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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８ 月 ８ 日 ，北

京奥运会开幕当天 ，天水

画家姚四有在北京荣宝

斋举办了他的水墨画展 。

在国人百年奥运梦圆的

同时 ，姚四有凭借多年不

懈的努力终于圆了自己

的梦———去北京看奥运

会 、办画展 。 自 ７ 年前北
京申奥成功那一刻起 ，这

个梦便在他的心底里扎

下了根 ，成为挥之不去的

情结 。

看着络绎不绝的观赏

者簇拥于展厅内， 包括京

城知名媒体在内的各大媒

体记者更是齐聚于此 ，姚

四有既兴奋又有些意外 ；

京城艺术家们对展出作品

的充分肯定更让这位西北

汉子感动不已，回首自己多

年从事绘画创作的历程，一

路走来，既有辛勤的耕耘，又

有可喜的收获。

出生于甘肃成县的姚

四有， 自幼在长兄的影响

下迷上了绘画， 身为公务

员的大哥只有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挥洒笔墨， 而他则

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在艺

术的殿堂中游弋自如。 几

年前， 兄弟二人还联袂在

省城举办过书画展， 一时

传为佳话。

1984 年从天水师院美
术系毕业后， 姚四有便开

始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兜兜

转转。 不甘于平淡生活的

他曾换过几次工作， 在教

师 、职员 、记者 、编辑之间

变换着身份。 在市场经济

大潮的冲击下， 年轻的他

也跃跃欲试， 希望搏击商

海， 一显身手。 几番扑腾

后，他终于冷静下来，重新

回到画案前， 继续追寻心

中的那个梦。

1994 年中央美院著名
画家姚有多、华其敏、袁武

等人来西北采风写生 ，姚

四有得以全程陪同， 几位

大画家均以人物画而著

称， 虚心求教之下使素喜

人物画的姚四有获益匪

浅，同时也开阔了眼界，期

待着能在更高的层面提升

自己，锻造技法。2005 年他
通过努力考入中国艺术研

究院杜滋龄工作室研究生

班学习。 杜滋龄的画风继

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

知名大家以现实主义为圭

臬的绘画传统， 并辅之以

富有时代气息的笔墨语

言。 大师的言传身教，使姚

四有的画技日臻成熟 ，其

笔下人物栩栩如生， 笔墨

洒脱， 遵循写实的造型传

统，作品更加成熟，不论是

高士或是古代仕女都融入

了自己内心的感悟 。 除

2008 年 ８ 月 ８ 日的个展之
外， 短短几年他的作品多

次入选国内画展：2006 年，

作品《热血铸雪魂》入选纪

念长征 70 周年中国画展；

同年， 作品入选由文化部

主办的中国青年美术家走

进新农村画展；2008 年，作

品入选“人文奥运”当代名

家邀请展；2008 年作品《山

路》入选全国中国画展，此

外，还在亳州、沈阳、深圳、

淄博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

展。

“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对绘画的由衷热爱伴

着他走过成长的岁月 ，这

爱好给了他无穷的动力 ，

使他 “厚积而薄发 ”，在画

纸上尽情抒发对艺术的感

悟， 并将自己的真情融入

作品之中，作品《醉卧他乡

不知年》 中有他自己真实

的影子，“好饮酒， 少饮辄

醉 ”，为人豪放 ，追求洒脱

写意的人生态度均可在此

画中窥见一斑。

除人物画之外， 姚四

有还钟情于山水画。 “月

是故乡明”，离家多年，姚

四有仍是一口成县话，在

北京求学的他还曾学着

做浆水面。 他说，自己曾

去过 、 画过许多名山大

川 ， 自己家乡的一草一

木、一山一丘对于他这个

“游子”来说，却是刻骨铭

心 ，“我闭着眼睛都能把

它画出来。 ”自小生长于

斯的姚四有，家乡山水中

的豪放、洒脱与不羁早已

融入他的血液之中，在创

作时，运笔快，一气呵成，

几乎没有停顿。 “没有情，

则作品没有形”，他觉得，

没有内心深刻的爱，创作

的山水画只能是图解式

的表达。 怀着对故乡的眷

恋， 他以家乡冬雪为题材

创作了让人倍感亲切的冬

雪山水系列，受到了好评。

大凡沉迷于艺术的

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而这种个性， 正是成为成

就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爆发

力。 姚四有也不例外，在生

活中，他是一个本真的人，

一个活得自我的人， 一个

毫无拘泥的人， 一个放荡

不羁的人。 他说着自己想

说的话， 喝着自己想喝的

酒，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画

着自己想画的画。 尤其是

在朋友面前， 从不掩饰自

己的情感， 就像一个赤子

坦露着自己的赤诚而无所

顾忌。 他画画时也是如此，

笔墨在宣纸上恣意奔放 ，

情感在心灵里尽情挥洒 ，

思维在视野里随意表达 ，

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就像

是他自己的婴儿一样生

动的有血有肉 ，给人们带

来了生机与活力， 希望与

未来。 而这也是他———一

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毕

生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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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四有，甘肃成县人，民革中央画院理

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水市美协副主

席、北京艺宝轩书画院院长。

2006年作品《热血铸血魂》入选美协主办

的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展览；2007年参加文

化部主办的《中国青年美术家新农村采风作

品》展；2008年作品《山路》入选2008年全国

中国画展；作品《清冬见远山》入选2008年新

人造型艺术展；作品《惠风》入选纪念改革开

放三十周年全国书画邀请展；2008年 8月 8

号在北京荣宝斋举办个人展览；2009年作品

《高原情》入选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

名家书画邀请展；人物作品《山路》获甘肃省

群星艺术节金奖；2010年作品《瑞雪丰年》入

选全国中国画展；作品《初雪寒气清》入选红

色燕赵全国山水画作品展；2011年作品《凝是

银花昨夜开》获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

画作品展优秀奖；2013年作品《母亲》获“2013

全国中国画展”优秀奖。

艺术品收藏·艺术品交易
策划承接展览·书画装裱
地址：北京市曙光中路 9号

（北京农科大厦北侧）
电话：88452829、88501009
网址：www.huierzaidan.com

■ 刘春阳

裁 梦 入 花 心

中国画·写意人物斗方

再旦堂画廊专营:
名家精品、
名人字画。
立足高端，
诚信为本，
促进交流。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
荣宝斋大厦荣兴艺廊 A29

电话：63188850 \ 15110281026
网址：www.zaidantang.com

我们都知道，人体之衰老实则氧化之结果。而人体又是由 70%的水份所构成。也就是说
人体内的水份和每天所补充的水份如果具有抗氧化性，那么也就可以延缓人的衰老！ 会有
这种水吗？ 不老村矿泉水告诉您，有！ 在哪里？ 您自己去找！ 怎么找？ 不老村矿泉水再告诉
您，只要您选择出几种水，并把它们同时倒进玻璃杯子中，再从同一个苹果上切下一小块苹
果同时放入杯子，苹果在不同的水中会被氧化变色，这时您会发现有一杯水中的苹果几乎
未被氧化，这时您就能找到抗氧化的水了！ 当然有一个前提是这些试验水中必须得有不老
村矿泉水。 您找到这种水后，饮用和食用水都改用她，就必然会延缓您的衰老啦！ 您不妨试
试看！！

水 源 地：北京市密云县不老屯镇转山子
（位于密云水库上游水源保护区内）

国家级鉴定：京储决字（1993）012号
采矿许可证：1100000220150

厂 址：北京市密云县不老屯镇转山子村
电 话：010-69031588 69034689
销 售 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桥东惠尔大厦
电 话：010-88500589

[水源地处于水源保护区内]��———没有污染

[麦饭石水质] ———不结水垢

[偏硅酸型]———只有优质的纯天然矿泉水

才具备的优良品质

[口感清爽甘洌]———采自华北最大面积、
最优质的麦饭石矿床

[质量检验]�———年年合格

[泡茶、煮饭、炖菜、煲汤]———口感奇绝！

中国画·写意山水斗方

中国画·写意山水立轴

中国画·写意人物立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