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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传承———

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历届主席团成员美术作品邀请展

时间：

1

月

11

日

~1

月

16

日 地点：广东画院美术馆

资讯

此次展览作为广州市美术家协

会历届主席团成员的艺术风采与成

果的展示、 交流活动， 主要展现了

53 位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历届主席团

成员的作品。 他们每一位都在协会

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携手努力的印

记， 见证了协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展览展出的作品约 100 幅， 涉及国画、

油画、 版画、 雕塑、 漆画、 设计等领

域， 艺术风格多样， 内容丰富。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生活的褶皱———李晓倩作品展

时间：

12

月

22

日

~2019

年

2

月

25

日 地点：越秀区恤孤院路

9

号逵园

李晓倩 2009 年本科毕业于广州美

术学院数码系，2013 年研究生毕业于广

州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作品多次参加

国内外展览。 作品涵盖水彩、油画和装

置。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动态

赖智豪当选广州青年美术家协会新一届主席

周彦生中国画花鸟专业高级进修班结业展

时间：

1

月

6

日

~1

月

10

日 地点：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展出了“广州美术学院周彦生中国

画花鸟专业高级进修班”第三期全体学

员的作品数十幅，全面地展现了 2019 年

周彦生中国画花鸟专业高级进修班半

年来的教学成果。

据了解， 由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学

院、漯河市周彦生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

的“广州美术学院周彦生中国画花鸟专

业高级进修班”， 从 2018 年开始至今已

经成功举办三期。 参加培训的学业员来

自不同的地方， 专业基础亦参差不齐，

但本着对绘画艺术的执着与热爱，共同

投身于学习中，并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取

得了“从临摹到独立创作”的令人欣喜

的成绩。 周彦生笑言，对学生他有求必

应，乐当“人梯”、“拐杖”，并且希望进修

班 可 以 一

直办下去，

让 更 多 的

热 爱 绘 画

的 人 可 以

接 受 专 业

的培训。

周 彦

生，1942 年

生于河南省。 1982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

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 系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协会员。 艺术上，周彦生崇尚赵

佶、任伯年和于非

闇

，一直寻求探索清

隽、明丽、品味高雅而气势宏伟的艺术

风格。

信息时报记者 徐毅儿

山水画要从生活中来，没有感受就没有创作

展览开幕前的一个下午，信

息时报记者来到陈金章教授家中

访问。 他的画室在广州美术学院

一栋宿舍楼的顶楼，天台上，盆景

花木虬屈生姿，房间里，满满的都

是画具、画稿与画册文献，几乎转

不过身来。 墙上一幅阳朔山水长

卷，是他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已

经画了 20多天。“现在我每天坚

持画两三个小时，不画不行，这个

毛笔是要练个几十年的， 不是一

两天就能练出来的。 ”

九十岁的陈金章精神健旺，

反应敏捷， 始终保持着对生活与

艺术的敏感与激情。说到兴处，时

时起身翻出写生画稿来给我们

看。他的写生稿非常精细，完成度

很高，生动而准确，而且数量及其

庞大。这样的写生稿，他一张就要

画半天。我们的交谈，也从他的写

生开始。

（上接

A11

版）

信息时报：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岭南

画派第二代大师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

么？

陈金章：

我担任黎雄才老师助手的

时候，黎老师教导我，一定要到生活中去

画画， 不能坐在家里。 他们都在西北呆

过很长时间，他们对着真山真水画，而且

他们不讲什么派，教育不谈派别，没有门

户之见，鼓励学生多接触不同派系名家

的绘画， 把全国名家都请来学校讲学。

他安排我临摹一段时间，就将我推到生

活中去。 后来我就知道， 一定要到生活

中去。 山水画从生活中来， 不去山水之

中，就没法画，一定要深入生活。

对我来说，我的老师关山月、黎雄才

就像两座大山压在我头上，要想跳出他

们，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生活中去，找到

自己的体会，然后画出不同于老师风格

的作品，这是我的经验。

信息时报： 写生贯穿了您艺术生活

的始终，足迹踏遍祖国大好河山，其中最

喜欢的山水风光是哪里呢？

陈金章：

黄山，长江三峡……中国还

有许多很美的山水，我还要继续画下去。

我带学生到长江去写生，到了宜昌就不

走了。 我们不坐大船，改坐小船，先到这

边住几天，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再去那边

住几天，在那边待了一个月。就是要慢慢

感受，没有感受什么都是假的，然后慢慢

到万县， 到重庆， 一路慢慢走了两个多

月，从这里面创作了一批画。

还有（

上世纪

）70 年代，我带学生到

海南岛尖峰岭写生，在那里一住就是 59

天。那个原始森林保存得非常好，我们祖

国唯一的原始森林，感觉非常好，神秘，

从来没有人画过这个题材，我就很激动。

当时生活很苦，有的学生想走，我都让他

们留下来，好好补课，我也补课，你们也

补课，这个经历太难得了。我们就带几个

馒头和一壶水，在山上画一天。最后回来

的时候，每个人都瘦了几斤。这次写生回

来我搞了两件作品，《南方的森林》和《暮

韵图》，都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

我这几十年都是从写生中过来的，

一有空就下去，前两年还去了广西阳朔。

虽然年纪大了， 腿也不太好， 但是能够

走，我就下去。 没有生活什么都是假的。

信息时报： 随着现在很多年轻画家

喜欢用拍照代替写生，回家画照片，为什

么你从来不这样做？

陈金章：

照相机没有用的，我出去写

生， 从来不带照相机。 那个你拍来的符

号，没有认真体验生活，你没有感情的。

你不面对那个真山真水， 你怎么有激情

呢？ 你不激动，你画不出来的。 照相机卡

擦一下拍回去，你怎么有认真观察，怎么

能记得住呢？你要深入生活，住下来慢慢

观察，慢慢体会，慢慢画，记在脑子里，才

是你的东西。 生活是山水画创作唯一的

道路。艺术创作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你

不熟悉生活，什么都创作不出来。

信息时报： 作为广东重要的美术教

育家，您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成就斐然，而

且风格各异，您的教育理念是怎样的？

陈金章：

我在这个学校干了几十年，

主要是培养学生， 很高兴我培养了六批

研究生个个都成才， 现在都是画坛骨干

力量，是教授了。我一直和他们讲，你们画

自己，千万不要画得像我，要按照你们自

己的想法去画。 学艺术不能保守，有好东

西必须要学过来，保守就没有出路。 他们

都是到生活中去，最终找到自己的风格。

信息时报： 这次展览中有您的各时

期代表作和近期最新的作品， 新作有什

么风格上的变化吗？

陈金章：

我现在用水墨的方式多一

些，带颜色的作品少一些。因为我想向传

统回归。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美术系 2019届毕业生作品展

时间：

1

月

8

日

~1

月

17

日 地点：广州文化公园画苑馆、艺庐馆

这次毕业生作品展的主题是“发

扬岭南文化”， 由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美术系的 2019 届配饰艺术、 会展艺

术与管理、计算机综合美术、工艺与

绘画、漆艺设计与制作和民间陶瓷工

艺品设计与制作六个专业（

方向

）毕

业生的作品组成。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小作大题———周建明、张志辉、张焕新贺岁小品展

时间：

1

月

12

日

~2

月

20

日 地点：番禺区迎宾大道

179

号时代创意园

A

栋

3

楼

这次参展的三位画家既是同乡、同学，也是同道中人。 此次画展展出三位

画家的作品共 90 幅，这些作品题材丰富，风格迥异。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物之延异———姚邦亮个展

时间：

2019

年

1

月

12

日

-2

月

15

日 地点：东湖路

123

号之二

Free.

空间

姚邦亮这几年来通过其自身的

创作与思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漆当

代性的另一种潜能。 特别是他喜欢用

书法性的笔触，去感受漆、物与载体

等的共生关系，从而获得了对漆性的

再认知。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艺海撷珍———

艺海堂美术馆成立十周年南方油画名家五人作品联展

时间：

1

月

20

日

-3

月

19

日 地址：东风东路

699

号广东港澳中心

7

楼

701

艺海堂美术馆

此次展览以艺海堂美术馆成立

十周年为契机，汇聚了五位当下著名

的南方油画家郭润文、黄茂强、何坚

宁、邓箭今、范勃。 他们的作品开拓出

了全新的艺术境界，具有鲜明的个人

风格。 可以说，他们的创作历程就是

广东当代油画发展的一个缩影。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广州青年美术家协会第九次会

员代表大会 1 月 6 日在浙江大厦 5

楼会议厅召开。 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理

事会成员，赖智豪当选广州青年美术

家协会第九届理事会主席， 毛一山、

甘谷、冯穗均、阳军、麦时玮、李家馨、

杨健、吴子英、张伟、郑来喜、梁俊彦、

梁瀚文、温啟贤、蔡祜、蔡海威等 15

人当选第九届理事会副主席。 据悉，

广州青年美术家协会创建于 1980

年，重建于 1994 年，迄今已有近 40 历

史。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