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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彩万千

“凡提漆画，必提福建”。素有“中国现代漆画发
展龙头”美称的福建，有着深厚的漆文化底蕴。所谓
漆画，是以漆为基本材料，绘制过程既有中国传统装
饰工艺，又混合了外来技法，传达了一种现代的绘画
观念。“相对于其他画种，漆画有更大的包容性，不同
的种类有不同的特点。” 福建省美术馆副馆长邱志军
介绍说，“描器”有工艺之美，“画漆”有重彩之美，

“刻漆”有版画之美，“堆漆”有浮雕之美，“刮漆”有
油画之美，“泼漆”有水彩之美。而绘画的特色材料，
如漆液、颜料、螺钿、蛋壳等，经过画家的嵌、引、
撒、罩、磨等特殊工艺手段处理，最后便构成了漆画
的特异效果。

从乾隆年间沈绍安的薄料拍敷到近代李芝卿的厚
髹填嵌的漆艺技法，都是我国漆工艺史上极富创意的贡
献。上世纪50年代，一批福建漆画艺术家博采众长，创
造了辉煌的成绩：1964年，福建漆画最早在全国美展上
亮相；漆画《武夷之春》最早入选人民大会堂陈列；最早
以单列画种在中国美术馆和全国巡回展览。

现在，福建漆画已经形成了学院派漆艺家、工艺
大师、职业漆艺家等多层次漆画创作队伍，福建作为
一个新的漆文化中心正在崛起，为漆文化的传承和光
大提供了可能。

目前，福建省美术馆馆藏福建新老漆画家的代表
作及艺术性较高的作品200多幅，漆艺术相关展事也成
为福建省美术馆重要的展览方向。2017年举办“大艺
千载· 漆绘新颜——福建省美术馆馆藏漆画作品巡回
展”，2018年举办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中国漆
艺教学与创作生态调查报告——福建省美术馆馆藏漆
艺术研究展”，2019年举办“材料与图式——2019福建
漆画全国巡回展”。大型展事活动对漆艺术的创作现状
展开梳理，使漆艺术作为福建重要的文化名片，获得
了更多的关注。

挖掘名家

2018年9月9日，一场特别的展览在福建省美术馆
拉开帷幕。展览的主角是著名国画大家、“诏安画派”
主要代表人物沈锡纯。

这场“沈锡纯中国画作品展”收集到来自国内及马
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拍卖机构提供的收藏品 80
余件，是沈锡纯国画艺术的一次深度研究，更是“闽籍书
画名家抢救工程”系列活动的又一个重要项目。

“曾经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福建有这么多在全
国有重要影响的书画名家，但好些作品没有得到全面
系统地研究和展示。”邱志军说。为此，2011年，福建
省文化厅开始启动实施“闽籍书画名家抢救工程”，挖
掘名家典范，填补学术空白，为抢救、研究、保护、
传承福建老一辈书画艺术家丰硕成果提供第一手资料。

作为实际操作者，邱志军坦承，“困难超出想象，
比如不少展品是高等级文物，保障运输安全是首位。
确保符合展览条件，对温度、湿度、照度和紫外线均
有严格的要求……”

尽管困难重重，9年时光，闽籍书画名家抢救工程
硕果累累。从2011年底到现在，已经推出了14位书画
名家的13个展览。其中一些展览正逐步走向全国。黄
道周书法作品展由福建省美术馆与故宫博物院、首都
博物馆等15家单位联合举办；伊秉绶书法艺术展从14
个省区市的17家博物馆借来近80件精品。

“我们希望把个案做成精品、把系列做成品牌，努
力把闽籍书画名家抢救工程打造成有全国影响的文化
品牌。”邱志军信心十足。

文化惠民

2018 年 1 月 19 日，福建省美术馆“大美于心”艺
术普及公益项目的首场活动在福建省闽清县省璜镇中
心小学举行。启动仪式上，美术馆向学校赠送了22幅
版画、120份美术爱心包和200本精美画册。美术馆还
向多位版画家特邀定制了一批主题版画，孩子们可以
在现场进行版画创作体验。

临近新春佳节时，福建省美术馆又特别开展了
“笔墨凝书香 送福进万家”义写春联活动。受邀的 11
位艺术家现场挥毫，将400多副寓意吉祥、洋溢着新春
气息的春联送到村民手中，既增加了节日气氛，又弘
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提高了孩子们练书法的积极性。

福建省美术馆还与福建省松溪县开展了结对帮
扶，共建乡村文化传习所；另外还积极参与全国文化
志愿者边疆行项目。

“下一步，我们还将举办‘一带一路’主题美术作
品创作展览，展示沿线国家风土人情、优美生态，向
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邱志军表示。

（本文图片由福建省美术馆提供）

本报电 （记者尹晓宇） 中国
画学会副会长高云首次大型个展

“云自在——高云作品展”日前在南
京开幕。本次展览由江苏省美术馆
和德基美术馆联合主办，展出了高
云 1979 年至 2019 年间创作的 60 余
件 （套） 精品佳作，涵盖连环画、
邮票、国画三大类别。此外还包括
了高云近期完稿、尚未公开的新晋
之作。

本次展览分为六个专题，均以
宋词词牌冠名：如意令——连环画
作品、花非花——工笔女性题材作
品、酹江月——兼工带写高士题材
作品、镜中人——写意现代题材作
品、忆江南——山水作品、锦上花
——邮票作品。

连环画既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
是一代人的精神寄托。高云的《罗伦
赶考》不仅登上了《连环画报》，更一

举拿下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金奖，
引领了线描连环画的风潮。

1985 年，邮票发行局总设计师
邵柏林邀请高云成为邮票设计改革
的首批试水者，高云的第一套邮票

《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便由此
发行，凭借这套邮票，高云拿下了
邮票创作最高奖——全国最佳邮票
设计奖。

在表现女性题材的“花非花”板
块，观众不仅能看到《还记得我们吗》

《魂系马嵬》等一系列经典之作，还能
欣赏到《对话安格尔》《梦》系列等高
云近几年创作的新品。

高云笔下的高士，或修书治
学，或寄情山水。其中，入选“中
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并
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永乐修
典》最具典型意义。

展览将展至10月31日。

本报电 （杨 子） 纪念西藏民
主改革60周年“雪域祥云——西藏
布面重彩画展”开幕式暨西藏美术
馆藏品征集启动仪式日前在中国美
术馆举行。该展由西藏自治区文联
主办，西藏美术家协会、西藏美术
馆、西藏美术院承办，李可染艺术
基金会协办。

西藏布面重彩画是20世纪80年
代以来形成的一个新画种，融合了
西藏传统唐卡绘画、壁画与汉地工
笔重彩画的要素，也借鉴了西方写
实绘画和现代绘画元素，成为西藏
本土现代绘画的一种新样式，使西
藏美术在传统绘画创作主题上实现

了从“神本”走向“人本”、从庙宇
走向现实的升华，体现了我国现代
美术创作手法上的创新。

此次展览展出了韩书力、余友
心、巴玛扎西、计美赤列、边巴、
拉巴次仁、次仁朗杰、次旦久美、
索朗次仁、德珍、次仁旺加、平措
扎西、石达13位西藏画家的54幅作
品，其中包括中国美术馆收藏的韩
书力作品 《高原祥云——和平解放
西藏》、巴玛扎西作品 《布谷》、计
美赤列作品 《北京—拉萨》 等。集
中展示了西藏美术家近年来布面重
彩画创作的最新成果。展览将展至
8月25日。

本报电 （孙庚辰） 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美术
馆梳理馆藏作品，聚焦美丽中国，
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创作的具有鲜
明主题内涵、独特民族气派与时代
特点的藏品中，选取小幅油画、水
彩经典，以风景为纽带，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以经典抒写新时代，诠
释真善美。

展览分油画和水彩两个板块，
分别在美术馆藏宝阁和开渠厅陈列

展出。油画部分囊括大师大家刘海
粟、庞薰琴、颜文梁、李瑞年、苏
天赐、吴冠中、朱乃正、靳尚谊等
人的经典之作。水彩部分集中了李
剑晨、潘思同、关广志、古元、宗
其香、秦宣夫、黄铁山、陈坚等几
代水彩画家的精品力作。展览呈现
了一个富有诗意美感和人文活力的
中国，也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油画、水彩画的发展成就。

展览将展至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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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州市西湖公园，

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被称为

“福建园林明珠”。湖心之中，

矗立着一座兼具福建民居特色

与海洋文化风格的建筑，这就

是福建省美术馆。

1981年成立至今，福建省

美术馆已收藏有国画、书法、

漆画、版画、油画、民间美术

等 18 个画种共计 4014 件作

品，是全国收藏漆画数量最

多、质量较高的单位之一，在

国内外都颇有影响。

福建省美术馆外景

沈锡纯展览海报

《老子出关》 王和举《老子出关》 王和举

《二十世纪60年代的福州解放大桥》 乔十光

《水墨芭蕉》 徐悲鸿《水墨芭蕉》 徐悲鸿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西藏布面重彩画展举行

聚焦美丽中国

中国美术馆展出风景作品

高云首次大型个展在南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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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们吗》 高云

《对话安格尔》 高云

《蔗甜时节》 杨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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