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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彰 （国家行政学

院副院长、中国书协理事）：

乔先生几十年勤奋耕耘下

的书画艺术修养与书法篆

刻创作已达到很高的境界，

且诸体皆能。 他以飘逸的书

法线条美成就了他笔下灵

动与鲜活的国画人物形象。

潘鹤 （雕塑大师 、广州

美院终身教授）： 当今有这

样水平的艺术家不多，这些

作品是要有真正的艺术功

底、文化素养与艺术感觉才

能画出来的。

郭绍纲（原广州美院院

长、教授）：乔德龙先生不但

有高超的艺术造诣、全面的

艺术修养，而且还有淡泊名

利的为艺状态与精益求精

的创作思想，这种全面的综

合修养能从这次展览的艺

术作品中表现出来。

杨福音 （著名画家、国

家一级美术师）： 我很喜欢

乔德龙的画品与人品，他画

如其人 ，人很谦和 ，心也很

平静，有君子之风。 他笔墨

的表现能力和笔墨的审美

能力都很强，是一位诗、书、

画 、印俱佳 ，艺术生活从容

淡定、艺术修养全面深厚的

文人画家。

王韧（原广州美术学院

副院长 、 教授 、 硕士生导

师）：功夫在画外，乔德龙是

一位具有全面艺术素养、取

得很高艺术成就的画家。 我

特别推崇他最近创作的云

南丽江少数民族写生的那

批作品， 画面非常轻松，画

的游刃有余，是一套具有深

厚人文关怀与思想感情的

艺术精品，乔德龙目前的艺

术状态是"以深厚的文化底
蕴为依托、正在艺术高峰上

攀登"。
招炽挺（广东省美协副

主席）：在民族画题材方面，

乔先生画了那么多好画，对

我有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乔

先生实际上是在画生活里

面最真实最感人的东西。 这

些艺术作品以后对历史和

社会，都是一笔很宝贵的财

富。

夏光明（广东画院副院

长、广东省直美术家协会主

席）：乔德龙造型能力很强、

文化功底非常深厚 ， 且人

物 、山水 、花鸟与篆刻等诗

书画印的水平都是在高

水平基础上的高度融合 ，

做到了" 百分之百自产 "
而不像绝大部分画家一

样要盖别人刻的印章 ，而

且画的题款等都相当讲

究。

恽圻苍 （广州美院油

画系原主任、研究生导师、

教授 ）： 乔先生的画很放

松， 笔墨的力度和虚实关

系都很有表现力；另外，黑

灰白的处理、 章法的变化

都是动了脑筋的， 艺术的

修养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的。

李人毅 （《人民美术

网》 总编辑。 中国美协会

员、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

级美术师，原《美术》杂志

执行编委 ）： 以神似为旨

归，以形神兼备为追求，以

绘画与书法相结合而且达

到混然天成的境界， 是画

家乔德龙作品的主要特

点。 乔德龙的作品更经得

起放大， 他的人物画具有

放大后造型不松散、 结构

更严谨的重要特征。 乔德

龙的作品应该是当代文人

画的典型代表之一。

唐世和 （黑龙江艺术

理论研究会会长、 中国美

协会员）：乔老师的绘画体

现着一种很高的境界 ，无

论是人物小品还是大的主

题性创作，都驾驭得非常熟

练、到位。 这种境界归结起

来有五个方面：一是构思的

文学性和社会性，二是整体

布局的运筹帷幄，三是形象

塑造的精准性和美，四是笔

墨语言的古意与诗意，五是

作品整体的流畅性和生动

性。

张弘（广州美院教育系

主任、 教授、研

究生导师，中国

美协会员 ）：乔

先生的画，体现

出他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研究

是相当深厚的。

他的画基本上

是用毛笔中锋

来写的，而且非

常有骨力。他的

画很少有现在

市场上的脂粉

气，完全是画自

己的追求 。 此

外，他对文化名

人的研究和描

绘很到位，还引

入一些民间的

造型，因而他笔

下的人物形象

非常生动传神。

陈炳佳（广

州军区美术书

法研究院副院

长）： 乔老师是

海南中国画界

的一面旗帜，他

不仅是海南与

贵州文化事业

的领导者，同时

也是海南与贵

州美术教育事

业的开拓者。

钟浩天（中

国智慧工程研

究会副会长 ）：

乔老师非常用

心对待每一副

艺术作品，而且

每副作品的够

思与布局都很好 ， 尤其是

《大德释本焕长老》 这幅作

品， 把本焕长老形神兼备、

气宇轩昂的精神内涵画的

活灵活现，其大德形象跃然

纸上。

吴耀军（策展人、《中国

书画艺术报 》总编辑 、中国

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乔老

师深厚的文学功底、高超的

造型能力 、 卓越的综合修

养 、务实的艺术追求 、淡定

的人生境界、儒雅的人格魅

力，为当今浮躁的艺术圈注

入了一股鲜活的艺术气息。

他于书法 、篆刻 、古诗词与

文学诸方面都有高深的造

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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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德龙（珑）字得龙，籍贯重庆万州，1941年1月生
于贵州。原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84年曾以《舒心话》、《磨坊的女儿》、《赶场归来》三件
作品同时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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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画·竹林放达图卷 35cm×272cm

■ 国画·大德释本焕长老 136cm×68cm

■ 国画·并驾追风 68cm×68cm ■ 国画·怀素书壁 136cm×68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