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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更多新技术、新媒介

在透明的塑料袋里，生长出了
雷峰塔、星星，还有庙宇……广州美
术学院实验雕塑专业毕业生林诗浩
的作品《不起眼的美丽》，是一组通过
3D打印方式完成的作品。创作者说，
塑料袋是廉价的，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购物总少不了用塑料袋装起来提
走，那么可不可能用塑料袋来装一些
不可思议、不可能装进去的东西呢？
这就是他尝试的结果。

在今年的毕业展上，学生们对
新技术、新媒介的应用更加自如。
整体来说，就是学生的创作和互联
网、高科技结合得更加充分，与这个
时代的现实更贴近。“90 后”对科技
有着天然的兴趣。因此，今年的作品
更多地体现出他们对科技手段的尝
试和对新科技下的社会伦理的思考。

在新技术、新媒介的作用下，
跨界融合也成为今年毕业展的突出

特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
敢表示，今年毕业展的绘画、雕塑
等专业跨媒介的现象越来越多。学
版画的同学，其作品并不一定以纯
版画的形式呈现；学雕塑的同学，
其作品与传统的雕塑形态也不一
样。他认为，大学的综合平台以及
学科交叉的教学训练对拓宽学生们
的视野有很大帮助。

“接地气”的创作

在广美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王绍强看来，今年视觉艺术设计学
院的毕业作品“继承了往年的传
统，带有强烈的实验性，但是不乏
与地区文化的深刻合作，还有实际
研究的输入。”

他以一组以广州火车站行李搬
运工群体为关注对象的平面设计作
品为例。这个名为CMYK的四人创
作小组觉得火车站是广州对外的一
个窗口，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地

方，就决定去广州火车站做一些调
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注意到了
广州火车站外的行李搬运工群体，
在接触之后被他们阳光积极的一面
所吸引，为了消除人们对他们的疑
虑，给他们设计了统一的着装和平
面海报，帮助他们塑造工作形象。

随着艺术市场的快速发展，积
极适应市场需求已经成为越来越多
毕业生的主动选择。毕业展上，突
出实用性的设计作品不断涌现，表
现了一种开放性的思路，实现了创
作材料和艺术语言的重新整合与构
建。同时，当代观念和传统工艺的
融合更趋于紧密。

作品与市场“亲密接触”

在近年的毕业展上，从画廊、
艺术机构到私人藏家，观展时都是
一面看作品一面挑人，这已经成为
毕业展独特的景观。学院与市场的
围墙已然被消解。在 5 月的最后一
周，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创作展展厅
甚至成了杭州城里的一个“景点”，
观展场面异常火爆。

日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持续

举办了 2014 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
VIP 专场。谈到举办 VIP 专场的初
衷，张敢表示：“大部分学生毕业后
都会面对艺术市场，需要自由创
业，学院应该多为同学们提供一些
便利和帮助。学生与画廊、市场等接
触不多，但老师有这种资源。如果学
生能与这些艺术机构签约最好；如果
不能，同学们也会再努力、再探索，找
到自己的艺术天地。”

这几年，美院毕业展览逐渐进
入公众的视野，成为展示青年新艺
术、促进学生就业的重要方式。各大
艺术院校为了能够让毕业生更好地
进入社会，也在适当改变“曲高和寡”
的学院传统，开始顺应市场“潮流”，
积极策划毕业展览，扩大宣传，使其
逐渐具有了招聘、作品推介、交易互
动的功能。毕业展上也逐渐出现了
VIP预览、拍卖、艺博会等形式，成为
学院招聘会的一种补充。

业内人士认为，大学生艺术作
品板块如今已经走出萌芽阶段，开
始茁壮成长为艺术投资领域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许多毕业生将毕业
展当作自己与社会和市场的第一次
接触。

美院毕业展，
“90后”崭露头角

赖 睿

日前，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单位主
办的张飙撰并书“甲午一百二十
年祭”书法展览在北京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国
文联主席孙家正，中国文联党
组书记、副主席赵实等出席开
幕式。

8 月 1 日是中日甲午战争正
式宣战120周年纪念日。中国书
法家协会顾问张飙收集、查阅大
量资料后，于今年初用两个月的
时间撰写完成１.9万字长文《甲
午一百二十年祭》，分为国耻民
辱祭、将士忠魂祭、君臣官民
祭、思维文化祭等四章，对这一
场改变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重要
战事进行了多维度的文化反思，
并深情讴歌了北洋军舰的爱国官
兵。

“祭奠仇恨，是为仇恨不再
新生。祭奠历史，是为历史不再
重演。”张飙表示，虽然 120 年
已过去，但这场战争对我们仍有
启示意义，书界理应对此发出自

己的声音。
书法家创作内容重在讴歌在

甲午战争中英勇殉国的烈士，同
时深刻反思了那段“大败于小”

“多败于少”“强败于弱”“师败
于生”的沉痛历史。对历史的关
注中透出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
来的思考。

随后，张飙先生用了3个月
的时间将此文以书法形式表现出
来。本次展览共展出高 2.4 米的
长卷142条，共长72米，另有篆
隶楷行草五体220余件作品同时
展出。

观展的书法家、评论家将此
展览评为“沉重的展览，悲壮的
展览，冲击灵魂的展览”、“含泪
带血的展览”；有的书法家认为
创作者很好地继承了中国诗书合
一的优良传统：“笔势的开张雄
阔，笔风的凝重浑厚，与诗文的
汪洋恣肆相表里，充分表现了创
作者的一腔热血、爱国情怀和忧
患意识，展现了当代书家的历史
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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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举行

“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日前在亚洲艺术中心开幕，此
次展览力图从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当代水墨，关注全球
化潮流中的民族国家的地域文化的当代变迁，着眼于当下当代水墨发展
的状态。展览邀请批评家殷双喜担任策展人，刘骁纯、皮道坚以及杭春
晓担任学术支持，邀请了国内外在水墨方面进行多年探索的18位艺术家
参展。这18位艺术家都分别以各自的实践对传统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从
中国的传统中寻找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道路。皮道坚说：“这里展出的作
品代表了艺术家们长时间的对于中国水墨艺术推进的努力，也蕴含着他
们对中国当代文化和世界文化关系的深刻的思考。”

（鹿静月）

眼下，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的毕业展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各种新媒体艺术、实验性创作、装
置艺术等，都赚足了眼球。如今，“90后”已经成
为本科毕业生的主体。他们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出
全新的思路和手法，展露出新的气象。

不起眼的美丽 （雕塑）
林诗浩 广州美术学院

不起眼的美丽 （雕塑）
林诗浩 广州美术学院

宁静系列 （陶瓷）
王圣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山石美器 （设计）
刘泽延 中央美术学院
山石美器 （设计）
刘泽延 中央美术学院

要说谁对我学习书法影响大，第一个便是我
的父亲。他带我去美术馆、博物馆和朵云轩看展
览，去福州路古籍书店与营业员说“暗语”，买
几本藏在柜台下面的古代碑帖或民国柯罗版画
册。我从上海到贵州之后，他仍在上海一本本地
为我购买《中国历代书法墨迹大观》寄给我。后
来凡是我寄给他的参展作品集，他都保存着，常
常拿给亲戚、邻居看。

接着要说李福眠先生。1972年我中学毕业进
入上海重型机器厂做工人，与李福眠先生同一车

间同一工段同一小组。李福眠热衷于写颜字，看
我喜欢画油画、画速写，便对我多有关照。不知
怎的他想到拜师了，经人介绍带我一起去见韩天
衡先生，韩先生又为我们写了介绍信给徐伯清先
生。1974年，李福眠在前，我跟在后面，一起进
入了徐老师在皋兰路27号的家中。

徐伯清老师肯定是对我学习书法影响最大的
人。影响之一是养成了我刻苦练习的习惯。徐老
师布置作业几近残酷，每天不写五六小时是完不
成的。他要我们相信只有功夫是绝对的。影响之
二是对传统经典的敬畏。徐老师的眼力是很厉害
的，曾批评当时写草书的名家其实写的并不是真
正的草书。他家中悬挂的是董其昌、恽南田、吴
湖帆等人真迹，让我们在起步之初就免受庸俗之
害。影响之三是老师对学生的无私付出。徐老师
先后教我写隶、草、楷书，几乎每次亲自动手写
作品，既是示范，也让我们带走做范本。徐老师
教学生不收钱物，还倒过来请学生吃饭，给学生
的孩子送礼物。这些影响对我来说终生受益。

姜澄清老师是我在贵州大学求学时的老师，
教我们写作课。姜老师对传统艺术 （包括书法）
有广泛的了解和独特的认识，在80年代初就写出
了那篇“书法是什么性质艺术”的文章，引发了全
国性的大讨论。姜老师对我的影响是让我逐步开
始了自主思考。从徐老师时的“被训练”过渡到姜
老师时的“被启发”是个大变化。姜老师在省文史
馆开办书法学校，聘我去任教，这是我当老师的开
始。姜老师对我的影响已持续了30多年。

还有一位在我内心感怀不尽的老先生，他是
当时贵州省博物馆的名誉馆长、省书协名誉主席
陈恒安先生。陈老先生在他的寓所里一次次地接
待我，与我谈文史，谈书法，谈人生。在他的一
再鼓励下，我第一次有了书法自信。

鲍贤伦，1955年出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隶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
席，曾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
长，是当今隶书创作探索领域的代表人物。

影响我的人
鲍贤伦

鲍贤伦在创作

曾迎春：让笔下生出温暖
赖 睿

时光逐水尼罗河所见 曾迎春

不再回首 曾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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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飙《甲午一百二十年祭》（局部）张飙《甲午一百二十年祭》（局部）

日前，由中国画学会、中国女画家协会、中
国长城画院、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主办“春——
当代著名女画家曾迎春画展”在 798桥艺术空间
举行。正如展览的主题，30余幅国画作品描绘出
阳光、温馨、和谐的美好。曾迎春说，这种温暖
正是自己内心的渴望。

曾迎春的花鸟作品以铺底形式营造意境，大
角度营造一个可以让人联想的基本环境；小角度
制造环境的归属核心，每一幅画都讲求情景交

融，像一首无言的诗。在画面处理上，曾迎春往
往对画面背景不惜用大块的墨、色反复渲染，在
对背景倾注了大量笔墨之后，对画面主题往往用
精线条简笔勾勒，寥寥数笔，使画面优美而不失
灵动，简洁而不失明快。

曾迎春擅于捕捉生活和自然中的某些现象，
并将其提炼升华为引人深思的作品。她有些画突
破了前人惯有的方式、面貌和形式表现符号，很有
创造性。她的作品从表现形式、技巧、艺术构思都

有独特的一面，题材完全
是从生活中来的，是发自
内心的、亲身体验的、真
情实感的流露。

以本次画展中的作
品为例，《时光逐水尼罗
河所见》是曾迎春在埃及
尼罗河游览后有感而作
的。“虽然逆光的处理方
法在国画中并不常见，但
当时尼罗河上那个日月
同辉的场景感动了我，我
想把它留下来。”这样的

作品，感动了她自己，也感动了观者。
另一张大幅作品《臻吉之光》是曾迎春接到

的一个命题作文。“百鸟朝凤”、“丹凤朝阳”的
主题已略显老套。为了寻找新意，曾迎春不断构
思，把传统表达中的树、花、石等要素拿掉，以
孔雀替代凤凰，完全用百鸟来构成画面的点、
线、面，形成前后虚实的对比。作品不仅视觉上
漂亮，而且整体更显温暖和谐。

曾迎春说，正是她内心对美好的向往，促使
其创作在不自觉中朝着温暖的路子走。她相信，
一切美都源于生活。她愿意在体验生活中不断发
现美，并让这些感动生长在画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