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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富君，是我不期而遇

的一位朋友，而且是先识其

画，后识其人。

初读庆富君的画，即感

到了他国学修养和生活积

淀的深厚，感到了他笔墨功

力的释放，感到了他释放时

产生的痛快淋漓的心境。 庆

富君应是笔随心运，画随心

生。 当菊香满纸、酒香四溢

时，他应当是自醉其中了。

缺乏生活，画家就无法

显现可视形象的思想深度；

缺乏技巧，任何形式都不会

有理法和语言，只能拙劣地

显现空洞的构想而已。所以

生活和技巧需要一定的才

情和智慧，这样才能把创作

的技巧从生活层面提升为

艺术层面。而技巧本身的提

高是需要通过长年的练习

才能达到特殊的境界。庆富

君，笔随心动，当属一种智

慧的技巧吧。

对于书画， 我本外行，

既不作画， 亦不懂画论，只

是平素喜爱而已。我深知自

己赏画资格甚浅，所以在此

只以朋友身份略言一二。

庆富君的中国画，以人物见

长，亦工花鸟，善意笔，间有

少量工笔。 从表现内容上

看，庆富君的写意人物画基

本有两种类型：一类为现代

人物，多以黄土高坡上质朴

的农民和现代人物形象为

主， 画风具有拙朴敦厚之

美。 既有现实生活的底蕴，

又有笔墨本体的个性追求，

如 《快乐的黄土地》、《沙场

演兵》等均是反映黄土高原

当代农民和边防军人生活

的作品，既有个性风采的抒

写，又有来自生活深处的朴

实和淳厚。 他重视线条造型

的流畅和表情变化的深入，

其人物憨厚朴拙，形象生动

传神，浓郁的生活气息溢于

画外，再现了当代人生活的

纯朴与安然。 《延安五老》、

《甘泉》 集中体现了他对老

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以及对

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往情深。

他的另一半作品为古代人

物 ，多为高士仕女 ，笔墨恣

肆，率意而为，时而没骨，时

而泼墨，时而以线取胜。 如

《宋人诗意图 》、《秋思图 》、

《白居易诗意图》 充分体现

了上述特点， 给人以高雅、

古朴、清新之感。 人物神态，

惟妙惟肖， 章法经营， 新奇高

妙，水墨淋漓，以形传神，当属

他的意象心作， 充分显示画家

的功力、学养和心智。

庆富君的水墨人物写

生注重笔墨与造型的相融

相合，坚持了笔墨为造型服

务的原则，具有平实、朴素、

自然富有个性的艺术特色。

人物的生动和构图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意在进行一种

有意义的探索。 庆富君心怀

古意，强调人物主体和画面

背景的结合，尽情地表现了

对古今人物的内心写照 。

“山峥嵘，水泓澄。 漫漫汗汗

一笔耕，一草一木栖神明。 ”

我以为 ，庆富君的画 ，是一

种思考，更是一种发自内心

的传承与创新。

天地万物， 变化无穷，

事物之间通过相互的关联，

将会产生各种可能。 从一张

白纸开始，到最后天地万物

成为一个互为彼此的网络，

相当不可思议，但又相当具

有说服力。 画家和艺术家的

过人之处，就在于把事物之

间深厚的关系，实现某种相

互的联结，让一种新的关系

从新的形式中重生，这正是

艺术家的追求 。 庆富君的

画，正在努力地实践这种追

求。 庆富君以一种富有学术

性的笔墨形式表现他心中

崇尚的古人中的经典和生

活在他身边的普普通通的

人，这些画作是经过他内心

思考与升华了的再创作。

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

同，人不同而不

和。 ”庆富君平

素与人相处平

和， 无所争执，

可见其君子之

心。品味他的画

作，可见其朴实

的品格和平静

的心态。其从容

与洒脱，其质朴

与自然，还有隐

露的粗犷之意，

均能看出庆富

君有着良好的

创作心态。他不

急不躁，不粉饰

生活，画品人品

朴实可亲。无论

是人物，还是花

鸟，都表现出他对人生的咀

嚼，其质朴、其气清，正和他

朴实 、真诚 、执著的人品相

表里。 读他的画作，可发现

他正把自己感受到的人生

的美丽与生命的跃动，以朴

实平和的心态诉诸于自己

的画笔之中。

前人有言： 丹青之妙，

常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我想

画入佳境 ，不宜语解 ，也不

需诠释，读者自会领略其画

中的妙处。 微瑕是可以明断

的 ，得此藉口 ，似乎不必再

占用篇幅细论短长。 “天机

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

尺”， 用它来形容庆富君的

画，应该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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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富,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人,1982

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中国画专业,获学

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西画

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山西省美术

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中国画人物画会副秘书

长、山西省工笔画会副主席。作品曾多次参

加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奖。《新绿》获全国前

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鼓励奖、《酷暑》入选第

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甘泉》入选建军70

周年美展、《荷塘雨趣》获韩国“97国际美术

大展铜奖”、《酷暑》入选全国第四届工笔画

大展、《桃花扇》入选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晚秋》入选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美术作

品展、《正月里》入选第二届全国书画院美术

作品联展、《罗贯中著书图》获“向新杯”全国

中国画大展三等奖、《延安五老》获中国美协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中国

画作品展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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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周

心 怀 古 意 且 画 且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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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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