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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画带到世界

齐白石是 20世纪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画家。中国
美术史学者万青力表示，现在在国际上提到东方画
家，大家第一个就想到齐白石。为什么呢？原因有两
个，第一是日本的推动。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变化非常
敏感，紧随中国潮流，先是跟吴昌硕，后是跟齐白
石。第二，西方现代艺术，特别是法国现代派野兽派
都深受东方特别是日本影响。西方人认为中国绘画是
表现主义，认为写意画和西方表现主义的画是一样
的，所以很容易接受齐白石，认为齐白石的画是表现
派。因此，齐白石正好符合西方追求的形式，点、
线、面、色彩的对比和张力，都可以从齐白石的画中
找到共鸣。可以说，齐白石把中国画带到世界。

出生贫寒的齐白石把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带入文
人画，推陈出新，以简洁的形式、浑厚的笔墨表现了
生意盎然的幽默和纯美的人性。在他早期的创作中，
特别是人物画中所用的技法，显现了他受到郎世宁作
品的影响。他具有高深的中国画传统修养，同时并不
排斥西画。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齐白石是一位受
人爱戴的世界性的艺术大师。

1956年夏张大千拜访毕加索时，毕加索说：“齐白
石真是你们东方了不起的一位画家。”因为早在1956年
初，张仃以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身份拜访毕加索时，
曾送给他一套荣宝斋水印的《齐白石画册》。毕加索竟
然在半年内临摹了齐白石作品，并拿出五大本习作给

张大千看。而齐白石看了毕加索的名作 《鸽子》 后
说：他画鸽子飞时，要画出翅膀的振动。我画鸽子飞
时，画翅膀不振动，但要在不振动里看出振动来。

胡佩衡、胡橐合编的 《齐白石画法与欣赏》 中
说：“白石老人……对西洋画法也是很注意的。30 年
前，他和法国来中国的画家克罗多常常来往，也互相
交谈中西画的理论问题，白石老人曾说：‘得与克罗多
先生谈，始知中西绘画原只一理。’我也常见他仔细欣
赏西画复制品，他说要吸取西画的构图、着色和意
趣。后来，还听到老人对徐悲鸿说：‘现在已经老了，
如果倒退30年，一定要正式画画西洋画。’”

从日本到欧洲

齐白石的作品第一次出国展出是应日本的邀请。
1922年5月，陈师曾等3人赴日参加第二次中日联合画
展，他挑选了齐白石的画作《桃花坞》等9件作品带去
日本。1922 年 5 月 6 日 《东京朝日新闻》 介绍道：
“ 《桃花坞》 富于气韵，墨色变化妙不可言……相信
可以说乃本次展览的杰作之一。”《白石老人自述》 中
记载：“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
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
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
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成电影，在东京艺
术学院放映。”日本人对齐白石的篆刻印章也推崇备
至，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齐白石篆刻集》 中，不
少是为日本人刻的印章。

齐白石向欧洲传播，得益于他在北京国立艺专的
外国同事沃伊捷赫·齐蒂尔。1927年，日本外交官须磨
弥吉郎被派驻中国后，系统地收藏了中国画，其中齐
白石画作就有 70多幅。他称齐白石为“东方的塞尚”，
竭力向友人推荐。当年，捷克画家沃伊捷赫·齐蒂尔在
北京以向各国外交官卖画为生，由此知道了齐白石。
他先后收藏上百幅齐白石作品。1933年和 1934年，沃
伊捷赫·齐蒂尔在伦敦先后组织了英国白教堂画廊“中
国近代艺术展”和“齐蒂尔教授的中国现代艺术收藏
展”，展出齐白石作品。这两次展览是英国最早的中国

近现代艺术展，受到当时英国学界的关注。除此之
外，齐蒂尔还在柏林、布达佩斯、维也纳等欧洲各地
举行巡展。他在展览画册前言上介绍了 3位主要画家，
其中就有齐白石。

齐蒂尔收藏的齐白石作品后来全部捐赠给了捷克
国家美术馆，有力地促进了捷克对齐白石的研究。
2018年，捷克美术史学家、汉学家约瑟夫·海兹拉尔的
专著 《齐白石》 中译本出版。海兹拉尔曾在 1951—
1956 年留学北京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并与齐白石结
成忘年交。

20世纪50年代，齐白石的国际声誉和他的艺术一
样达到了新高度。他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称
号。1955 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格罗提渥代表德国艺术
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荣誉状。1956 年，世界和平
理事大会授予齐白石 1955 年度国际和平奖。1963 年，
他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国际化的市场与收藏

美术史论家郎绍君认为，齐白石是最具国际知名
度的近现代中国画家之一。有关机构根据年度作品成
交额评出 2013年度国际“十大艺术家”排行榜上，安
迪·沃霍尔以 4.271 亿美元居榜首，张大千、齐白石和
赵无极3位中国艺术家上榜，齐白石居第5位。

齐白石作品的市场和收藏都非常国际化。据不完
全统计，国内较有规模的收藏有：北京画院藏绘画1000
多件，石印 300 件左右，中国美术馆藏 337 件，辽宁博物
馆藏400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10件；国际上，波士
顿美术博物馆藏 15 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 件，布鲁
克林艺术博物馆藏3件，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2件，捷
克国家艺术博物馆藏约100件，大英博物馆藏至少8件，
京都艺术博物馆藏5件。值得关注的是，国外藏家手中
有大量重要的齐白石收藏。如 1999、2000 年，京都国
立博物馆接受须磨弥吉郎捐赠的收集品971件，其中大
量齐白石作品多为从齐白石本人处收藏。

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美术史教授洪善杓在 《韩
国画坛对齐白石画风的接受》中说：“纵观中国绘画对
近现代韩国画坛的影响，最令人瞩目的应是画家齐白
石。”爱丽丝·庞耐女士是美国纽约最早的东方艺术经
营者，她自20世纪40年代初看到齐白石《红梅》画作
后，决定转向重点收藏齐白石作品。庞耐女士对 20世
纪西方收藏中国艺术品发挥着重要影响。1943 年，纽
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览”，齐白石
作品位列其中。

近日，齐白石作品随“风雅艺趣——中国人的生
活·智慧·艺术”展登陆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列支
敦士登因邮票图案美丽和题材丰富而享誉全球，被称
为“邮票王国”。借此展览契机，列支敦士登邮政与北
京画院合作，发行 《齐白石“十二生肖”》（全套 12
枚） 与《风雅艺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艺术》（全
套10枚） 邮票各一套，成为中列友好文化交流的见证。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艺道寻真——张安治的艺术人生”日前在中国美术
馆开展。展览分“真中之梦”“梦中之真”“学人·文心”
三部分，展出了张安治的油画、国画、素描、速写、粉
画、水彩、书法等作品139件。据悉，该展是“文化和旅
游部 2018 年国家美术作品收藏与捐赠项目”，同时也是

“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
张安治 （1911-1990 年），江苏扬州人，集书画创

作、诗词写作与美术史论研究于一身，曾师从徐悲鸿、
潘玉良、蔡任达等人。他的作品诗画相承，凸显意象之
美。在美术史论研究上，他比较中西文化，从实践角度
对画论、画作及美术现象进行学术梳理，成绩斐然。

中西融合是张安治所处时代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他
所接受的学院教育和在中西艺术系统之间的游历，使他
以开放的姿态放眼世界，在借鉴与融合中，达到中西艺
术的互融。他在水墨画中承袭徐悲鸿的现实主义风格，
将西画的写实因素融入中国水墨画的创作中，在书法用
笔的线性之间增加了体积、光影、色彩的表现，拓展了
传统水墨的表现力。在油画、水彩及粉画创作中，张安
治又穿插进东方审美元素以及写意手法、线造型，探索
西画的中国化。

策展人邓锋介绍说，“艺道寻真”的“真”体现了张
安治对艺术的真诚追求，更是对时代的真实反映。张安
治一生辗转各处，留下写生足迹，水彩画、水墨画、素
描等，用不同形式把各种鲜活的场景记录下来。他积极
响应徐悲鸿提出的“画随时代、艺为人生”的艺术主
张，抗战时期 《群力》《后羿射日》《万众一心》 等作品
表现出他救亡图存的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
的画笔转向表现时代的新气象。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认为，张安治的艺术人生不仅展现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的发展，更是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的映照。“他将
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对祖国山河的
挚爱、对时代的激情融入到创作之中。”

“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日前在中国美术学院
民艺博物馆开展。展览采撷古代文献、图片资料及今
人诸多研究成果，与具体实物相结合，呈现中国人一
百多年来日常生活方式中的穿戴。

展览策展人吴光荣表示，展览将那些曾经有过
的、并不富裕但很是精彩的生活习俗，通过新民艺研
究的方式，呈现在今人面前，吸引大众重新认知我们
过去生活中中秋明月、春节团圆、一元复始、万象更
新的真正含义。

“女红”与“女工”谐音，“红”为“工”的异体，
唐颜师古注曰：“红亦工也。”故出自妇女之手的传统
技艺，如纺织、刺绣、剪花、编织等等，均称之为

“女红”。自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到明代文人高濂在

《遵生八笺》 所说：“女红之巧，十指春风”，千年来，
“女红”被津津乐道，装饰着中国人的生活。

本次展览分为活色生香、颈上添花、绣中寻梦、锦堂
焕彩、春晖苗绣5个部分。542件展品，无论荷包、围涎、
肚兜，还是桌围、椅套、中堂、喜帐，都传递出当时中国女
性对生活的自信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工艺美术史论家张道一表示，中国“女红”是母
亲的艺术。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特殊的
环境中发展起来。生活中的形象和情节触动众多女性
的创作情感，意识也从平庸淡漠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升
华。女性手中的小小针线绣出心灵巧手，不仅将家人
打扮规范、得体，还将与之相关的空间、厅堂、家具
等，按照传统特定的礼俗装扮得活色生香。

由沈阳故宫博物院、杭州博物馆、金华市博物馆联
合主办的“清风隽永——明清江南扇面精品展”日前在
沈阳故宫开幕。本次展览选取杭州博物馆、金华市博物
馆收藏的扇面画作145幅，时代涵盖明清两朝，其中不乏
数百年间名家手笔。

书画扇面集实用、工艺与艺术于一体，无论是团扇
还是折扇，作为流传最为广泛的传统艺术品之一，为大
众所喜爱。幅不盈尺的扇面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也代
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

据文献记载，扇面绘画的年代最早可追溯至三国，
到了宋代，在帝王的推崇下，团扇书画渐臻顶峰。明代
以后，折扇画渐执牛耳，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
风气之盛，文人多成拥趸。延至清代，在各路画派的推
动下，形式内容翻新出奇，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受清代
金石学复兴的影响，金文、篆书写扇也成为一种风尚。
此外因合作之风盛行，集锦扇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
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古代文人喜称折扇为

“怀袖雅物”。无论是折扇还是团扇，都是将美妙怀于袖
内、鼓摇掌中，不仅能够引风纳凉，更是文人追风逐
雅、托物言志、把玩寄兴的佳品。盛夏时节，“清风隽永
——明清江南扇面精品展”也为观众带来一片“清风出
袖、明月入怀”的清凉天地。

国际舞台上的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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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二十四景之棣楼吹笛图 齐白石

古代中国画艺术在世界文明中

已经享誉千年，而以齐白石等艺术

家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画艺术，无论

是东渡扶桑，还是远及欧美，都具

有一定的世界影响力。

近日，故宫博物院、北京画院

相继推出齐白石艺术展，他的作品

同时亮相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

10 月至明年 1 月初，齐白石还将

“登陆”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

立博物馆。这位20世纪中国艺术巨

擘再一次站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

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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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隽永话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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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之巧，十指春风
□ 黄 松

漓江雨 张安治

1955 年齐白石获得“国际和平奖金”
的证书，证书上的鸽子为毕加索所绘。

和平图 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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