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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派人物画溯源研究系列——李震坚写生
创作展”在浙江美术馆展出。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
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活动，展览从不同的研
究角度切入，通过李震坚的创作与速写的对比展示，揭
示李震坚的创作与写生、生活之间的关联。

浙派人物画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围绕现实主义题
材进行创作、在中国画坛产生了极具影响力的重要画
派。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 5位画
家被公认为浙派人物画第一代画家的代表人物和创始
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无论从事意笔人物画创作还是工
笔人物画创作，艺术上都注重深入生活。而素描速写就
成为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记录生活感受的主要方
式。这些画家创作的一系列优秀作品的背后，都有素描
速写的支撑。

李震坚 （1922—1992），浙江缙云人。1946 年考入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素描、油画，后留校任
教，从事意笔人物画的教学与创作，生前为浙江美术学院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绘画作品大致可分为
三类：下乡与课堂写生画、主题性创作以及水墨人体。

李震坚非常重视生活感受，一直对生活保持激情。

除了走遍浙江的山山水水，他还远赴安徽、江西、福
建、内蒙古、甘肃、新疆、云南等地。每到一地，李震
坚都认真写生，留下的几十本大大小小的速写本，以炭
笔、铅笔、钢笔、圆珠笔、毛笔等各种工具记录了各地
见闻。

主题性创作是李震坚把握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如
1960年的《井冈山的斗争》《妈妈的新课题》，1972年的《在
风浪里成长》等。李震坚希望能够在平常的事物中发现
时代的主题，创作的素材大都来源于丰富的写生积累。

在水墨人体绘画创作领域，李震坚更称得上是一位
初创者。传统中国画中，人物画主要通过“十八描”等
技法来表现衣服褶皱的变化和人物的姿势、表情，较少
对人体肌肉、骨骼加以刻画。李震坚的水墨人体画，多
以线条勾勒轮廓，讲究人物本身色彩的浑厚，细微之处
画得非常生动。他把线条、色彩、结构以及少量的明暗
感觉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画作呈现出人物张扬的生命气
息，强调人体的健壮和自然美。

李震坚中国画创作的最大特色，是通过吸收西洋画
素描，大大加强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对当代中国人物
画创作产生影响。

中国版画的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它集绘
画、雕刻和印刷为一体，兼具艺术性与可复制的特
点，能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既具
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也具备国际化的艺术交流
语境，在文化传播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行远及众——中国水印版画文献展”通过梳理
和展现中国水印版画 2000年的变迁历程，重现其中
的辉煌篇章，既是对水印版画的历史回顾，更是力
图以此为契机，探索中国当代水印版画如何在新的
时代语境下建构起主体性和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古代版画的传统自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
便能窥见萌芽，始源隋唐，唐咸通九年 （公元 868
年） 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是世界现存
有明确纪年最早的版画。这一时期的版画以表现和
传播佛教题材为主要内容。

宋代书籍和插图的印刷技术已经被运用得广泛
而娴熟，版画开始脱离经卷，逐渐独立成为一种艺
术形式。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文人画家的参与以
及刻工技法的日臻纯熟，版画于明清之际发展至一
个黄金时代。戏曲小说的插图于此时尤为兴盛，形
成了建安、金陵、武陵、徽州等地域版画流派，逐
渐呈现出更为风雅精丽的面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

《十竹斋画谱》 为代表，以“饾版”“拱花”等技术
刻印的水印套色版画。水印版画得到长足发展，所
涵盖的技法形式和东方美学不仅广泛流传于中国，
更通过航海贸易传播到日本、英国等地。

20世纪以来，在鲁迅发起的新兴木刻运动倡导
下，艺术家执刀向木，以创作版画取代了传统的复
制版画，将对国家和时代的热血与胸怀付诸画中，
创作了集叙事性、革命性和战斗性于一体的作品，
以直接的视觉力量和对现实的表现力在宣传革命、
唤醒民众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此后的
中国版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着版画创作的道路，
以江苏地区的一批版画家为代表，承续水印版画的传
统，融入中国画的水墨意趣，将江南地区的山水韵致
与新时期的社会风貌结合，用抒情写意的方式表现江
南水乡的建设和劳动生活，探索出一条以民族化的
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道路，形成了江苏水印版
画集刀味、木味与韵味为一体的风格面貌。

及至当下，水印版画面临着诸多新技术、新媒
介的挑战，同时也生发出新的机遇。如何避免固步
自封，在吸取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衍
生出水印版画更丰富的多样性表达，是版画家需要
面对的共同命题。当代的中青年版画家力图在观
念、材料和表现形式等多方面不断探索，培养开阔
多元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汲取和渗透跨专业的表现
手法，赋予水印版画在当代语境下新的审美意趣和
精神内涵。水印在他们的创作中已不仅是单纯的技
术方式，而成为美学和文化的载体。

连接港澳地区和海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深圳特区的建立，成立不
久的深圳展览馆 （1987年正式更名为深圳美术馆） 逐渐
成为国内美术界连接中国港澳地区和海外的桥梁。于
是，一批批艺术家相继在这里举办展览，居住在深圳创
作作品，成为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后美术发展和成就的重
要史料。

1976年12月，在第一任馆长雷子源的安排下，深圳
展览馆举办了开馆展“广东省美术作品展”。该展览吸引
了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邵宇的关注。邵宇
敏锐地观察到深圳展览馆毗邻香港的窗口位置，在他的
牵线搭桥下，深圳展览馆先后举办了“江苏省、上海市
中国画、版画联展”“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暨书画原作
展”“明清以来广东书画展”“人民美术出版社书画原作

展览”等一系列名家精品展，受到广泛关注。如“北京
荣宝斋木版水印暨书画原作展”就引起了巨大轰动，深
圳市民和香港美术界纷纷前往参观，据统计，该展共吸
引观众 1.8 万余人次，其中港澳同胞 4600 多人，而当时
深圳的人口大约是2万多人。

以展览为契机，深圳美术馆收藏了一批老一辈艺术
家的优秀作品，近些年又收藏了一大批书写于20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名家信札。

这些信札的作者包括邵宇、蒋兆和、吴冠中、黄
胄、白雪石、袁运甫、常沙娜、丁聪、关山月、林墉、
杨之光、王肇民、宋文治、陈大羽、谢稚柳等近70位书
画名家。141 封亲笔书写的书信，见证了深圳美术事业
的发展，不仅具有研究价值，不少画家用毛笔书写的信
札还颇具欣赏价值。

从展览事宜到生活琐事

从展览事宜、作品销售、购买图书到生活琐事，在
这些名家信札里都有呈现。虽然都是只言片语，但字里
行间一些问题的讨论，甚至一些特殊的措辞和表述，都
记录和反映着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呈现了改
革开放初期深圳美术活动的生动画卷。例如，1980 年，
深圳展览馆举办“吴冠中作品展”，在与雷子源馆长的书
信来往中，吴冠中就展览目录插页作品《鼓浪屿》印刷
的色彩问题进行了商榷。1981年，深圳展览馆举办“蒋
兆和画展”，从蒋先生与雷子源馆长间的7封书信中可以
看到，展览的文献部分是由蒋老自己亲自准备，展览馆
设计的海报则需要从深圳寄到北京由艺术家本人进行确
定。又如在赖少其1984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画家对于
装裱装框十分讲究与重视，对展厅布局也非常熟悉，因
此在信中对作品展示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举办展览的同时，深圳展览馆还与香港合作成立了
深圳博雅画廊，经营范围包括文物书画、文房四宝、文

教用品，影音乐器、体育用品、中外版图书等。在蒋兆
和、唐云、赖少其、伍步云、王肇民、应野平等人的书
信中，都可以看到画家对深圳博雅画廊邀约作画销售等
事宜进行沟通与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1983 年 4 月 1 日，由香港中华书
局、深圳博雅画廊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深圳书市”在深
圳展览馆开幕。在此后的书画家信札中，可以看到很多
涉及图书购买的文字。例如在 1984 年吴青霞的来信
中，她向雷子源馆长介绍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工作
人员前往深圳参加书展。1986 年，陈大羽介绍南京艺
术学院图书馆馆长于永海到深圳选订一些美术图书资
料，他本人还需要购买 《现代世界美术全集》 一套。
再如 1990 年，李世南写信给雷子源馆长求购 《徐渭画
卷》一套等。

其他生活琐事也见诸信札，如邵宇请雷馆长帮助购
买并邮寄电池，蒋兆和委托购买相机镜头一部，宋文治
则委托雷馆长为其朋友购买彩电，姚有多委托照顾赵朴
初的侄女赴美国留学时经深圳与香港的相关问题等。

是思想也是艺术

今天，科技发展使得书信成为历史，写信变成种回
忆。深圳美术馆的这批信札，数量大，内容丰富，涵盖
的画家多，在国内美术馆比较罕见，特别是一些画家几
乎没有其他信札存世，显得弥足珍贵。

透过这些信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艺术
家对于举办展览和艺术市场的不同理念，字里行间透露
出当时画家对于展览、艺术创作、市场，甚至人生的态
度。信札中一些现在读来看似不重要的东西，也是时代
风俗人情与社会风貌的反映。

信札是一种人们交流的方式，一种有温度的记忆，
文字所传达的是讯息，是思想，也是艺术。

（作者为深圳美术馆策展人）

吴冠中与深圳展览馆时任馆长雷子源
的信札

释文
老雷、小李同志：
记得你们说予备将荣宝斋印的小明片

“鼓浪屿”作目录插页，我觉得此画色彩印
得离你们原作太远。今另提供三件，请你
们挑选，我看那幅小的“山村”印得不
错，可考虑，此画去西德等地展出后迄未
返京。“雨后山村”不久前在日本参加“日本、
印度、中国”三国联展，迄今亦未返国。

握手
吴冠中 （1980） 三月十五日

“行远及众·中国水印木刻版

画文献展”日前在江苏省美术馆

举行。展览以学术研究为导向，

以时间轴为顺序，梳理展现中国

水印版画历经两千年的发展过程

与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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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信札讲述深圳美术往事
□ 游 江

日前，“见字如晤 纸短情长

——深圳美术馆典藏现代书画艺术

大家信札暨精品展”在深圳美术馆

举行。展览展出了蒋兆和、赖少

其、吴冠中、黄冑、邵宇、陆俨

少、宋文治等70位大家与深圳美术

馆往来的 141 封信札，配以馆藏精

品，以文献与作品对照的方式，带

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

这些珍贵的书信，记录了美术

大家与深圳的书画情缘，是改革开

放初期深圳美术发展的一个生动切

面，也体现了当时深圳特殊的文化

窗口作用。

从李震坚看“浙派人物画”
□ 郑成航

从李震坚看“浙派人物画”
□ 郑成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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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与深圳展览馆时任馆长雷子源的
信札

释文
子源馆长：
再抄寄上相机型号，此间传说单买镜头

可免税，如不确即作罢，汇款已收到。
近日准备为您处作画，待您来京时当可

请教了。专此顺祝。
春绥
兆和 二月廿日

宋文治与深圳展览馆时任馆长雷
子源的信札

释文
子源兄好！我回宁后有小恙，经

医治并动小手术已逾，并验查结果良
好勿念。现在休息中，嘱写八尺小卷，
因高温又要养理，不能动手，我即将去
年作的一丈多手卷赠玉明儿的，他送上
请结清账目，借条交他为感。如要写引
首无俪金纸，我十月上旬要到深圳来
写，再一次感谢你大力支持。

致 夏安 张副经理 问安
弟 文治顿首 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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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