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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中出生在四川德阳柏社

乡!一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他

从小喜欢画画! 父母是他的启蒙老

师$ 后来! 经推荐上了四川美院附

中$ 之后!从美院毕业!被新疆军区

相中挑走$

在新疆军区某部! 叶毓中先后

当过战士%干事%美术创作员$ 他认

认真真地当兵!出早操%拔正步%扛

炮弹!走的是正规军人的路子$用他

的话说!自己是专业画家!但不是职

业画家$

部队宣传典型!连环画最受欢

迎$ 他经常三四天就需赶一套连环

画稿!一熬一个通宵$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他调进部队创作室!八十年代

获评一级美术师! 乃全军创作员中

首批获此殊荣者之一$ 这期间他更

多次获奖!荣立三等功$

当时!战友编了一则故事!他为

之配画!取名&猎人'$画的是解放军

战士与民兵联手! 在边防前线抓了

一个披着熊皮的外国特务!在&连环

画报'发表后!引来三十多家出版部

门向他约稿!应接不暇!有评论文章

将其列为国内"连环画十家(之一$

他也画过版画%年画%水墨画等!但

主要还是画连环画$ 画了大量连环

画!练就过硬的基本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央美院

设立年画连环画系! 托人带口信到

新疆!希望叶毓中加盟$但叶毓中早

已视新疆为第二故乡! 习惯了这里

的山山水水!大漠风情!难以割舍$

之后!美院又托人带信!邀请他去代

课!再次被婉拒$ 美院很执著!认准

了叶毓中$半年后!年画连环画系负

责人到新疆招生! 亲自登门拜访叶

毓中!邀他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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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叶毓中经

批准到中央美院任兼职教授$ 虽然

在地方工作!但关系仍留在部队!直

到
%""&

年才正式脱离$

到了美院后! 叶毓中由兼职教

授%系副主任%主任!直到副院长!主

抓教学工作!赢得普遍赞誉$后又担

任&美术'杂志总编辑%社长!并曾任

职中国美协党组成员$

!唐风"乍起

'()*+,

叶毓中对唐朝有着特殊的感

情$ 早在
!"'&

年!他就创作过一批

)唐风(系列作品$当时!新疆出土了

一批唐朝文物! 有关方面请他画一

批反映唐朝生活的作品$ 他被盛世

唐朝的辉煌和强大深深感染! 笔端

流出的是自豪和骄傲! 他为这批作

品取名"唐风(!祝福祖国走向繁荣

富强$

!"($

年! 叶毓中出版了他的经

典连环画&李白与杜甫'$ 作品以借

古开今的线描造型和古典与现代融

合的审美风范! 在连环画坛掀起一

股"唐风(浪潮$

上世纪
"&

年代 ! 荣宝斋又以

&唐风'为名!出版了他的工笔重彩

作品集!更是震惊画坛$画家以其丰

富的想像力! 再现了一个理想化的

大唐盛世$ 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种

种礼仪及当时的社会时尚等! 洋洋

洒洒! 纷至沓来! 像是一部大唐史

诗!令人目不暇接$ 其非凡的悟性%

丰富的想像力% 极其独特的笔墨形

式% 画面语言以及对色彩的深入理

解和大胆尝试! 使内容美与形式美

走向完美统一! 在画坛掀起一股强

劲的"叶氏旋风($

&重彩***唐风'在韩国展出的

时候! 引起极大轰动$ 很多观众指

出!叶毓中的画有一种大国的气度!

有个记者还对他说+"你的画有大国

主义$ (他听了就很高兴!说自己就

要表现这个主题! 表现中国屹立在

世界民族之林的风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 中国

人近十年以来的生活是中国人近百

年来最好的$而叶毓中则认为!应该

是从明朝以后中国人算过得最舒服

的时期$大国逢盛世!他说不能没有

相应的作品反映$

叶毓中说!对历史题材的表现

完全是为了追求内心的自由 $ 而

&唐风'实际上现实意义是很大的!

画家希望我们的国家像唐朝一样

的辉煌$ 这类题材他当初还规划了

两个 +&汉魂 '和 &宋韵 '!目前都在

创作中$

再造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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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杜甫

草堂博物馆举办了"梦回唐朝(系列

文化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

叶毓中的"杜甫诗意画展(再次引起

轰动$这些作品中!不但是画家创作

风格的又一次突破! 更重要的是颠

覆了以往画家对老杜的诠释$

很多人研究杜甫!叶毓中说自

己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我认为

画杜甫的诗不只是一种解释!如果

仅仅把诗翻译成画! 没有意思!也

做不到$ 我们读诗的时候!每个阶

段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越读越新$

所以不要用画去解释诗! 诗是诗!

画画的时候以画为主$ 如果你理解

我的画 !再去读杜甫的诗 !就变成

诗是诗!画是画$ 很多画家把&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 '画得很惨 !风把人

的头发都吹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

细细读诗!就不是这样了$ 杜甫出

身 ,公务员 -世家 !他自己当过小

吏 !后来看不惯官场腐败 !辞官当

了诗人!卖诗为生$ 到了四川后!朋

友帮他修了草堂安身!他就致力于

写诗!诗就是他的生命$ 他对生命

的体会表现在诗上!所以一旦写出

一首好诗就高兴得很$ 所以说他的

茅屋被秋风吹走了以后!他想到的

是大家如果有好房子住!我就是冻

死了也愿意!所以他不是一种很悲

惨的情况 $ 他的境界高就高在这

里!总是想到老百姓$ #在叶毓中画

的&草堂诗篇传到今'中!我们看到

是乐观和希望$

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 恐怕只

有同样是诗人的画家叶毓中才能拥

有$ )识字!从唐诗起$ 说起来!我学

画比学诗晚!选定画为专业时!自然

就信,画是诗!诗是画-的箴言..

依着严谨的诗词格律! 把自己的所

感发掘出来!常会获得意外惊喜!这

惊喜不亚于画出一幅好画$ #

他的绘画创作得益于诗歌良

多$ &唐风'系列中!他大量引用唐人

诗句!以诗入画!构建意境$ &旧人

文'中!他则以诗意化的笔墨设置画

面!梅兰竹菊!各领风骚!春夏秋冬!

看朱成碧$

因为是诗人!任何清规戒律%人

为束缚!都与其精神品质格格不入$

因为是诗人! 他对画画的理解和实

践从来都是别出心裁!自成一家$

而他作诗时又具有画家的丰富

想像力!把诗变成画$他参观乐山大

佛! 看到的是艺术家的一件伟大作

品!即兴赋&七绝'一首+)一段江山

任我裁!人合天地两分开$凌云匠意

依心起!拍浪摩崖踏水来$ #

想画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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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写意皆精!人物%山水%花

鸟全能!书法也自成一家$叶毓中有

些不可思议$ 不少人想)窥探#他的

神奇密码!但他的答案却平淡无奇$

)画画要力求放松!想画就画 !

不要有太多框框! 把想像力画出来

就行了!把你的情感%爱好淋漓尽致

地释放出来就行了! 没有那么多深

奥的道理%过多的讲究$往画案前一

站!先就有个框框束缚着!想象的翅

膀怎么能扇起来/ 画家一定要驰骋

想象!画出梦想与人分享!越自然越

好%越放松越好$ 天然去雕饰$ 从没

见过!又妙不可言!这就是极致$ 大

自然的子民!大家都差不多$很多画

家都曾在农村生活过!上树捕鸟%下

河捉鱼$人和鸟和鱼是一样!都是大

自然的子民%大自然的造化$ 画鸟!

你想象我就是那鸟! 画树你想象我

就是那树!你就知该怎么画了!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了$ #

他说!无论你画了多少%画得多

好!最终都是身外之物!时间将冲淡

一切$ 对于画家!喜欢画!很过瘾!这

就够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与人分享!

回报社会%有益于读者$艺术表现力

取决于画家的心理状态! 做一个好

人比画画更重要$ 一个有作为的画

家!修身永远胜于修艺$ 线点面%黑

白灰$ 笔墨%构图永远是那些讲究!

却又有着无穷的变化%意趣$ 人格%

修养总是潜移默化地左右着画面效

果$ 简单的线条总是要带出作者的

精神气度!所以叫文人画!所以叫中

国画$

作为画家%诗人!他认为自己也

还正年轻!生逢其时!任重道远$ 感

觉也就
$&

岁的年龄!还有很多东西

要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瘾还没有

过够! 像喝茶似的! 刚喝出一点味

道$ 像爬山似的!刚爬到半山腰!内

心憧憬着! 最急切要看的那道风景

还在前头!还要继续爬下去$不为别

的!就是为着过瘾!为着儿时一直伴

随到今天的绘画梦$

又是秋天! 秋高气爽! 白云悠

悠!离职后的他站在太行山之巅!人

世沧桑!都在眼前$ 忽见几处野菊!

傲霜抖擞亮色!禁不住诗兴大发!朗

声吟道+

崖头高挂黄金甲! 露叶霜枝战

地花$

莫道归田插竹篱! 戎装依旧捧

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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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中!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的专家$ 美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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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美术学院兼职教

授 ! 后转业中央美术学

院!历任系副主任%主任%

副院长$

!

"

!

!
!

"

#

"

$

%

&

'

(

)

北京
!"

第 !"版

* + ",-.

/0+1 "234

5 + "6 7

8 9 ":;<

#$%&'() *+,-./)

!"#$%

金谷满园广告公司

曙 光 电 影 院
&

'

刊头题字 叶毓中

不老村麦饭石矿泉水

源于北京长寿村%%%不老屯镇

电话
:060

%

;7056311

65566354547

名 家

0123

%%%访著名画家&诗人叶毓中

采访叶毓中是愉快

的!传奇式的经历"独特的

画风"丰富的作品!作为诗

人的抒情式叙述! 美院教

授的滔滔口才#然而!解读

叶毓中却遇到困难! 重彩

震撼!水墨也精彩!人物"

花鸟"山水融会贯通!书法

个性十足! 诗词不让书画

$$精彩纷呈 ! 欲迷人

眼!记者反而有些无从着

笔%几经推敲!形成以下文

字!只求能窥叶先生一角&

叶毓中作品!美酒" 绢本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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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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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中出生在四川德阳柏社

乡!一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他

从小喜欢画画! 父母是他的启蒙老

师$ 后来! 经推荐上了四川美院附

中$ 之后!从美院毕业!被新疆军区

相中挑走$

在新疆军区某部! 叶毓中先后

当过战士%干事%美术创作员$ 他认

认真真地当兵!出早操%拔正步%扛

炮弹!走的是正规军人的路子$用他

的话说!自己是专业画家!但不是职

业画家$

部队宣传典型!连环画最受欢

迎$ 他经常三四天就需赶一套连环

画稿!一熬一个通宵$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他调进部队创作室!八十年代

获评一级美术师! 乃全军创作员中

首批获此殊荣者之一$ 这期间他更

多次获奖!荣立三等功$

当时!战友编了一则故事!他为

之配画!取名&猎人'$画的是解放军

战士与民兵联手! 在边防前线抓了

一个披着熊皮的外国特务!在&连环

画报'发表后!引来三十多家出版部

门向他约稿!应接不暇!有评论文章

将其列为国内"连环画十家(之一$

他也画过版画%年画%水墨画等!但

主要还是画连环画$ 画了大量连环

画!练就过硬的基本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央美院

设立年画连环画系! 托人带口信到

新疆!希望叶毓中加盟$但叶毓中早

已视新疆为第二故乡! 习惯了这里

的山山水水!大漠风情!难以割舍$

之后!美院又托人带信!邀请他去代

课!再次被婉拒$ 美院很执著!认准

了叶毓中$半年后!年画连环画系负

责人到新疆招生! 亲自登门拜访叶

毓中!邀他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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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叶毓中经

批准到中央美院任兼职教授$ 虽然

在地方工作!但关系仍留在部队!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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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正式脱离$

到了美院后! 叶毓中由兼职教

授%系副主任%主任!直到副院长!主

抓教学工作!赢得普遍赞誉$后又担

任&美术'杂志总编辑%社长!并曾任

职中国美协党组成员$

!唐风"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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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中对唐朝有着特殊的感

情$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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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就创作过一批

"唐风(系列作品$当时!新疆出土了

一批唐朝文物! 有关方面请他画一

批反映唐朝生活的作品$ 他被盛世

唐朝的辉煌和强大深深感染! 笔端

流出的是自豪和骄傲! 他为这批作

品取名"唐风(!祝福祖国走向繁荣

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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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叶毓中出版了他的经

典连环画&李白与杜甫'$ 作品以借

古开今的线描造型和古典与现代融

合的审美风范! 在连环画坛掀起一

股"唐风(浪潮$

上世纪
"&

年代 ! 荣宝斋又以

&唐风'为名!出版了他的工笔重彩

作品集!更是震惊画坛$画家以其丰

富的想像力! 再现了一个理想化的

大唐盛世$ 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种

种礼仪及当时的社会时尚等! 洋洋

洒洒! 纷至沓来! 像是一部大唐史

诗!令人目不暇接$ 其非凡的悟性%

丰富的想像力% 极其独特的笔墨形

式% 画面语言以及对色彩的深入理

解和大胆尝试! 使内容美与形式美

走向完美统一! 在画坛掀起一股强

劲的"叶氏旋风($

&重彩***唐风'在韩国展出的

时候! 引起极大轰动$ 很多观众指

出!叶毓中的画有一种大国的气度!

有个记者还对他说+"你的画有大国

主义$ (他听了就很高兴!说自己就

要表现这个主题! 表现中国屹立在

世界民族之林的风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 中国

人近十年以来的生活是中国人近百

年来最好的$而叶毓中则认为!应该

是从明朝以后中国人算过得最舒服

的时期$大国逢盛世!他说不能没有

相应的作品反映$

叶毓中说!对历史题材的表现

完全是为了追求内心的自由 $ 而

&唐风'实际上现实意义是很大的!

画家希望我们的国家像唐朝一样

的辉煌$ 这类题材他当初还规划了

两个 +&汉魂 '和 &宋韵 '!目前都在

创作中$

再造杜甫

-./0;2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杜甫

草堂博物馆举办了"梦回唐朝(系列

文化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

叶毓中的"杜甫诗意画展(再次引起

轰动$这些作品中!不但是画家创作

风格的又一次突破! 更重要的是颠

覆了以往画家对老杜的诠释$

很多人研究杜甫!叶毓中说自

己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我认为

画杜甫的诗不只是一种解释!如果

仅仅把诗翻译成画! 没有意思!也

做不到$ 我们读诗的时候!每个阶

段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越读越新$

所以不要用画去解释诗! 诗是诗!

画画的时候以画为主$ 如果你理解

我的画 !再去读杜甫的诗 !就变成

诗是诗!画是画$ 很多画家把&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 '画得很惨 !风把人

的头发都吹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

细细读诗!就不是这样了$ 杜甫出

身 ,公务员 -世家 !他自己当过小

吏 !后来看不惯官场腐败 !辞官当

了诗人!卖诗为生$ 到了四川后!朋

友帮他修了草堂安身!他就致力于

写诗!诗就是他的生命$ 他对生命

的体会表现在诗上!所以一旦写出

一首好诗就高兴得很$ 所以说他的

茅屋被秋风吹走了以后!他想到的

是大家如果有好房子住!我就是冻

死了也愿意!所以他不是一种很悲

惨的情况 $ 他的境界高就高在这

里!总是想到老百姓$ (在叶毓中画

的&草堂诗篇传到今'中!我们看到

是乐观和希望$

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 恐怕只

有同样是诗人的画家叶毓中才能拥

有$ "识字!从唐诗起$ 说起来!我学

画比学诗晚!选定画为专业时!自然

就信,画是诗!诗是画-的箴言..

依着严谨的诗词格律! 把自己的所

感发掘出来!常会获得意外惊喜!这

惊喜不亚于画出一幅好画$ (

他的绘画创作得益于诗歌良

多$ &唐风'系列中!他大量引用唐人

诗句!以诗入画!构建意境$ &旧人

文'中!他则以诗意化的笔墨设置画

面!梅兰竹菊!各领风骚!春夏秋冬!

看朱成碧$

因为是诗人!任何清规戒律%人

为束缚!都与其精神品质格格不入$

因为是诗人! 他对画画的理解和实

践从来都是别出心裁!自成一家$

而他作诗时又具有画家的丰富

想像力!把诗变成画$他参观乐山大

佛! 看到的是艺术家的一件伟大作

品!即兴赋&七绝'一首+"一段江山

任我裁!人合天地两分开$凌云匠意

依心起!拍浪摩崖踏水来$ (

想画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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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写意皆精!人物%山水%花

鸟全能!书法也自成一家$叶毓中有

些不可思议$ 不少人想"窥探(他的

神奇密码!但他的答案却平淡无奇$

"画画要力求放松!想画就画 !

不要有太多框框! 把想像力画出来

就行了!把你的情感%爱好淋漓尽致

地释放出来就行了! 没有那么多深

奥的道理%过多的讲究$往画案前一

站!先就有个框框束缚着!想象的翅

膀怎么能扇起来/ 画家一定要驰骋

想象!画出梦想与人分享!越自然越

好%越放松越好$ 天然去雕饰$ 从没

见过!又妙不可言!这就是极致$ 大

自然的子民!大家都差不多$很多画

家都曾在农村生活过!上树捕鸟%下

河捉鱼$人和鸟和鱼是一样!都是大

自然的子民%大自然的造化$ 画鸟!

你想象我就是那鸟! 画树你想象我

就是那树!你就知该怎么画了!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了$ (

他说!无论你画了多少%画得多

好!最终都是身外之物!时间将冲淡

一切$ 对于画家!喜欢画!很过瘾!这

就够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与人分享!

回报社会%有益于读者$艺术表现力

取决于画家的心理状态! 做一个好

人比画画更重要$ 一个有作为的画

家!修身永远胜于修艺$ 线点面%黑

白灰$ 笔墨%构图永远是那些讲究!

却又有着无穷的变化%意趣$ 人格%

修养总是潜移默化地左右着画面效

果$ 简单的线条总是要带出作者的

精神气度!所以叫文人画!所以叫中

国画$

作为画家%诗人!他认为自己也

还正年轻!生逢其时!任重道远$ 感

觉也就
,&

岁的年龄!还有很多东西

要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瘾还没有

过够! 像喝茶似的! 刚喝出一点味

道$ 像爬山似的!刚爬到半山腰!内

心憧憬着! 最急切要看的那道风景

还在前头!还要继续爬下去$不为别

的!就是为着过瘾!为着儿时一直伴

随到今天的绘画梦$

又是秋天! 秋高气爽! 白云悠

悠!离职后的他站在太行山之巅!人

世沧桑!都在眼前$ 忽见几处野菊!

傲霜抖擞亮色!禁不住诗兴大发!朗

声吟道+

崖头高挂黄金甲! 露叶霜枝战

地花$

莫道归田插竹篱! 戎装依旧捧

朝霞$

晨报记者 杨现富

特约记者 王加中

走出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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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中出生在四川德阳柏社

乡!一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他

从小喜欢画画! 父母是他的启蒙老

师$ 后来! 经推荐上了四川美院附

中$ 之后!从美院毕业!被新疆军区

相中挑走$

在新疆军区某部! 叶毓中先后

当过战士%干事%美术创作员$ 他认

认真真地当兵!出早操%拔正步%扛

炮弹!走的是正规军人的路子$用他

的话说!自己是专业画家!但不是职

业画家$

部队宣传典型!连环画最受欢

迎$ 他经常三四天就需赶一套连环

画稿!一熬一个通宵$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他调进部队创作室!八十年代

获评一级美术师! 乃全军创作员中

首批获此殊荣者之一$ 这期间他更

多次获奖!荣立三等功$

当时!战友编了一则故事!他为

之配画!取名&猎人'$画的是解放军

战士与民兵联手! 在边防前线抓了

一个披着熊皮的外国特务!在&连环

画报'发表后!引来三十多家出版部

门向他约稿!应接不暇!有评论文章

将其列为国内"连环画十家(之一$

他也画过版画%年画%水墨画等!但

主要还是画连环画$ 画了大量连环

画!练就过硬的基本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央美院

设立年画连环画系! 托人带口信到

新疆!希望叶毓中加盟$但叶毓中早

已视新疆为第二故乡! 习惯了这里

的山山水水!大漠风情!难以割舍$

之后!美院又托人带信!邀请他去代

课!再次被婉拒$ 美院很执著!认准

了叶毓中$半年后!年画连环画系负

责人到新疆招生! 亲自登门拜访叶

毓中!邀他进京$

%"(,

年!叶毓中经

批准到中央美院任兼职教授$ 虽然

在地方工作!但关系仍留在部队!直

到
%""&

年才正式脱离$

到了美院后! 叶毓中由兼职教

授%系副主任%主任!直到副院长!主

抓教学工作!赢得普遍赞誉$后又担

任&美术'杂志总编辑%社长!并曾任

职中国美协党组成员$

!唐风"乍起

'()*+,

叶毓中对唐朝有着特殊的感

情$ 早在
%"'&

年!他就创作过一批

"唐风(系列作品$当时!新疆出土了

一批唐朝文物! 有关方面请他画一

批反映唐朝生活的作品$ 他被盛世

唐朝的辉煌和强大深深感染! 笔端

流出的是自豪和骄傲! 他为这批作

品取名"唐风(!祝福祖国走向繁荣

富强$

%"(,

年! 叶毓中出版了他的经

典连环画&李白与杜甫'$ 作品以借

古开今的线描造型和古典与现代融

合的审美风范! 在连环画坛掀起一

股"唐风(浪潮$

上世纪
"&

年代 ! 荣宝斋又以

&唐风'为名!出版了他的工笔重彩

作品集!更是震惊画坛$画家以其丰

富的想像力! 再现了一个理想化的

大唐盛世$ 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种

种礼仪及当时的社会时尚等! 洋洋

洒洒! 纷至沓来! 像是一部大唐史

诗!令人目不暇接$ 其非凡的悟性%

丰富的想像力% 极其独特的笔墨形

式% 画面语言以及对色彩的深入理

解和大胆尝试! 使内容美与形式美

走向完美统一! 在画坛掀起一股强

劲的"叶氏旋风($

&重彩***唐风'在韩国展出的

时候! 引起极大轰动$ 很多观众指

出!叶毓中的画有一种大国的气度!

有个记者还对他说+"你的画有大国

主义$ (他听了就很高兴!说自己就

要表现这个主题! 表现中国屹立在

世界民族之林的风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 中国

人近十年以来的生活是中国人近百

年来最好的$而叶毓中则认为!应该

是从明朝以后中国人算过得最舒服

的时期$大国逢盛世!他说不能没有

相应的作品反映$

叶毓中说!对历史题材的表现

完全是为了追求内心的自由 $ 而

&唐风'实际上现实意义是很大的!

画家希望我们的国家像唐朝一样

的辉煌$ 这类题材他当初还规划了

两个 +&汉魂 '和 &宋韵 '!目前都在

创作中$

再造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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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杜甫

草堂博物馆举办了"梦回唐朝(系列

文化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

叶毓中的"杜甫诗意画展(再次引起

轰动$这些作品中!不但是画家创作

风格的又一次突破! 更重要的是颠

覆了以往画家对老杜的诠释$

很多人研究杜甫!叶毓中说自

己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我认为

画杜甫的诗不只是一种解释!如果

仅仅把诗翻译成画! 没有意思!也

做不到$ 我们读诗的时候!每个阶

段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越读越新$

所以不要用画去解释诗! 诗是诗!

画画的时候以画为主$ 如果你理解

我的画 !再去读杜甫的诗 !就变成

诗是诗!画是画$ 很多画家把&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 '画得很惨 !风把人

的头发都吹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

细细读诗!就不是这样了$ 杜甫出

身 ,公务员 -世家 !他自己当过小

吏 !后来看不惯官场腐败 !辞官当

了诗人!卖诗为生$ 到了四川后!朋

友帮他修了草堂安身!他就致力于

写诗!诗就是他的生命$ 他对生命

的体会表现在诗上!所以一旦写出

一首好诗就高兴得很$ 所以说他的

茅屋被秋风吹走了以后!他想到的

是大家如果有好房子住!我就是冻

死了也愿意!所以他不是一种很悲

惨的情况 $ 他的境界高就高在这

里!总是想到老百姓$ (在叶毓中画

的&草堂诗篇传到今'中!我们看到

是乐观和希望$

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 恐怕只

有同样是诗人的画家叶毓中才能拥

有$ "识字!从唐诗起$ 说起来!我学

画比学诗晚!选定画为专业时!自然

就信,画是诗!诗是画-的箴言..

依着严谨的诗词格律! 把自己的所

感发掘出来!常会获得意外惊喜!这

惊喜不亚于画出一幅好画$ (

他的绘画创作得益于诗歌良

多$ &唐风'系列中!他大量引用唐人

诗句!以诗入画!构建意境$ &旧人

文'中!他则以诗意化的笔墨设置画

面!梅兰竹菊!各领风骚!春夏秋冬!

看朱成碧$

因为是诗人!任何清规戒律%人

为束缚!都与其精神品质格格不入$

因为是诗人! 他对画画的理解和实

践从来都是别出心裁!自成一家$

而他作诗时又具有画家的丰富

想像力!把诗变成画$他参观乐山大

佛! 看到的是艺术家的一件伟大作

品!即兴赋&七绝'一首+"一段江山

任我裁!人合天地两分开$凌云匠意

依心起!拍浪摩崖踏水来$ (

想画就画

3456748

工笔%写意皆精!人物%山水%花

鸟全能!书法也自成一家$叶毓中有

些不可思议$ 不少人想"窥探(他的

神奇密码!但他的答案却平淡无奇$

"画画要力求放松!想画就画 !

不要有太多框框! 把想像力画出来

就行了!把你的情感%爱好淋漓尽致

地释放出来就行了! 没有那么多深

奥的道理%过多的讲究$往画案前一

站!先就有个框框束缚着!想象的翅

膀怎么能扇起来/ 画家一定要驰骋

想象!画出梦想与人分享!越自然越

好%越放松越好$ 天然去雕饰$ 从没

见过!又妙不可言!这就是极致$ 大

自然的子民!大家都差不多$很多画

家都曾在农村生活过!上树捕鸟%下

河捉鱼$人和鸟和鱼是一样!都是大

自然的子民%大自然的造化$ 画鸟!

你想象我就是那鸟! 画树你想象我

就是那树!你就知该怎么画了!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了$ (

他说!无论你画了多少%画得多

好!最终都是身外之物!时间将冲淡

一切$ 对于画家!喜欢画!很过瘾!这

就够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与人分享!

回报社会%有益于读者$艺术表现力

取决于画家的心理状态! 做一个好

人比画画更重要$ 一个有作为的画

家!修身永远胜于修艺$ 线点面%黑

白灰$ 笔墨%构图永远是那些讲究!

却又有着无穷的变化%意趣$ 人格%

修养总是潜移默化地左右着画面效

果$ 简单的线条总是要带出作者的

精神气度!所以叫文人画!所以叫中

国画$

作为画家%诗人!他认为自己也

还正年轻!生逢其时!任重道远$ 感

觉也就
,&

岁的年龄!还有很多东西

要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瘾还没有

过够! 像喝茶似的! 刚喝出一点味

道$ 像爬山似的!刚爬到半山腰!内

心憧憬着! 最急切要看的那道风景

还在前头!还要继续爬下去$不为别

的!就是为着过瘾!为着儿时一直伴

随到今天的绘画梦$

又是秋天! 秋高气爽! 白云悠

悠!离职后的他站在太行山之巅!人

世沧桑!都在眼前$ 忽见几处野菊!

傲霜抖擞亮色!禁不住诗兴大发!朗

声吟道+

崖头高挂黄金甲! 露叶霜枝战

地花$

莫道归田插竹篱! 戎装依旧捧

朝霞$

晨报记者 杨现富

特约记者 王加中

走出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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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中出生在四川德阳柏社

乡!一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他

从小喜欢画画! 父母是他的启蒙老

师$ 后来! 经推荐上了四川美院附

中$ 之后!从美院毕业!被新疆军区

相中挑走$

在新疆军区某部! 叶毓中先后

当过战士%干事%美术创作员$ 他认

认真真地当兵!出早操%拔正步%扛

炮弹!走的是正规军人的路子$用他

的话说!自己是专业画家!但不是职

业画家$

部队宣传典型!连环画最受欢

迎$ 他经常三四天就需赶一套连环

画稿!一熬一个通宵$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他调进部队创作室!八十年代

获评一级美术师! 乃全军创作员中

首批获此殊荣者之一$ 这期间他更

多次获奖!荣立三等功$

当时!战友编了一则故事!他为

之配画!取名&猎人'$画的是解放军

战士与民兵联手! 在边防前线抓了

一个披着熊皮的外国特务!在&连环

画报'发表后!引来三十多家出版部

门向他约稿!应接不暇!有评论文章

将其列为国内"连环画十家(之一$

他也画过版画%年画%水墨画等!但

主要还是画连环画$ 画了大量连环

画!练就过硬的基本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央美院

设立年画连环画系! 托人带口信到

新疆!希望叶毓中加盟$但叶毓中早

已视新疆为第二故乡! 习惯了这里

的山山水水!大漠风情!难以割舍$

之后!美院又托人带信!邀请他去代

课!再次被婉拒$ 美院很执著!认准

了叶毓中$半年后!年画连环画系负

责人到新疆招生! 亲自登门拜访叶

毓中!邀他进京$

%"(,

年!叶毓中经

批准到中央美院任兼职教授$ 虽然

在地方工作!但关系仍留在部队!直

到
%""&

年才正式脱离$

到了美院后! 叶毓中由兼职教

授%系副主任%主任!直到副院长!主

抓教学工作!赢得普遍赞誉$后又担

任&美术'杂志总编辑%社长!并曾任

职中国美协党组成员$

!唐风"乍起

'()*+,

叶毓中对唐朝有着特殊的感

情$ 早在
%"'&

年!他就创作过一批

"唐风(系列作品$当时!新疆出土了

一批唐朝文物! 有关方面请他画一

批反映唐朝生活的作品$ 他被盛世

唐朝的辉煌和强大深深感染! 笔端

流出的是自豪和骄傲! 他为这批作

品取名"唐风(!祝福祖国走向繁荣

富强$

%"(,

年! 叶毓中出版了他的经

典连环画&李白与杜甫'$ 作品以借

古开今的线描造型和古典与现代融

合的审美风范! 在连环画坛掀起一

股"唐风(浪潮$

上世纪
"&

年代 ! 荣宝斋又以

&唐风'为名!出版了他的工笔重彩

作品集!更是震惊画坛$画家以其丰

富的想像力! 再现了一个理想化的

大唐盛世$ 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种

种礼仪及当时的社会时尚等! 洋洋

洒洒! 纷至沓来! 像是一部大唐史

诗!令人目不暇接$ 其非凡的悟性%

丰富的想像力% 极其独特的笔墨形

式% 画面语言以及对色彩的深入理

解和大胆尝试! 使内容美与形式美

走向完美统一! 在画坛掀起一股强

劲的"叶氏旋风($

&重彩***唐风'在韩国展出的

时候! 引起极大轰动$ 很多观众指

出!叶毓中的画有一种大国的气度!

有个记者还对他说+"你的画有大国

主义$ (他听了就很高兴!说自己就

要表现这个主题! 表现中国屹立在

世界民族之林的风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 中国

人近十年以来的生活是中国人近百

年来最好的$而叶毓中则认为!应该

是从明朝以后中国人算过得最舒服

的时期$大国逢盛世!他说不能没有

相应的作品反映$

叶毓中说!对历史题材的表现

完全是为了追求内心的自由 $ 而

&唐风'实际上现实意义是很大的!

画家希望我们的国家像唐朝一样

的辉煌$ 这类题材他当初还规划了

两个 +&汉魂 '和 &宋韵 '!目前都在

创作中$

再造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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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杜甫

草堂博物馆举办了"梦回唐朝(系列

文化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

叶毓中的"杜甫诗意画展(再次引起

轰动$这些作品中!不但是画家创作

风格的又一次突破! 更重要的是颠

覆了以往画家对老杜的诠释$

很多人研究杜甫!叶毓中说自

己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我认为

画杜甫的诗不只是一种解释!如果

仅仅把诗翻译成画! 没有意思!也

做不到$ 我们读诗的时候!每个阶

段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越读越新$

所以不要用画去解释诗! 诗是诗!

画画的时候以画为主$ 如果你理解

我的画 !再去读杜甫的诗 !就变成

诗是诗!画是画$ 很多画家把&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 '画得很惨 !风把人

的头发都吹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

细细读诗!就不是这样了$ 杜甫出

身 ,公务员 -世家 !他自己当过小

吏 !后来看不惯官场腐败 !辞官当

了诗人!卖诗为生$ 到了四川后!朋

友帮他修了草堂安身!他就致力于

写诗!诗就是他的生命$ 他对生命

的体会表现在诗上!所以一旦写出

一首好诗就高兴得很$ 所以说他的

茅屋被秋风吹走了以后!他想到的

是大家如果有好房子住!我就是冻

死了也愿意!所以他不是一种很悲

惨的情况 $ 他的境界高就高在这

里!总是想到老百姓$ (在叶毓中画

的&草堂诗篇传到今'中!我们看到

是乐观和希望$

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 恐怕只

有同样是诗人的画家叶毓中才能拥

有$ "识字!从唐诗起$ 说起来!我学

画比学诗晚!选定画为专业时!自然

就信,画是诗!诗是画-的箴言..

依着严谨的诗词格律! 把自己的所

感发掘出来!常会获得意外惊喜!这

惊喜不亚于画出一幅好画$ (

他的绘画创作得益于诗歌良

多$ &唐风'系列中!他大量引用唐人

诗句!以诗入画!构建意境$ &旧人

文'中!他则以诗意化的笔墨设置画

面!梅兰竹菊!各领风骚!春夏秋冬!

看朱成碧$

因为是诗人!任何清规戒律%人

为束缚!都与其精神品质格格不入$

因为是诗人! 他对画画的理解和实

践从来都是别出心裁!自成一家$

而他作诗时又具有画家的丰富

想像力!把诗变成画$他参观乐山大

佛! 看到的是艺术家的一件伟大作

品!即兴赋&七绝'一首+"一段江山

任我裁!人合天地两分开$凌云匠意

依心起!拍浪摩崖踏水来$ (

想画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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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写意皆精!人物%山水%花

鸟全能!书法也自成一家$叶毓中有

些不可思议$ 不少人想"窥探(他的

神奇密码!但他的答案却平淡无奇$

"画画要力求放松!想画就画 !

不要有太多框框! 把想像力画出来

就行了!把你的情感%爱好淋漓尽致

地释放出来就行了! 没有那么多深

奥的道理%过多的讲究$往画案前一

站!先就有个框框束缚着!想象的翅

膀怎么能扇起来/ 画家一定要驰骋

想象!画出梦想与人分享!越自然越

好%越放松越好$ 天然去雕饰$ 从没

见过!又妙不可言!这就是极致$ 大

自然的子民!大家都差不多$很多画

家都曾在农村生活过!上树捕鸟%下

河捉鱼$人和鸟和鱼是一样!都是大

自然的子民%大自然的造化$ 画鸟!

你想象我就是那鸟! 画树你想象我

就是那树!你就知该怎么画了!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了$ (

他说!无论你画了多少%画得多

好!最终都是身外之物!时间将冲淡

一切$ 对于画家!喜欢画!很过瘾!这

就够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与人分享!

回报社会%有益于读者$艺术表现力

取决于画家的心理状态! 做一个好

人比画画更重要$ 一个有作为的画

家!修身永远胜于修艺$ 线点面%黑

白灰$ 笔墨%构图永远是那些讲究!

却又有着无穷的变化%意趣$ 人格%

修养总是潜移默化地左右着画面效

果$ 简单的线条总是要带出作者的

精神气度!所以叫文人画!所以叫中

国画$

作为画家%诗人!他认为自己也

还正年轻!生逢其时!任重道远$ 感

觉也就
,&

岁的年龄!还有很多东西

要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瘾还没有

过够! 像喝茶似的! 刚喝出一点味

道$ 像爬山似的!刚爬到半山腰!内

心憧憬着! 最急切要看的那道风景

还在前头!还要继续爬下去$不为别

的!就是为着过瘾!为着儿时一直伴

随到今天的绘画梦$

又是秋天! 秋高气爽! 白云悠

悠!离职后的他站在太行山之巅!人

世沧桑!都在眼前$ 忽见几处野菊!

傲霜抖擞亮色!禁不住诗兴大发!朗

声吟道+

崖头高挂黄金甲! 露叶霜枝战

地花$

莫道归田插竹篱! 戎装依旧捧

朝霞$

晨报记者 杨现富

特约记者 王加中

走出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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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中出生在四川德阳柏社

乡!一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他

从小喜欢画画! 父母是他的启蒙老

师$ 后来! 经推荐上了四川美院附

中$ 之后!从美院毕业!被新疆军区

相中挑走$

在新疆军区某部! 叶毓中先后

当过战士%干事%美术创作员$ 他认

认真真地当兵!出早操%拔正步%扛

炮弹!走的是正规军人的路子$用他

的话说!自己是专业画家!但不是职

业画家$

部队宣传典型!连环画最受欢

迎$ 他经常三四天就需赶一套连环

画稿!一熬一个通宵$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他调进部队创作室!八十年代

获评一级美术师! 乃全军创作员中

首批获此殊荣者之一$ 这期间他更

多次获奖!荣立三等功$

当时!战友编了一则故事!他为

之配画!取名&猎人'$画的是解放军

战士与民兵联手! 在边防前线抓了

一个披着熊皮的外国特务!在&连环

画报'发表后!引来三十多家出版部

门向他约稿!应接不暇!有评论文章

将其列为国内"连环画十家(之一$

他也画过版画%年画%水墨画等!但

主要还是画连环画$ 画了大量连环

画!练就过硬的基本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央美院

设立年画连环画系! 托人带口信到

新疆!希望叶毓中加盟$但叶毓中早

已视新疆为第二故乡! 习惯了这里

的山山水水!大漠风情!难以割舍$

之后!美院又托人带信!邀请他去代

课!再次被婉拒$ 美院很执著!认准

了叶毓中$半年后!年画连环画系负

责人到新疆招生! 亲自登门拜访叶

毓中!邀他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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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叶毓中经

批准到中央美院任兼职教授$ 虽然

在地方工作!但关系仍留在部队!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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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正式脱离$

到了美院后! 叶毓中由兼职教

授%系副主任%主任!直到副院长!主

抓教学工作!赢得普遍赞誉$后又担

任&美术'杂志总编辑%社长!并曾任

职中国美协党组成员$

!唐风"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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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中对唐朝有着特殊的感

情$ 早在
%"'&

年!他就创作过一批

"唐风(系列作品$当时!新疆出土了

一批唐朝文物! 有关方面请他画一

批反映唐朝生活的作品$ 他被盛世

唐朝的辉煌和强大深深感染! 笔端

流出的是自豪和骄傲! 他为这批作

品取名"唐风(!祝福祖国走向繁荣

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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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叶毓中出版了他的经

典连环画&李白与杜甫'$ 作品以借

古开今的线描造型和古典与现代融

合的审美风范! 在连环画坛掀起一

股"唐风(浪潮$

上世纪
"&

年代 ! 荣宝斋又以

&唐风'为名!出版了他的工笔重彩

作品集!更是震惊画坛$画家以其丰

富的想像力! 再现了一个理想化的

大唐盛世$ 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种

种礼仪及当时的社会时尚等! 洋洋

洒洒! 纷至沓来! 像是一部大唐史

诗!令人目不暇接$ 其非凡的悟性%

丰富的想像力% 极其独特的笔墨形

式% 画面语言以及对色彩的深入理

解和大胆尝试! 使内容美与形式美

走向完美统一! 在画坛掀起一股强

劲的"叶氏旋风($

&重彩***唐风'在韩国展出的

时候! 引起极大轰动$ 很多观众指

出!叶毓中的画有一种大国的气度!

有个记者还对他说+"你的画有大国

主义$ (他听了就很高兴!说自己就

要表现这个主题! 表现中国屹立在

世界民族之林的风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 中国

人近十年以来的生活是中国人近百

年来最好的$而叶毓中则认为!应该

是从明朝以后中国人算过得最舒服

的时期$大国逢盛世!他说不能没有

相应的作品反映$

叶毓中说!对历史题材的表现

完全是为了追求内心的自由 $ 而

&唐风'实际上现实意义是很大的!

画家希望我们的国家像唐朝一样

的辉煌$ 这类题材他当初还规划了

两个 +&汉魂 '和 &宋韵 '!目前都在

创作中$

再造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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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杜甫

草堂博物馆举办了"梦回唐朝(系列

文化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

叶毓中的"杜甫诗意画展(再次引起

轰动$这些作品中!不但是画家创作

风格的又一次突破! 更重要的是颠

覆了以往画家对老杜的诠释$

很多人研究杜甫!叶毓中说自

己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我认为

画杜甫的诗不只是一种解释!如果

仅仅把诗翻译成画! 没有意思!也

做不到$ 我们读诗的时候!每个阶

段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越读越新$

所以不要用画去解释诗! 诗是诗!

画画的时候以画为主$ 如果你理解

我的画 !再去读杜甫的诗 !就变成

诗是诗!画是画$ 很多画家把&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 '画得很惨 !风把人

的头发都吹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

细细读诗!就不是这样了$ 杜甫出

身 ,公务员 -世家 !他自己当过小

吏 !后来看不惯官场腐败 !辞官当

了诗人!卖诗为生$ 到了四川后!朋

友帮他修了草堂安身!他就致力于

写诗!诗就是他的生命$ 他对生命

的体会表现在诗上!所以一旦写出

一首好诗就高兴得很$ 所以说他的

茅屋被秋风吹走了以后!他想到的

是大家如果有好房子住!我就是冻

死了也愿意!所以他不是一种很悲

惨的情况 $ 他的境界高就高在这

里!总是想到老百姓$ (在叶毓中画

的&草堂诗篇传到今'中!我们看到

是乐观和希望$

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 恐怕只

有同样是诗人的画家叶毓中才能拥

有$ "识字!从唐诗起$ 说起来!我学

画比学诗晚!选定画为专业时!自然

就信,画是诗!诗是画-的箴言..

依着严谨的诗词格律! 把自己的所

感发掘出来!常会获得意外惊喜!这

惊喜不亚于画出一幅好画$ (

他的绘画创作得益于诗歌良

多$ &唐风'系列中!他大量引用唐人

诗句!以诗入画!构建意境$ &旧人

文'中!他则以诗意化的笔墨设置画

面!梅兰竹菊!各领风骚!春夏秋冬!

看朱成碧$

因为是诗人!任何清规戒律%人

为束缚!都与其精神品质格格不入$

因为是诗人! 他对画画的理解和实

践从来都是别出心裁!自成一家$

而他作诗时又具有画家的丰富

想像力!把诗变成画$他参观乐山大

佛! 看到的是艺术家的一件伟大作

品!即兴赋&七绝'一首+"一段江山

任我裁!人合天地两分开$凌云匠意

依心起!拍浪摩崖踏水来$ (

想画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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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写意皆精!人物%山水%花

鸟全能!书法也自成一家$叶毓中有

些不可思议$ 不少人想"窥探(他的

神奇密码!但他的答案却平淡无奇$

"画画要力求放松!想画就画 !

不要有太多框框! 把想像力画出来

就行了!把你的情感%爱好淋漓尽致

地释放出来就行了! 没有那么多深

奥的道理%过多的讲究$往画案前一

站!先就有个框框束缚着!想象的翅

膀怎么能扇起来/ 画家一定要驰骋

想象!画出梦想与人分享!越自然越

好%越放松越好$ 天然去雕饰$ 从没

见过!又妙不可言!这就是极致$ 大

自然的子民!大家都差不多$很多画

家都曾在农村生活过!上树捕鸟%下

河捉鱼$人和鸟和鱼是一样!都是大

自然的子民%大自然的造化$ 画鸟!

你想象我就是那鸟! 画树你想象我

就是那树!你就知该怎么画了!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了$ (

他说!无论你画了多少%画得多

好!最终都是身外之物!时间将冲淡

一切$ 对于画家!喜欢画!很过瘾!这

就够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与人分享!

回报社会%有益于读者$艺术表现力

取决于画家的心理状态! 做一个好

人比画画更重要$ 一个有作为的画

家!修身永远胜于修艺$ 线点面%黑

白灰$ 笔墨%构图永远是那些讲究!

却又有着无穷的变化%意趣$ 人格%

修养总是潜移默化地左右着画面效

果$ 简单的线条总是要带出作者的

精神气度!所以叫文人画!所以叫中

国画$

作为画家%诗人!他认为自己也

还正年轻!生逢其时!任重道远$ 感

觉也就
,&

岁的年龄!还有很多东西

要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瘾还没有

过够! 像喝茶似的! 刚喝出一点味

道$ 像爬山似的!刚爬到半山腰!内

心憧憬着! 最急切要看的那道风景

还在前头!还要继续爬下去$不为别

的!就是为着过瘾!为着儿时一直伴

随到今天的绘画梦$

又是秋天! 秋高气爽! 白云悠

悠!离职后的他站在太行山之巅!人

世沧桑!都在眼前$ 忽见几处野菊!

傲霜抖擞亮色!禁不住诗兴大发!朗

声吟道+

崖头高挂黄金甲! 露叶霜枝战

地花$

莫道归田插竹篱! 戎装依旧捧

朝霞$

晨报记者 杨现富

特约记者 王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