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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韶华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总序
杨晓阳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中国画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门类,在几千年发展历史

青”大型专题片,将60余位70岁以上的老艺术家们进行了

统”、“模仿西方”和“中西结合”为代表的三种形

中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精神价值。历数中

集中呈现,抢救性地收集了很多珍贵的文献、图片和视频

态。三种形态各有建树,彼此融合、碰撞,共同推动中国

中国国家画院将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各地方政府、

国画的发展史,历朝历代名家云集,大师辈出。绵延于当

资料,集中展示了功成名就的大家风采,影响很大;其次是

美术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功,

艺术机构和艺术家的配合下,整合多方资源,克服种种困

下,盛况不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

通过“南北对话”大型展览,以秦岭为界,南北各选25位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交通、资讯、信息的爆炸式

难,力争在两到三年时间内,将“新中国美术家”系列活

人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又迎来一个高峰,

年龄在60至70岁之间的著名艺术家,通过对话的方式展示

发展,以及快速推进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画的发展

动圆满完成。作为当代中国美术档案梳理系列的最后一

诞生了一批重要的传世作品。在新中国走过60多年发展

艺术成果,碰撞艺术火花,反响强烈;而此次“新中国美术

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如何体现中国画的时代特征和中国

个部分,这无疑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界的一项重大工

历史的今天,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以“新中国美术家”为

家”系列,是这系列“三部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精神,使中国画走出国门,介入甚至影响世界美术的发展

程。随着“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览的完成,其价值和

主题的系列展览,在全国范围内对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

收官之作,形成完整的老中青宏大阵容。这三个系列的完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而中国国家画院承担着引领、导向

意义也必将是历史性与开创性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

国画名家进行梳理、展示和推出,研究他们的艺术成就,

成,体现了中国国家画院通过自己的视角,对近一个世纪

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甚至引领世界美术发展潮流的历史

列活动,在推出领军人物、彰显时代精神的同时,为中国

肯定他们的艺术价值,为弘扬当代美术的中国风格、中

以来当代中国画坛名家的价值判断,同时也是一项规模庞

责任和使命,可谓任重道远。因此,国家画院今天的梳理

美术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国精神和中国标准,塑造时代经典做出自身的贡献。

大的对中国当代美术的档案梳理,意义重大。

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希望以这样的尝试和努

最后,衷心向在这项重大工程中倾注心血、付出努

和思考。

西画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画形成了巨大冲击。在

力,在为中国当代美术保留一份完整的资料的同时,也体

力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预祝“新中国美术

案的挖掘和整理,通过三个步骤来进行:首先是“岁月丹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美术创作形成了以“延续传

现出国家画院在全面考虑中国美术发展战略方面的视野

家”系列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国画作品展”
序言
张桂林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山东,自古就有“齐鲁之邦、礼仪之乡”之美誉,因文圣

性人物,其艺术成就为中国画坛所瞩目。

孔子、武圣孙子、书圣王羲之等古圣先贤声闻四海。早在

山东中国画画家秉承深厚悠长的齐鲁文脉,其作品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就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孟儒学

既具雄浑博大的气质,又具灵秀古朴的神韵,无论山水、

和稷下学派似两个喷突不息的源头注入华夏文化的长河,开

花鸟、人物画家,都注重内在修养与扎实的基本功,体现

百家争鸣之先河,呈百花齐放之新局,独具丰姿,卓立不群,

“文以载道”的精神,有着深深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的

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担当。由中国国家画院、山东省文化厅共同主办的“新

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山东画家,

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精选了李学

其作品打上了“齐鲁文化”的鲜明标识,呈现出齐鲁文脉

明、岳海波、张志民、孔维克、于新生、王小晖、梁文

的独特蕴意。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山东美术的独特气

博、曾先国、唐秀玲、李兆虬、张望、李勇、贾荣志、

质:浑厚质朴,气象正大;尊重道统,崇尚功底;文以载道,

常朝晖14位山东中国画画家的百余幅作品,集中表现了他

勇于担当;儒风智慧,典雅灵秀;融古汇今,取道中庸;面向

们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颂扬、对生活的关注、对文

现实,贴近生活。在齐鲁大地这方水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

化的思考、对艺术的追求。

代新中国的山东画家,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通过其作品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作品的生命力,归根结底体现在

呈现出独特的齐鲁气派,既坚守传统又勇于创新,紧跟时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这就需要我们深

代步伐,遵循“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

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把握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现实生活中

时代机遇,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精神、体现中国风格、代

汲取营养,在改革实践中捕捉灵感,推出了一大批具有鲜

表中国标准的艺术精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明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格的优秀作品,涌现了一批优秀代表

国梦”贡献力量。

展览
花絮

近几年来,中国国家画院一直致力于当代艺术名家档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国画作品展」 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隆重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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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家的整体亮相

新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经典

新中国美术家的历史巡礼

新中国美术史的历史巨献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国画作品展”
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隆重举办
[ 编者按]

促进我国美术事业大发展。“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是中国国家画院策划的以推出当代中国画坛代表性人物，推出新中国老、中、青

的实施，也是践行十八大文化强国战略的一项重大举

画家的学术成果，整理一套留存后世的研究性、史料性、文献性档案为宗旨的大型学术课题项目。

山东省文化厅张桂林副厅长在致辞中表示，“新中

“南北对话"系列，推举大江南北60岁以上的中国画名家50人；三是“新中国美术家”系列，由各省文化厅

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国画作品展”的举办，集中展

组织艺委会推荐初步名单，由中国国家画院组织评委投票产生9至15位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画家，以省
为单位陆续晋京展出。以上三个系列的展览均出版画册、录制影像资料。此珍贵文献资料不仅由国家影像
档案库存档且将做成独立的艺术片在中央数字频道播出。

示了他们以齐鲁画风，书写山东情怀、唱响美丽中国，
表现他们对生活的关注、对人民的颂扬、对祖国的热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 · 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是该系列的第16次晋京展，亦是今年的第4次展出。

爱、对文化的思考、对艺术的追求。既展示了画家的创

由山东省文化厅组织评委从百余位候选人中推荐了40位入围名单报国家画院。由国家画院从中选出了14

作水平，又宣传了山东省的人文和地理文化，不仅通过

位画家参加了本展览。这14位画家是：（以年龄为序）李学明、岳海波、张志民、孔维克、于新生、王小

展览检视山东中国画创作现状，同时也将对山东美术创

晖、梁文博、曾先国、唐秀玲、李兆虬、张望、李勇 、贾荣志、常朝晖。

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希望参展艺术家要多向

他们的作品贴进生活、贴进时代，受齐鲁文化的熏陶、具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担当精神。他们都是新
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画家，其艺术历程与共和国的奋发向上共同成长，其艺术成就不仅代表了山东目前中
国画创作研究的基本风貌和艺术水平，也是放眼全国中国画星空中令人瞩目的颗颗明星。该展于8月23日在
国家画院美术馆华彩亮相，博得画坛内外的一片喝彩。现编发一期展览专辑，以飨读者。

开幕式现场

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该项目分三大系列。一是“丹青岁月”系列，将在全国范围内推举70岁以上的画坛名宿80人，二是

在京的艺术家们学习、交流，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准，也
真诚的希望各界嘉宾、朋友、艺术家，通过展览多了解
山东国画，提出宝贵意见，为山东画坛建言，促进山东
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山东省美协主席、参展艺术家张志民表示，山东艺
术家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画面端庄有秩序感，创作注重
时代精神与实际意义。画家们创作，每画一笔，都会考
虑到笔墨所代表的精神，这个特点有利也有弊，但只要
创作源于熟悉的生活，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也可以追
求不同于这种阳刚厚重的风格。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表示，作为展览的承办方，

中国国家画院杨晓阳院长致辞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致辞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张志民致辞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致辞

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主持

我们对国家画院运作这个工程表示敬佩，对这种严谨
的运作和敬业的精神深表尊重。此次展览的艺术家选
拔，从国家画院制定实施方案，到给山东省文化厅发
函，再到在省文化厅组织下对我省百余位艺术家进行
评选，先从省内自行选拔有代表性的画家40人，再
由国家画院通过对画家的学术影响与作品本身两个方
面结合作出评估，然后反复投票，最终选拔出来。
这种严肃、严格的选拔方式与展览的权威性和品牌效
应，在美术界影响颇大，使得艺术家们有较高的社会
关注度，这不仅仅作用于山东的画家，对其他省市也
是同样的。通过这个活动有两点体会：第一，山东省
是“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的第十四个展览，也是今
年的第四个，我们看到了其他省份的展览，也看到了
各地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不同艺术面貌。各省的艺术家
不仅代表了各省，同时也由“各省板块”组成了全国
中国画的整体局面。比如山东博大雄浑、正大气象；

孔维克院长向何丕洁（前左三）、杨晓阳（前左二）、张桂林（前右一）等领导嘉宾介绍展览
作品情况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右二）认真观看参展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

尊重道统、崇尚底功；文以载道、担当责任；儒风智
慧、典雅灵秀；融汇古今、取道中庸；面向现实、贴

2016年8月23日上午10点30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博物馆书画创作室主任石峰及研究员崔东旭、赵

档案，以利于后人研究，“新中国美术家”系列作品

近生活的几大特点就独具齐鲁画派风貌。第二，这个

文化部艺术司作为艺术指导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作为

建军，山东画院副院长、书记张鹏举，山东画院副院

展，在文化部的重视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等机构的支持

活动切实起到了各省之间的交流互动作用，推进了各

学术支持单位，中国国家画院、山东省文化厅主办，中

长、艺委会秘书长姜宏伟，山东画院办公室主任魏书

下，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精选1949

省中国画的创作。我们也计划举办回省汇报展览、宣

国国家画院创作研究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中国国

波，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馆馆长苏鸿升等领导及

年以后出生的优秀美术家，陆续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传、出版等一系列后续工作。

家画院美术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信息中心、山东

嘉宾出席了展览开幕式。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

馆举办展览，同时召开学术研讨、出版展览作品集，

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的以“新中国美术家”为主

画院承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国画作品

禹舜主持开幕式。

详实深入地记录美术家的创作历程、艺术特点、艺术

题的系列展览，为各省搭建了一个高端的学习、交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

理想，为当代美术史研究留下一部完整的、鲜活的进

流、宣传的平台，也是中国国家画院继“岁月丹

桂林，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张

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史料。每个省原则上选择9到

青”大型专题片、“南北对话”大型展览之后的收

志民，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15位，聘请国家级专家代表国家进行评选，申报、评

官之作，共同组成了当代艺术名家档案挖掘整理的

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隆重开幕。
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何丕洁，原
国家中央编办副主任王澜明，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
阳，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边旭光，山东省文化厅

开幕式上，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向参展画家李

选程序非常严格，从各省推大名单，到最终专家组评

系列“三部曲”，以形成完整的老中青宏大阵容。

副厅长张桂林，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赵卫，中国国家

学明、岳海波、张志民、孔维克、于新生、王小晖、梁

选，再返回各省。有的省份申报资料不全的，根据要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国画作品展”是“新

画院党委副书记张兵，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陶

文博、曾先国、唐秀玲、李兆虬、张望、李勇、贾荣

求重新申报，也有的再从资料里调取有关内容，反复

中国美术家”为主题的系列展览之一，精选的14位

勤，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助理纪连彬，山东省美术家协

志、常朝晖颁发了参展证书。何丕洁、王澜明、杨晓

投票、评议。“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的实施， 一

山东代表性中国画家的百余幅作品，集中展现了山

会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张志民，山东画院院长孔

阳、张桂林、赵卫、张兵、李荣海、纪连彬、张志民、

方面通过展览全面检视当代画坛创作现状，另一方面

东中国画最新创作成果，为繁荣我省中国画创作起

维克，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吴一娜，文化部

孔维克、纪连彬等嘉宾为开幕式剪彩。

将对地方美术创作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激励作用，从而

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山东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张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

东林，中国女画家协会主席孔紫，中国国家画院创作

秘书长李荣海、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

研究部主任何加林、副主任赵培智，中国国家画院国

任张道兴等嘉宾，因工作档期的原因，开幕式后也于第

画院常务副院长梁占岩、副院长范扬、秘书长陈鹏、

一时间专程赶到展览现场，认真观看了参展作品，并给

，中国国家画院办公室主任乔宜男、

予高度评价。刘大为主席表示：此次展览非常成功，通

副主任董雷，中国国家画院教学部主任贾广健、副主

过这个展览看出了山东美术创作的实力，水平是上乘

任邱雷，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馆长陈凤新，中国国家

的，是十四个已经举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最好

画院交流中心主任王辅民，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研究

的之一。山东不愧为美术大省，中国美协的会员中山东

员赵华胜、吴迅、李庚、申少君、王永亮、刘建、李

就占四分之一，每年新批会员也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后

晓柱、张道兴，福州画院院长王和平，清华大学美术

备力量也非常强。李荣海表示：这个系列展我都看了，

学院教授戴顺智，中国军事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空政

各有不同，山东这个展览充分体现了山东美术创作的担

文工团创作室副主任刘福波，安徽省美协主席、安徽

当、朴实、厚重，大气磅礴。张道兴则表示：看了这个

中国画学会会长张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副院

展就如同看全国美展一样，水平整齐，各有风格面貌，

长许俊及研究员张复兴、邓远坡、李乃宙、周尊胜，

有些人物画的创作很有突破。

艺术司美术处处长刘冬

副秘书长张桐

《中国书画》杂志社艺术交流中心主任尤德民，海军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新

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邹立颖，国务院事务管理局

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的成长，新中国美术也已

原司长戚占云，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杨中良，

经取得巨大成就。新中国美术是中国美术发展长河中

中国美协大型活动部主任李伟，清华美院韩墨现代彩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接着千年历史文化精神，

墨工作室导师韩墨，全国工商联《财富人生》杂志社

同时又肩负着前所未有的时代使命，具有重要的美术

社长戴福川，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部主任刘罡，中国

史地位与深远的社会影响。为了为新中国美术家建立

刘大为（左五）、李荣海（左二）、张道兴（左四）参观展览后和张志民（左三）、孔维克（右三）、张鹏举（右二）、姜宏
伟（左一）、韩墨（右一）等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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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海波

张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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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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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秀玲

李兆虬

张望

李勇

贾荣志

常朝晖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山东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山东省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副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美术家

中国工笔画学会专家委员会常务理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美术总监,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中国画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副院

山东画院山水画创作室主任,中国美

中国美协会员,山东省美协理事,文

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山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综合材料

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

委,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中

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女画

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常委, 山东

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委员,青岛

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师范大

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中国

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

化部青联美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画院

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山东省中国

绘画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民革中央画院

副会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工笔画学会

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

市文联副主席,青岛画院院长,国家

工作室导师,中国美协会员,山东省

学艺术硕士校外导师,济南市美术

画人物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师

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

事,文化部青年联合会美术委员会委

青年画院院长、创作部副主任，荣

综合材料绘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山东

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常委，山

副院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

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

理事,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主席,山

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

工笔画学会会长,山东省美协副主

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山东

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人物画艺

员,九三学社中央画院画师,山东艺术

宝斋画院特聘教授,山东省政协委

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中国画学

中国画学会会长,山东画院院长。

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

席,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山东

副会长。

师范大学当代水墨艺术研究中心主

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画院艺术委员会

家学术委员会山水画创作院院长。

员,山东致公书画院副院长,山东省

副会长。

副会长。

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理工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山东省中国

任,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委员,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国画作品展」参展画家作品选

李学明

画学会副会长。

会名誉会长。

美协山水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画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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