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军旅一批有心致力

于书法研究的军人!因了天时"地

利的恩泽! 加之自身的才情与睿

智! 于浩瀚的碑版法帖中上下探

求! 左右驰骋! 涌现出不少有才

华"有作为的书家# 空军的崔勇波

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认识崔勇波已有近十个年头

了!也早就想找个机会说点什么$

当他把近期的部分作品影印件及

出版的理论书稿寄给我! 并请我

提意见时! 其笔下流淌的浓浓的

情%切切的意深深触动了我$ 我不

喜欢用高深而虚空的理论去解说

书法! 更不喜欢用死套的词汇和

粗浅的辨识解读作品! 而更喜欢

静对一件作品默默无语! 企盼在

那无语的交流中得到艺术的熏染

和提升$ 面对崔勇波的书法作品

透出的清幽静逸之气! 确实没让

我的那份企盼落空$

秀中寓灵和雅俗共赏! 是任

何艺术追求之旨归$ 崔勇波学书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一直在二王

一路帖学中行走! 以大量精力临

写了诸多的唐宋法帖! 向往魏晋

人&清'%&静'的通灵境界!追求淳

正%秀丽之风 !以简静冲和 %清畅

温雅的艺术风格保证了字里行间

的虚灵之气! 真实地从二王书风

中体会到了欢乐$

他还十分重视对书法艺术内

涵和外沿的多方锤炼! 注重知识

的积累和素质的提高! 不仅喜读

文%史%哲等典籍!而且对文学%摄

影%古玩鉴藏等皆有广泛兴趣$ 他

认为书法同其它艺术一样! 不能

仅仅局限于固有的圈子! 而应扩

大视野!将其置于大文化背景下!

多方吸取和兼容一切有益的营

养$ 近年来! 他先后在 (中国书

法 )% (中国文化报 )% (中国书画

报) 等报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书

画理论文章! 出版了多部个人专

著!或评诸他人 !或赏析佳作 !或

随感而发!用笔爽利 !文风隽永 !

耐人咀嚼! 从而走出了一条属于

自己的成功之路#

崔勇波!

!"#!

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

!""!

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艺术研

究院美术学研究生班!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

收藏家协会会员等" 书法作品入选全国第八届中

青展#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展#全国第二届行草

书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行书大

展#$三晋杯% 全国首届公务员书法展#$冼夫人

杯%$高恒杯%全国书法展#$丹青颂辉煌%全国书

法展#敦煌国际书法艺术展#第三届西泠印社国

际书法篆刻展#文化部第十二届群星奖等&曾获

第三届全军书法篆刻展'最高奖(#纪念邓小平百

年诞辰书法展'获奖提名(#全国青年书法原创作

品 $性灵杯% 一等奖#

$盛世国风%书画展二

等奖# 中国航天事业

$%

周年全国书画大展二

等奖等" 作品被辽宁省

博物馆#深圳美术馆#鲁迅

纪念馆等单位及个人收藏"

出版有书画评论集 )仰望星光*#)近

现代书画名家研究*#散文集)饮庐集*#随

笔集 )春雨夜话*#)拾鼎集+++崔勇波散

文随笔精选*#诗词集)饮庐吟草*及)崔勇

波书法作品集*#)崔勇波书画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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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奥运 壮军威
郑小成书法展清新扑面
晨报讯 !记者 杨现富"昨

天!&迎奥运 壮军威***郑小成

书法作品展'在空军军人俱乐部

开幕$ 空军副政委芮清凯"空军

副参谋长王义生"空军政治部副

主任林红松以及李翔"韩静霆"宋

孝远"陈作松"王界山"张星朝等

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郑小成是空军通信作战部队

成长起来的军旅青年书法家!中国

书协会员!

!""#

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书法硕士研究生班$ 他主攻行

草!兼擅楷"隶"篆各体!形成了鲜

明的个人书风!近年来创作了大量

的深受官兵喜爱的作品!并多次获

书法大奖$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近

百件!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

特!震撼观众$ 其作品讴歌了伟大

的人民军队" 伟大的抗震救灾精

神"奥运精神和民族精神!集中展

现了作者的文化素养"艺术才华和

思想情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大为展示水彩作品

晨报讯 !记者 杨现富"日

前!著名国画家刘大为先生的水

彩作品展在北京凯晟美术馆开

幕$此次展览共展出
#"

幅水彩作

品! 这些作品是刘大为多年从事

中国画创作之余进行水彩写生

的一部分$ 刘大为先生早期对水

彩十分热爱! 虽然读中央美院研

究生后专攻中国人物画!但对水

彩的痴迷依然不改+对水彩画的

学习也使得他的中国人物画语

汇变得更加自由丰富$ 据悉!凯

晟美术馆即将推出第二届 &时

代精神***全国油画作品展'$

杨立强田园山水展将办

晨报讯 !记者 杨现富"由

中国美协国画艺委会"甘肃省美

协主办的著名画家杨立强&田园

山水作品展'!

$

月
%

日至
#

日将

在荣宝斋举行!集中展示杨立强

近年创作的精品
#"

余幅$ 杨立

强现为甘肃省美协副主席"同谷

画院院长! 其作品气韵醇厚"清

新明丽"大气刚劲!地域色彩浓

郁!独具艺术风貌$ 他出生于甘

肃成县!对家乡的山山水水有着

深厚的感情! 因此笔下的田园"

村野等洋溢着浓郁的故乡情怀+

那些色彩绚丽的画面如同一首

首温馨而恬静的田园诗!表达了

画家朴素真挚的生活感悟$

崔勇波于书法艺术十分执

著!传统功底积累较厚!在笔墨及

艺术感的把握上比较准确+ 不仅

如此!在书史 "书论等诸方面 !他

也是思辨明晰 !有着现今青年书

家所缺乏的虚静与平和$ 崔勇波

其人其文透着灵气 ! 灵气何来 ,

我以为乃综合素质使然$ 一位书

家不能仅仅为书 !更应具备较高

的文化底蕴 !多读书 !多述文 !其

艺才能向纵深发展 !才能走出一

方自己的境界 $ 现在看来 !如崔

勇波等一部分明智者于此早有

感悟 !并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较

大的成绩$

九重之台!始于垒土$ 崔勇波

已跨出了坚实的步伐! 显示出了

才华与头角!而又当风华!愿他立

足传统 !深入领悟 !于书于文 !更

上层楼$

李铎!中国书协顾问#军事博物馆研究员"

张荣庆
"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

$$$著名军旅书画家崔勇波的艺术世界

名家评说崔勇波

崔勇波书法作品 行书条幅

崔勇波书法作品 行草条幅
崔勇波山水画作品%山水清音图&

崔勇波山水画作品%林泉归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