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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简历

郭公达 !

!"#!

年生于

安徽省萧县 !

!"$%

年毕

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

画系!同年任教于安徽艺

术学院"现为安徽大学艺

术学院 #!

!"&'

年被评为

教授 "一级美术师 $% 现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名誉

主席&安徽省政协书画社

常务副社长 % 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 曾先后在

合肥 &南京 &上海 &厦门 &

深圳&北京等地举办个展

和联展 % 作品多次参加

全国美展!多幅作品被送

选日本& 美国 & 德国 &意

大利等国展出!并被有关

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 %

中南海& 毛主席纪念堂 &

全国政协礼堂都收藏和

陈列了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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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题字 郭公达

解读著名画家郭公达的艺术密码

#$%&'()*+,-

记者以前对郭公达

并不熟知% 偶尔得到了

他新出的画册! 便深深

被吸引了% 那一幅幅水

墨山水! 仿佛把记者带

入了一个个梦中之境!想

看 &想游 &想居 !反复研

读!回味无穷% 这是山水

的魅力! 更是笔墨的魅

力%采访这位老艺术家的

冲动愈来愈强烈%打听到

先生目前就住在京北一

个风光旖旎的山村 !记

者便欣然驱车前往%

关键词!足迹

门神为师!郭公达说爱好是艺术

的种子! 很小时候"他就喜欢上了画

画! 那时没有美术老师"他就以门上

贴的门神为范本"画关公#秦琼#尉迟

恭$$小学三年级时
!

他的作品%发

表&在教室的墙报上! 老师表扬他有

美术天赋
!

使他受到很大的鼓励!

上初中时学校设了美术课"老师

萧士风是齐白石的弟子"郭公达天天

盼着星期六下午"上他最喜欢的美术

课!当时买不起宣纸
!

萧老师就教他用

铅笔素描水果
!

蔬菜以及瓶子等静物!

"#$%

年郭公达考上了徐州师范

学院艺体班"遇到两位优秀的老师"

教山水的李雪鸿先生和教花卉的王

明泉先生!虽然当时刚刚解放"学生

们经常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

但勤奋

的郭公达还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

为

绘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师范毕业后
!

郭公达留在徐州工

作!但被分配到电影队
!

主管宣传及财

务! 后几经周折
!

他终于调到文化馆!

泛墨斋主! 文化馆为画家提供

充足的材料和时间
!

使郭公达如鱼

得水
!

而馆里丰富的图书资料让他

能够随时补充理论营养 !

"#&'

年

郭公达又考入了浙江美院"在潘天

寿#吴弗之#陆维钊#方增先等一批

名师的指导下
!

他得到了飞速进

步! 毕业后到安徽美术学院执教山

水# 人物
!

开始了他三十年的美术

园丁之旅!

当时条件艰苦
!

几个青年教师共

用一间办公室" 郭公达只能回家里

画! 居室狭陋"酷热难当
!

郭公达穿着

短裤挥毫泼墨
!

苦练技艺
!

常常弄的浑

身上下都是墨汁
!

因此被学生送雅

号%泛墨斋&"并一直沿用到至今!

情系黄山! 安徽人杰地灵"特别

是黄山给了郭公达丰富的艺术滋养!

他深深爱着黄山"并用画笔歌颂这里

神奇的山林云雾!每年他都要数次到

黄山写生"每次都有新的收获! 他创

作了大量以黄山为题材的山水画"其

中不少是其代表作!'黄山烟云(是抒

发他黄山情结的佳作"也是展示黄山

松涛#云涛#山涛的壮丽画卷!

郭公达钟情自然!不光是黄山和

徽州#江南"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

山山水水! 近年来"他五上新疆采风

写生" 甚至还登上了海拔
&())

多米

的边陲兵站!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既

能看到江南溪谷的秀逸清幽"也能看

到北国山水的雄浑壮阔!

关键词!贵人

郭公达是幸运的! 在艺术道路

上" 他遇到了多位良师益友的指导

教诲"加上自己勤奋和悟性"以至达

到今天的辉煌成就!

黄宾虹!在浙江美院学习时"教

室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黄宾虹的山水

册页!当时郭公达还有些看不懂"觉

得房子怎么画的歪歪扭扭! 后来随

着艺术水平的提高" 才逐渐领悟了

大师的高明和独到! 作为 %新安画

派&的巨擘"黄宾虹对安徽画家影响

是巨大的! 郭公达把%新安画派&的

笔墨技法# 黄宾虹的笔墨特点与自

己对自然的感悟熔铸在自己的作品

之中"做到了远观其势磅礴#近观其

质精微!

潘天寿!

"#&%

年"潘天寿先生出

任浙江美院院长" 学院和学生们都

迎来了重大转折!潘先生上任伊始就

把原来的彩美系改为国画系"并细分

成山水#花卉和人物三科! 郭公达正

值大学三年级"班上共有
")

位同学!

考虑到实用性"

#

个人选择学人物"

郭公达也不例外! 但他非常喜欢山

水" 因此上课和写生都非常认真"并

画了大量的山水画!

潘先生授课非常生动" 在教室

里现场作画为学生作示范" 让郭公

达受益匪浅! 特别是潘先生正直无

私的品格#宽广包容的胸怀"深深影

响了他的人生道路!

李碧霞! 她是郭公达相濡以沫五

十多年的发妻" 也是位知名花鸟画

家! 作为徐州师范的同班同学"李碧

霞也有着很高的绘画天赋! 当年她也

报考了浙江美院" 但因为有了孩子"

夫妻俩约定"谁考上谁上"同时被录

取丈夫上! 郭公达去了美院"李碧霞

独自撑起了家庭!

关键词!艺境

郭公达先生艺臻高境"记者不敢

贸然解读" 更愿意引用两位评论家的

文章和大家共享!

!永远的山林之恋

徐恩存先生认为"郭公达的山水

画便是用精炼#简洁的意象传达复杂

难言的%山林之恋&情感的"有着对人

生重构#对生命家园重构的立意!

在自然面前"在山林面前"画家

体验了生命的苍凉" 也传达着精神

的愉悦! 他的山水画很能说明这一

点)))水墨淋漓#气运生动#墨中见

笔#笔笔生机#苍润深厚#疏密得体#

简约有神!其功力深厚"所作山水章

法#笔墨明显地流露出对石涛#黄宾

虹诸大师的追慕! 他的作品既得黄

宾虹深厚苍郁之意蕴" 又自具轻灵

俊逸之特色*近处墨彩浑厚"远山轻

装淡抹"羁意水墨山水"笔墨融合自

然"整体浑然统一"江南文人的秀雅

清逸和北方燕赵的雄浑苍劲在作品

中合二为一" 形成了一种气息与韵

律弥漫在画面中!

与众不同的是"郭公达山水画最

初和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将 %山林之

恋&与%山水精神&置于自觉的%人文&

层面上"赋予其以文化内涵! 画家的

艺术风格# 笔墨方式乃至样式选择"

在审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达到了

较高的境界"在深层次上将人的精神

空间对象化!他所作的不是一般的景

观性山水"而是在感性与知性的双重

作用下"抒发审美的人文意义!

!走向经典的深处

马凯臻先生认为 "郭公达的艺

术成就表现在" 以个体的生命体验

为出发点" 向经典的传统笔墨的纵

深挺进"从而达到个体生命与经典

笔墨的水乳交融! 在郭公达的作品

中"笔墨与其说是用来对山水物象

的描摹"不如说是用来对生命的表

达! 而这种生命表达的冲动"绝不

仅仅是久经传统经典的浸润便可

获得的"它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文化

性格和文化自信的支撑"实际上艺

术家正是借助这种文化性格和文

化自信"主动地去激活处于冬眠状

态的传统经典的艺术生命"是以自

己的生命体温对传统经典的一次

次唤醒!

郭公达喜欢以恢弘的表述为名

山大川立传" 但一些小尺幅作品同

样让人留恋长思! 如
!"""

年创作的

'江雨图("在图式构成上"不避生硬

之嫌"将空间分为三大块"枯笔写出

的山石与团块结构的巨岩左右对

峙"相互比照"山石下方的水波"虽

然只是一抹淡痕" 却承担起勾连左

右山石" 温柔地化解其性格差异的

责任"从而使不同质感的物象之间"

既相对分割"又彼此关联"既相融相

洽"又充满张力"既相互比照"又毫

无对立之嫌!

要走向经典的深度" 除了视觉

感受" 还有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上才

可以体察到的一种气场! 郭公达的

作品显然在深入经典的过程中做到

了这一点! 如他的'春雨霏霏(#'巴

山访胜(#'黄山朝晖(等!

郭公达对经典的深入" 或者说

在追寻中国画文化本源的过程中"

始终坚守着在当代语境中推动传统

不断进化的文化态度" 并保持着任

何传统都有升华空间的文化自信!

所以" 郭公达的作品并不急于表达

自己的个性"在他看来"对传统笔墨

的寻根似乎比追求差异性更为重

要! 这点也显示了作为杰出艺术家

的深远的艺术眼光!

晨报记者 杨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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