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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日前
完成。这是一次穿越时空而凝聚
成的艺术结晶，在诉说着千年汩
汩流淌的大运河故事里，艺术家
们攫取了数十朵最流光溢彩的耀
眼浪花呈现给当下，让历史告诉
未来：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开
凿的大运河，曾经是承载着中国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动脉，是
历史盛衰的见证者。悠悠两千
年，迢迢四千里，中华民族鬼斧
神工的创造，留下的不仅是人类
物质文明的遗产，更重要的是一
种能耐劳苦、坚忍不拔的精神承
传。虽然开凿大运河“万艘龙舸
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成为

隋朝灭亡的宿命，但“若无水殿
龙舟事，共禹给功不较多”还是
客观辩证地评价了事物两面性，
其功过自有历史予以评说。

该大型美术创作工程是由江
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抓，由江苏省
国画院执行，创作团队以江苏画家
主创，由秦剑铭领衔，邀全国 7 省
14 位画家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在勘
察、纵览了大运河的全貌后，抒写
了这长达46米的中稿“山水篇”和

“人物篇”长卷（终稿为 120米的大
稿）。其中，来自大运河沿线的书
画家有秦剑铭（江苏）、江可群（江
苏）、孙晓云（江苏）、赵晓钟（江
苏）、许坚（江苏）、钱广信（河北）、

茹峰（浙江）、安玉民（江苏）、张建
京（河南）、刘明波（山东）、徐光聚

（北京）、方勇（天津）、詹勇（江苏）
徐刚（江苏）。

从空间效果上来看，其“山
水篇”一眼望去，河流山川，大
气磅礴；写意工笔，韵律生动；
雄浑与纤柔相济，嵯峨同逶迤并
出。其色调分明：由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的冬雪世界的北京写
来，到冀鲁大地的“满载一船秋
色，平铺十里湖光”，再到江淮平
原的“沉舟侧畔千帆过”“春风又
绿江南岸”，终达吴越花雨的“月
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
香”。由浅入深的色彩将这条河流
的空间标识勾画得富有层次感和
地缘特色，从皑皑白雪的红妆素
裹，到渐次微黄的湖光秋色，再
到绿满春山的葱茏美景，最终织
出的是浓淡相宜、参差错落的江
南入海口的多彩画面，使其色调
在最佳饱和度的高潮呈现中戛然
而止，给人留下的是绵长隽永的
美学回味。

从时间效果上来看，“山水篇”
的人文元素体现了作者在画稿中
尽显了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尤其
是大运河沿岸巍峨高耸的建筑群
也尽收眼底，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
的历史巨变。当然，半个世纪前江

苏的“新金陵画派”的傅抱石、钱松
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人于
1960 年创造了“山河新貌”人文意
识的介入方法，对传统的山水画提
出了挑战，显然，这种画风是有利
有弊的，但是，体现时代风貌应该
是现代山水画家不可推卸的人文
意识，关键就是如何掌握这个
度，多一分，就失却了山水画的
意境；少一分，则难以展示时代
的特征。画家就是在这根审美与
主题表现的二元悖论钢丝上行走
的艺术掌舵人，好在大运河史诗
图卷的作者们在掌握这个度的时
候都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
优雅地穿行在这条审美的历史河

流之中。
整个百米长卷的“山水篇”和

“人物篇”构成的正是跨越时空的
古今清明上河图，历史和现实在这
里交汇，英雄与人民共同开天辟
地，大运河的全程开掘凝聚着世代
中国工匠精心编织的宏图大业。
除了历史上开凿大运河的英雄人
物外，那些开河的技术人员和普通
的劳工役夫也占据了画面的中心
位置，如隋朝的宇文凯和元代的郭
守敬乃为首功之臣，而画面中那千
千万万无名的民夫工匠，也是创造
这个人类辉煌历史的火车头，在这
一点上，画稿的作者弘扬的是英雄
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价值观。

5 月 10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旅游部主办，中国美术馆承办，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亚洲文明联展

（艺术展） ”主展“大道融通——亚洲艺术
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展览展出了来自阿富汗、阿联酋、阿
曼、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
林、东帝汶、俄罗斯、菲律宾、哈萨克斯
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科威
特、老挝、黎巴嫩、马尔代夫、马来西
亚、蒙古国、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
日本、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国、土
耳其、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叙利亚、
亚美尼亚、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
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中
国共 41 个亚洲国家 （包含俄罗斯） 的 120
位艺术家创作的130件作品。

展览作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
游部、中国美术馆以及中国美术家协会的藏
品为主，同时还有各国驻华使馆推荐作品，
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金砖国家美术馆
联盟成员推荐作品。根据作品的表现内容，
展览分为东方写意、美丽中国、美人之美三
个部分，通过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丰
富的视觉形式与艺术语言，向亚洲各国以及
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象，展示亚
洲各国文化的独特面貌，以及亚洲各国之间
共生共融的文化渊源关系。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中国美
术受法国和前苏联的影响较多，而多数亚
洲国家不在这个体系内，因此观众会发
现，亚洲各国视觉艺术创作的方式是非常
多样的。“这是一个融汇了多种美术形式、
多种美丽声音的展览。走进这个展里，好
像能听见各种文明的声音在对话。”

感受古老东方的写意之美

进入展厅，绕过几层薄薄的层层叠叠
的纱幕，一座青铜雕塑映入眼帘，这是吴
为山的作品《问道——孔子问道老子》。吴
为山介绍说，这幅作品体现了一种问道思

想，将它放在序厅中央，也是中国向世界
发出一种价值观信号，“我们愿与亚洲各
国、世界各国相互问道、相互学习。文明
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位于世界东方的亚洲，诞生了华夏文
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被称为人类文明史上
的轴心时代，亚洲思想史上出现了以色列先
知、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他们的思想尽管
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都主张用
心去感悟和观照这个世界，这种阐悟生命智
慧的本能孕育了亚洲文化气质中的写意
性。而在“东方写意”展区中，中外艺术家们
的一件件作品无论在是手法上还是观念上，
正完美地体现了东方的写意之美。

日本绘画艺术大师平山郁夫的作品
《唐招提寺之夜》 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
看。画面里，夜晚的天空蓝得澄澈，寺庙
里透出的灯光明亮而金黄，周遭一切显得
静谧而有禅意。亚洲文明的交往自古就非
常频繁，在唐代，日本经常派使臣、留学
生、僧人和商人到中国访问、学习和通
商，中国高僧鉴真大师也东渡到日本。吴
为山认为，这幅表现唐招提寺的画作有日
本画的浓郁特点，但也不难看出，它在笔
墨、色彩等方面受到中国唐代绘画和建筑
风格的影响，体现了文明交流之后的升华。

除了来自38个国家的67件绘画和雕塑
作品，在“东方写意”展区，还有 8 位中国艺
术家的作品。齐白石的水墨画《和平万年》、
潘天寿的水墨画《红莲》、吴冠中的油彩画

《红莲》、钟蜀珩的油彩画《荷》……中国艺术
家的作品均以荷花为题材。荷谐音“和”，寓
意和平、祥和。这些作品不仅表现荷花的清
丽之姿、高洁之美，更展示了中国文化以和
为贵的博大的精神气象和开放共融的思想
维度，构成了展厅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外国艺术家眼中的美丽中国

从中外艺术家们“东方写意”的艺术创
作中走出来，就来到了第二单元“美丽中

国”。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把审美眼光
聚焦到中国来，这个展区就展示了各亚洲国
家的艺术家们描绘中国人文和自然风景的
作品，展现了不同文化经验中的美丽而充满
活力的当代中国形象。

来自阿联酋、阿曼、巴基斯坦、巴勒
斯坦、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马尔代
夫、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也门、印度、
约旦13个国家的20位艺术家创作的24件作
品在这里展出。他们笔下的敦煌沙漠、山
西大院、北京天安门、杭州西湖等景观带
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

长城是中国很有标记性的建筑，从古
至今中国艺术家们不少描绘，而展览中展
出的巴基斯坦艺术家马苏德·阿·汗于 2013
年创作的 《长城》 却特色鲜明、引人注

意。与以往巍峨挺立、绵延万里的长城形
象不同，透过这幅画，观众不难感受到，
人和城之间的关系是融为一体的，亦虚亦
实，如梦似幻，仿佛人也融进了长城。

“这位画家把自己的幻觉、理想和奇想
妙思都融进了作品，表达了画家在参观长
城时的心理感受，就像电影的蒙太奇手法
一样。”吴为山说，“我感觉他画的长城带
着童话色彩，在那一瞬间，长城成了他眼
前的梦，他自己也成了梦中人。”

文明对话带来的思想火花在展厅中四
处迸发。两位来自美国的大学生在这一
单元久久驻足，不时小声讨论，还掏出手
机拍下他们喜欢的画作。“看不同国家的
艺术家对美丽中国的不同理解和展示是
非常有趣的。”蒂姆·富兰克指着一幅黎巴
嫩艺术家哈古普·苏拉希安创作的《多彩
的乌鲁木齐市景》对记者说，“例如这一幅
双联画，我们没去过新疆，它所描绘的风
景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也很独特，令我
们印象深刻。”

其实，这些作品全部来自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的收藏。2009 年始启动
的“意会中国”项目，目前已邀请和组织了包
括阿拉伯国家联盟 22 国、南亚 7 国、东南亚
国家联盟 7 国的近 200 位艺术家来到中国，
创作了一大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描绘美

丽中国的艺术作品。此次展览中的作品，
正是参加“意会中国”项目的艺术家们到
北京、安徽、浙江、四川、山西、甘肃、
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市采风、写生
和创作的成果。

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是友谊和美好
心灵的灿烂图景，展现了外国艺术家们采
风和创作时的所闻所感，蕴含着他们对中
国这片土地上的美好情感。一位观众感
叹：“这里体现的中国之美，也是世界之
美、人类之美。”

用美丽心灵与亚洲各国相遇

除了外国艺术家眼中的美丽中国，展
览还在“美人之美”单元展示了中国艺术
家表现亚洲其它国家的创作，展现出中国
艺术家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情怀。

由 31 位中国艺术家创作的，描绘巴基
斯坦、朝鲜、俄罗斯、韩国、柬埔寨、马尔代
夫、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日本、新加坡、
伊朗、印度、约旦、越南等国家风土人文的31
件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亚洲国家的大观
园。观众们在参展过程中，仿佛前一秒刚走
进热情似火的热带雨林，后一秒又来到了别
具风情的远东俄罗斯。

据介绍，19 世纪之前，很少有中国艺
术家外出旅行写生，因此中国艺术家很少
描绘中国以外的景物。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很多中国艺术家赴北美洲、日本和欧
洲学习艺术，才出现了一系列描绘日本和
欧美国家景物的艺术作品。20世纪三四十
年代，尤其是抗战时期，一些中国艺术家
避难南洋，留下了一批旅行写生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后，很多中国艺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
进行文化交流与考察，创作了大量描绘外
国风土人情的佳作。

此次展览中的作品时间跨度有近一个
世纪之久，其中很多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
特色，但是中国艺术家对于至善至美的追
求未有变化。美人之美，意味着尊重与欣
赏不同文化形式、语言、思想之美，感受
不同国家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之美。一
位观众表示，观看展览就像透过艺术家的
眼睛，用自己的美丽心灵与亚洲各国相
遇，这种艺术的邂逅令人享受。

“美术是一种视觉艺术，不仅有文化深
度，还有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通过美术
作品的文明交流对话，不仅在当代有意
义，也在未来也有价值。”吴为山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亚洲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听！多种文明在对话
本报记者 叶 子

绵长隽永的山水长卷

《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
丁 帆

本报电（苏 凡）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主
办的“当代名家画油灯暨历代油灯
收藏展”日前在中央党校美育馆
展出。展览展出了包括台港澳
画家在内的当代著名画家近百
人作品，这近百幅（组）以油灯为
主题的专题创作，来自油灯博物
馆的收藏，始于 2008 年组织的专
门创作，又有着不断延伸的积淀。
其中最大的画家过百岁。这些作
品有的画儿时的记忆，有的画时代
的发展与历史的情感，有的画红军
革命的艰辛。

同时举行的“历代油灯收藏
展”，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展出了中
国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的百余件
油灯，反映了中国油灯的历史发展
和独特的油灯文化。另一部分展
出了“一带一路”上的油灯 300 件，
从公元前1000年的欧洲油灯，到亚
洲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地
区的油灯。两者相映成趣，表现出
了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各自的特色，
但“灯灯相传”则是历史和文化发
展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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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药师寺》 平山郁夫（日本）《黎明药师寺》 平山郁夫（日本） 《红莲》 吴冠中

《为我们起舞》
塔米纳·哈菲兹·丽莎（孟加拉国）

《为我们起舞》
塔米纳·哈菲兹·丽莎（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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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史诗画卷》“山水篇”（局部）

《中国大运河史诗画卷》“人物篇”（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