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曉陽個展
細說「絲路」

作品見證從寫實到寫意 展現30年絲綢之路情懷
「絲綢之路——從寫實到寫意楊曉陽美術

作品展」昨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這是

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楊曉陽30年來首次舉辦

的大型個展，全面展示其從寫實到寫意的大

跨越，「繪述」絲路文化意涵。據悉，此次

不少作品為首次展出，觀眾可從350件展品

中一窺藝術家30年來對絲綢之路的情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秦占國、江鑫嫻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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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陽小檔案
1958年出生於陝西西安，1979年考入西安

美術學院國畫系，1983年畢業後考上研究

生，1986年畢業並留校任教；

1994年出任西安美術學院副院長；

1997年任西安美術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

導師；

2009年調任中國國家畫院；

現任中國國家畫院院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

委員，中國美協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委，國

家三五人才一級，四個一批人才，國家有突

出貢獻專家，教育部高教名師。

資料來源：記者 秦占國、江鑫嫻

在絲綢之路題材深耕拓展的過程
中，楊曉陽的繪畫技法也從對中國傳
統的繼承轉為中西結合，從寫實轉向
寫意。對此，美術理論家邵大箴評價
稱，從楊曉陽作品中看到用各種不同
手段和方法追求寫意精神所做的有益
探索。他汲取傳統藝術和民間藝術營
養，也有廣闊的國際藝術視野，賦予
自己的繪畫創作以具有個性的寫意特
色。楊曉陽舉辦此次展覽以及不遺餘
力提倡的寫意理論，對當今中國畫克
服阻礙前進的弊端，應該是有益的。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院長曹

意強以「起承轉合」四字概述楊曉陽
的藝術歷程，「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
《黃河艄公》與《黃河的歌》可謂
起，稍後的《大河之源》則為承，上
世紀90年代的《絲綢之路》可視為
轉，而從21世紀初至今的大寫意作品
則可謂之合」。曹意強認為，最後的
「合」是楊曉陽與藝術「血戰」的結
果，再看近些年創作的《生生不息》
等作品，「畫家已完全放下了摹寫外
物的包袱，達到了不拘於形式而又意
象瀰漫的高度。」
邵大箴則直言，他欣賞楊曉陽的寫

生人物肖像，「以筆線為主的生動造
型反映了他敏銳的觀察力，寄寓着他強
烈的寫意追求，透露出他面對表現對
象時內心的激情；我也欣賞他的一些
大幅創作，主題性的、裝飾性的，表現
出他在深入收集素材和體驗生活基礎上
豐富的想像力和自由創造的精神」。

中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左中一在開
幕式致辭中談到了楊曉陽此次以「絲綢之路」為主

題的展覽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下「絲綢之路國際美術工程」的一次階段性匯報。中國
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為表示，本次展覽是楊曉陽從藝幾
十年來的一個繪畫成果展示。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背景下，展覽表現出的前瞻性將為人們帶來啟示。
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也表示，楊曉陽的藝術成就應
歸功為四點：一是其父楊建果給予的家學底蘊；二是劉
文西、王子雲等一代大家的培養；三是黃土高原那片渾
厚土地的滋養；四是豐富的社會實踐與工作經歷。

創作歷程「起承轉合」
陝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王西京則認為，作為藝術家
的楊曉陽和作為院長的楊曉陽都是當下中國美術界的
代表。美術界需要的人才是既能夠畫好畫，又具有領

導才能，同時還具有奉獻精神的人才，楊曉陽就是其
中之一。
楊曉陽在開幕式上回顧了自己「起承轉合」的創作
歷程。楊曉陽說，他明確以「絲綢之路」為創作主題
是在1985年。那年7月，楊曉陽與畫友六人騎自行車
從陝西西安出發，前往新疆。一路上，陸續有同伴受
不了退出，但他堅持到了最後。後因新疆突降大雪，
他賣掉自行車，買了禦寒的衣服，從新疆返回，前後
長達4個月時間。

勉年輕人確立藝術風格
30年來，楊曉陽幾乎走遍了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最遠

到達希臘、羅馬。儘管平時行政工作纏身，但他幾乎每
天下班後都會畫畫，目前僅絲綢之路的相關速寫就達上
萬張，今後他還會在該主題上堅持戰鬥。楊曉陽曾在接
受訪問時表示，「這麼多年來，我的藝術實踐從不迴避

宏大敘事，從不沉湎於無病呻吟的小我。偉大的民族需
要偉大的文化，藝術需要重頭戲」。
對於自己30年來首次辦個展，楊曉陽直言並不是刻意為
之。他認為30年才是一個藝術家真正確立最終藝術風格的
時段，他並勉勵當下的年輕人，「不要着急，慢慢來」。
今次展覽分為4個單元，共展出了楊曉陽30年來關於

絲綢之路題材的作品350件，包括速寫/寫生260件、主
題創作20件、重彩畫30件、水墨畫40件。其中，楊曉
陽的超大尺寸水墨長卷《社火》畫長31米，描繪的是甘
肅傳統社火的情境。據悉，從去年春節到今年中，《社
火》畫了一年半，前後11稿。
對楊曉陽而言，在持續對絲綢之路題材探索的過程

中，他的繪畫技法也從對中國傳統的繼承轉為中西結
合，從寫實轉向寫意。在他看來，中華民族精神是《易
經》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而藝術精神則是大美為真
的寫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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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陽作品楊曉陽作品《《絲路風情絲路風情》。》。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楊曉陽向嘉賓介紹楊曉陽向嘉賓介紹3131米水墨米水墨
長卷長卷《《社火社火》。》。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攝攝

■■楊曉陽作品楊曉陽作品《《黃河的黃河的
歌歌》。》。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新界北棕地「必然要做」
陳茂波：與其「口號式」爭拗 不如切實辯論如何取捨

發 展 局 日 前 剛 公 佈 《 香 港

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

與策略》諮詢文件，為本港長遠發

展訂出概念藍圖。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開拓住宅土地及推動再產業化，均涉

及開拓土地，由於造地時間長，需要未雨綢繆，因

此現時適時推出相關的公眾諮詢。在另一個電視台

節目上，他指新界北部分地區鄰近交通基建，加上

當區有大量棕地，政府會好好規劃及再發展，形容

是「必然要做」，又強調與其「口號式」的政治爭

拗，不如切切實實辯論做甚麼不做甚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中風患者發
病年齡有下降趨勢，年輕一族有需要加深對有
關疾病的認知。適逢昨日為「世界中風日」，
有關注組織公佈一項有關中學生中風常識的問
答結果，發現逾70%學生均作答正確。有醫生
指出，不少人誤以為中風只發生在肥胖人士及
長者身上，惟任何年紀人士都有可能患上，近
年患者更呈年輕化趨勢，故公眾有需要及早認
識中風。
本港每年因中風入院個案逾2.5萬宗，而因中

風死亡個案則逾3,000宗。香港中風基金過去兩

個月期間，舉辦「護腦先鋒」全港中學中風常識
問答比賽，取得46間中學合共3,123名中學生有
關中風常識的數據。是次問答比賽共設57條問
題，上至中風成因，下至症狀診斷及預防均包括
在內。逾70%參與學生均作答正確。

中風基金：任何年紀都會中招
基金主席方道生指，學校積極參與反映本港教

育界對於中風議題的關注，強調中風乃香港第四
大殺手，惟不少人卻認為中風只發生在肥胖人士
及長者身上，事實上任何年紀人士都有機會中

風，而且近年中風患者有年輕化趨勢。
方道生又指，中風所帶來的影響深遠，對倖存

者、照顧者及朋友均帶來心理壓力及經濟負擔，
故公眾有需要及早認識及預防中風。
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蔡德康建議學校投放更

多資源推行各種青少年中風教育活動，包括由
專業醫護人士到校舉辦中風講座、派發小冊子
等，以提升青少年對中風常識的認知。
他相信，在學生時代認識中風，有助青少年
及早作出預防，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大減中
風機會，長遠更可減輕公共醫療系統負擔。

中風趨年輕化 七成中學生都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正展開跨越
2030年的規劃諮詢，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林奮強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用「好悲觀、好悲
觀」6字形容香港未來發展。他指，香港的擠迫情
況是歐美甚至內地發達城市的5倍。且未來本港基
礎設施逐漸老化，在擠迫的同時，亦面臨生活質素
的下降。他呼籲政府「用盡洪荒之力」開發土地，
否則「原地踏步」都做不到，只能「愈來愈差」。

嘆多項發展議題被妖魔化
林奮強強調，香港現時萬惡之源是「無發

展」，現時很多發展議題被妖魔化，除特首梁振
英外，已無人夠膽出來講發展。他呼籲社會不要
一直講「政治、政治、政治」，應一起討論到底
該如何解決香港將要面臨的各項挑戰。
他指出，30年後，本港長者人口超過百幾萬，是
現時的一倍。30%本港私人樓宇亦將達到70歲高
齡，樓宇老化嚴重。今年10月本港首次經歷連續打
兩個風球及黑雨侵襲，未來本港氣候環境只會愈來
愈差，市民的生活質素只會愈來愈惡劣。
林奮強表示，可發展土地不足導致土地價格上

升，租金及地價昂貴令經營環境轉差，人工增加
減慢。外資企業會因覓地困難而轉往前海、上海
發展，原本屬於香港的旅客亦會因住宿及配套不
足而轉往澳門等其他地區，年輕一代的生存將更
為艱難，本港機會減少又導致人才流失，又反過
來影響經濟發展。

人口樓宇皆老化需未雨綢繆
他強調，未來幾年，香港將增加百幾萬長者人口，差不

多上升1倍。但全港養老院的數量卻在下跌，未來多百幾
萬名的長者，將何去何從？他強調，要發展經濟、解決諸
多社會問題，都需要土地。
林奮強指出，香港30年後，70年以上樓齡的私人樓數量

是現時的300倍。現時樓層較低的唐樓維修都有很大難
度，更何況三四十層的私人樓，這並不是夾錢的問題，而
是整個工程如何進行的問題。現時政府並無相關考慮或計
劃推行，30年後樓宇老化問題令人擔憂。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則呼籲政府以「先棕後綠」原則，先

發展被破壞的露天貨倉地帶，同時加強保護綠化地帶和農
地。在規劃中注重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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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為「世界中風日」，有關注組織舉辦中學生中風常識問答比賽，逾
70%學生均作答正確。 受訪者供圖

陳茂波估計，到2042年香港人口
將會增加98萬，住戶增長達50

萬，若要安置此50萬新住戶，規模相
等於3.3個沙田新市鎮，認為住屋需
求大、樓價貴，故規劃時不應作繭自
縛，導致寸步難行。

房策跨今屆 中途不能「放軟」
他又說，規劃工作跨越今屆政府，

土地房屋政策不能中途放軟手腳。過
去四年，工作並不容易，他感謝行政
長官梁振英支持幾個相關部門，未來
會繼續做好工作。

不容「博懵」趁拆遷拿好處
他表示，開拓新發展區涉及收回部

分村民土地，大方向是不會令村民因
為發展而無家可歸，現時古洞北及粉
嶺北新發展區，約有千多戶居民受影
響，當局正研究方案協助受影響居
民，一定不會容許有人「博懵」、混
水摸魚，趁拆遷拿好處。
陳茂波又指，近年全球經濟發展重

心向東移，內地及印度等新興經濟體
增長快過歐美及日本，對香港是個啟
示，若本港推行再產業化，涉及開拓

住宅用地外的額外土地供應，更加需
要長遠規劃。
政府計劃2030年後集中發展新界北

及東大嶼，傾向先發展部分新界北土
地，但仍會待公眾諮詢後作最終定
案。政府估計2040年全港尚欠1,200
公頃土地，計劃從新界北及東大嶼都
會入手覓地，分別涉及約700公頃及
1,000公頃。

明年棕地普查 訂運用措施
陳茂波其後以新界北為例指，雖然

目前未完全掌握官地及私人土地的分

佈，不過強調日後必然涉及大規模收
回棕地，但賠償金額方面，需要平衡
公眾利益。
他續指，明年會展開棕地普查，以

便更有效訂定運用棕地措施，當局正
研究用多層式工廈安置棕地作業，有
關顧問研究報告將於明年底完成。對
於建築材料倉等難「上樓」，他指，
會另劃土地安置。
陳茂波又提到新界北的粉嶺高爾夫

球場雖然附近有交通配套，但目前的
路未必完全支持大規模發展，又有歷
史建築，發展限制較多。■記者 文森

■■洪水橋新發展區內洪水橋新發展區內，，現時有現時有
大量棕地大量棕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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