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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内蒙古自治区迎来成立 70 周年欢庆
的日子。内蒙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成立的省
区，其各项工作有着先导和示范意义。内蒙古美术
也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美术的朝霞。

来自延安的血脉

内蒙古美术在全国甚至国际上都有影响，它的
根脉和传统来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以人
民为中心，赞美劳动，讴歌时代。

1940年12月，为开展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的抗
日革命文化工作，延安中共西北工委所属的西北文
工团选派朱丹和鲁艺的陈叔亮、焦心河等组成蒙古
文化考察团，到伊克昭蒙乌胜旗作实地考察，了解
蒙古族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艺、日常生活和抗日事
迹。除美术外还有戏剧、音乐等专家，艺术家们经
过深入考察收获颇丰，版画家焦心河整理加工创作
出一批优秀木刻作品。如《蒙古生活组画》《蒙古的
夜》《风雪》《蒙古人与喇嘛》《蒙古女人和羊》等。
可以说，内蒙古美术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少数民族
地区开展新美术事业的成功范例。

1946年4月，“内蒙古文化工作团”成立，来自
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和延安鲁艺的尹瘦石、张凡
夫、张少柯成为内蒙古文工团美术组的中坚，并吸
纳了文浩、乌恩、乌勒、孟和巴特尔等一批少数民
族美术爱好青年学习绘画。仅仅 3 个月的准备，美
术组 7 月就随文工团下乡，举办了解放区木刻、年
画、时势照片展览，同时进行写生、速写和对美术
青年的培训，出版不定期刊物《画刊》。

随着 1947年 5月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美
术组为各项中心工作服务任务日渐繁复，如绘制大
型主题性宣传画、设计自治区政府标志、自治区临
时纸币等创作任务。此时，新一批美术青年加入进
来，凌九、牧人、超鲁、耶拉、满达、旺亲、布和
朝鲁、布和巴雅尔等。为满足农牧民的需求，1948
年4月，《内蒙古画报》创刊，尹瘦石任社长兼总编
辑。画报贴近群众，深受农牧民的欢迎，有个小村
庄7户人家，就有6户订阅。为了适应草原流动性大
的特点，编辑部在保证几千份订刊外，还特别针对
农牧区生产生活创作了十多种新年画，深受欢迎。

内蒙古美术初期的发展之好堪称经典，这源于
延安精神的代代相传。尹瘦石作为带头人做了大量
工作。1949年 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
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 成立，
内蒙古美术工作的负责人尹瘦石当选委员。内蒙古

美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形成草原画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内蒙古美术在全国
美展频频获奖，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曾任内
蒙古美协副主席、秘书长的托娅介绍：在1949年全
国首届美展上，尹瘦石的水彩画《打狼保畜》、年画

《人畜两旺》 入选。1950 年，尹瘦石的年画 《劳模
会见云主席》 获中国文化部首届新年画创作评奖乙
等奖，乌力吉图的《人人敬爱毛主席》、乌勒的《建
政权选好人》获丙等奖。1951年，为庆祝《内蒙古
画报》 创刊 3周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画、
漫画展览举办，同时，编辑并出版了反映内蒙古人
民政府成立以来自治区建设成就的大型画册 《内蒙
古建设》。1956 年，内蒙古美术家协会成立，尹瘦
石担任第一届主席。内蒙古美术进入大发展时期。

一批优秀的内蒙古美术作品开始走向国际。例
如，1950年，乌勒的年画《建政权选好人》被中国
文化部选送到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艺术展
览会。乌力吉图的年画《人人敬爱毛主席》、桑吉雅
的年画 《牛羊兴旺》 由天津杨柳青画店再版，由中
国文化部选送日本展出。

妥木斯是内蒙古美术的代表人物、著名油画
家，早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以一系列富有蒙
古族特色的油画作品连续入选全国美展而为人熟
知：《垛草的妇女》 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银质奖，

《拢》《长嘶》《老人》 先后入选全国第八、九、十
届美展。1981 年，妥木斯油画展在北京举办，前
辈画家艾中信欣喜地道：“我们感到内蒙古的草原
画派已在形成！”

蓬勃发展新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内蒙古美术
事业进入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内蒙古美术更多
地走出境外、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展示草原风
采。托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1991年，内蒙古美术家协会派出内蒙古美术家
代表团出访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并举办“中
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美术作品展览”，还参加
主办了德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在自治区举办的美术
作品展览。1992年至1994年，内蒙古自治区美协在
日本、香港等国家、地区分别举办“现代中国绘画

展·内蒙古作品赴日展”“香港·内蒙古风情中国画
展”“香港·内蒙古风情油画展”“香港·内蒙古十年
油画精品展”等。

1990年12月，妥木斯油画展在苏联哈巴洛夫斯
克市远东艺术馆展出；1991年 2月，在苏联比利毕
詹市再次展出。1990年 6月，思沁 《蒙古秘史》 人
物画展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举办。蒙古
人民共和国艺术家尼·楚勒德木观看展览后对作者
说：“蒙古人民需要了解 《蒙古秘史》，蒙古人民需
要了解成吉思汗。您带来的画展，是友好邻邦伟大
中国送给处在复兴中的蒙古国的最好礼物。”

1992年11月，周荣生画展在台湾台北市和台中
市举办。时任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林凡在画展 《前
言》中说：“眼下，你们将看到一位继承历史上极富
传奇色彩的马上文化精神的当代传人，一位为严酷
却又柔情似水的塞外风情作证的诗人……他的艺术
凝重、深沉，是传统技法和现代意蕴的良好结合。
他的成就值得我们两岸艺者共同珍视。”

近年来，中国美协推出系列全面展示新中国成
立以来藏、维、蒙等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民族进
步的大型全国美术展览。其中以反映蒙族为主的

“浩瀚草原——中国美术作品展”有400多幅参展作
品。汇编的大型画集 《浩瀚草原——中国美术作品
展》纳入268位艺术家520幅作品，其中蒙古族画家
达99人，占到近40%。充分体现了内蒙古蒙族艺术
家群体的创作实力。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7 岁时随父母支
边到内蒙古包头，在内蒙古生活了20多年。他自言

“生在山东，成长在内蒙古”，内蒙古的一方苍天厚
土养育了他。他走遍草原牧区，深入写生，以内蒙
古、新疆、西藏、甘肃以及西南地区等少数民族为
主要创作题材。他说，少数民族一般处在边疆、边
远地区，经济上虽然相对落后，但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其艺术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很多少数民族
艺术家对色彩、造型、形式感的追求更具有敏感
性。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服饰，生产劳动本身
就具有很强烈的地域特征，容易入画进行艺术表
现。因此可以看到，内蒙古、新疆等地区画家队伍人
数较多，水平相对比较整齐，可以说是美术大省区。

与其他全国美展不同，“浩瀚草原——中国美术
作品展”还推出了11位在内蒙古美术史上不同时期
具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家：侯一民、妥木斯、詹建
俊、谭权书、尹瘦石、刘大为、胡勃、李爱国、龙
力游、朝戈、苏新平。这11位大家，个个都是草原
美术的杰出代表，为百花齐放的中国美术大花园增
添了绚丽而特别的色彩。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
之……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这首汉乐府《饮马长城
窟行》 是一位妻子因思念征戍远行的丈夫而写的书札。其
中两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就是著名的“鱼传尺素”。

在中国古代，书信被比喻为“锦鲤”“飞鸿”“青鸟”
“彩云”。书札，就是亲笔写的信札，是人们互通消息的工
具，也是承载美好感情的使者。“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
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日前在上海博物馆举
办，遴选出馆藏明代著名书画家书札精品49通，如一幅徐
徐铺陈开来的风俗长卷，描摹出一个以文徵明、祝允明、
沈周、唐寅等为中心的明代文人“朋友圈”。

明代吴门文人群体构筑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人与人
之间无外乎姻亲、师生、朋友、同僚、父辈世交等关系。
这也使得书札在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

《吴宽致欧信札》这通书札，曾经由吴湖帆收藏，他将
其定名为《唐寅乞情帖》。书札的内容涉及明代著名的弘治
科场弊案。从这通信札中既能看出吴宽对后辈的关怀与爱
护，也反映出了苏州文人提携后辈、爱才惜才的风气。这
也是吴门得以聚集人才，形成一个影响广大的艺术流派的
原因之一。

《王宠致王守札》 是王宠写给兄长王守的一系列家书，
其中一通信中详细描述了王宠在家中越溪庄上耕种的情
形，以及田地收入、借贷还债等琐事。在历史上，王宠被
描述为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形象，说他长得英俊好看，
书法也很有绝俗的气息。然而阅读这些家书，发现事实并
非如此：王宠生活艰辛，还需亲自种田，并非不食烟火。

看来，无论居庙堂之高，或是处江湖之远，文人也过
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一样冗繁，一样不易，生活的甘
醇与苦涩俱在品尝。书札里的他们，一个个鲜活而真实。

文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在世俗生活之外，还会
为自己营造一个风华美妙的精神桃源。祝允明被认为明代
书家第一，他才情风流，性格倜傥不羁，书法上诸体皆
善，面貌多样。此次展出的 《祝允明刘姬词及致朱凯札》
其实是装裱在一起的两件作品，难得的是，两者都是小
楷，并且是两种不同的体貌，都是祝允明小楷书的精谒之
作。《文彭致钱榖札》 是文徵明的长子文彭写给好友的信
札，信中他与钱榖讨论了新近见闻的书画、印章、古玩等
文人雅好。

从历史的角度看，书札是史料；从艺术的角度看，它
又是艺术作品。这些书札的内容上至朝政民生，下至家事
儿女，或文章酬唱，或艺苑交游，几乎无所不包，是对当
时吴门文人生平、经历、交游、艺术思想、审美情趣，乃
至整个时代的文人生活与艺坛风尚直接而鲜活的反映。就
艺术价值而言，信札随意写就，是作者在最自然状态下的
作品，体现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假修饰的书写习惯与书法面
貌。欣赏这些书札，观者可以了解明代吴门文人有血有肉
的真实生活和他们的艺术风格。

“梦里依稀——庄弘醒水彩画艺术展”日前亮
相北京，囊括了庄弘醒艺术生涯不同阶段创作的
水彩作品 100 余件。画家以水彩画的方式走出了
独特的中西艺术融合之路，作品散发出浓郁的江
南气质，令观者沉醉。

庄弘醒，1940年生于浙江南浔，1961年毕业
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故乡水光月色下的灰青瓦当，故园春色里的
茶色栏栅，油纸伞下的梦里故人，斑驳粉墙上荡
漾的伊人晃影……都成为他灵感的来源。庄弘醒
说，他的记忆深处“随着光阴的流失，唯有童年
的世界愈来愈变得水晶般的透明与纯粹，神奇的
江南水乡始终感召着我”。

从艺60余年来，庄弘醒一直潜心于水彩画创
作，并以水乡题材作品为代表。与通常偏重于形

式的风景写生不同，庄弘醒的画笔言简意赅，意
境幽远，融汇了强烈的西式绚烂与东方诗韵，谱
写出具有中国传统风情的独特审美意象。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庄弘醒在几十
年的水彩创作中始终坚持着对“现代性”的不懈
追求，用“意象性”的水彩语言表现大千万象，
拓展并提升了水彩艺术的外延与内涵，在似与不
似之间探求着属于中国水彩艺术的审美。庄弘醒
的所思、所想、所为，也契合了20世纪以来中国
艺术的现代性转型之路。

本次展览分为三大主题，包含了庄弘醒艺术
生涯各重要时期的代表作，如《秦淮梦》《城市夜
色》 等，充分呈现其在水彩艺术上的探索与独特
道路。展览期间，庄弘醒还将创作的28件重要水
彩画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在“2016中国美术馆收藏青年美术家作品展”的基础上，中
国美术馆展览专家委员会近日对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青年
美术家的优秀创作进行遴选，近60件雕塑、绘画作品入选“2017
第二届中国美术馆收藏青年美术家作品展”，进入国家收藏。

这些青年美术家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院校、不同群体、
不同流派，带来的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各异。在主题、形式、技
法等不同层面，勇于突破，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术
气场，留下属于这个时代、属于青年人的艺术印迹。

青年艺术，有着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在深厚传统滋养
下的青年艺术家，应着时代审美的观念，寻求笔墨语言的创新表
达，挥写新锐而鲜活的时代气象。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
希望通过这个朝气蓬勃、别具特色的展览，国家收藏的评选可以
让更多青年美术家明确创作方向，坚定艺术信念。青年美术家对
于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宗旨、方向、标准与价值有更多了解，并进
一步认识到将自己的艺术融入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的深远意义。

彩霞正当时
——内蒙古美术七十年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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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宽致欧信札

不能忘却的记忆 李永康

庄弘醒绘写梦中水乡
□ 杨 子

庄弘醒绘写梦中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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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下 庄弘醒

青年艺术的锐力
□ 庚 辰

草原上的歌 刘大为

寒冷十月 龙力游

马背金曲 胡 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