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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展五年一届，从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开
始，特别增设了“港澳台·海外华人邀请作品展”。本
届这一展区征稿数量 667 件，入选作品 286 件，其中
香港作品 74件，澳门作品 52件，台湾作品 77件，海
外华人作品 83 件，从入选作品中遴选的进京作品 40
件。作品形式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
漆画和雕塑。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艺术家的爱国情
怀始终不渝。本届作品中，香港艺术家姚昌明的油画

《香港回归之马照跑》，以当年邓小平说的“马照跑”
来比喻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但作品并非简单地
图解政治概念，而是以照相写实主义手法描绘了香港
沙田马场的赛马场面，形象地表现了香港人民拼搏奋
进的勃勃生机。王秋童的中国画《东方明珠》与黄孝
逵的中国画 《维港红帆》，诗意展示了香港维多利亚
港灯光璀璨的夜景，同样的题材，在艺术风格上，前
者水墨氤氲，意境朦胧，后者近似版画，结构清晰。
容艺文的 《曈曈》、梁兆隆的 《自强不息》 与廖琼的

《雨歇池塘晚吹清》 等中国画作品，借助格调优雅的
花鸟，寄托画家爱港爱国的情思。杜明德的《雨后西
九》、谢傥的 《塔什库尔干的早晨》、劳扬生的 《天
路》等油画作品，则把香港艺术家的爱国情思从香港
延伸到祖国内地。

2019 年适逢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澳门艺术家
的爱国情怀更加高涨。澳门艺术家麦光荣的油画《大
三巴牌坊 No.1》，以独特的视角和斑驳的肌理，在同
类题材中别具一格，脱颖而出。李德胜的《鸟鸣林更
幽》、梁洁雯的《刹那芳华》等中国画作品，构图别致、笔
墨精到，表现了澳门社会的祥和之气与澳门人民的愉
悦之情。邢丹惠的雕塑《鸽》造型抽象简洁，温和纯净，
象征着澳门人民热爱和平、祝福祖国的美好心灵。

台湾艺术家林晋生的 《泰雅印象》，李国贤、杨
秀姣的 《乡里乡亲》，廖哲琳的 《我的黄土情》 等中
国画作品，对台湾本土原住民和大陆的父老乡亲，都
倾注了同样真挚浓烈的同胞情。台湾艺术家的作品风
格多样、异彩纷呈。胡贵均的中国画《花语无言》墨
色单纯，造型质朴，余湘筠的中国画《有一种坚定叫
信仰》 工笔精细，形象生动。苏宪法的 《泊》、王德
亮的 《忆江南》、蔡益助的 《湖畔》 等油画作品，都
属于表现主义风格，但 《泊》 的表现性色彩浓重幽
暗，类似水墨写意，《忆江南》 的表现性色彩鲜艳亮
丽，带有抽象意味，《湖畔》 的表现性色彩则倾向于
几何结构，颇具装饰效果。

海外华人艺术家也用作品表达了对祖 （籍） 国的
思念眷恋之情。旅居美国的华人艺术家何岸的油画

《启航》、左夫的油画 《星期天的早晨》，写实油画技
法相当纯熟。《启航》 中，一位伫立船头的中国渔家
少女姿态自然优美，面部表情沉着专注，整个画面以
黑红两色为主，人物形象更加单纯醒目，是风格细腻
而不甜俗的写实油画。《星期天的早晨》 描绘了外国

农场的妇女儿童群像，人物造型、表情、服饰，画面
色调、笔触、光影，都不比西方传统写实油画逊色。
涂志伟的 《黄河》、司徒绵的 《农贸市场——云南沧
源》、刘惠汉的 《路歇》、司徒维健的 《晚归》、华力
的《漫长的一天》等油画作品，题材、人物、风景大
多是关于中国的记忆，充满了眷恋和深情。詹忠效的
中国画《来自东方的绘画》堪称白描人物精品，穆家
善的中国画 《万壑千山岁月歌》 可谓焦墨山水力作，
王受之的中国画《漫画系列·上海街头漫画展》，以妙
趣横生的漫画笔法，再现了老上海滩风情，沈萍的中
国画 《时代·匠心》 工笔人物造型极其生动。旅居加
拿大的华人艺术家王其钧的油画 《身远心近》，表现
了唐人街华侨华人挥舞五星红旗、列队欢迎祖 （籍）
国亲人的情景。王建鹏的中国画《家园》抒发了浓浓
的乡愁，孙明的水彩粉画《春归希拉穆仁》是对内蒙
古草原生活的回忆，李蓝迪的雕塑《暖冬》则表现了
小海象们在海滩上抱团取暖，稚拙可爱。旅居法国的
华人艺术家李文涛的油画 《归》，也属于风格细腻的
写实油画，一位伫立海边的中国少女注视着飞翔的鸽
子，或许是勾起了她归国的思绪？

2019 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
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对港澳台同胞与海外华人的凝聚
力和感召力也日益增强。观看港澳台与海外华人艺术
家的作品，我们不仅被作者精湛的艺术技巧所折服，
更被他们深挚的爱国情怀所感动。中华儿女的爱国情
怀，令人联想起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鸟飞虫游，枝蔓纵横，墨气在横折撇捺中，氤氲纸
上，精魂毕现，一如刀耕火种的先民，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有人这样形容书法家谢云的鸟虫篆作品。

鸟虫篆，或称鸟虫书，是先秦篆书的变体，于春秋战
国时期盛行于吴、越、楚、蔡等南方诸国，行笔蜿蜒盘
绕、变幻莫测。在谢云看来，鸟虫篆通过改造文字造型中
原来的笔画，使线条盘旋弯曲，象虫象鸟，鲜活生动，是
古文字书法中的一朵奇葩。

谢云与鸟虫篆结缘，伴随着一段难忘的岁月。1929年
出生的他自幼遵家教习字习诗，“心正、笔正、身正”是父
亲教他的习字要诀。上世纪50年代，谢云开始接触鸟虫篆
书。1959年，谢云被下放广西，在广西广播电台图书室管
理资料。他翻阅有关书籍，偷偷临写篆字、秦汉印等，到
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也是“牛吃着草，他啃着书”，甚至在
胃部大出血做手术期间，他还想办法找到书体汇编，得空
就看，有力气就描……

正是在广西，他被著名篆刻家方介堪的 《鸟虫篆印
谱》 深深吸引。在普通人看来，这种多见于兵器上的特殊
文字，笔画屈曲如虫、纷繁复杂，辨识尚且不易。但看到
它们的谢云却“仿佛穿越时光，看到了先民们狩猎、祭
祀、农耕、舞蹈时的场景”。

线在流动、形在舞动、墨在涌动、心在感动……对谢
云而言，每一次创作鸟虫篆的过程，都伴随着情感的奔流。

鸟虫篆在笔法上常常需要使用“逆锋”。谢云认为，不
逆锋，用笔就没有节奏，线条就不好看，韵味也就荡然无
存。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因为遭遇逆境，才让初心更
加坚定。

“广西本来是我‘落难’的地方，却让我的书法有了更
深的历练与滋养。”谢云说。

数十年来，为了写好鸟虫篆，谢云不断探求古文字的
视觉形象变化，系统研究了汉隶、魏碑、篆书，并将石鼓
文、钟鼎文的神韵融入草篆。他还尝试将书写简化，让鸟
虫作为一种重要的元素，也出现在一些楷书行书里。通过
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他形成了鸟虫篆新的艺术风格，使得
这一古老文字形式在余韵悠长的现代风致中复活、创新。

谢云曾写过一幅题为 《舟》 的鸟虫篆作品，似书似
画，像上古的独木舟。“这些作品是内心情感的流露，一瞬
即逝，很难捕捉，也不可重复。现代与复古，最佳的状态
就是‘若即若离’。”谢云说。

在谢云看来，诗书画是记录人生的艺术形式，是对生命
的另一种体悟。如今，谢云已登耄耋之年，心心念念还是如
何将鸟虫篆发扬光大。他担心这一承载先民欢乐悲伤的文
字艺术，会在时光中湮没消亡。他四处奔走呼吁，保护鸟虫
篆这一古老而年轻的字体，让传承更久远、薪火永不灭。

本报电 （吕永红）“如梦年代”吴思骏作品展近日在
南京金奥国际天空美术馆开幕。现场展示了青年画家吴思
骏近年来创作的百余件作品，其中纸本绘画 24 件、装置 5
件、天空系列作品 92 幅、影像 1 件、摄影绘画系列作品 7
幅，包括传统纸媒、雕塑、影像、表情符号等不同材料的作
品，体现出艺术家如梦如幻的内心世界和驾驭不同质料的能
力，同时也从视觉、听觉、触觉上带给观者沉浸式体验。

吴思骏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师从周京
新、范扬等“金陵名家”，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其作品打破了东西方艺术的藩篱，将众多属于不同文
化和时代的视觉符号进行组合，营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叙
事语境。展览将持续到12月20日。

本报电 （记者陈斌） 由北京金台艺
术馆和北京馆藏艺术中心主办的“袁熙
坤艺海拾贝七十年作品展”日前在北京
饭店馆藏艺术中心举行。

据悉，本次作品展以“弘扬中华文化
艺术、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推动世界环保
事业发展”为宗旨，展出了北京金台艺术

馆馆长、著名造型艺术家袁熙坤从艺 70
年间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雕塑、袁氏东方
油画、水墨画、书法等作品。

在展出现场，雕塑《女娲补天》《极
地之急：北极熊》《孔子》，书法 《大观
楼长联》，袁氏东方油画 《山君造像》，
水墨画《神来了》《马到成功》及冬奥主

题雕塑《短道速滑》《双人花样滑冰》等
袁熙坤著名作品吸引了大量观展者驻足
欣赏。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徐里为开幕式发来的贺信提到，
袁熙坤长期以来不断用形式丰富的艺术
创作践行着“华夏生态文明理念”，无论
雕塑、国画还是油画作品，都深深体现
着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时代气息。

（右图为袁熙坤作品《山君》）

妙手丹青 赤子深情
王 镛

袁熙坤七十年作品展在京举办

9月7日至10月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美

协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邀

请作品展”在广州举行，近4万人次观看了展览。与上一届相

比，本届这一展区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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