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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

变，思路渐渐明朗，胸中淤积多年的疑惑逐步迈向转角见彩虹

傅抱石指出

沂南写生感悟

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

的豁然。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但机会难得，在老师的细心点拨

“对景造意，不是

张雅君

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

和亲传亲授下，渐渐明了了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创作目标，相信

无景造象，也不是

2016年6月3日，在一个凉爽舒适的上午，我们来到了沂南

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一个画家的

会终生从中受益。

对景造形，造意而

写生基地，一下车，淅淅沥沥的小雨就滴落了下来，仿佛在给

文化修养的高低决定着其作品品格的高低，所以我们平时就要

自己对工笔画创作的追求，应该更喜欢从传统绘画、工艺

后，自然写意。”

我们接风洗尘。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干净、清爽，放空心

多接触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像时振华老师说的，书法、诗

美术和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追求一种带有构成因素的抽象意

他明确的阐释了写

情，尽量的深呼吸，让这氧气充足的空气在自己的四肢游走一

词、太极等等文化都得孜孜以求的学习，并且这都不是一天两

味，在写实与装饰之间求平衡。也一直牢记老师的教诲，写生

生的真谛所在，即

圈，顺便也能将自己的坏情绪伴随着污浊的空气排出体外，轻

天就能补上的，得需要长期的学习和熏染，慢慢的浸透自己的

是创作素材的积累，是对创作的巨大推力，在师造化上要下足

触景生情——寓情

轻的闭上眼睛，缓缓的感受着这淳朴的气息，天空轻柔的呼吸

骨髓，在创作作品时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来，深厚、有内涵、有

工夫，捕捉瞬间的生动感受，并将这种感受保持到创作之中。

于景——情景交融

在自己的肌肤外慢慢的流淌着，仿佛是大地母亲温柔的抚摸，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曾经于不经意间，蹉跎了太多的美好时光，愿在以后的

三位一体的写生过

经过这短短6天的学习，我们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知识，还

时间，寻寻觅觅，上下求索，能在理想的艺术道路上远行。希

程。要求画家在意

清晨5点，我们在布谷鸟的叫声中渐渐苏醒，倾听着来自

收获了四十多名同学之间深厚的友谊，很开心也很快乐。真

望我笔下的精灵含有玉的温润，秉持安静之气而又不乏妩媚之

与形高度统一的情

大自然的闹钟，推窗展望，远山如黛，亦幻亦真，布谷鸟的呼

希望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画院能再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来学

态，加上自己对色彩的感悟，使传统工笔画的色彩中有现代气

况下，以气（意）

唤声声环绕在我们的身边，置身于大自然中，好一派天人合一

习！再一次感谢领导，感谢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感谢写生基地

息。理解了古人“学然后知不足”的感慨，以后重新从掌握和学

为主，先创立意

的迷人的风景啊！山里的清晨远比城市中来的要凉爽的多，清

丰富的伙食和良好的住宿环境。

习基础创作技法起步，夯实基础，稳步前进，相信勤能补拙，

境，然后表达意

也相信量变终会产生质变，在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绘画风

境，也就是情动于

格。

先，造意于先，写

热切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晨漫步在沂南红色影视基地，就像穿越一样，回到了民国，回

怀着一颗激动的感恩的心，我们回到了家。回想这几天

到了抗战，只不过杳无人烟，只有我们几个匆匆的过客，缓缓

的学习，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学习期间，老师还带领

的走在这静谧的时刻，欣赏着这斑驳、厚重、淳朴的村落，风

我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我

化的墙上的贴纸广告，斑驳的墙面、古旧的炮楼、院落里沾染

们身上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

创作随想

四

了灰尘的碗，无不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时间的痕迹……

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

魏舒梅

古人用三远

这短短6天的学习，时间安排的特别紧，虽然只有6天时

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

创作来源于鲜活的生活，没有生活的触动就不可能引发创

法表现画面的空

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

作动机和灵感，因此，一个搞艺术的人一定是一个对生活“敏

间，以大观小，

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

感”的人，他（她）的眼睛会捕捉到常人甚至无动于衷的场景

不固定于一点，灵

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或细节，继而在内心里不自觉地转化成艺术形象。2016年，我

活运用散点透视，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所以我们作为年轻

参加了“山东省美术创作人才研修班”回来后，结合写生感悟谈

仰观俯察，动静结

的绘画工作者，就应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成为时代风

谈我几幅创作的随想。

合，为画面经营布

意在后。

气的先觉者、践行者、倡导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

我画《艺之梦》是感于每年参加艺考的学生的那种状态，

局的驰骋迂回，跌

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

青春美丽的孩子为着自己的梦想而跃跃一试，虽然这一试并不

宕起伏提供了无限

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

见得能圆梦，但在年轻的面庞上写满了憧憬，不由人不感动，

的可能性。顾恺之

量，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也是感怀我们每一个人的艺之梦！画《夏至》是夏日午后的一

提出“临见妙裁”是

点小心情的抒发，也是用这个题目感怀时间的飞逝，氤氲的夏

指导山水画写生的

2016山东省美术创作人才研修学习感想

日很快就会溜走！画《趣》是在厦门鼓浪屿看到的可爱的一

指导思想和出发

王英

幕，两个美丽的女孩在沙滩边的露天咖啡馆喝着咖啡还耳语

点。一切从画面的

着，姑娘的那点小资情调顿时感染了我，人生多需要这样一个

需要出发，求势、

惬意的时刻！

写势是章法布局的

这个夏天，很荣幸的参加了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画院
承办的2016山东省文化创作研修班，短短的6天时间，耳闻目
染和老师们的口传手教，内心感触之深仿佛可以抵得上以前所

但是，创作并不是只有“敏感”这么简单!要把内心形象转化

总要求，有气势就

为可视形象，这个过程是受制于个人的审美取向和感觉的，我

有灵气，有灵气就

此次写生培训是由10多位专家和老师组成的团队，来自全

现在喜欢用更平面的、更装饰化的手法来处理画面和人物，营

有生命。中国画只

省各地的40多名同学，汇聚在沂南马牧池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培

造一种轻松娴雅的调子，这是内心追求，但是画面还做得远远

有在气韵的统摄作

训写生。 我们怀着崇敬之情、虔笃之心，认真聆听了老师们

不够，待于继续努力探索。

用下以气为主，求

有的学习历程。
纪明亮 老屋

的授课和写生创作指导。容量巨大的第一堂课是孔维克院长的

变化，求和谐，

生活速写与艺术创作的讲座，他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坚持长

求整体感，而取

期画生活速写，着实令人汗颜与折服，那些来自生活的鲜活感

写生感悟

觉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艺术修养，他对画面的形式构成、笔

张伟

舍必然为第一要

张书鸾 花卉写生

张国栋 梦幻家园

义并贯穿写生活动的始终。潘天寿说“舍取，必须合于理法，

墨的审美嬗变、线条的表现技巧等方面有着精心的研究和多方

2016年6月3日至9日我参加了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山东画院

故曰：舍取不由人也。舍取，必须出于画人之艺心，故曰：舍

面的探索，其作品诠释着多方面的、深层次的思考，第一堂课

写生基地举行的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在导师

取可由人。懂得此意，然后可以谈写生，谈布置。”这说明写

就让同学们在沉思、回味和应接不暇中度过。

们的教育指导下，使我在理论认识、创作方法和写生能力上都

生不是照猫画虎、亦步亦趋，是经营的结果，是判断、择取、

有了较大提高，受益匪浅。

增删的结果。在不断的取舍中追求势的虚实相生、有无相生、

接下来，我们花鸟班开始了韩玮教授的花鸟画的创作与构
图，韩玮教授有着深厚的艺术理论功底和文化修养的积淀，对

一

章法布局和画理、画法有着深入的研究，边示范边讲解，帮助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指导中国画创作的金科玉律。它

“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不过两三枝”。在写生过程中还要

我们理解、学习；赵英水教授从外貌和言语上有着特别的亲和

的本质就是在以画家为主体的前提下，画面艺术形象贵在创造

力避均匀分布，要有重点和重心。画面平弱乏味的原因就是没

浓淡相济相生才能形成画面的峥嵘气象。

力，在轻松快乐的言谈中就学到了很多知识，他毫无保留的把

有主次和宾主关系。画面虽不能计较小处，也不能放过关键

自己在创作中的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可谓“暖师”；中国艺术

处，关键处不等于小处。

研究院著名评论家王墉教授和郑工教授分别讲述《传统中国画

五

及其现代发展》和《中国画笔墨三论》，给我们在艺术理论方

一幅成功的写生作品一定是画面的形式美和笔墨的程式

间，但是我们学习的知识量却远远超出了6天的负荷，我们就

面的欠缺狠狠得补了一课，起到了很好的疏导作用；青岛画院

化美感的高度统一。形式美是形状结构和色彩对审美主体在

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的吸收着知识，老师也非常的负责，有耐

曾先国院长不辞辛劳，利用晚上时间给我们讲解了他写生创作

视觉上的感受和感染力，是外化了的一种视觉体验。包括：

心，有涵养，无怨无悔的向我们撒播着知识的种子。孔维克院

的心得体会，很受益。由于分班，只能旁听了时振华先生的精

奇正、巧拙、均衡、节奏、攒三聚五、不齐之齐、不似之

长、曾先国老师先后给我们讲座。同学们也非常刻苦，每天早

彩授课，还有多名慕名已久的老师的课没有听到，就借了同学

似、对立统一等等画面构成。笔墨的程式化是中国画在长期

上五点多就出门画写生，白天认真上课，晚上还在教室里用

的笔记和录制的视频认真学习，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听到每一

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固有模式，即笔墨之道。包括笔墨的繁

功，在周围同学的影响下，自己都不好意思不用功，同学之间

位老师的课，分享他们绘画的心路历程。

简、快慢、顺逆、浓淡、枯润、动静、有无等等对立统一的

鞠仁波 常山村头

相互促进，互相学习，互相提高，大家都感觉收获很大。

我们通过学习明确了创作的方向和服务的方向。认识到艺

规律性的绘画要素。其实自然界的事物本无以上诸种变化，

第一天下午梁文博老师给我们讲了绘画的创作规律，真

术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而笔墨是中国画状物抒情的主要手段，是画面气韵构成的唯

是让我受益匪浅，仿佛有一双手一下子帮我拨开了面前的层层

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创作出更多更好得艺术精品。由此想到，

一载体，笔踪过去，墨彩随之，笔有快慢、顿挫、转折、偏

迷雾，使得绘画真理渐渐的显现在我的面前，越来越清晰，而

自己作为一名基层美术工作者，更要结合实际情况，除了创作

正，墨有枯润、浓淡积聚渗化之变，从而虚因实而生，实因

通往前进的路也是，原本有很多块绊脚石，却被老师一点一点

好作品，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免费开放培训的实际工作中，

虚而妙，在相生相济中幻化无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画

的清扫干净，使我走的越来越畅快，越来越轻松。梁老师讲完

更好地普及群众文化。

的笔墨即形式，中国画的形式也即是笔墨，两者在认知上的

后，我始终平复不了内心的激动，于是晚上又和宿舍同学讨论

总结这次学习的特色所在，不只是对每一位老师的创作

到深夜，又迸发出很多新想法，新问题，在第二天的学习当

技能和写生创作技法的了解，也是在指导和辅导过程中倾听

中，又向梁老师请教，瞬间就解决了自己的难题。感觉同学们

他们的心得和体会，把他们在整个美术创作过程中所积累下

在一起互相交流探讨，促进了自己的思考，加速了大脑的运

来的点点滴滴的智慧，通过他们的教学实践和我们做了一个

转，受益颇多。

现场互动式的教学，可以说是思想与精神的交流，让我们得

红色坐标 经纬丹青

第二天下午及以后的几天里，王磐德老师又给我们做了写

到了心灵上的、思想上的、特别是创作理念上的顿悟、启发

寿林浩

意人物的写生示范，因为自己平时主要还是画工笔人物，写意

和质的变化，仿佛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画，揭开了之前的冲

在党的95岁生日即将来临的季夏六月，由山东省文化厅主

画的不多，所以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大胆实践，通过看老师的

冲迷障，推开了一扇心中尘封已久的大门，对我们来说这是

办的“2016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44名学员聚会在

示范和讲解，感觉一张作业一个台阶，进步很大，比平时自己

一个转折点，可以引导我们走上国画创作的正道坦途，有正

临沂市沂南县山东画院创作基地——马牧池乡沂蒙红色影视基

在家里画要有感觉的多。所以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山东省文化

本清源的作用，有此经历，或可基本判明今后方向，不为纷

地，沂蒙山区虽为我所陌见，但却于红色精神中給了我许多亲

厅，感谢山东画院能给我们提供这样好的一次机会来学习，真

纭时流所迷惑。

切之感，故笔墨描绘吾土吾民更增添了许多鲜活及热切，艺术

完美结合是指导画家在写生和创作过程中达到知行统一主客

马伟 花语

体的统一的必由之路。

此次研修收获本已远超同学们预期的效果，感谢为我们

便有了根，并生发出使命与责任。“道法自然”，让我在写生中

第三天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镛和郑工教授来给我们

提供了学习、进步和提高的平台，感谢所有为这个班做出努力

增添了诸多学习的良机，惟有自然才是画者应拜见的良师，更

上理论课，收获很大。一个画家要想达到一定的高度必须要有

的领导、专家和老师们。虽然那座叫艺术的圣山还在远不可及

有这方热土最终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所表现出的，将是灵魂

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素养，技术经过时间的考验都能慢慢解

的前方，我们也只是在路上看风景，但我们会努力奔着目标前

之山水。红色沂蒙，导引了我心灵的走向；沂蒙精神，洗涤了

决，但是修养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积淀，就像“习近平

行。

我的灵魂。

的收获很大。

总书记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讲的：“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

写生培训花絮 创作感悟
马伟

富于变化，村庄的布局紧凑而复杂。多变的环境既为写生教

性的再现。在形神两个方面，对有无生命的物象都是一样的，

学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为写生教学和写生示范带来了

一直相信那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直固执的喜欢地

为求其神，对其形必会有所加强和减弱但同时也要有限度,即

新的挑战。“胸中有气象，下笔如有神”。现场的写生示范精

道的中国画的语言和意境；更一直为中国画曼妙的线条艺术所

“超乎象外，得其环中”。形可以寓神，神可以活形，无形何处

彩纷呈，顷刻间将复杂的写生对象呈现于笔端。时振华老师

折服，看似不经意的笔笔画画，万般风情尽在其中。

安神？无神也难全其形，两者是辩证统一。

边示范边讲解，从对物象的观察，到对物象的取舍提炼，再

2016年6月，有幸在青山秀水、雾雨阑珊的沂南红色影视基

二

到如何运用笔墨把物象立于纸张之上。把每一个过程都娓娓

地参加山东省中国画创作人才培训班，与全省中国画创作人员

笪重光云：“景不嫌奇，必求境实”；“从来笔墨之探奇，

道来、详细讲解。学员们认真观摩、细心领会，时振华老师

一起学习请教学习与交流探讨；更有幸一睹全国书画名家孔维

必系山川之写照”。此论与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旨趣相同。

在授课时的认真示范使学员们个个学习投入、热情高涨。学

克、梁文博、曾先国、韩玮、赵英水、王磐德、贾荣志、董海

意在画面的表现对象，要有依据，不能杜撰，无中生有。这也

员们纷纷表示，在风景秀美的革命老区，感受沂蒙精神的同

全等老师风采并聆听他们的教诲与授课，何其有幸！

说明了中国山水画写生的重要性、必要性，乃至唯一性。它是

时，聆听感悟着时振华老师精彩纷呈的授课，对自身创作水

由临摹到创作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的转换点。

平的提高将大有裨益。

从基础技法到创作构图，从机械写生到主动取舍、到
刘扬 马牧池写生

沂蒙革命老区风光秀美、景色怡人，其地形地貌独特且

王义军 常山村写生

根据画面需要组织调动，从在黑暗中苦闷摸索到创作观念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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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在临沂举办
正生等领导出席开班典

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开班典礼现场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在开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在开班典礼 山东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张东林
班典礼上讲话
上讲话
主持开班典礼
在党的95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
东画院承办的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在沂南马
牧池乡·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开班。这是山东省文化厅深入贯彻
落实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发现与培养
全省美术人才，推动山东中国画的创作与发展的具体举措。
2016年6月4日，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开班
典礼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举行。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山东画院副院长、书记张鹏举，山东画

艺术创作”的专题讲座。

礼。山东省文化厅艺术

研修班时间为一周。本期研修班以中国画为方向，包括了

处处长张东林主持开班

人物、山水、花鸟三个专业，人物授课教师为：孔维克、梁文

典礼。

博、王磐德；山水授课教师为：曾先国、时振华、朱佩之、贾

张桂林副厅长在

荣志；花鸟授课教师为：韩玮、赵英水、董海全。课程分专业

开班典礼上作了重要讲

实践和公共理论两个部分，实践包括技法讲评、采风写生、创

话，他指出，学员们应

作指导等。理论包括美术史、经典作品赏析、名家讲座，研修

充分抓住这次学习机

班还专门安排了“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课程。

会，倾听专家教授们的

革命战争年代，沂南是沂蒙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沂蒙精

教诲，学习他们的智

神的主要发源地和沂蒙红嫂精神的诞生地，被誉为“山东小延

慧，提高自己的水平，

安”。沂南马牧池乡沂蒙红色影视基地也是山东画院四个写生基

好好学习，努力创作，

地之一。这次，把首期全省美术创作人才研修班放在这里，除

为我省文艺事业发展做

了基于这里美丽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创作素材外，更因为这里

出自己的贡献。孔维克

深厚的人文积淀和闪光的沂蒙精神。这次的培训，不仅发现培

院长介绍了本次研修班

养中国画创作人才，丰富提高大家的创作技能，更从深层的创

举办的意义和背景，对

作思路和指导思想上予以梳理，引导大家感受红色文化，把美

各位领导、导师以及沂

丽乡村的风貌、沂蒙精神的内涵体会、搜集起来，为日后创作

蒙红色影视基地的支持

积累鲜活而丰富的营养、素材。

表示感谢，对学员的学

6月4日下午，梁文博教授、韩玮教授、青岛画院曾先国院

业提出要求和期望。刘

长分别为人物、花鸟、山水班授课。之后几天的课程里，山东

研修班结业典礼现场

正生部长在致辞时，对

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赵英水、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时振华

各位领导、专家、学员

等著名专家陆续前来授课。6月6日，特邀的著名理论家中国艺

间太紧张。大家抱着崇敬之心、求学之情，认真执着、虔诚

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

术研究院王鏞为大家做了题为《传统中国画及其现代发展》的

介绍了沂南县的历史及

讲座，著名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郑工为大家做了《中国书画

现状，表示将积极做好

笔墨三论》的讲座，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相关配合工作。张东林

沂蒙革命老区风光秀丽，多变的环境为写生教学提供了优

处长就学习期间的纪律

越的自然条件，老师们现场的写生示范精彩纷呈，顷刻间将复
杂的写生对象呈现于笔端。几位授课老师都是边示范边讲解，

等方面做了具体要求。
特邀为研修班授课的专家，山东艺术学院梁文博教授、朱

从对物象的观察，到对物象的取舍提炼，再到如何运用笔墨把

佩之教授，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玮教授，山东

物象立于纸张之上。把每一个过程都娓娓道来、详细讲解。学

画院创作部主任王磐德、研究部主任杨晓刚、油画水彩画创作

员们认真观摩、细心领会，个个认真投入、热情高涨。学员们

室主任董海全、培训中心主任贾荣志、新闻中心副主任樊磊，

纷纷表示，在风景秀美的革命老区，感受沂蒙精神的同时，聆

以及沂蒙红色影视基地负责人、相关工作人员和学员近六十人

听感悟着专家老师们精彩纷呈的授课，对自身创作水平的提高

参加了开班典礼。

一定大有裨益。

院副院长、艺委会秘书长姜宏伟，沂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

出席开班典礼的领导

开班典礼后，孔维克院长为学员们做了题为“谈生活速写与

短暂的六天学习研修，学员们都感觉意犹未尽，感觉时

笃学，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几乎每天清晨五点，大家踏着
山村的晨辉，合着悦耳的鸟鸣，就开始了一天的写生。大家
乐此不疲，在导师们的带领下，学员们以造化为师，写就山
村万象。错落有致的老石屋，古朴参差的老树木，石碾、古
井、老树、小溪、木船、寨门……无不成为大家的写生的对
象。淳朴善良的村民扛着锄头、赶着牧牛，推着独轮车，憨
厚的笑容荡漾在黝黑健康的面庞上。辛勤耕作，用劳动和汗
水收获着梦想和希望。学员们也如这里的百姓人家，每天或
进村写生，或在画室写生农民模特。晚上，老师们孜孜不倦
的为大家点评作业，点评完了，大家还不过瘾，往往修改调
整到深夜。大家都说这一个周的学习生活，充实、充盈、充
足。
6月9日，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结业典礼在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举行，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山东省文化厅

王镛在讲座现场

郑工在讲座现场

梁文博为人物班学员授课

曾先国为山水班学员做写生范画

赵英水、董海全为花鸟班学员点评作品

韩玮为花鸟班学员做范画

时振华为山水班学员上课

王磐德为人物班学员讲课

贾荣志为山水班学员示范写生

人物班写生现场
艺术处处长张东林，山东画院副院长、艺委会秘书长姜宏伟，
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赵英水，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时
振华，山东画院办公室主任魏书波、创作部主任王磐德、油画
水彩创作室主任董海全、山水画创作室主任贾荣志以及相关工
作人员和学员五十余人参加结业典礼。结业典礼由山东画院副
院长、书记张鹏举主持。
典礼上孔维克院长对大家顺利完成学业表示祝贺并对
大家以后的艺术创作寄予希望。张东林处长致辞表示对全
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对
以后继续办好研修班提出要求。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山
东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张东林，山东画院副院长、书记张
鹏举，山东画院副院长、艺委会秘书长姜宏伟为学员们颁
发结业证书。
2016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在沂蒙红色影
视写生基地圆满结束。学员们纷纷表示，非常珍惜这次宝贵
的学习机会，非常感谢全体老师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大
家授课。研修班的举办不仅达到发现与培养全省美术人才，
推动山东中国画的创作与发展的目的，同时加强了各地市的
美术人才的交流，也进一步提高了山东画院培训功能的业务

出席研修班开学典礼的全体人员合影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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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导师作品选

吴疆 山乡雨润
梁文博 童话秋天

对面的对话，通过水墨语言去诉说我对马牧池的深切情感。2016
年6月3号我来到了临沂马牧池这个让我期待而又充满兴奋的的胜
境。感谢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画院的各位尊敬老师的帮助和教
诲，特别是人物班的主讲导师王磐德主任对我们人物画的全程细
心辅导和写生示范,使我们人物班学生收益颇丰。
说实话， 从我刚踏上临沂马牧池的第一脚时， 我就深深爱
上了它， 被它那种云雾缭绕的美景所折服，来到第一天的晚上
我想象着一个人“流浪”在这古老村落中, “流浪”在那深邃而有充满
乡土气息的土壤中，想象着 自己与马牧池融为一体的感觉，是

从写生中创造

画“味道”。齐鲁师范学院赵英水老师根据示范作品传授笔墨的使

心底里激发着创作的灵感。更有战争年代沂蒙红嫂们无私善良的

刘海

用技巧，我得到的体会是：长锋勾，落笔成型；下笔实，收笔要

胸怀，让我时时沐浴到人性的光辉。

6月4日，我参加了由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画院承办的全省美

松；勾枝干，墨尽再取；留白处，枝干苍劲。曾先国老师分解写

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培训班没在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

生步骤为大家讲解构图与笔墨语言的重要性，我得到的体会是：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四面环山的常山庄村，群山相连，是沂蒙红

画好中国画多临宋元为基础，量的积累方可达到质的飞越。中国

寂寂野山坳，芸芸众人前。

色影视基地，也是山东画院四个写生创作基地之一。

艺术研究院郑工教授谈论《中国书画笔墨三论》，我得到的体会

枯荣春秋岁，沧桑一瞬间。

从写生进入创作，这是当代花鸟画创作的重要特点。通过

是：画好中国画，必须要明确的三个要素：笔墨、笔性、笔画。

昔日淳心暖，今朝俚歌闲。

深入生活，观察、体验、联想，通过手写心记的写生方法去创作

纵观历史，这三点都是缺一不可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王镛教授谈

晓看云深处，万丈艳阳天。

花鸟画，作品会呈现出鲜活生机。最重要的是用现代人的审美情

论《传统中国画及其现代发展》，我的体会是：在绘画方面：要

趣去发现、捕捉自然界中所蕴藏着的美，发现深邃的意境、美好

体会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在尊重自然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人

的形象和艺术形式。中国画写生是为了更好的写意，写生避免了

和自然界内在的本性，在写意方面：必须先打好工笔基础，再谈

截断艺术活源之虞。让我们新时代花鸟画家在生活中不断培养感

写意。他通过对历代中国画的研究，总结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抒

悟能力、捕捉能力和创作能力，使花鸟画这一古老的艺术更加鲜

发情感，营造意境；强化个性，简化形式。艺术的新旧不重要，

活。

关键在于好坏。
学习结束后我创作几幅以沂南农村田园为主题的作品，其

总而言之，2016首届（中国画）美术创作人才研修班的举办

中《雨歇觅食忙》表现的就是沂蒙山区田园场景，房前屋后的扁

在沂蒙红色影视写生基地圆满成功。非常感谢山东省文化厅、山

豆、篱笆、鸡鸭、牛羊、杂花野草等等，处处能构图出一幅幅田

东画院的所有领导，给我们提供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感谢全体

园画面。我从众多的素材中选择了扁豆篱笆架和公鸡作为构图画

老师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们授课。参加此次研修班不仅与

面的元素，表现雨后的田园清新、充满生机的景象。运用浓淡干

各地市的老师们在工作中进行了交流，也在个人艺术水平上也得

湿枯的水墨和水彩透明的色彩表现画面，创造有真情实感画面，

到了提高。整理思绪，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在研修班结束的那天早晨，我站在村头的桥边，看连绵的远
山，看初起的朝霞，吟诗一首，以作纪念。

创作出别人没有发现的美。《迎风傲骨展英姿》主要是表现鸡冠

万丈艳阳天
——2016年全省美术创作研修班培训感言

王磐德 试新车

张书鸾
2016年6月7日上午，阳光明媚，清风习习，沂蒙红色写生基
赵英水 秋来满架红

曾先国 马牧池写生

孔维克 马牧池写生——村头休息的老汉陈建新

地花鸟研修班的教室里，赵英水老师正在示范紫藤的画法，只见

郑平 山水写生

赵老师从容淡定、随意谦和，一旦濡墨挥毫，洁白的宣纸上立现
虬枝盘曲、墨彩淋漓。学员们环绕四周，或屏息惊叹，或拍照记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张永庆

录，无不聚精会神，心追手摹，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出生于七十年代末的我，自幼酷爱绘画，直到进入天津美术

“花鸟画要开拓传统，表现时代性。”
“勾筋不要急，一根线折射出一个人的性格修养。”

学院，幸得霍春阳、贾广健、何家英、李孝萱、刘泉义等名师的

“要临一些名家优秀作品，体会其形、其色、其神。”

引领与指导，才算真正接触和了解了中国画，并钟情与花鸟画的

……

学习与创作，十几年来笔耕不辍。2016年6月，我参加了“全省美

赵英水老师结合自己多年实践，边画便讲。不知不觉，一上

术创作人才研修班”，结合以前的创作感悟，谈几点心得。

午的光阴就浓缩在气势奔放、虚实相间的画面里了。
我很庆幸，在我从事写意花鸟创作正值瓶颈之际，参加了省

凡但生活气息不足，会导致画面呆板、教条，只有带着真心深入

文化厅举办的2016年全省美术人才创作研修班，听到了名家教授

生活，观察生活、搜集素材，锻炼造型，才能表现花鸟鱼虫的灵

的精彩点评，看到了国画大家的现场创作。

性，以求“物真为本，情境两得”。

我很感恩，在短短几天的学习生活中，深深领会到了老师们

二、法古是创作的源头。自两汉六朝出现独立形态的花鸟

精湛的丹青技艺，严谨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高尚人品，还有

绘画作品以来，花鸟画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法古

各地学员们勤奋学习的成果，开朗真诚的友谊。

可追溯创作的源头。受老师的影响，我熟读中国绘画史，崇尚五

我还要感恩，沂南马牧池乡影视红色基地的支持和宾馆工作

田风利 龙池沟写生

杨晓刚 沂蒙老汉

时振华 常山村写生

董海全 马牧池李家大院

那么的闲适、淡雅而又充满着古色古香的的味道。蓦然回首，那
山却在灯火阑珊处。
来临沂马牧池一周的时间里我的内心始终没有平静过，心
里面充满了感恩之心,感恩老师和同学们的教导和帮助。当我看
到马牧池劳动人民这么朴实勤劳作风时又让我深深感觉现在美
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这次马牧池之行，是我人生中一段精彩的
插曲。即使是这么的短暂，但这永远让我难忘，和老师、同学
们相处的 日子里，让我亲切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亲切沟通的可
贵。
马牧池，你让我牵挂，让我眷恋，让我期待，像朋友一
样。 我会用我的内心的最深处把你记忆，记忆与老师和同

张伟 千岩秋气高
花的内在的精神，用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去发现、捕捉自然界中所

代黄筌的富贵之气，缘自他与当代和平盛世之风吻合；徐熙的没
骨画法更让我受益匪浅，宋元“四君子”的士气为我的绘画创作平

人员细心周到的服务。
张永庆 竹石图

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学院派画家最常犯的错误是技法不

在6月4日上午，孔维克老师开班第一天的讲课中，我加深了
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母体的认识，在多元并存的当代画坛，时代

添清气，明清诗书画印融为一体，更彰显花鸟画的东方情调。
三、关注时代，以画言志。“一花一世界”，绘画作品不应仅
是照搬写生稿，更应寄寓作者的独特感触。饱满的石榴、盛开的

精神是艺术的至高内涵。

蕴藏着的美，发现深邃的意境、美好的形象和艺术形式。用雕塑

在韩玮老师滔滔不绝、字字珠玑的授课中，我进一步了解了

牡丹、烂漫的紫藤，尽显盛世的繁荣与富贵；初开的清荷，傲骨

样的构图，把鸡冠花的花头、枝干、叶子浑然一体，通过点、

中国画妙超自然的表象方式，以线为骨，由虚落实、以虚检查实

的松竹，疏落的白雪，又给浮躁的尘世注入清气，用内心的从容

线、面的笔墨穿插，淋漓尽致的表现鸡冠花的精神面貌。

处的具体创作手法。

和淡定，让心灵回归清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守侯我们的终

短短6天的沂南短期培训，让我重拾心中那份美好，满怀热
情地把美丽乡村的风貌、沂蒙精神的内涵搜集起来，慢慢深入体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王镛、郑工两位教授整整一天的讲座中，

极精神家园。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花鸟画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

我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会它精神的内涵和生活本质。也为日后自己的艺术创作多积累鲜

在马牧池乡常山村里，我体验到久违的田园诗意：淳厚的乡

活而丰富的营养生活素材，不断提高我个人艺术水平和创作能

民，苍劲的槐树，简朴的院落，古旧的石碾，潺潺的小溪……从

法，“意在笔先，画尽意在”更显中国画“融化物我，创制意境”的
妙处。

力，努力争取推出更多高层次的创作精品，为山东美术创作事业
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让自己艺术创作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
累。

学一起学习的时光，记忆那些曾被我们拥抱过的树木花草，

2016山东省首届美术创作人才研修班学习体会

记忆那些布满沧桑皱纹的沂蒙老人，他们是那么的和蔼可

宋嘉伦

亲。

在“2016山东省首届美术创作人才研修班”中，山水班的学员
人数占整个研修班的比重最大，共18人。有幸请到曾先国、时振

樊磊 紫藤写生

贾荣志 沂南写生

华、朱佩之、贾荣志老师为我们授课，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老
师们不辞辛苦、兢兢业业为我们讲解和师范，并传授和总结多年
的艺术经验。以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受益匪浅。
参加此次研修班我收获良多。为我在今后的艺术发展中指
明了道路，明确了学习目标。虽然自己接触中国画时间不长，但
通过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自己

韩玮 常随赏秋时

的体会。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老师从五个方面讲述了《谈生活速
写与艺术创作》，我得到的体会是：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只

2016年全省美术创作人才（中国画）研修班学员作品及创作感悟（选登）

要细心发现和捕捉生活片段，收集艺术素材，就可以创作出优秀

寿林浩 临沂马牧池写生
有人说，记忆是和情感连系在一起的，记忆在我心中，而情

红色沂蒙情·壮美墨韵风

到从前的时光。一缕缕炊烟冉冉漂浮在远山山腰，如画境般美

获温暖着略有凉意的清晨，师生们乐此不疲地以造化为师，写就

及省内的知名专家给上了精彩的中国画理论课，理论水平高且易

—2016山东省美术创作研修学习心得

妙，一片片的果园硕果累累摇曳在清凉的晚风中。村口三三两两

山村万象。晚上老师们认真点评作业，指出了很多需要补课的地

懂，让我在画理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如醍醐灌顶。白天，专业

王天

的老人们悠闲的说笑着一天的喜悦和收获，慈祥、安详、吉祥。

方。同时还邀请中国国艺术研究院著名美术评论家郑工教授、王

老师带领大家去影视基地写生，边做范画边讲解，让我清晰明了

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画院承办的2016山东省美术创作人

石碾、古井、老树，小溪、木船、寨门，淳朴善良的村民扛着锄

镛教授讲述中国画笔墨三论以及中国画鉴赏知识。山东画院院长

的知道如何处理画面关系，领略了导师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风

才研修班（中国画）于2016年6月2号至6月9号在临沂市沂南县马

头，赶着牧牛，推着独轮车，憨厚的笑容荡漾在健康的肤色里，

孔维克先生则做了生活速写与艺术创作的讲座。

范。学生和老师清晨迎着曙光在山林中寻景写生，傍晚踏着夕阳

牧池乡常山村成功举办。这里是红色教育基地、红色影视基地、

他们每天都收获着梦想与希望。常山村每一处都有画面感，每个

全国部分艺术院校的写生基地，也是山东画院的写生基地。错落

角度都能让我们有蠢蠢欲动的绘画冲动。

全体师生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

收获而归，有说有笑，好不快乐，成了基地里的一道风景。晚上

要讲话，系统学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

点评习作，七八米的桌面摆满了作品，导师给每人找毛病提意

有致的老石屋、古朴参差。蜿蜒的石头路被一双双勤劳的大脚打

来自全省各地的44名学员被分成三个班：人物班、山水班、

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见，直中要害，使我更加认识到基础的欠缺，练习的不足，有了

磨的光滑明亮，傍晚的余晖映射着高高低低的影视城，仿佛穿越

花鸟班。我们都带着崇敬之心、求学之情、认真执着、虔诚笃

和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等篇章，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了

继续努力的动力。

学、起早贪黑、争分夺秒地完成这短暂而充实的培训课程。

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明确了创作导向

人物班邀请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梁文博先生诠释中西绘画之

感谢山东画院组织的这次培训活动，感谢辛勤辅导的每一位

主讲老师山东画院创作部主任王磐德老师在忙于诸多行政事务

老师！我们44位学员会要在今后的创作中更加贴近文脉，走近生

的同时也没有耽误教学任务，给我们找寻最有特点的人物模

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然界给予的启示来运用笔墨。在写生方面：不拘谨于局部，而重
在画面整体的把控。总的来说，中国画不是画像、画准，而是

王天 沂蒙写生

王英 野趣

张雅君 沂蒙妇女

省文化厅、山东画院组织的此次培训既是学习又提供给大
彩的讲解、画院老师的全力保障，珍惜同学之间的友谊，时间虽
短，不虚此行。
再回首，那山、那水、那人，革命老区的一草一木、一山一
水，憨厚的老汉、学识渊博的导师、可爱善良的同学，都深深地

特，安排道具，摆模特动作，布置写生现场，并且现场示范，
亲历亲为，王老师用一只看起来有点秃的兼毫毛笔，以精准的

那山、那水、那人

造型、老辣的笔墨、控制有度、挥洒自如的虚实关系和画面的

——参加省美术培训研修班学习有感

节奏感，给我们展示了一场笔墨的舞蹈。使得我们每位同学都

纪明亮
2016年6月我有幸在沂南县参加省美术研修班培训，收获良

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提高。“写意精神”在王老师的画面中表达

石志远 沂蒙写生

记得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用，我得到的体会是：中国画不单纯传形，而注重传神，根据自

家交流认识的契机，每个人都各有特点，取长补短。感谢导师精

和灵魂。

异同，论证画面构图与绘画元素关系，介绍写生、创作经验。

的淋漓尽致！

感亦在我心中。马牧池写生基地我尊敬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会永远

的美术作品。时振华老师针对写生作品为我们剖析笔墨的合理应

多。

在我脑海中。我会牢记教诲，珍惜时间，不断努力。

难舍师生情 难忘马牧池           
刘峰
风景秀丽的沂南马牧池,那山、那人、朴实厚道，没有喧闹

山水班主讲老师青岛画院院长曾先国先生、山东画院山水画

沂南县马牧池乡写生基地处在红嫂故里、沂蒙红色老区，

与名利，只有宁静之中那份真诚与自然。马牧池不仅是一座原汁

创作室主任贾荣志老师、花鸟班主讲老师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韩玮

天蓝气清、溪流潺潺、山川秀美、人民热情、民风淳朴。古朴的

原味的老村庄,更是大自然赋予的一种坚韧故土.马牧池时刻都在

认真授课。早上5点就有老师和同学踏着晨辉，或水边或石旁、

老石屋、斑驳的石板路、幽深的石巷、门前的石磨、路边的老槐

迸发着抗战时期的阵阵烟火。手中的画笔不仅要描绘她的千姿百

或村头或街尾，随高就低席地而坐、线条和笔墨交织成画面的收

树皆可入画，都烙上了鲜明的沂蒙特色。为期六天的培训，北京

态，更要去诉说她的顽强生命力。写生的过程是我与马牧池面

魏广 沂蒙妇女

毕研强 沂蒙老人

刘峰 沂蒙老人

刘海 石榴图

师丽华 初晨

王连娟 农耕余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