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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西名作《祖孙四代》

大
家

7月7日，国画大师、黄土画派代
表人物、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文
西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

追思厅里，《苹果之乡》《米脂婆姨》
等一幅幅画作上，一个个正直、勇敢、淳
朴、善良的陕北农民形象惟妙惟肖、呼
之欲出，但是，乡亲们再也看不到那个
总是穿着银灰色衣裤、头戴灰色解放
帽，“在钱上画毛主席像”的画家了。

刘文西，我国人物画泰斗、黄土画
派领军人物，第五套人民币毛泽东画像
的作者。他生长在江南水乡，却将一生
献给了陕北的黄土地。他在60余年间
赴陕北采风、写生 100 余次，足迹遍布
陕北 26 个县的沟沟峁峁，结交了数百
位农民朋友，画了上万张速写。

他一生坚持为人民而创作，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与陕北农民结下深情厚
谊，为延安贫困乡亲捐款数百万元，创
作了数千幅陕北题材作品，《毛主席和
牧羊人》《同欢共乐》《祖孙四代》《黄土
情》等被奉为经典。

他以陕北人物画蜚声画坛，陕北成
就了他，而他也塑造了陕北。

艺术的根应深植于人
民中间。

2017 年 10 月 15 日，“心中有人
民——刘文西百米长卷展”在西安美术
学院美术馆开幕。展出的百米人物画
长卷《黄土地的主人》是刘文西历时 13
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向党的十九大
的献礼。整个画卷长102米、高2.1米，
全景式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陕北劳动
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搞了很多创作我搞了很多创作，，在新时代在新时代，，没有没有

成规成规模、有分量的作品是对不住这个时
代的。”时年84岁高龄的刘文西，与时间
赛跑，试图把60多年积累的陕北农民形
象和对黄土地的深刻感悟都在画中表
现出来，鲜活地记录下这一段历史。

1933 年，刘文西出生于浙江嵊县
（今嵊州市）水竹安村。1950 年，一个
偶然的机会，喜爱画画的刘文西进入上
海育才学校学习美术。

在那里，17 岁的刘文西第一次听
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从此指引了他一生的文艺道路和
艺术实践，“原来只是把学画当作一种
兴趣爱好，并不知道文艺是什么。学习

《讲话》之后，我才知道画画要与工农兵
结合，要与工农兵交朋友。我要一辈子
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为人民创作，为人
民服务。”

1957 年，已是浙江美术学院四年
级学生的刘文西，满腔热血奔赴神往已
久的陕北延安进行毕业创作。沟壑纵
横的黄土地、咆哮奔腾的黄河、高亢浓
烈的陕北民歌、勤劳质朴的人民，这一
切让他惊喜、着迷，强烈的创作欲望促
使他急切地想要去了解、去融入、去把
它们都画出来。

1958 年毕业，刘文西选择来到西
安美术学院。几年后，28 岁的刘文西
以水墨画《祖孙四代》一举成名，这幅画
和《毛主席和牧羊人》一起奠定了他的
黄土艺术风格。

“艺术家必须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艺术的根应深植于人民
中间，如果不真心地深入生活，不真心
地爱着人民，就登不上创作的高峰。”从
1957年起，长达半个多世纪，刘文西秉
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
赴陕北采风、写生 100 余次，足迹遍布
广袤苍茫的黄土地，结交了数百位农民
朋友，画了上万张速写。

作为黄土画派的领军人物，刘文西
提出了“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
新”的艺术主张，用毕生精力描绘着黄
土地和她的儿女们。

“典型环境创造了典型人物。陕北
地处大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塑造出陕
北人民独特的形象，他们朴素、善良、厚
道的品格更让我感动，我更想把他们画
出来。”刘文西笔下的陕北人物形象，每
个人物都不一样个人物都不一样，，每个人物都有依据每个人物都有依据。。

他说，画画就像唱戏一样，群众爱看才
能吸收它的思想。要画得生动画得活，
让群众喜欢看你的画，思想性、观赏性、
艺术性缺一不可。

“习总书记提出的‘人民是文艺创
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
的躯壳’，这对我们来说是鼓舞，也是警
醒。”2014 年 10 月，读到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刘文西感
慨地说。

那本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他保存了 60 多年，每年都要拿
出来翻一翻。尽管许多字句早已熟读
能诵，他依然看得很认真，“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从来没有动
摇过。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
探索怎样把人民画好，画出我们新中
国最有创造力的人民群众，画出他们
的优秀品质来”。

画家只有和人民建立
起血肉相依的情感，才能懂
得为什么人画画、怎样画
画。

在刘文西的家中，摆放着一幅他亲
手绘的毛主席头像素描画，这是 1997
年他应邀为第五套人民币设计的正面
毛主席像，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作为中国画坛人物画影响力最大
的画家之一，刘文西一生共画了 60 多
幅关于毛主席的作品。除了领袖题材
作品外，他把更多笔墨对准了陕北黄土
地上普普通通的农民。

“创作是艰辛的，画家只有长期融
入生活，和人民建立起血肉相依的情感
以后，才能懂得为什么人画画、怎样画
画。只有把生活和人民放在心里的画
家才能画出人民欢迎的作品。”半个多
世纪以来，刘文西先后100多次深入陕
北，走遍了陕北 26 个县，有 20 多个春
节在陕北度过。他带学生到延安，每次
都要待几个月甚至半年，感受乡亲们的
喜怒哀乐，感受他们在艰苦劳动中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土地的深情。

刘文西对陕北的热爱是浸入骨子
里的。他常常选定一个村子为“据点”，
再徒步把周围的村子都走一遍，一天走
十几里地，跟农民交朋友，聊天唱戏、扭

秧歌、打腰鼓。乡亲们称他“在钱上画
毛主席像的画家”。

他叫得出村里老乡们的名字，了解
他们的家庭、性格和成长过程。刘文西
曾画过一个陕北小姑娘，从她5岁一直
画到 60 多岁，见证了她人生中每一步
的变化。

近年来，刘文西又创作了《黄土情》
《陕北人》等表现人物群像的作品，不仅
人物个体栩栩如生，而且人物的表情动
作及人物之间、人与景之间的呼应，乃
至群像所连成的动态变化，人物的疏密
起伏与姿势表情，构成充满内在张力的
有机整体。

“作品的高度和深入生活的深度是
相互的，你越深入了解就越热爱劳动人
民，你就画得越生动，越能表现他们的
生活。”他反复向学生们强调，要“深入
到人民中间”“画家塑造人物，一定要描
写人民的心灵，描写人民心灵的美好”

“有感情了，画出来的人物才是生动的、
独特的、有血有肉的，而不是千篇一律、
死板苍白的”。

黄土画派研究院副院长、黄土画派
代表人物之一的崔振宽说：“刘老师每
次带我们去外地写生，他比年轻人劲头
都大，特别是他对陕北人民群众那种真
实的感情让我们非常受感染。”

2013年7月，延安遭遇特大暴雨，刘
文西非常关心，托人打听乡亲们的状况，
时年80岁高龄的他一口气说出了一连
串老乡的名字。随后他捐款100万元给
当地用于灾后重建。

长期的深入生活，刘文西获得了大
量素材，为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厚实的
基础。多年来，他先后发表作品千余
幅，出版个人作品集十余本，获国家级
奖项 7 次，创作《毛主席和牧羊人》《陕
北人》《东方》《解放区的天》和巨幅系列
长卷《黄土地的主人》等主要作品近百
幅。他的艺术创作，使黄土地成为中国
人物画的一种艺术图腾，在中国画坛产
生深刻影响。

我还想活到120岁，希
望每年都能来陕北，把美好
的东西都画出来!

2019 年大年初一，古城西安张灯
结彩结彩，，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年已年已 8686 岁岁

的刘文西依然坚持外出写生。由于身
体不太好，两三个人半抬着帮他坐进了
车。外面天气很冷，他就坐在车里，颤
颤巍巍地握着手中的画笔，一丝不苟地
画着素描，一张又一张，直到天完全黑
下来。

画画就是刘文西的生命。他说：
“只有画画才能让我忘记病痛。”每次
出去写生，他一画一整天，完全看不
出病人的模样。一旦停下画笔，他就
感觉全身疼痛难忍。每次画完回家的
时候，他都得放平车座平躺着。

有一年因为生病，他瘦得只剩下
50 公斤，翻身要两三个人帮忙，手都
抬不起来。病情一好转，他就跟着大
家外出采风，身体反倒好起来。

每年他都要去陕北采风。有一年
身体不好，走不了路。他就让人抬到
车上，躺着到了延安黄陵县，实在挺
不住才又返回。就在住院去世前，他
还完成了一幅参加第十三届全国美术
展的作品，终因身体原因未能题名、
落款，后选定贾平凹代为完成。

2015 年 3 月，刘文西率黄土画派
一行60余人去延安过大年。在安塞县
魏塔村，他坐在料峭的寒风中画了整
整一下午。晚上回到宾馆，手肿得跟
发面馒头似的，疼得动都不敢动。看
着他痛苦的样子，有人忍不住说：“您
这是何苦呢，以您的年龄和身份，现
在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安心坐享
天伦。干吗非得大冬天来陕北写生，
而且一画就是几十年，您就画不厌倦
吗？”

“我来不够、画不够！”刘文西
说，“要深入生活、融入百姓、情牵百
姓，才能创作出反映生活、讴歌生活
的好作品。我今年 83 岁了，来了 90
多次陕北。我还想活到 120 岁，希望
每年都能来陕北，深入生活、向生活
学习，向人民学习，把我看到的美好
的东西都画出来！”

刘文西说，人就怕浪费生命。一
分钟、一秒钟都要计较的，不能随便
放走的。他几乎把全部的生命都献给
了艺术创作，献给了他深爱着的黄土
地。就在临终前，他还嚷着要看延安
时期的电影，收集创作素材。对于他
来说，朴实的、真正来自于人民大众
的情感表达、艺术表现，是绘画的生

命。
刘文西倡导创作的多样化，主张

创新要从深入生活开始，从观念的扩
展开始，用自己的思维、视觉和感受
去观察认识生活，要有区别于历史和
他人的独到之处。他说，艺术家的手
要伸向生活，伸向传统，同时还要伸
向世界，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家，他始终强
调，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是统一的，
教师要以身作则去实践，只有自己实
践好，创作出好作品，才能教学生怎
么做。他以六十年的身体力行，带
动、影响了一批批的学生、同行和追
随者。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郭
全忠说，从基本功到如何创作，自己
都是沿着刘文西的路子走下来的。

西安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家春
说，刘文西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因为
他做到了很多人所做不到的：他六十
年如一日，坚持到陕北深入生活、融
入生活，体会陕北人民的喜怒哀乐，
寻找人民群众的生活之美、劳作之
美，写生稿达三万多张，80 多岁高龄
还外出写生，每天坚持写生八个小时
以上；他始终发自内心地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艺术家要有
社会责任和担当。

美术大师吴作人评价刘文西说：
“半生青山，半生黄土，艺为人民，传
神阿堵。”

诚哉斯言。

他将艺术生命画在陕北的黄土地——

刘文西：一生创作为人民
本报记者 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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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中国文化教育中心在韩揭牌

山西大学创建于 1902 年, 是国家教育部门与山
西省共建的综合性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
工程”入选院校。设有涵盖文、史、哲、理、工、
农、经、管、法、教、艺、医等 12 大学科门类 86 个
本科专业以及 9 个本科双学位招生专业。现有博士
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17 个、二级学科授权点 3 个，
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37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9
个，硕士专业学位种类 18 个，自主设置交叉学科
博、硕士点各 2 个，目录外二级学科博、硕士点各 4
个。化学和工程 2 个学科入选 ESI 全球排名前 1%。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138 人，高级职称教师 1084
人。其中，中科院院士、国际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政府部门特殊津贴的专家

等高端人才近百人。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24122
人和研究生 6580 人。

学校不断拓展对外交流，同美、日、韩、英、
法、德、加等国家和地区的 60 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
建立合作关系，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学校积极拓展本科生国际交流
渠道，与多所国外大学建立了合作培养机制，为学
生出国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

全州大学是一所在韩国享有盛誉的著名大学，
连续多年被韩国教育部门评为国家优秀大学，并成
功入选国家级别产学研领军大学 （LINC)、全国优秀
国际化办学大学等韩国教育部门重大高等教育工程
项目。设有 64 个本科专业，33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26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现有教师 1093 人，行政职员
281 人，在校生 15757 人。全州大学在韩国国内拥有
超高人气，为韩国西南三省份中报考难度较高的大
学，即入学申请人数与实际招生人数比例相差较大
的大学。在国际交流方面，非常注重对华交流与合
作，与我国 80 余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中国
留学生 600 人，其中在读博士生 85 人。在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上，与南阳师范学院共同举办了广播电视
编导本科专业，每年招生计划为 120 人。

本中心以创新的运营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既对
韩国学生开展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又对
全州大学中国留学生进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还
开展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马晓琦）

符惠明在全州大学实验室进行考察符惠明在全州大学实验室进行考察

2019年6月26日，山西大学中国文
化教育中心在韩国全州大学隆重举行揭
牌仪式。山西大学党委书记符惠明、全
州大学校长李镐仁和两校有关部门负责
人出席了本次揭牌仪式。

山西大学党委书记符惠明和全州大学校长李镐仁进行揭牌山西大学党委书记符惠明和全州大学校长李镐仁进行揭牌

一、学校简介

新乡市一中始建于 1940 年，是河南省首批重点高
中、河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国家通令嘉奖中学。

新乡市一中金瀚学校是新乡市一中旗下基础教育的
又一扛鼎力作，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含国际部） 为一体的全寄宿制民办学校。学校规划占地
500 亩，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办公楼、教学楼、宿舍
楼、体育馆等教育教学设施一应俱全，标准国内一流。
学校坐落在封丘县城教育公园内，地处中原城市群核心
地带，位于郑州、开封、新乡一小时生活圈内，交通便
利，2.5 小时高铁直达北京、武汉、济南、西安等国内大
都市。

二、招聘教师岗位

1. 各学段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政治、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各
学科教师。

2.同时招聘管理与教辅人员。

三、岗位要求

1. 在职教师：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目前在职在
岗且取得教师资格证。

2. 应届毕业生：重点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且
取得教师资格证。

相关说明：以下情况优先录用
①具备中学一级及以上职称。
②省、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师；竞

赛教练及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国家、省队退役运动
员；国家、省级文艺演出团体退职演员。

③在省级示范中学或省、市重点中学任职5年以上。
④有毕业班授课经验且业绩突出。
⑤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

四、教师待遇

教师年薪 5 万—30 万元，特殊人才薪资上不封顶。

享受免费公寓和餐费补助等，享受“五险一金”，子女入
学享受学费减免优惠；同步参与新乡市一中教研、培
训；享受与公办学校教师相同的职称评聘、评优晋级待
遇；享受国内外各类进修培训机会，学校积极创造条件
让教师成长为名师。教师聘用合同可5年一签，在本校工
作满 10 年后可签订教师长期聘用合同 （也可根据教师实
际情况调整），优秀教师可合规入编。

五、应聘方法

请将本人的个人简历、毕业证、身份证、教师资格
证、普通话等级证书、职称评定证明、教学成绩证明或
学业成绩证明、各种获奖证书等有效扫描件以1个附件的
形式发至邮箱xxsyzjhxx@163.com。

注：邮件主题为“在职/应届—应聘岗位—姓名—毕
业院校—联系电话”。资格审核通过后，学校将在收到简
历后的两周内通过电话或短信的形式通知面试。

其他具体事项另行通知，本招聘信息长期有效。
邮箱：xxsyzjhxx@163.com

电话：15637321252
地址：封丘县东风路8号

新乡市一中金瀚学校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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