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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组委会收到一封
来自英国的邮件。这是英国艺术家丽贝卡·文森吉发来的一
幅油画作品。画中，不同肤色的手搭握在一起，画面中间
的孩子用纯真的眼睛注视着向阳绽放的花朵。

这是丽贝卡·文森吉特意为新冠肺炎疫情创作的油画，
她把这幅作品命名为 《全世界携手抗击新冠病毒》（The
World's Hands Together to Stop the Coronavirus）。在邮件
中，丽贝卡·文森吉写道：“中国的疫情牵动着我们的心。
我们赞美勇敢逆行的医护人员，赞扬全力以赴的中国政
府。在此，我把自己对疫情的关注化作一件艺术品，希望
受到病毒感染的人早日康复，祈祷疫情尽快结束。”

“用爱一起抗”

时间回到1月中旬。一天清晨，丽贝卡·文森吉同往常
一样翻开当地的报纸。一则有关中国的新闻引起了她的注

意：中国武汉出现了一种未知的冠状病毒。新闻里说，针
对此病毒，目前还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这让我十分担心，
担忧疫情会蔓延开来。”此后，丽贝卡·文森吉一直关注着
疫情的变化。

丽贝卡·文森吉之所以关注中国新闻，与她的中国因缘
分不开。2019年，她曾参加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
展，其作品 《巴黎花神咖啡馆之夜》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其间，丽贝卡·文森吉来到了中国。中国艺术家的非凡技
巧，让她印象深刻。“我非常欣赏中国艺术家对色彩的敏锐
性，特别是在水墨和水彩作品的创作中。因为我也很喜欢
用色彩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

据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许多艺术家自发进
行创作。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作者微信群、邮箱中，
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各地艺术家的来稿，让人感动。基于
此，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组委会将这些作品归纳整
理，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了“用爱一起抗”防疫专题系列
作品展，用艺术的力量，助力抗击疫情。

期待疫情早日结束

同行们的创作，让丽贝卡·文森吉为之动容，也受到启
发。她也希望自己可以力所能及地做点事情，以表达对中
国人民的支持和祝福。

丽贝卡·文森吉即刻投入创作，7天时间完成了这幅油
画。“我想展示一张图景，那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团结在一
起，携手抗击新冠病毒，以照顾因病毒感染而生病的人，
保护其他人免受感染，并寻求疫苗来对抗病毒。”

对于画面中的元素，丽贝卡·文森吉进一步解释：孩
子代表希望和爱，他之所以身着绿色衣服，是因为绿色象
征着新的生命；不同肤色的手连在一起，表示团结；簇拥
的一朵鲜花象征着生命，“尽管经历了冬日的严寒，它依
然向阳生长”；在孩子两旁的蜡烛代表祝福，医药试管则
是表达了一种希望，那就是通过研发，能够尽快生产出疫
苗。“在背景上，我画了一些国旗，象征全世界携手起
来。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我想画上所有的国旗。”丽贝卡·
文森吉说。

丽贝卡·文森吉1968年生于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现
为艺术教师。她曾参加2019年在美国举办的巴黎生活展以
及卢森堡等地举办的艺术展等。“我喜欢中国书法，也喜欢
中国的宫殿和寺庙，比如故宫、白云观等。我非常欣赏中
国对艺术和教育的重视。”

丽贝卡·文森吉表示，疫情过后，她很想再次访问中
国。“这里有很多有创造力、友善的人。我期待疫情早日
结束。”

与丽贝卡·文森吉一样，许多海外艺术家都在关注新冠
肺炎疫情。他们以笔为援，携手同心，共抗疫情。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美术专业电视媒体，
书画频道及时制作与疫情相关的电视节目，与各大
新媒体平台联手推出书画频道十余年所构建的“美
术教育世纪工程”电视节目，还推出了爱心慈善义
拍等活动。

疫情其间，书画频道迅速调整节目内容和播出
安排，将日常每天播出 4 套的教学节目增至每天 17
套，并打破常规24小时不间断播出。《空中美术馆》

《书法课堂》《绘画课堂》《名家临碑帖》《一日一
书》《一日一画》《一日一印》 等丰富的教学节目，
满足了电视观众在家学习的需求。

书画名家张立辰《写意中国画》、郭怡孮《中国
花鸟画创作》等教学节目，还有《文化论坛》、电视
书法大赛、仰山雅集、国际美术双年展等精彩节
目，也丰富了书画爱好者的文化生活。

为配合大众随时随地在手机端、电脑端收看美
术教学节目的需求，书画频道将“美术教育世纪工
程”节目一次性免费放送给社会公众。这档教学节
目历时 13 年打造，有 3000 小时、2000 余集，由 300
位国内外知名书画艺术家参与，内容庞大、种类齐
全、大师云集。

为此，书画频道联合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旗下的
6 个新媒体平台、华为视频媒体平台、爱奇艺教
育、网易云课堂、西瓜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打破常
规流程，以快速通道的方式对接免费接口通道，提
供“美术教育世纪工程”电视节目。节目推送一周
时间，就覆盖用户超 1.5亿，点击播放量 2亿余次。

书画频道还与中国移动联合推出为战“疫”加
油的视频彩铃，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等150余位艺术
家用录制彩铃的方式，将关怀传播到数以亿计的移
动手机用户。

此外，书画频道还及时发起“美善不息”全国
书画艺术家主题创作慈善募捐活动。活动迅速得到
全国各地书画名家的大力支持，引起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冯远、范迪安、张立辰、吴悦石、郭怡孮等
143 位绘画艺术家，言恭达、张飙、申万胜、张改
琴等 135 位书法家积极参与。他们以墨抒情，奉献
爱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多地美术馆处于闭馆状
态。闭馆不闭展，为表达对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敬
意，中国博物馆协会美术馆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向医务工作
者致敬——全国部分美术馆馆藏作品选登”，将全国部分
美术馆推荐的优秀馆藏医护题材作品奉献给全国人民。

选登的52件作品来自中国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江
苏省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湖北美术馆等 16家美术馆。
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摄影、漆
画、素描、速写、剪纸等种类，每一幅都讲述了医者仁

心的故事。作品以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拉开序
幕，时间跨度从1938年至2019年，表现内容丰富。在这
些作品中，鲁丹的油画《智慧医疗》聚焦机器人技术对
医疗行业的影响，陈妍音的雕塑《钥匙医生》用写实的
表现手法，塑造了家庭医生的光辉形象。

与抗击非典相关的作品有黄永玉的中国画 《我的祖
国·我的人民》，杨之光、鸥洋的中国画《抗非典白衣战
士邓练贤》，赵延年的版画《天使》，林抗生的版画《向
钟南山院士致敬》，江郁之的中国画《抗击SARS》以及

赵振华的油画《抗击非典》等。
打开一幅作品，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缩放，透过屏幕

欣赏作品整体或局部，效果不亚于线下看展。“云见面”
的方式，给文化爱好者提供了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多地
美术馆馆藏精品的机会。

这批作品虽跨越不同时代，视角各异，手法有别，
但均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水准、丰厚的人文情怀，反映出
美术家们对于医务工作者的敬仰与歌颂，对于和谐社会
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礼赞。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第三届中
国美术奖、进京作品展”和 13个分展区，在第十三
届全国美展官网和H5页面全景展厅正式上线，让观
众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这一美术盛宴。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以573件作品的宏大
阵容，书写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昂扬奋进的时代篇
章，凸显了新时代美术创作的民族精神。

进入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官网，笔者体验
了全景展厅功能。本次线上展厅除进京作品展之
外，还包括厦门、广州、宁波等 13个分展区。每个
分展区展示的是不同类别的美术作品，例如成都是
版画展区，厦门则是漆画展区。观众可以随喜好选
择展区，全方位领略其魅力。

选择 VR 体验模式，笔者以第一视角进入进京
作品展全景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美术馆
的外景，观众可以进行 360 度旋转，立体欣赏展馆
的外观。进入展厅内部，不仅能感受到展览的整
体布局，也体验到 VR 技术对现场的高度还原。进
一步走进中国画展区，为方便参观，每一幅作品
都有放大功能，观众可以仔细观看艺术品的创作
细节。这些中国画作品既注重形象的真实塑造，
也注重对传统笔墨、民族色彩的发掘与传承，让
人印象深刻。

在浏览了进京美术展后，笔者又进入重庆当代
美术馆，欣赏了雕塑作品展。这里，笔者看到了用
不同材料制作的雕塑作品，感受到艺术家对于生活
的体验和思考。焦兴涛的《烈焰青春》，展示了新时
代青年消防战士的精神风貌。刘政的 《仲夏夜之
梦》，则把大片空白和染色的人物相结合，渲染出夏
夜小憩的甜美氛围。

据悉，观众还可以关注中国美术家协会微信公
众号，用手机扫码的形式进入全景展厅，在移动端
享受艺术盛宴。

美善不息
——书画频道助力抗疫

辛旭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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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艺术家丽贝卡·文森吉创作油画——

点赞中国战“疫”支持携手抗疫
本报记者 赖 睿

全世界携手抗击新冠病毒 （油画）
丽贝卡·文森吉（英国）

■ 链接■ 链接

创作感言：
古希腊雕塑家斯科帕在公元前4世纪

曾创作健康女神雕像，希腊的医生常常
在办公室里摆放健康女神的半身像。

我的这幅作品也使用了健康女神的
头像。双手呈送给她的杏花，象征着一
切将很快恢复如常。

祈求 （电脑绘画）
弗洛朗蒂亚·奥依科诺米杜（希腊）

馆藏作品致敬医者
贺亚楠

（本文图片来自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图①：日日夜夜 （雕塑） 张得蒂
中国美术馆藏

图②：天使 （版画） 赵延年
浙江美术馆藏

图③：医药宝库开新花 （版画） 速泰熙
江苏省美术馆藏

图④：我的祖国·我的人民 （中国画）黄永玉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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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图④
（本文图片来自中国博物馆协会美术馆专业委员会）

万里为邻

心手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