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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创新是最大特点

“本届全国青年美展与其他展览最大的不同之
处就是参展艺术家及作品的创新性、创造性。参展
作品在形式上、语言上、表达上和技术上与其他展
览都不相同，这就是青年美展的独特性。”中国美
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里讲到。

此次展览旨在继续营造有利于青年美术人才发
展的良好机制，鼓励青年人勇于突破的锐气，反映
中国当代青年在艺术创作与学术创新方面的探索和
成果。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家级的综合大展，
自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1957年创立举办至今，已成
功举办了五届，时间跨越60余年。展览是专门为青
年美术家搭建的一个展示他们继承与创新、借鉴与
融合、关切社会与自身成长的重要平台，社会影响
广泛，青年美术家参与度很高。

60余年来，全国青年美展的举办让每个历史时
期的青年美术家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遇。青年美术
家的脱颖而出不仅使其成为时代艺术的代言人，他
们的作品也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史上最有先
锋色彩的时代经典。

见证青年艺术家成长

1980年，32岁的大三学生罗中立，怀着对大巴
山的深厚情感，创作油画 《父亲》。在第二届全国
青年美展，这幅作品荣获一等奖，后被中国美术馆
收藏。画面上，黝黑的皮肤、沟壑般的皱纹……强
烈的视觉效果和情感力量深深地打动了人心，并在
岁月沉淀中成为中国油画的经典之作。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远表示，中国美术馆建
馆半个多世纪以来，收藏和展示了大量国宝级经典
作品。其中有许多作品出自当时的青年艺术家之

手。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迁、艺术的发展，
这些作品愈来愈显示出其价值。有的已成为家喻户
晓的名作，成为美术史的经典。

青年艺术家，一方面尊重、传承前辈，一方面
又富于创造力，他们是“新锐”“创新”“活力”的
代名词。

走进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透过青年艺术家的
眼睛，观者可以看到丰富的时代生活画卷。李兆天
的《锦色年华》、王玉华的《生逢灿烂时》，呈现出
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乡村题材作品，例如吴学良
的《村委会》、朱卯的《九曲天歌》、曹宏伦的《渔
获夕阳》等，聚焦当代农村，对乡村的景观和劳动
的富足给予热情的讴歌。黄其超的 《东机厂的记
忆》、刘磊的《蒸汽时代·火车之一》等作品，则反
映出青年人对大机器时代的理解和敬意，在改革开
放 40 年之际回味过往的艰辛和成就。军旅题材作
品着力展现当代军人风貌，如曹雁楠的 《逐梦长
空》系列，展现出驰骋蓝天的空军英姿。

“第六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的举办适逢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参展作者几乎都出生在改革
开放之后的时期，他们的成长也伴随着中华民族迈
向现代化、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他们眼
界开阔，思想敏锐，创作理念活跃而多元，但他们
的创作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他们的创新
也深扎于现实社会，真切地传递出这个时代人民的
思想和情感的温度。

重视培养青年艺术家是时代的要求。为把“第
六届全国青年美展”办成有创新、有特色、有水准
的展览，中国美协于 2017 年 11 月举办了第六届全
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创作培训班，邀请全国具有一
定知名度和创作实力的青年美术家集中进行创作研
讨和草图观摩学习，聘请专家进行创作指导，并组
织学员到北京新机场航站楼、京张高铁工程官厅水
库特大桥和八达岭隧道等施工现场采风收集素材，
力争推出一批反映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据悉，本
届387件入选作品中，前46件作品为“第十三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展区直送作品。

日前，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
等主办的“西部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作品展暨第七届西
部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高研班开学典礼”在中国文艺家
之家展览馆举行。展览展出第五届和第六届 36 名学员、
第七届 23名学员创作的中国画、油画、版画作品 85件。
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既有对西部民族地区生
态环境的再思考，也有体现勇敢、力量、坚韧的少数民
族典型形象，表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淳朴、深沉和他们的
生活智慧及人生哲思的作品。展览饱含独特的民族气
质，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能感受到西部少数
民族青年美术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着鲜明的地理人文特色，是中
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术创作素材
的重要源泉，挖掘和培养西部民族地区本土青年美术人
才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促进西部美术事业发展意义
重大。

西部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创作高研班以抓创作、出
精品为培养原则，学员在学习期间都多次到民族地区体
验生活，研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高研班自 2011
年设立以来，以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美术创
作和美术事业的基层少数民族文化干部或基层青年美术
教师公开招生、集中培养的方式，共培养了 156 名优秀
学员。

为充分反映“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
中的深远影响，弘扬和传承和而不同、开放包容
的丝路精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联
合主办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
兴”展日前在北京开展。展览汇集了意大利 21 家
博物馆、中国 17 家博物馆共计 200 余件 （套） 文
物精品，通过还原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中国元素以
及中国艺术中的西方影响，呈现不同文明之间交流
互鉴、兼收并蓄、共同发展的千年史诗，揭示多元
文化交融共生、相互影响的历史脉络。

“丝绸之路”历经千载、横跨欧亚、汇通中西
文明，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宝贵遗产。早在汉唐时
期，陆上“丝绸之路”就已经成为东西方之间经贸
文化往来的重要桥梁，宋元时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
盛，东西方之间都在繁荣发达的经贸文化往来中相
互学习，互利共赢。

“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精
心挑选的参展文物中，既有中国先贤开拓发展“丝
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物，也有受到中国文化影
响、呈现中国文化元素的西方物证。例如，中国和

意大利在航海中使用的罗盘、针碗、航海图和船只
模型；青铜器、瓷器、玻璃器皿以及充满西域风格
的唐代陶俑等；还有 《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
南》《世界地图》 等反映早期意大利旅行家和传教
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贡献的意大利历史文献。

此外，展览还推出了中意两国众多博物馆收藏
的大量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物，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
收藏的黄公望 《溪山雨意图》、倪瓒 《水竹居图》、
任仁发 《饮饲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宋人耕获
图》、任仁发《张果老见明皇图卷》、任贤佐《三骏
图》，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
壶”，新会博物馆收藏的《新会木美人》，以及庞贝
遗址发掘的经典壁画 《花神芙罗拉》、乔托的名作

《圣史蒂芬》、创作于 15 世纪的 《圣母加冕图》 和
《三王来拜》。穿梭于这些珍贵文物，观众可以切身
感受东西方之间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历史主流。

又到毕业季。每年的艺术毕业展都是一场视觉盛
宴。相较于往年，加强艺术与科技的跨界融合、传统与
现代元素的融合，作品更加关注当下社会现实，是今年
毕业展的特点。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雕塑系学生禹飞的雕塑 《运
算的形状》，运用光敏树脂和VR装置，因而作品的尺寸
是可变的，参观者头戴VR装置便能进行观看。清华美院
信息艺术系的毕业作品也充满了科技感和未来感。作品

《木兰》将科技融入传统文化审美，作者高婧以传统中国
画的方式进行构图和装裱，花朵在刺绣、雕塑中融合了
装置和交互手段，每3分钟开合一次，引得观众驻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硕士生腾腾的作品 《故事
新编》，抽取了宋代风俗画《搜山图》中的部分元素，将
场景设置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楼梯，画面中巨幅的楼梯
引人注目。以 《故事新编 3》 为例，作者选择了 《搜山
记》 中被野兽追赶的女性，巨大的楼梯如巨幕般压迫着
画中的人物。传统的女性形象和工业感的楼梯并置，听
任读者揣测、窥伺。腾腾说：“中国传统的界面画是类似
于‘楼梯’的结构表现，选择‘楼梯’元素是将传统界
面画的形式加以变化，并赋予当下的符号。”她想尝试将
传统文化与当代元素并置，并希望这种并置能改变人们
观看传统艺术作品的方式。

毕业作品不仅表现了学生的奇思妙想，也充满了对
现实的关怀。

绿色线条描绘的龙头表现了传统节日“二月二，龙
抬头”，寓意着“春”；红色线条勾勒的“斗蟋蟀”寓意
着“夏”；黄色树叶组合成两只展翅高飞的大雁，寓意

“秋”；若干圆圈组合而成的雪花寓意“冬”——这是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的作品《时物》。作者将
二十四节气文化以现代设计思维表现出来，并借助传统
铁艺，体现“工匠精神”的价值取向，“旨在让中国传统
文化精髓为当代人的美好生活开心启智”。

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展区，学生的作品也表现
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例如名为“低头族”的作品，用
抽象的手法表现时下人们沉迷于手机，颈椎极度弯曲。

正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副主任文中言所说：
“我希望同学们的作品在情感之外还要有人文关怀。身处
一个急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就应该用作品去反映、表
达对它的各种感知、体会、思考、焦虑与质疑。”

中国和匈牙利两国文化交流重要项目“匈牙利当
代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来自匈
牙利艺术家的99件绘画作品及24件雕塑作品。作品中
不乏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匈牙利当代艺术精品，涵盖
波普艺术、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及现实主义等多种流
派与风格，异彩纷呈。

匈牙利的传统艺术深受欧洲中部和东部许多艺术
传统的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后，匈牙利新一代的年
轻艺术家大量涌现，他们大胆创新，突破传统，寻求
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此次展览中展出了维克
托·瓦萨雷里、鲍娄格·拉斯洛、赞博·伊什特万、西科
拉·道马什和柯诺科·道马什等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
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同时展出了匈牙利玻璃艺术
家的精彩作品。匈牙利的玻璃艺术起源于19世纪，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玻璃艺术开始从工业设计中解放
出来，创作观念得到转变，制作工艺不断提高，赢得
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

全国青年美展凸显温度和责任
□ 杨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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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巴特的奖品 白音吉力根

今年毕业季
更加关注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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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丝绸之路走进文艺复兴
□ 吴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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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
首都博物馆藏

花神芙罗拉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逐梦长空 曹雁楠 婚礼 周 涛

北京新机场·筑梦英雄志 张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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