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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钟南山》创作启示
□刘三齐

2020农历庚子年，新冠疫情在武汉发生，84岁的

共产党员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英勇逆行前往武汉指

导抗疫工作。其敢于担当、坚定勇敢、专业敬业的共产

党员形象感动了无数国人，也深深感动了画家冯少协，

激起其强烈的创作冲动和热情，从而有了油画《中国共

产党党员——钟南山》（以下简称《钟南山》）的成功诞

生。作品以艺术抒写让英雄定格、让精神永存、让历史

铭记，在“众志成城——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伟大征

程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

品展”等全国重要展览上多次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美术馆也分别收藏该作品，足见其艺术价值和社

会价值。可以说，这是一幅时代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俱

佳的油画力作，也是画家冯少协个人美术创作历程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下面就该作的一些创作启示

谈点粗浅看法。

一、这一创作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经典性美术人物

创作美学思想的坚守、继承和拓展。表现单一人物或以

特写为主体的肖像画，要求所表现的人物及其造型等

元素需具有思想、精神内涵以及美学上的典型性、代表

性，以及与之相统一、相得益彰的艺术表现形式、技巧

手法，包括画面构图、色调、材料肌理、笔触风格等综合

美学品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油画《永不休战》（汤小

铭）、《父亲》（罗中立），便是此类佳作。作品人物形象本

身带有浓烈的时代思想精神和符号象征，蕴含着深刻

而悠远的艺术苦涩感、崇高感和力量感。创作突破“红

光亮”的套路化表现，以平视正面视角表现单一人物面

部特写，构图鲜明突出，形象刻画朴实严谨，深、灰、褐

为主色调，紧贴主题而散发出形式上的厚重美、深沉

美，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

该作品以钟南山院士正面头像为主要表现对象，

突出其医生、党员、院士、老人等身份，画面中灰白头发、

皱纹、斑点、眼泪、口罩、眼镜等细节，以及仁心、怜悯、憔

悴、坚毅、奉献等精神符号，都具有特殊时期的典型性、

象征性。画幅巨大，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和震撼。画家尽

情发挥油画写实表现力强的特性，对人物面部主要特征

进行深入和细致刻画，使之鲜明逼真、生动传神、立体饱

满，写实而不刻板。肖像背景采用写意性的铺染，与面部

主体写实具象手法形成对比，人像更突出，阴沉灰暗的

风云涌动衬托出形势气氛的艰难严峻。在色彩处理上，

以灰、黑、白、褐、赭、土黄等为主色系,艺术上更丰富、浑

厚、深沉。画家都在有意或自觉地向经典性作品的高要

求不断努力，并达到了满意的效果。

二、精品创作要注重增加和强化各种造型元素的

艺术化选取和美学表达。要不断遵循艺术规律和审美

要求，力求调动和发挥一切构成作品元素的美学最佳

值，使之达到更高艺术层次。作品中的钟南山院士面

戴口罩，这也是一种紧张、沉重气氛的强化表达，同时

也增强了人像作品的陌生化、对比性、层次感，让作品

更富冲击力。在创作草稿时口罩原本是浅蓝色，虽具

真实性，艺术性却较逊色，最后画家采用了暗淡灰白色

调，无疑更添冷峻和沉重。包括钟南山院士身上的衣

服，选取其灰褐色外套，更显厚重和沉着。所有的元素

都体现出画家的精心构思和取舍，力求增加作品的艺

术含量和美学厚度。同样，画中钟南山夺眶而出的眼

泪亦是“点睛”之笔，既是情感充分表达，也为作品赋予

了情节化特征。

三、写实性人物肖像画，特别是表现大家熟悉的名

人，要准确生动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画得像”是基本

要求，更要艺术化。这是一种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技术活，

要求画家必须常画、常练，也要细心观察，懂得概括、提

炼和转化，才能达到生动传神。冯少协是在新华社记者

拍摄的一张眼里饱含热泪的照片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再

创作，但却并非按照片原图依样画瓢，而是寻找最具典

型特征和美感要求的综合形象。戴口罩的钟南山院士，

头部可表现的部位更少，更不容易“像”。冯少协翻阅了

大量图像资料，对人物不同时间、角度的每个部位进行

认真选择、概括、提炼、塑造。他说，希望达到的效果必须

“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深度且形神兼备”。这也是在疫情

发生后，全国美术界涌现了大量以钟南山院士为表现题

材的美术作品，而这一幅却能脱颖而出的原因。

四、时刻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为创作提供不竭源

泉和素材储备。这与冯少协的成长和工作经历密切相

关。冯少协曾较长时间在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这

也锻炼出他对时政的敏感性和思考习惯，并贯穿了他

一直以来的创作历程。从他早期的《生灵》系列，到《关

注中国文化市场》《中东的鸽子》《百年广州》《海上丝绸

之路》等系列作品皆是如此。2021年初，他还以东方醒

狮为形象创作了油画《中国，崛起》，希望以此唤起民众

对国家和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关注，作品在海内外引起

了高度关注。

五、坚持大量多样化艺术创作探索和技法尝试，为

开拓创作思路、丰富表现技巧提供积累和参照。冯少协

长期坚持美术创作，在油画方面，写实、写意、风景、人

物、静物、花草、动物都有，创作上不囿于程式或套路，

敢于打破常规，有时厚画法、有时薄画法，或兼而用之，

一切从艺术效果出发。在作品《钟南山》中，写意与写

实、精细与粗犷以及油色厚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相

互对比，并没有炫技式表现，情感朴实真挚，与主题内

容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作者系画家、美术评论家，广东画院理论研究室

主任）

7月9日，清华大学和中国美术馆校馆合作会谈在中

国美术馆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与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部门10位专家来访，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副馆长安远远等一批馆内专家与校方进行

会谈。会谈围绕校馆的进一步合作展开，主要包括完善研

究生培养、美育推广合作机制，搭建精品展览交流平台，通

过藏品研究构建学术共同体，深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合

作，强化清华大学美术学科在新时代的定位等方面。

吴为山表示，中国美术馆与清华大学的深度合作

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美育讲话精神的具体

措施。清华大学在继承传统、发展创新、立德树人等方

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不断探索艺术与科学相结

合的教学理念，形成了以庞薰琹为代表的融工艺美术、

现代设计、装饰艺术为一体的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与徐

悲鸿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与教学体系、以林风眠为

代表的融合东方美学与西方现代艺术于一体的形式创

造和以刘海粟为代表的重个性的表现主义体系，构成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四大体系”。中国美术馆与清华

大学的合作由来已久。在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校庆之

际，首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2016年，杨振宁、翁帆夫妇将珍藏的熊秉明作品捐赠

给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还为庞薰琹、张仃、吴冠中、

吴良镛、常沙娜、刘巨德、钟蜀珩等来自清华大学的著

名艺术家举办展览，并藏有他们的大量作品。

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中国美术馆之间有很大的

合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

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清华大学历来就重视美

育，老校长梅贻琦就曾提出要开展面向所有学生的艺

术教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路

走来，诞生了不少大师名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美术人

才。清华大学不仅拥有丰厚珍贵的藏品资源，还有不

同领域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才

培养、文物活化利用等方面可以与中国美术馆开展多

向深入合作，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审美素养。

近年来，中国美术馆大力支持清华大学的艺术教

育、艺术学科发展。2019年，中国美术馆和清华大学联

合主办了“风筝不断线——纪念吴冠中诞辰一百周年作

品展”“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和“美育

人生——国际学术报告会暨吴冠中百年诞辰纪念”等；

2020年12月23日，中国美术馆和清华大学签约合作

协议，标志着双方开启了新的合作篇章，在人才培养、艺

术教育、国际交流等方面为培养新时代青年、建设文化

强国和教育强国同心协力、共创未来。在此背景下，清华

大学在2022年艺术管理硕士研究生（非全日制）项目中

新增面向美术馆管理方向的招生名额，为国内美术馆行

业培养复合型的管理人才。 （晓 璐）

■评 点

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通俗地说就是写字。写字要写出

乐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对毛笔字的记忆，是上世纪60年

代末跟着我祖父到街道办事处看他帮人写字才有所了解，据

祖父说，他虽然排行老小，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对

他要求挺严，小时候进私塾学古文，主要是舞文弄墨，长大后

学的专业是电报专业，毕业后没有像其父兄一样从军从政，而

是进入了邮电局从事专业工作，更重要的是小时候打下的基

础，写得一手好书法，所以他退休后仍然帮助街道、居委会及

周边邻居写字、写春联等，也等于做了许多好事。现在回忆起

来，祖父的字确实有功底，确实漂亮。

我的曾祖父邱宝仁，从马尾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毕业，曾

任甲午海战时的来远舰舰长，在甲午海战时拼死作战，直至来远

舰被炸沉，自己落水，被士兵救起，为抗击外敌入侵作出很大贡

献，社会影响力超过他的儿孙，可惜没看到他的书法，如有片纸

只字流传下来，当是传家之物，也是文化瑰宝，此为憾事。后来我

上了小学，遇到写大字报的时期，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正式跟

王永钊老师学书法，坚持到现在，有了一些体会。其中有辛苦，也

有乐趣。写好看的字，做善良的人，这是“一趣”。俗语说字如其

人，大约说的是写字的态度像一个人为人处世的风格，写出来的

字像一个人的外表形象。奈何现在难得看到一个人的“字”，看到

最多的就是签名了。好好写字很重

要，本来你是一个挺好的人，但由于

写的字像“爬虫”，不像正常生长的生

物，就被人怀疑你未被修饰的人品，

实在是得不偿失。当代毛笔书法的

普及道路弥坚，我们面对的娱乐之

事非常多，休闲的方式也不少，在这

样的环境下，能去习书的人就不一

般，能把字写好的人更不一般。

在习字过程中，有的人没机会

写好字，准确地说是没学过如何写

好字，有的人学了但不重视，也不下

功夫去写好，有的人走到半路走丢

了，有的人坚持下去了，能坚持下去

的必定会有收获。现在社会科技发

展常出乎我辈意料，年龄渐长，接受

新事物新技能的水平和自己的意愿

成反比，跟不上社会进步的列车是

常态，但传承千年的书法不会老去，

用毛笔写就的书法在当代社会仍有

挥之不去的魅力。坚持写字、锻炼品

格，这是“二趣”。现代生活中，没有

了书法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影响不

大，但是如果拿起了笔，并且把她当

作人生中的主要事情来做，书法就是这个人一生的享受了。

学习书法有个过程，就是做到笔随手动、手随心动、心随气动。我觉得学习书

法有三个阶段。一是初次接触书法、眼低手低的阶段。这一阶段既有好奇，但也困

难。刚接触书法的人看的书法字帖少，一般认为写得工整即是好字，这是不错的，

等到开始拿起笔来，逐步临习字帖才发现，好字的标准不仅仅是工整。初次写毛

笔字的人写好笔画是件多么困难的事，这就像学小提琴，刚开始学拉空弦，其声

犹如锯木，难听至极；刚开始写毛笔字也一样，手抖腰酸、喘气不均，线条不在该

有的位置上，墨水的浓淡也超出了想象，结果是写出了汗，却写不出一个满意的

笔画，这是手低的表现。

二是坚持临习、见识渐长、眼高手低的阶段。这个阶段充满疑惑，坚持不易。

初学书法的不外临摹，临习字帖得其笔意、摹写古书得其间架。经过了一段时间

的接触、艰苦卓绝的训练和老师的指点，对于什么样的字才是好字、什么样的书

法作品才是好作品有了新的认识，拨开迷雾见阳光，这时候眼界提高了，但是手

上的功夫还不够，临摹得不够，毕竟时间是沉淀的利器。这时候可能字写得相对

工整些，初步掌握了毛笔的运用，不至于指东打西、七歪八扭，但是独立写一幅字

或者创作一幅作品还是没有把握，写字的时候是心有戚戚焉、字如弯弯绕，就是

不在你的要求之上，怎么办呢？只有继续苦练。传说王献之小时候写字就很勤奋，

把院子里的十八缸水都用来研墨写字了，最后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为“二王”。

三是深入学习、深有体会、眼高手不低的阶段。古人谓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

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

法。这时候初有信心，尚需时间。临习书法到一定阶段，只要不放弃，必然会进步。

这个阶段学习者见到的好作品越来越多，如历朝历代的名家书法，同时也关注了

各种展览比赛的作品，提升了个体的审美水平，在眼界提高的同时，书法的临摹

数量攀升，有时也会对结构、线条等做些研究，创作的欲望和水平也在增长，对自

己的书法作品要求也越来越严，为今后独立创作作品打下了基础。

字有品位，人不枯燥，此为“三趣”。好的书法作品要耐看。有的书法作品第一

次看好像看不出好在何处，但潜心体味之后，每看一次都有不同感受，如苏轼的手

札作品、文徵明的《滕王阁序》书法等，初看过去显得平实、朴素，有的甚至相当随

意，但那种深厚的文化气息会如滔滔江水，扑面而来。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

以诗文独步天下，书法上，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自成一家。用笔有天真烂漫

之趣。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明代文徵明的

书法作品《滕王阁序》《赤壁赋》《离骚》《渔父辞》，在明代被称为国宝。文徵明擅长

行书和小楷，作品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

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滕王阁序》写于其老年时期，此时的文徵明已85

岁高龄，这字已然“人书俱老”，达到了书法的至高境界。其行笔收放有致，气势奔

逸健畅，观之如同亲临滕王阁，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我近期常临文徵明的《滕王阁

序》等，对其书法作品随意中的精彩、严谨中的豪放深感钦佩。文书至此，感慨良

多，谨记：向书问道求古意，就香品茶发新思，但有墨汁与风动，且让毛笔随青衣。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

尔荣，原名望见蓉，本
名望建蓉。中国作协会员，
湖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
北省首届百名文学人才。现
任湖北省作协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出版有长篇小说
《爱情斑马线》《如影相随》
等。剧本《二代》获中国作协
2013年重点扶持项目。《爱
情斑马线》获湖北省第七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2018年开始业余国
画创作。《龟峰山》等6幅国
画作品入选湖北省级美术
作品展。其画兼工带写，与
专业画家不同在于，她为每
幅画配上原创格律诗，体现
了诗为画眼、画展诗魂、诗
画相长的文人画风格。

让美术馆成为校园外的美育“课堂”

清华大学和中国美术馆校馆合作会谈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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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钟南山（油画） 冯少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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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茶香》：斜雨有时到，旧雨浇新
枝，夏茶枞味足，犹透坑涧香。（邱守杰 作）

■艺 谭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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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凡出版图书作者均赠送下年度《文学报》
南京远东书局成立于 2000 年 1

月，20多年来，与全国多家出版社合
作，为全国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编辑、策划、出版各类专著提
供服务。卓越品牌，值得信赖！现继续征稿：

一、凡社科、文学、艺术、理论专著，方志、家谱，科研、教
学、医学等作品均可出版。使用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
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验证。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可签
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图书作品，安排在《文艺报》或《文
学报》等报刊发布书讯。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出版收费低廉。图
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本信息长期有效。

有意出版个人专著者请联系：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18951979999
主编：陈德民（作家、评论家）
投稿信箱：yd368@126.com
地址：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楼南京

远东书局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