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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画家，在历经千
百年的悠悠岁月之后， 对"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
训，仍然有着常读常新的感
受 ， 这两句言简意赅的名
言，概括了关于艺术创造过
程中所有复杂的、 丰富的、
物质的与精神的转换关系

和心路历程。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是指在现实世界中去体验，
感受并捕捉创造灵感，然后
经过心灵过滤给以主观的

生命形式处理，在外部形态
与内部结构，主观与客观的
统一中， 达到形式与内容、
物质与精神的完美契合。

画家衣惠春数十年来

耕耘在造化与心源之间，呕
心沥血，不倦地在造化之中
吮吸， 在生活沃土中采撷，
在精神领域求索，形成了他
的个性化风格和表现方法。

衣惠春的创作题材，始
终以山水为主。 为此，他的
足迹几乎遍及塞北江南的

名山大川 ，山寨村落 ，在鲜

活的现实中体验并感受造

化的鲜活与勃勃生机，领略
自然界的丰富多彩与神奇

奥妙 ；长期以来 ，他坚持速
写 ，写生 ，在直面造化与现
实中感悟其生命形式与活

力 。 自然 、造化 、现实的启
迪 ，使画家激情澎湃 ，浮想
联翩 、灵性漾溢 ，在不可遏
止的创造热情中， 灵感、想
象 、体验与感受 ，转化为山
水意向 、笔墨意韵 、形式意
味 、情感取向等 ；作品中因
而构筑出重峦叠嶂、墨气贲
张 ，烟云缭绕 ，缥缈灵动的
山水境界， 在此基础上，也
奠定了画家以写生入画的

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
在衣惠春看来，写生是

创作的坚实平台， 因为，只

有置身于自然之中或面对

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去写生，
笔端的一切因为有了自然

现实的依据，才获得了生动
感 、气韵感与现实感 ，作品
才不会产生"空穴来风"的浮
浅， 才显出一种灵秀鲜活；
笔下的山水意象 ， 湖光山
色，烟树重峦，云涛村舍，瀑
布湖塘等皆源于现实的升

华，而蕴蓄着"精气神"，画面
才显出了生机与活力。 衣惠
春在谈到写生时，无不感慨
的说：" 写生的本质是写自
己的生命"。 他对人间万物
造型之美的体察，理解与艺
术表现中，探求将自然美变
成艺术美的规律，发掘其中
深刻的内涵。 所有这一切均
以艺术家自己的生命历程、

生活阅历、丰富的情感为代
价。 因此，看重写生，也是对
自我生命的尊重 。 看重写
生，成为画家创作的前提与
基本方式，他要求自己的创
作必须在积累大量写生素

材的基础上 ， 进行去粗取
精 ，筛选加工 ，然后经过心
灵的连缀编结，最终成为作
品 ；可以说 ，画家几乎所有
的作品都是在写生素材的

基础上 ， 提炼并加工完成
的。

从画家的大量速写，写
生作品来看 ， 显而易见的
是 ，这些闪耀灵感 、思想火
花的随手之作 ， 多是在飞
机、火车、汽车、轮船、缆车、
马车上或边走边画中完成

的 ；这些写生 ，见出了画家

的勤奋 ，同时 ，由于画家的
勤奋才有了为数众多的写

生作品， 它们无不表明，画
家敏锐的感受力、观察力与
艺术表现力 ； 画家数十年
来， 身边从不离开速写本，
作为尊重生活的画家 ，他
把"师造化"看成是通向艺术
高峰的必由之路，把勤于写
生，看成是一生的基本功。

衣惠春认为：" 一个画
家能否独具慧眼，在平常的
事物中发现美、 创造美，并
把这种美与精神理想和谐

统一起来， 得到新的升华，
是一幅作品成功的关键 "；
在漫长的艺术之旅中，画家
坚持"性本爱丘山"的意趣和
志向 ，坚持 "敢言天地是吾
师"的理念，辛勤耕耘在"造

化与心源 "之间 ，在这一过
程中， 他感悟了人生哲理，
取意势于胸间，放怀丹青写
山川……，这一切 ，都融入
到他的山水画创作之中，进
而获得人生与艺术境界、自
然与情感结合的提升。

由写生到创作，是衣惠
春始终不渝的艺术原则，他
的作品因为源于写生而来

的山水感受，而充溢着苍郁
灵秀之气 ；在实践中 ，画面
则产生了 "气宜深厚 、色宜
苍秀" 的整体美感气息，并
呈现了元气淋漓卓然不群

的艺术精神。
" 搜尽奇峰打草稿"，是

山水画创作的一条重要经

验，它意味着一种对自然和
艺术的再认识，它意味着把
创作与现实生活紧紧联系

起来 ，如此 ，才能使作品成
为达意、抒情和美感交流的
符号； 衣惠春的山水画，正
是遵循这一规律而体现为

参与现实的形式特征和表

现手法的。
我们看到，源于写生而

来的衣惠春山水创作，依据
水墨的技法规定和写意的

表现原则，融入了西画的形
象塑造因素与色彩，使之与
对自然高度还原的西画有

了明显的不同，与传统的中

国画也有着明显地不同；在
依然"虚灵"、"渲淡"的手法
与处理中， 强调风神骨气，
并于其中突出了个人的感

受，进而在水墨本身发挥其
写意的优势-- 营造淋漓酣
畅 、气韵生动 、墨色氤氲的
独到效果，给人以深刻的审
美愉悦和视觉印象。

我们在衣惠春山水画

中 ，读到了激情 ，活力与现
实的诗意，以及一种自觉的
讴歌生活与自然的情怀；他
的作品 ， 走出了传统的局
限， 走出浅薄僵化的规范，
在感性生动的现实启迪中，
厚积薄发 ，走向审美 ，走向
了诗意。

一位矢志不渝的艺术

跋涉者，一位持之以恒于现
实生活的讴歌者，一位从不
离开生活沃土的画家--衣
惠春，在几十年的风雨历程
中 ，渐入了艺术佳境 ，形成
了朴实明朗，充满感性生命
特征的风格特点，他诸多作
品的共同点是--充满张力、
动感、淋漓的元气和鲜明的
力度，他以作品直接呼唤着
时代精神和生命的感性形

式。
祝愿衣惠春在艺术的道

路上，永远年轻、青春永驻。
徐恩存，《中国美术》 主编

博士生导师、 著名美术评论家
（原载《中国书画报》2005年 7
月 14日第 56期第 4版）

衣惠春，1940年生于辽宁丹东。 1961年毕业于抚
顺师范艺术专科,1987年考入中国画研究院 （国家画
院）,师承何海霞研修山水画一年。是关东画派代表画家
之一。 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徐悲鸿画院艺委会
副主任,辽宁省国画院副院长。

先后在北京、上海、沈阳、大连、合肥、汕头、抚顺、福
州、南昌等地及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举办画展。 九上
黄山，九上九华，八登泰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名山大
川。

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美术大展中获奖， 并为毛主
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央军委、文化部、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国家画院、辽宁省博物馆、张学良陈列馆等单位
及众多国际知名人士收藏。 《美术》、《美苑》、《人民日
报》、《中国书画报》 等报刊多次刊登其作品及专家评介
文章。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央视二台《鉴宝》栏目、东南电
视台等对画家做了专题介绍。有《衣惠春作品集》、《衣惠
春画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丛书--衣惠春作品精
选》、《魂系河山--衣惠春艺术集》 、《百虎图卷》 出版发
行。

衣惠春艺术网:www.yihuicun.com
电子邮件: yihuichun@126.com
电话：1305185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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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旦堂画廊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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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字画。
立足高端，
诚信为本，
促进交流。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
荣宝斋大厦荣兴艺廊 ：29

电话：010：631888：0
1：110281026

网址：：：：.zaidantang.com

买一次轮胎就可以成为会员！
会员办理热线：88：00：89、88、：7388

买轮胎 到惠尔
100万先行赔付 保您售后无忧

惠尔提醒您：
只要您保护好轮胎的胎

侧，并做好四轮定位，就能大大
减少您买轮胎的次数！

统筹 ！李冰 美编 ！魏彦广

惠尔有约·翰墨名家
作 品 展

“惠尔有约·翰墨名家作品展”12 月 8 日
在北京惠尔再旦画院展览馆开幕。 本次

展览将持续到 12 月 18 日， 共展出罗哲

文、马世晓、韩美林、冯骥才等 24 位知名
艺术家的 80 件书画作品。 惠尔再旦画院

成立以来，通过签约艺术家、举办书画展

等方式传播文化艺术。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曙光中路 9号（北京农科
大厦北 30米）
电话：88501009 13522385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