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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册作为画家的"大名片"
是向同好展现自己作品风格、
水平的绝好方式。近年来，出现
了很多民办的书画杂志，冠以
某某博览、典藏、大观等名称，
加之一些大牌专业期刊达百

余种之多，为画家提供了丰富
的展示空间。 姑且不说品质高
低，就宣传画家自身品牌来说
确也是件好事。 但美中不足的
是，不论是个人专集，还是书画
合集，很多作品都有似曾相识
的感觉，重复感太强。作者经常
把自己的成名作、获奖作、得意
之作重复地宣传，有的一幅作
品甚至在几十种媒体中出现。
当然一些书画大家是属于被

动地被媒体展示相同作品，但
绝大多数名不显赫的的画家

是属于前者情况的。
将自己的闪光点展现给

世人面前是人之常情，但你有
没有考虑，这只能使你的大名
重复在读者的脑海里，但你的
作品水平全貌只能使人管中

窥豹。
历史需要重量级的作品，

一些大师的传世之作使人铭

刻在心，但君不见当展示这些
大师鲜为人知的作品展览时，
更是观者如潮。 人们需要了解
大师的全貌，哪怕是零缣断楮。

2007年对于我是丰收的
一年，利用闲暇时间和我的写
生"发烧友"们多次外出写生，

时间短就围绕北京周边郊区"
短平快" 式的写生， 如房山十
渡、霞云岭、门头沟灵水举人
村、妙峰山、昌平银山塔林、慈
悲峪、白羊沟、石景山黑石头村
等；时间长就背上行囊远途写
生，如江西南昌、鹰潭、上饶，广
东惠州、四川涪陵、龚滩百里画
廊、山西忻州赵家沟等。所到之
处均创作出不同数量的作品，
一年下来累计画了七、八十幅
成品画。挑出二、三十幅满意之
作，足可以办个小型展览了。界
山兄是我这些作品的见证人，
大部分外出写生我们都在一

起，同样一年来他也是收获颇
丰。 2008年伊始，他便有很多
作品集面世，刊登的都是他的
近作。一次我们聊天时，他总结
出这样的结论：以后每年都要
坚持写生，积累作品，今年登去
年的成果，明年登今年的成果，
决不登两年前的作品，始终展
现在众人面前的是新的作品。

还有一次和李翔老师交

流，他的一番话令我倍受启发，
他说：2007年筹备建军八十周
年全国美术大展，我的工作很
忙，但我仍然画了 160多幅作
品，一点也不比全职画家画的
少。因此今年他不论是印台历、
画册，还是办展，都是他去年的
新作。不仅是内容新，画风也为
之一变，观者无不为之一振，新
作对景写生，摆脱陈法，以色彩

入诸画面，意趣倍增，一洗往昔
满纸禅机，超乎尘垢的感觉。

同样的感觉从韩静霆老

师处也得以充分体现，韩老腹
笥丰富，以文法入画法，其作品
早就自出手眼，独具面貌，为众
人所推崇。 但自 2006年以来，
大家很少见到他以前的作品

了，因为他又提炼出更新、更具
文人画风的风格了。 他喜爱上
了荷花、芍药、鸣虫、游鱼……
并很快创作出许多自出手眼、
调和得宜的作品，若不是心怀
力求变法之心，也不会在凌轹
时辈的花甲之年有此跳跃的，
非如此恐怕读者在各种媒体

上看到的还是原来那往日旧

作。我曾为韩老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能够重复的，都不必
去珍惜》。

提起写生，真是有幸赶上
这交通发达、一日千里的时代，
通过火车、飞机、巴士、轮船等
交通工具可以深入到祖国的

任何一个角落。 相比之下，从
前画家的条件就差多了，经常
是跋山涉水， 策蹇执杖而行，
在路途上就花费了很多的时

间。
画家余任天就是一个例

子，受当时条件所限，一生所
历，未出浙地，足迹多在雁荡、
天台、四明、东白、富春、西湖诸
山水之间，所作亦是"风物故山
最亲切，少年画到白头时"。 他

常遗憾地题："名山怅未游"、"名
山未随遍游屐"、" 黄山游屐未
曾到，笔底烟云似梦中"。 慨叹"
从小至老，少游览，无名山大川
奇峰怪石往来胸中"。 只好"随
意画些寻常见到的山水树石

烟云"。
写生带给画家无穷尽的

创作源泉，近一段时间，我与界
山等画友又迷上了天津的五

大道，从常德道、睦南道到成都
道、重庆道、大理道，既有鹿钟
麟的英式建筑，又有蔡成勋的
法式建筑，还有小德张的中西
合璧风格的建筑等等。

29分钟车程的京津城际
列车让北京来的朋友即感受

到了现代化交通的便捷，使往
来交通不再成为负担。 更主要
的是收获了很多新的作品，画
面上风格迥异的老式建筑，辅
以代表现代化气息的汽车、咪
表，穿插牵萝覆屋、柳榆棠梨等
卉木，令人耳目一新。望着一幅
幅新作，界山自言自语道：明年
的画册又有新的作品啦！

秋天是写生的好季节，我
们商定要利用好这大好时光，
为来年展示在众人面前多出

新作、佳作。

因为生命中有机缘步

入丹青之门 ， 缘于生逢其
时，赶上了这样一个生机勃
勃 ，色彩缤纷 ，多情而宏大
的时代，欧阳小波作为时代
的幸运者手执画笔，身背行
囊踏上了远行的丹青之路。

欧阳小波现为空军文

艺创作室干事， 青年画家。
正值风华正茂的小波有幸

与空军的一大批文学艺术

家为伍， 加之身居北京，可
请教首都的诸多专家学者。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学
习与交流中，凭藉湖北人所
特具的聪颖和感悟能力，在
研习绘画的过程中，小波深
知仅靠临摹传统中的笔墨

技法难以抒发时代的情怀

和时代的风采。 由此，他注
重在深探传统山水画的同

时，直接到大自然的现场写

生，在写生中发现新的艺术
语言并将西方绘画的诸多

元素, 如素描的造型和色彩
的对比关系等灵活的运用

和发挥。 诚然，小波不会丢
失中国画所特有的意象表

现方法和中国式的审美特

质与趋向。
在中西绘画的交汇中

寻找契合点，诸多的前辈大
师已经做出表率 ， 像徐悲
鸿，林风眠，吴冠中等，都是
走在时代前列的标志性艺

术家，他们的成功经验启示
我们，唯变则通，唯新则明。
抱守古人的笔墨是难以呈

现时代气息和时代风范的！
沿着前辈大师们的足迹前

行是欧阳小波不变的艺术

信念， 亦如远山的呼唤，使
小波这些年来马不停蹄地

前进；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赴

北京郊区的大山里，支起画
架写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

种重要生活方式，无论是酷
热难耐的夏天，还是冰天雪
地的冬季……小波都能坚
持去写生， 并且持之以恒，
毫无半点倦意。 这种艺术的
生活方式在不断的改变着

他的思维和处世之道，他开
始慢慢的超脱人际关系中

的杂事缠绕，懂得了凡事不
但可以提得起，也可以放得
下。 何为重要和次要使他的
思路清晰起来，使他的艺术
之根深扎大地，" 固丹青之
志，写山水之妙"，一种无法
割舍的艺术之花绽放在流

光溢彩的丛林中，这种艺术
之境不但可以提升人的思

想境界，还可以消解烦恼和
焦虑， 更可以神交山水，迁
思妙得丹青之大法。

小波又幸运的进入清

华美院， 成为德高望重，才
高过人的杜大凯先生的访

问学者，实乃天赐良机。 杜
老治学严谨， 学贯中西，理
论与实践堪称楷模。 有杜老
指点迷津，小波的艺术必将
大进。

小波在画中既得西画

中的素描因素，又凸现中国
画以线造型的结构关系，将
其中西绘画科学有度的相

融相和，尤其是每当面对繁
多的山岩和群峰时，做到在
画中既有整体造型的谋篇

布局，又有具体物像的局部
刻划， 遵循了古训中的"远
看取其势， 近看取其质"的
山水画创作守则。 对于西方
绘画中的色彩，小波敢于大
胆的借鉴并运用于画中，当
然，他的色彩关系是介乎于
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表现状

态，有时鲜明，有时含蓄，但

每幅作品都强化一种基调

和倾向，恰到好处的倾诉一
种心语，而这种色彩情绪的
营造就须全面了解和掌握

单纯色彩和复合色彩之间

的微妙关系 ， 使之呼应自
然，统篇和谐。

对于物体结构的处理，
小波会心于物体中最具代

表性的特征描绘，而非客观
中的面面俱到和布阵罗列。
取主舍次，抓大放小是一种
组合有机画面的能力，而这
种能力的养成需要日积月

累的实践才能体悟其中的

堂奥， 而小波已登堂入室，
挥洒有度了。

有人说艺术陶醉人，迷
惑人，吸引人…… 是的，人
各有志，小波就是那种心甘
情愿的沉醉于艺术创作的

人，一个既生活于现实又想
放飞于现实之外的理想主

义者！ 而一个执着于实现艺
术理想的人注定是心存善

良，重情重义，在向善向美
的大道上一路被 光 明 照

耀……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理事，空军美术书法研究院

副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高研班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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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博森作品 中国画·《放歌晴山》69cm×137cm

柴博森艺术简介，1969年

1月生于天津，自幼研习书法，

从书法家袁健民先生研习《九成

宫醴泉铭》、《张猛龙碑》、《张黑

女碑》等碑帖。后深入绘画，转益

多师，现从师李翔老师。挚爱写

生，喜从大自然中吸取素材与灵

性。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东方艺

术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天津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会

员、清华美院访问学者。

欧阳小波，湖北云梦人，现为空军政治部文
艺创作室干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北京
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入选全国、全军美术展览
并收藏，美术作品多次被《文艺报》、《北京晨报》、
《美术报》、《美术大观》、《美术》杂志等刊发。

2010年，作品《耕耘希望》入选2010年中国
画展。

2011年，作品《玄驹·五色土》入选清华大学
百年校庆艺术展。

不断出新才具有生命力
———关于出画册的一点浅见 ■ 柴博森

2005年，《溪林过桥》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首届写意中国画大展
2007年，《铁骨脊梁》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建军八十周年书画大展
2007年，《赵家沟印象系列》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2007年中国画大展
2008年，《美丽的西部家园》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首届中国画双年展
2009年，《龙胜梯田》入选宁夏美协主办的上海美术馆成立五周年书画邀请展
2009年，作品《守望家园》入选天津市第十一届美展
2009年，作品《巡》、《出征》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建军82周年书画展
2009年，作品《落雪无声》获中国美协主办的建军82周年书画展优秀奖
2009年，作品《落雪无声》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
2009年，作品《落雪无声》入选天津市第七届青年美展
2010年，作品《难忘故园》入选天津第三届"双十佳"优秀作品奖
2010年，作品《耕耘希望》入选2010年中国画展
2011年，作品《玄驹·五色土》入选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艺术展

■柴博森作品 中国画·《青州杨集写生》69cm×69cm

■柴博森作品 中国画·《松间品茗》69cm×69cm

■欧阳小波作品 水墨人物写生143cm×74cm

■欧阳小波作品 凤凰岭写生68cm×68cm■欧阳小波作品 甘肃民居写生35cm×46cm

欧阳小波：丹青妙写山水情
■ 王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