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7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董菁 E-mail：forever2090@hotmail.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品鉴

︽
山
曲
图
︾68cm伊68cm

2011

年

6月 3日，在李宝林上海画展热烈
举办的同时，“李宝林艺术研讨会”也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们展开了激烈又
深入的研讨。40多位著名美术理论家、
画家共同深入研讨了李宝林的艺术成
就，从根植传统到保持开放心态，从现代
精神的诠释到对中国笔墨语言的深刻
理解，从李家山水到远溯宋元的对接，从
人格与风格的统一到人山合一的精神
境界，从生死刚正谓之骨到金石入画的
进一步强化，与会专家从多个角度对李
宝林的艺术成就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
充分地肯定。

这次展览和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
当代中国画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一是李
宝林的创作较之前辈幸运地脱离了当
下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更加贴近艺术
本体层面和中华文化的精神层面。他所
作不是简单的传承发展，而是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去实践纯正的文化血脉与当
代文化的对接，更重要的是这种意义得
到了普遍的共鸣。二是地域性的审美判
断没有绝对的鸿沟，实际上雄强的、浑厚
的、博大的审美取向和秀美的、清新的、
雅致的审美趣味之间，原本就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体两面。一阴一阳谓之道，两
者不可或缺，只是南北各有偏重，展览的
热烈反响和成功举办正是印证了这一
点。三是李宝林作品中的创造性、闪光点
和高度，有文化含量和时代意义，不失为
大写意山水画的典型个案，名符其实堪
为当代山水画的大家和领军人物。

薛永年（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宝林是当今画坛的
重量级人物，李可染得意弟子，河山画会
会长，是开创了西北大山、大水、大写意
山水画的领军人物。他开拓的山水画的
精神内涵主要是厚重、痛快、崇高、悲怆，
刷新了山水画的面貌。这个精神内涵是
别人没法比的，因为没有这种经历，他画
的不是古人常画的中原跟江南，他以大
海的胸怀画大山的宽厚，以大海的波涛
画大山的起伏，他的山坚凝而持重、泼辣
而浑厚、奇崛而苍浑，画的是大西北大山
的粗犷，历史的厚重，宇宙的浩瀚，星空
的皓莽，有永恒感但是不失时代之光，有
悠扬感但是有生命激荡历史的回声，有
生命撞击大山的回响。最明显的是他画
的不全是地球人的景观，像是地外的景
观，是一种博大的感觉。他的独到之处是
发挥了艺术的另外一个功能，他用自己
的眼睛去表现自己在大自然里独特的
感悟，发挥艺术的独特，既不是宗教的也
不是科学的，是艺术本身能做到的那种
把握世界的独特作用。

孙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秘书
长）：宝林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在
艺术上，精益求精，攀到大家都认可的一
个高峰。他虽是可染先生最喜欢的一个
学生，但在创作上没有完全照老师去学，
他从大处着手，从大处着眼去处理画面，
慢慢形成了他艺术里大写意的“大”的气
概。他非常注重大写意的简练，不一定是
模山范水，但是非常传神，有一种叹为观
止的博大、厚重，一种超自然的力度。再
有他品格非常好，现在美术界媚俗、讨巧
的风气很盛行，很多江湖气和市井气的
人物，有人喜欢这个东西，可以卖大钱。
但是宝林不是这样的，他始终尊重艺术
的规律、艺术的精神，他的格调是高的，
非常好。他的画这么简练大气，好就好在
笔墨精神上特别突出。

刘国辉（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我想
在当代我们讲山水画绕不开李宝林，他
是一个让人们常常记得的画家，会在头
脑中留住的一个画家。他的画细想一下
可能有些特别，不同于他的老师，也不同
于他的同辈。给人们以心灵撞击———这
就是他所作的贡献，他做出的努力。他的
画简练而不简单，单纯而不单调，某些画
有单调之嫌，但优秀之作绝对是精品，有
些精品是我们当代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若干年以后我们仍然会感到它有无比
的价值。另外，李宝林从在军队时的一个

人物画转型到现在今天这个状态，是自
然形成的，丝毫不造作，所以他的画很自
然大气，但是也很细微敏锐，层次非常丰
富，那是高水平的人才能做得到的，画境
也在慢慢演化。

李小可（李可染之子、李可染艺术基
金会理事长）：宝林是我父亲非常喜欢的
学生，因为喜欢就特别希望他到家里来，
跟他来了解一下当代美术界各个时期
的一些美术动态和情况。我觉得“大山
回响”这个展览题目特别贴切，凸显了他
的绘画带着宝林本身的一种对东方文
化、对美术界山水画的文化责任，这是他
多年来所做的一件事，包括成立河山画
会，包括招收教导了众多学生，也包含举
办的系列的大山回响展。他的大写意不
仅仅是一个口号，需要各种条件来支撑，
这种条件是对传统的多元理解、对生活
的体验，也包含了对视觉结构的抽象的
一种理解。他的山实际上是他把客观的
山和他心中的感觉与笔墨语言结合起
来，所以产生了自己的大山，而这种大山
实际也是体现他心理状态中的一种苍
茫、一种圣洁，其中又有一种难以名状的
感觉。这三者他结合得很好，他的艺术语
言是他在反复实践中产生的，从开始可
能不那么复杂，线还是比较简单化，但经
过锤炼后不简单了，感觉非常浑厚。他也
是李可染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
领导，为基金会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
对我们后面的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好的
榜样！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从
李宝林的山水画里可以清楚地看出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21世纪初期，中国
山水画发展的脉络，他的画是当代中国
山水画创新的一个范例、一个典型或者
一个缩影，他的山水画创新就体现了对
于走向现代与回归传统两种趋势的整
合，对传统意识元素与现代艺术元素的
整合，整合的传统艺术元素主要包括写
意精神与金石笔法，整合的现代艺术元
素主要包括个性表现与形式简化，强调
简练和表现性。

凭直觉感到李宝林的很多山水画都
像一堆黑色结晶体，有棱有角，黑中透
光，好像大刀阔斧开凿出来的墨玉矿石，
未经雕琢的浑金璞玉，所以叫他墨玉山
水，因为轮廓线条清晰坚硬，规角外露，
所以又叫硬边山水。这和西方的硬边艺
术大不相同，凸显在他的硬边山水保留
着抒情氛围和山水意象，保留着金石笔
法和画家个性。而西方的硬边山水往往
缺乏个性情感，纯粹是抽象构成的符号。
李宝林的画也不完全是尽善尽美，他有
时构图比较松散，有时笔墨比较分散，凡
是充分发挥金石笔法特长的作品，个性
就鲜明强悍，凡是减弱金石笔法或只用
墨染的山水，个性就模糊些。李宝林的山
水画给人的总印象是个性鲜明而强悍，
具有康有为推崇的南碑与魏碑之美，魄
力雄强，气象浑厚，这也正是画家自己灵
魂的写照。“大山回响”表明了画家对自
然的敬畏、对大师的崇仰。

安远远（文化部艺术司艺术处处
长）：中华文化五千年之所以没有断掉，
就是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质朴的
人，他们坚守着自己的苦难，默默地做着
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们有经历世间的不
公平的待遇，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却没
有化作一种愤懑，而是把它化作一种“却
道秋凉好”般的秋风，冷静地、执着地去
完成自己的使命。李老师的作品就是把
大海深处的孤寂和苍茫化作内心深处
大山的交响，他呈现在这个世界上的黑

白的笔墨既有师承，又有特别明确的现
代语言方式和图像方式。这种图像方式
实际上是他把自己对山的那种感情，自
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生命本质的朴素的
感动，用自己史诗般深邃的、意蕴深长的
表述抒发自己的个性，在那种冷峻的山
岭里，还传达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善意。从
李家山水多样的雄浑山脉和山峰的林
立，我们看到了对中国山水画更好的继
承。

唐辉（荣宝斋出版社社长）：李老师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他对年轻人的
关心，他身上带有很多当代艺术家不具
备的特有的亲和力，他是当代最受尊重
的山水画大家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他
的作品厚重大气，但细节不够，我非常反
对这个观点，什么叫细节？细节是绘画作
品完美程度中所包含的一个必备条件，
他不是需要拿出来去点评的，点评的阶
段是很初级的阶段，我们看到李老师作
品的时候，实际上看到的是作品的完整
性、完美的程度，给大家真正的一种感
受，所有的细节包含其中所有的点线面，
所有的构成，所有的一笔一墨，都是有细
节的，都是有内容的。近些年李老师还有
一些改变，篆书写得颇有白石的遗风，非
常朴拙、浑厚，写得极好，从字里又返观
他的作品，感觉是字跟画的统一，完美的
结合，这也是近期达到的一个高峰。

赵振川（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
国画艺委会委员、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中国山水画有很多传统的深刻影响，但
是在宝林的画里解决得比较好。尤其是
他的结构，他有自己新的结构主义的东
西，这点很难。感觉到他结构的东西尤其
是画黄河雪景的《河曲雪霁图》，对黄河
边进行了新的结构剖析整理，这个过程
对大自然、对对象进行了新的组合和梳
理，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画家很重要的思
考的过程，会看到在绘画里的一种追求。
那种立体的像拿刀切出来的一块一块
的、横线立线、大空白小空白，这种结构
处理得非常好。宝林兄在山水画的探索
上的确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面貌，这是值
得祝贺的，更是值得学习的。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今
天谈谈山水画的格调，看了宝林的作品
直感到八个字：庄严肃穆，浑厚苍茫。他
画出了当代艺术界的强音，就像原子弹
一样很有分量。他原是军队一个很有成
就的人物画家，到后来又变成很有成就
的山水画家，现在 75岁了，他对中国美
术界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他在画
画的同时还写了很多文章，对乾嘉学派、
金石画派，包括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
都做了深入地研究。他从主观上是完善
自己的艺术，加强自己的修养，在客观
上，现在是中国美协中国画艺术委员会
副主任，河山画会的会长，有学术带头人
的性质，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形成了
一个核心人物的感觉。他的画让人看后
觉得艺术不是一杯美酒，却是一杯苦茶。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很喜欢天书的东西，
花花绿绿、软不囔囔的东西，赏心悦目的
东西，宝林的画不属于这样。他是真正生
死刚正谓之骨，他的东西是很“老”，东西
艰涩，没有人这么画，但里面充满了智
慧，充满了天才之光。看上去很狂乱，但
里边有艺术的规律，所以康有为的《广艺
舟双辑》中的十美，也是符合宝林的。看
宝林的画魄力雄强，气象浑穆。他曾说中
国画要保持几个“性”：民族性、文化性、
当代性、艺术性、个性。他很善于思考，这
些对大家很有启发。

王学辉（山西画院院长、山西美协主

席）：李老师的画特别纯，他的纯就是他
每幅画的形式感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很
纯的地方，还有一个纯的特点是他没有
画一个具象的、具体的小景，他画的是大
山水，他心中对山水的一种大的爱。我们
有时候画山水，都是很具象的，比如说一
个庙、一个亭子、几个树等等，都非常具
体，这一点在李老师的画中没有看到，看
到的就是他对整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具
体的和他心中的一种大爱的山水。再一
个就是颜色，他画的颜色很少，也非常
纯，他一般的画上是没有颜色的，有也就
顶多一两种色彩。李老师人也很纯，他在
艺术上有很好的追求，有丰富的情感，但
是在其他生活的方面，他也是一个比较
单纯的人，他想的是怎样能把艺术发展
到一个至纯至爱的地步，所以他的艺术
才能有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最后，愿李老
师在艺术上再上新的高峰，在发展李家
山水的道路上给我们树起一个更好的、
更新的榜样！

———李宝林山水艺术展与研讨会纪实

壮美的艺术盛宴

2011年 6 月 3日至 6月 12日，由中国国家画院和上
海中国画院共同主办的“大山回响———李宝林山水艺术
展”在上海国家画院进行了为期 10天的展览，这次展览共
展出李宝林代表性作品 66幅，集中展现其山水画创作的
艺术风采。其中既有《河曲雪霁图》、《三峡神彩》等鸿篇巨
制，也有《山魂》、《灵光》等笔精墨妙的小幅佳作。同时，《大
山回响———李宝林山水艺术》传记画集也出版发行。画集
收录了数十位著名理论家、艺术家的评论文章及此次展览
的作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介绍了李宝林不同凡响
的艺术成就。

展览开幕式由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谈建军主持，中国
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中国美协
秘书长刘健、上海美术馆馆长方增先、画展主角李宝林先后
致辞。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海
军政治部及东海舰队政委岑旭纷纷发来贺词。杨晓阳在致
辞中说：李宝林继承李可染先生的精神 ,在推动当代山水画
发展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 他在中国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
作上更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继承李家山水的“满”、
“黑”、“重”、“密”、“崛”五个品质和特点，又发展出自家的
“大”、“方”、“硬”、“涩”，更加苍茫厚重，拉开干湿对比，同时
更具形式感和现代性，从技法层面向精神层面迈进，通过大
写意的手笔向“大美存真”的境界崛进，体现出“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和“大写意”的艺术精神。施大畏在致
辞中说：李宝林的画不仅意蕴深长，而且气势澎湃，尤其他
的山水画，不仅画出了山的形也画出了山的质，更融合了
他的神，让人在欣赏之余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及与
艺术家感情的共鸣。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在贺词中说：李宝林把为祖国山河
立卷的雄心壮志历经几十年的艰苦探索和追求，创造出了大
气磅礴、浑厚华滋的佳作，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其雄强博大
的画风体现了时代的艺术精神。美协主席刘大为在贺词中提
到：他以现实生活为根基，在风格上、技法上都进行了多样的
探索，以清新的趣味效果和强烈的时代感体现了他在继承传
统的同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现代观念，表现社会生
活和自己的情感，他跃然纸上抑扬顿挫的智慧显示出高格的
审美情趣，使作品形成了崭新的艺术面貌和时代特色。

2006—2008年，“大山回响李宝林师生巡回画展”在全
国多地展出，引发了巨大反响，至今仍为人所乐道。如今，
“大山回响———李宝林山水艺术展”在上海展出，赢得了南
北书画界和观众的广泛认可。他的画既有李家山水的气
势，又拥有自己的独特面貌，他所开创的大写意绘画为山
水画注入了强悍的文化品格，彰显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文化气象，在大写意层面上将中国山水画推向了新境界、
新高度。这次画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仅是他个人艺术生涯
的成功，更是北方山水与南方烟雨的妙曼对接，宛若大山
悠长的回响，意味深长，激起人无尽的想象，印证了中国传
统山水画在现代审美舞台上有着属于自己的永恒魅力。

本报记者 董菁/文摄

︽
莽
原
奇
峰
︾96cm伊73cm

2001

年

本报记者 董菁/文

荨
李
宝
林
在
开
幕
式
上
致
辞

银
热
烈
的
展
览
开
幕
式
现
场

“大山回响”艺术展
在沪圆满落幕

︽
雪
域
图
︾68cm伊68cm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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