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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朴拙，力量藏于笔墨深
处。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秋史
金正喜与清朝文人的对话”将韩国

“书圣”金正喜独创的“秋史体”书
法带到观众面前。

金正喜（1786年—1856年），
号秋史，是韩国著名的金石学家、
书法家和诗人。他在韩国书法史
上开创了人称“秋史体”的书法风
格，影响了韩国几代书画家，同时
他也是中韩文化艺术交流史上的
一位重要使者。1809年（清嘉庆
十四年），金正喜随父亲来到中国
北京，结识了诸多文人学者，并拜
其中两位敬仰已久的学者为终身
之师，一位是翁方纲，另一位是阮
元。之后金正喜以阮元弟子自称，
并以此意自号阮堂。据韩国知名
书法家权昌伦介绍，金正喜先生以
清朝学艺界的翁方纲和阮元为师，
一起探讨文章、经书，并将金石考
证学引入朝鲜。“他悟出书法艺术
的最终妙力在‘拙、朴、美’当中，也
悟到了西汉古隶的奥妙。金正喜
先生的作品具有怪奇丑的书法美
术观，他摆脱了束缚，追求绝对自
由。”权昌伦说。在金正喜的努力
下，以金石考证学为中心的清朝学
术传入朝鲜，在本地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并对现当代韩国书画艺术产
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展
系列之一，由中国美术馆、韩国艺
术殿堂共同主办的“秋史金正喜与
清朝文人的对话”展分为“学艺一
致”“海东通儒”和“游戏三昧”3个
部分，其中，“学艺一致”主要展示
了金正喜青年时期的作品，通过他
的代表作和相关资料，呈现了他的
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作为精通
儒释道的通儒，金正喜善于将自己
的学问和思想融入到自己的书法
作品中。“海东通儒”部分，展示了
金正喜55岁至63岁流放到济州时
期的作品，观众得以欣赏他融合创
作的艺术风貌。金正喜主张游戏

是所有艺术的根本，而且终究要追
求的就是游戏的境界。济州流放
结束，金正喜开始用具有“屈伸之
义”的笔画营造怪之美学，对碑帖
混融的秋史体的演绎更是达到了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称
自己的作品“非以书为也，工拙又
不计也”，对批评和嘲弄，做出“不
怪，亦无以为书”的回应。“游戏三
昧”这部分展出的正是金正喜这个
时期的作品。这一阶段，他的创作
已经完全摆脱了好坏评价的束缚，
自由地进行着自我的艺术表达。

金正喜的书法气象宏大、包罗
深广、风格多变。即使“怪”，其体
现的美学境界也是“方正”之端。
评论家认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汉字文化圈对书法与书法家
要求的共通性。

2018年12月5日至2019年2
月17日，中国美术馆和韩国艺术
殿堂共同主办了“来自中国美术馆
的艺术——似与不似：对话齐白
石”，展出了八大山人、吴昌硕、齐
白石、吴作人、李斛、靳尚谊等艺术
家的117件作品，在韩国掀起了
一股来自中国的“齐白石热”。此
次的“秋史金正喜与清朝文人的对
话”展则为中国观众近距离了解韩
国书法提供了契机。

格调高古“秋史体”
本报记者 王珺

2015年和2017年，时任东北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的郭晓光先后申报
了两个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东北表现
性油画人才培养”和“东北表现性油
画国内巡展”。今年5月的最后一天，
历时10个月的巡展在长春落幕。美术
界评价道：这件事成为一个现象，它
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东北这个东陲之
域，重新认识油画家们在艺术上的创
造和贡献。

东北表现性油画溯源

“东北表现性油画”一词，首次正
式出现在2015年郭晓光领军的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东北表现性油画人才培
养”中。郭晓光说：“东北表现性油画
艺术早年受到袁运生先生现代主义绘
画观的影响，是东北画家们通过特有
的绘画题材，利用富于表现性的绘画
语言传达主观情感和艺术直觉的东北
美术流派。”

有美术史研究者认为，“东北表现
性油画”的概念最早是在上世纪80年
代由张晓凌、顾正清提出的，后来邵
大箴和范迪安也曾先后将东北定位为
中国表现主义油画的重镇。其时，东
北涌现出一批富有才华和个性的青年
画家，宫立龙、韦尔申、赵开坤、郭
晓光、贾涤非、王易罡、崔国泰、任
传文、王建国、刘大明等一批美术学
院的一线教师，他们的作品富有地域
特色和艺术个性，频频在全国性的美
术大展中获奖，逐渐成为备受艺术界
关注的美术现象。美术批评家郑工
说，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是在东
北召开的，那时候东北油画开始崭露
头角，所以说它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
物。

曾经有一位画家说过，一个完整
的主张，首先必须是有能量的，以及
长久的实践过程，它绝不是打造一个
空洞的概念，或生搬硬套一种形式。

“东北表现性油画”这一主张的提出，
同样不是简单移植一个概念、一种形
式，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师道传承和
老中青几代艺术家数十年的不断追求。

东北表现性油画家们大都与东北
有着密切渊源，他们多数出生于东
北，并生活、创作于此；一部分是从
东北走出，生活、工作于东北之外，
还有的是与东北有着这样那样的师承
关系和文化上的认同。这个群体在三
十余年里，一直没有放弃对表现性绘
画的探索，他们一方面不断创作出经
典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又都任教于
高等美术院校，他们将自己独特的绘
画主张和成熟的技能、系统的创作方
法，襄助于同道，嘉惠于后学，影响
并培育出了众多杰出的青年艺术家。

郭晓光在谈到东北油画家的师道
传承时说：“袁运生先生就是一个人的
绘画给下一代人的启发。那时候我还
很小，袁先生画逆光下南湖一个游泳
刚上来的小孩，晒得很黑，画面有那
种表现力量。其实在我们学生时代，
对这些就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袁先
生周边还有孙淑贞等一批这样的人，
画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人在吉
林省就已经影响了一些人。鲁美赵大
均老师是影响一代人的，他的思维非
常开放，他的启发式教学影响了我们

1977、1978级这代人。苏高礼先生是
我在中央美院时的导师，苏先生视野
极其开阔，一直是我们表现性油画的
领袖。所以我们是有渊源、有传统
的。”

有人提出，表现主义其实不是东
北专属特征，而是全国性的一种艺术
范式。郭晓光认为，对表现性油画的
溯源问题，从艺术角度，从画家角
度，重要的不是其运动的节点，而应
该从出现这样的现象到底突破了什么
或者价值在什么地方这个角度思考。

绽放于北方的探索之花

有人曾问过郭晓光：“作为东北表
现主义油画的代表人物，您认为东北表
现主义油画群体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特
征？”郭晓光回答：“邵大箴、范迪安都说
东北是表现性油画的重镇。我画表现
性油画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写实绘画，
画一个苹果就千篇一律的都是一个苹
果，看不见画家自己。而表现性油画包
容性很大，画家可以直接地注入自己的
情感，有自己的艺术风格。”

郭晓光说，当观者去欣赏东北表
现性油画的作品时，其实是欣赏“一
个只有画家自己才能窥见、才能诠释
的世界”，即表现性油画有着极强的主
观性。表现性绘画与写实绘画的区
别，就在于写实绘画强调对对象的再
现，表现性绘画更多强调的是主观的
情感，它是自我的、个性的。郭晓光
认为最好的境界是使画者和观者达到
一种统一。

在郭晓光领衔的“东北表现性油
画人才培养”和“东北表现性油画国
内巡展”这两个项目中，人们看到了
东陲之域这个独特世界的艺术面貌，
看到中国油画艺术在这里所展现的活
力，并通过作品感知到这里的人对社
会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对自然与生命的
感悟。

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巡展，它以
地域性和群体性，以同一种文化形态
出现在全国8个城市的美术馆，120位

参展艺术家，从20多岁到80多岁，年
龄跨度60年。人们看到东北表现性油
画的先驱、启蒙了两代人的画坛名师
宋惠民、苏高礼、袁运生、赵大钧，
也看到在他们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一批画坛中坚力量宫立龙、赵开坤、
郭晓光、王易罡、王建国、刘大明、
宋学智、崔国泰，以及与之有着师承
关系的“70 后”一代海晓龙、赵晓
佳、池颖红、刘兆武、李书春等。美
术界称其为一个少见的美术现象。观
众为几代艺术家呈现的强烈个性化的
作品所感染。四川美院院长张杰说：

“这样大气的一种油画的状态，让我感
觉中国很大，中国的油画有无限的可
能。”岭南画派的代表性画家陈树中
说：“表现性油画很有力度，不拘一
格，其观念、手段和材料，跟地域性
特征有机结合，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
实践的力量。”

这次巡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
对东北油画的一个固有认识以及对东
北油画、东北油画家缺乏了解而产生
的误读，如东北油画就是大题材、大
工业、大背景。大多数画家的画作具
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各具独特视角，
打破了很多人对东北油画的单一认
知。虽然美术界有人对东北表现性油
画仍然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人们
普遍持有这样的共识：东北表现性油
画在审美上更具油画意味，它强烈的
色彩表现让中国油画亮了起来。

观众在东北表现性油画作品中看
到的“跳跃的笔触、饱和的色彩、主
观的造型、变形的语言、大气磅礴的
视觉形式”，即是表现主义绘画的主要
特征。但在东北表现性绘画作品里，
人们还看到了具有中国传统书画写意

“飘逸”感的特点。比如赵开坤的《长
白老林》《通往长白山的路》，郭晓光
的 《境迁景颓》《突尼斯海湾的泊
船》，赵大钧的《1713》《1801》。有
人评价说，这是油画这一西方艺术进
入本土而与中国文化“融合”后一种
文化上的自觉。有人说，从这些作品
中不仅能看到东北油画家成熟的技

巧，更能看到作品背后的
灵魂和精神指向。有人
说，表现主义在中国是一
种被范式的形式，但东北
表现性油画家们在走表现
性油画这条路时，又融入
了强烈的东北地域精神，
而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
色。他们的作品往往出现
更有力度的笔触、更厚重
的颜料堆叠、更强烈的色
彩表现，更夸张、更变
形、更自由、更随意的画
面感，尺幅更大，更有视
觉冲击力。它呈现的风格
越发粗犷、豪放和不拘小
节。如郭晓光近期的作品
《群像·战争·女人》、宫
立龙的《相爱》、王易罡的
《浅降系列》、王建国的
《风拂大地系列》等。

然而，这也使一些画
家尤其是有南方生活背景
的画家和美评家们产生误
读，似乎东北画家就是一
味用厚重的颜料、随意堆

砌和随意挥洒画笔而不屑笔下功夫。
甚至有人把“表现性”理解为大胆的
画，大胆的表现。这显然是肤浅理解。

郭晓光说，东北表现性油画这些
特点，与东北的地理文化、东北人的
性格有关。东北冬天寒冷，大家好喝
酒，好交朋友，性格比较豪迈，不拘
小节，这和南方的诗情画意、小桥流
水是极具区别的。表现在绘画语言
上，就有了这种豪放、粗犷和厚重的
风格。

艺术家崔国泰则认为，东北人性
格中有一种热血和悲壮的东西。表现
主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欲望，
内心有野兽。比如大家都提到北方，
蒙克也是在北欧，德国表现主义也是
在北部。其实北方更适合于思考。因
为北方四季分明，海德格尔就特别愿
意看到这种景象，他思考春夏秋冬。
深刻地理解问题，这是艺术不可缺少
的。

但表现性油画家的每一件被认为
是成功的作品或技法都不是老天爷赏
赐的，每一个被称为大师的人，都是
在长期的探寻中获得了独特的思维和
技巧上的突破，还需有文化的涵养。
在“东北表现性油画人才培养”的实
践阶段，当时作为项目学术顾问的曹
星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野外
写生时，她也拿起画笔尝试一下，“以
期理解找到自己的语言、在作品中表
达自己的感情有多么难”。她发现自己
完全失败了。她说，避开学院的习作
性不易，避开大师真难啊!如果不难，
独创性大师就不会那么稀罕了。

有美评家说，一种艺术流派和艺
术形式的产生，最应该警惕的是程式
化和同质化。而东北表现性油画家们
一直在创新和个性化的路上艰难前
行，每个人都在不断寻找不同的表现
方法与形式，而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
事情，它需要长期的坚守精神和不功
利、不狭隘的心境。正如文化学者曹
星原所言，在艺术上，有创意的艺术
家永远是孤独地行走在没有路的荒原
上的视觉体验的探索勇士。

东北表现性油画

展现东陲之域艺术风貌
本报记者 陈帆波

本报讯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
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中国儿童戏
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儿童戏
剧节日前在北京开幕。本届戏剧节以

“让戏剧走进孩子的生活”为主题，历
时 37 天，分设中外优秀儿童戏剧展
演、国际儿童戏剧合作与发展论坛和戏
剧活动三大板块。中国、罗马尼亚、丹
麦、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意大
利、比利时、西班牙、德国、立陶宛、
马耳他、澳大利亚等 14 个国家和我国
台湾地区将带来 57 部戏剧、191 场演
出，同时在济南、成都、辽宁设立戏剧
节分会场。

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组委会主
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在致
辞中表示，本届戏剧节汇聚国内外儿童
戏剧的优秀作品，不仅有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重点打造的儿童剧 《火光
中的繁星》，还有题材多样、形式丰富
的各类儿童戏剧作品，展现儿童戏剧领
域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 （问水）

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汇聚国内外优秀剧目

⦾聚焦 ⦾观展

————————————————— ⦾资讯 —————————————————

“从安徒生的剪刀下，猛地蹦
出了一篇童话，剪纸归了你， 你
是温和的评判家。”安徒生除了是
一位童话作家，还是一位剪纸大
师。他总是像随身带笔一样带着
一把剪刀，用剪纸取悦大人和孩
子。他一面说故事一面剪纸，剪纸
完成时，故事也讲完了。

“当风铃摇响，当海狮歌唱，这
是水花四溅的美人鱼华尔兹。”7
月6日在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的
儿童剧《小美人鱼》，舞台就像艺术
家用一把大剪刀“剪”出来的一
样。“安徒生一辈子都将剪纸作为
结交朋友的礼物，他用一把剪刀将
一张张纸塑造成盛满文字的精致
艺术品。剪纸中展现的童话世界，
给予我无穷的创作灵感。”该剧总
体视觉设计尼尔斯·萨赫（Niels
Secher）说。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丹麦
艺术家联手打造的《小美人鱼》根
据安徒生经典童话《海的女儿》改
编。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安静的讲
述，观众从陆地走入海底，跟随着
小美人鱼体验了成长，追寻了爱
情，在爱与付出中收获了完整的灵
魂。

如何在没有水的舞台上自然
地展现海底世界，展现美人鱼们在
海底的生活？冥思苦想之后，编剧
兼 导 演 托 基 尔·林 德 贝 格
（Torkild Lindebjerg）决定从“一
桶水”开始，发展出整个海底世界。

演出一开始，五位扮演美人鱼
的中国儿艺女演员提着水桶依次
走上舞台，她们头戴泳帽，脚上穿
着潜水用的脚蹼，通过不同节奏
的走路声音，瞬间吸引了观众的
注意。接下来，这个水桶仿佛成
为连接海底世界的一个秘密通
道，演员从水桶中拿出了一条鱼、
一座城堡、一枚琥珀、一扇贝壳、一

颗珍珠⋯⋯渐渐地，舞台中央的玻
璃缸中呈现出人鱼们的家，而随着
一桶接一桶水的注入，观众也自然
地走进了海底世界。

已经在儿童戏剧领域工作了
45年的丹麦著名导演、演员托基
尔认为，儿童戏剧是为数不多的能
让儿童和成年人平等地进行共同
体验的方式。“我们要在观众的脑
海中创造故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给
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儿童剧是可
以进行戏剧实验、戏剧探索的领
域，我们一定要创造一个孩子可以
填充的场景，让观众的欣赏成为戏
剧拼图的最后一块。”他说。

与人们印象中的北欧风格相
同，《小美人鱼》的演出如同讲故事
般娓娓道来。每个观看演出的观
众仿佛都回到了儿时听睡前故事
的状态。正如作曲延斯·托尔斯郭
尔（Jens Tolsgaard）所说，安徒
生用伟大的爱描绘了海洋、天空和
其间的一切，他调动了所有元素，
包括水、空气、土地、火、木头和金
属。而这一切元素都融入在音乐
中，随着故事的讲述，不同的旋律、
音色烘托出不同的情感。

在延斯看来，音乐的功能就是
强调感情：“它能激发我们某种感
受，我们也可以用它构建戏剧效
果，我们希望音乐和布景、灯光一
起帮助我们区分水上和水下的世
界。”剧中的小美人鱼有一把从沉
船上捡到的尤克里里，当她对王子
的思念之情日益加深时，她便会独
自弹奏尤克里里，而在她的姐妹希
望通过舞会让她放弃上岸的想法
时，躁动的舞曲和清冷的尤克里里
声相互碰撞，使观众对小美人鱼的
情感世界体会得更加真切。

据悉，该剧将于8月17日至9
月1日进行第二轮演出，陪伴小观
众度过多彩的暑假。

在“剪”出的舞台上
演绎人鱼故事

缇妮

本报讯 继2003年“天山·古道·
东西风——新疆丝绸之路文物展”、
2011年“新疆古代服饰展”后，中国国
家博物馆携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共同举办的“万里同风——新疆文
物精品展”近日在国博开幕。

本次展览分为“丝路雏形”“丝
路华章”“丝路梵音”三个部分，共展
出191件（套）新疆各地出土的精美文
物。在时间上自先秦延至宋元时期，
在材质上包括陶器、金属器、纺织品、
木器、纸制品、佛造像、玻璃器等，在内
容上包括一部分汉唐时期官府文书和
多种文字的简牍文书资料，《国家宝
藏》第二季来自新疆的两件文物“绢衣
彩绘木俑”“彩绘伏羲女娲绢画”都将
在展览中向观众展示。此次展览配合
石窟壁画还原及视频、投影等技术和
多媒体展示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地展
现古代新疆缤纷灿烂的历史文化，以
及这片热土上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生活画卷。 （小暖）

“万里同风——新疆
文物精品展”开幕

本报讯 曾三次荣获国际科普图
书最高奖安万特奖的著名科普图书品
牌 《可怕的科学》 经过以“科学家进
校园”为主要形式的 15 年深度推
广，已成为少儿科普领域的畅销图
书，目前中文版发行量已突破 2500
万册。截至 2019 年，“科学家进校
园”覆盖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已累计举办上千场活动。

以 《可怕的科学》 等优秀科普图
书为载体的“科学家进校园”活动为
青少年点亮了科学的明灯。中国科学
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和北京出版集
团因播撒科学种子的共同理念走到一
起，在日前举行的 《可怕的科学》 出
版发行 15 周年纪念仪式上，双方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进一步深
化在科普公益活动方面的合作，整合
优秀图书出版资源和国内科学家资
源，在科普教育、科普出版、基地建
设、科普平台搭建等方面开展广泛合
作。 （雯雯）

“科学家进校园”
让科普理念落地生根

本报讯 2019 年国家艺术院
团演出季近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作
为开幕演出的“纪念 《黄河大合
唱》 首演 80 周年”音乐会当晚在
国家大剧院唱响。此次演出季期
间，国家京剧院、国家话剧院、中
国歌剧舞剧院等单位将在京演出
23 台剧目 64 场，这是国家艺术院
团连续第10年开展集中展演活动。

今年的演出季持续坚持主题创
作，集中展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重点创作剧目，
如京剧 《曙光》、话剧 《小镇琴
声》 以及多场专题音乐会和歌舞晚
会等；持续聚焦现实题材，今年的
重点新创作品：京剧 《曙光》、话
剧 《人间烟火》、歌剧 《道路》 等
都是国家艺术院团推进现实题材创
作的最新成果。据悉，今年的演出
季持续加大惠民便民力度，80 元
以下低价票占50%。

（李明）

2019年国家艺术
院团演出季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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