里
科夫等都是其中的杰出画家。

巡回画派艺术家提倡在创作思
想上遵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原
则“美是生活”“艺术家的使命不在于
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
化生活，而在于真实地再现生活”。
因为自17世纪末彼得大帝改革效仿
西欧后，在艺术层面，古典主义、新古
典主义、浪漫主义相继成为俄国艺术
潮流，而普通民众的生活却鲜有艺术
家去关注。

巡回艺术展览协会到1923年结
束，存在了53年，其间举办过48次展
览，展出地点遍及俄罗斯各地，开创了
19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潮流，受到了
广大人民的欢迎与支持。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徐慧玲

12月 10日，俄罗斯国立
列宾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列宾
美院）油画展在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今日艺术汇启幕，画
展免费向公众开放至12月15
日。作为2019年俄罗斯文化
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此次油画
展让三亚的市民游客通过30
幅风景油画精品欣赏到俄罗
斯风景与艺术之美。

本次画展精选 4位俄罗
斯当代著名画家作品，包括俄
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列宾美
院油画系主任秋文·亚历山
大·瓦连京诺维奇，列宾美院
教授、现实风景绘画大师佛
明·尼基塔·彼得洛维奇，列宾
美院青年教师马克西姆·莫尔
古诺夫·弗拉基米洛维奇，俄
罗斯联邦荣誉艺术家、教授伊
万诺夫・亚历山大。

俄罗斯风景油画具有悠
久的历史，列宾美院更在全球
的美术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回溯列宾美院与俄罗斯
现实主义绘画传统的发展历
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
了解俄罗斯油画艺术的传统，
帮助我们更好地参与两国的
文化交流。

俄罗斯当代绘画隐去集体化图式

A
B

C

佛明作品《俄罗斯新景》。

秋文作品《伏尔加河的月夜》。

秋文作品《孤舟蓑笠翁》。

莫尔古诺夫作品《松树》。

莫尔古诺夫作品《田野》。

莫尔古诺夫作品《罂粟与黑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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