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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於上周開幕的「風情絲路彩墨香江」慶回歸 20 周年當代名家作品展，是中國美術家協會首次以官方形式來港辦展，展中匯集內地及

港澳百餘位藝術名家，用 120 件水墨書畫，繪今日香港，講「一帶一路」風情。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說：「香港回歸 20
年的歷史時刻，用中國傳統水墨描畫香港的『帶路』故事，展望未來成就，是今次展覽的策劃緣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彩
國學大師饒宗頤親自為該次展覽題字：「風情絲路
墨香江」。根據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執行主席鄭耀

棠介紹，今次的100幅水墨畫及20幅書法作品，尺寸統一
為四呎整張豎幅。為慶回歸，中國美協更特意安排 20 位

內地及香港畫家攜手共繪香港，蕭暉榮等一眾香港畫家集
中繪寫城市景觀，用強烈紀實性和書寫意味將視角深入香
港生活，內地畫家則更多從香港的歷史和城市精神層面進
行回望和感悟。

劉大為：

筆墨喜賀回歸 廿載藝術交流同路行

中國美術家協會首次以官方身份來港
展覽，主席劉大為表示，97 回歸，香港
從此走出殖民統治，不僅令祖國領土更
加完整，亦讓港人民族自尊、自信心增
強，「這正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動
因，可以說回歸也是『圓夢』」是故他
指，展覽悉數作品在核心精神上，都強
調一種「喜慶」的情感，「因為我們的
藝術家們，是在用藝術的語言和自己的
方式去慶賀這個祖國的大日子，香港的
大日子。」
在藝術家與作品的甄選上，大為主席
表示，兩會之後美協既已開始針對主題
選參展畫家、徵集畫作，着重挑選出在
水平、風格上具有代表性的內地及港澳
畫家，用當代的藝術語言去敘述時代的
氣息。

畫室外尋找「時代」
回歸這 20 年間，大為主席說，美術界
發生最大的變化，就是內地與香港藝術
交流機會增加，管道也日益增多，內地
藝術家來港展覽，港澳藝術家也有更多
機會赴內地參展：「其實不僅是舉辦展
覽，像全國美展這樣的大型活動，從第九
屆開始出現多位參展的港澳藝術家，還有
像我們中國美協組織的藝術理論研討會、
采風等活動，都有港澳美協會員的身
影。」而在此交流過程中，兩地畫家在相
互了解的同時，亦互相切磋成長。
回歸 20 載，為訴香江情，大為主席今
次特別創作彩墨畫作《東方之珠》，一
葉「張保仔號」紅帆船，乘着香江風

雨，在維港岸景的映照下破浪而來，仿
若穿過百年古今。雖是一紙畫作，卻說
盡歷史滄桑。
「這次畫作中題材有的描繪馬灣漁
村、東平洲這樣的傳統民居和自然小景，
也有的呈現極具本地特色的文化特產」，
劉大為主席透露，是次的參展畫作除藝術
家既有創作，更有不少是針對主題進行的
采風寫生的新創作。他指藝術應關注歷
史，要讓人從藝術品中可聆聽時代的聲
音。「藝術家創作的唯一源泉就是社會生
活，我們了解歷史很多是透過藝術品的展
示，所以藝術是『歷史』和『當下』的記
載，有文字記載，也有形象記載、聲音的
記載，這就是藝術，讓我們能了解每個時
代的不同精神。」
在他看來，用畫筆去表現時代，是每
個藝術家肩負的責任，而要表現時代生
活、讓作品更有說服力，則必要在創作
中投放真情實感，是故「採風」是劉大
為一直提倡的創作路徑，他說藝術家若
關在自家畫室，必然會脫離生活，「你
的作品一定是蒼白無力的」。「所以中
國美協在座談會後有組織、成規模地策
劃一系列美術家寫生采風創作活動，並
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題，組織
百餘位藝術家分批到革命老區、少數民
族聚居區等地采風寫生。」此外，劉大
為亦親自帶美協會員「下基層」采風，
在畫室之外找時代的景色人情。

香港，中國藝術的世界平台
大為主席指出，通過出國采風，藝術

■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協主席劉大
為。
實習記者鄭雲風 攝
家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了切身的
所觀所感，而用水墨語言去描繪異國風
土，也是中國藝術向國際舞台邁步的新
視角，「也可以看成是『絲路精神』的
一種傳承。」他續指，香港作為國際藝
術文化的樞紐，也是讓世界看到中國的
窗口。在香港用藝術講述出回歸 20 年這
個歷史性變化的時刻有特殊的意義，是
民族和時代賦予藝術家的職責。在他看
來，多樣藝術形式匯集的香港，是中國
藝術向外學習，吸收借鑒的重要場域。

記者手記：

文：張夢薇

對話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

文：習主席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提出藝術
要扎根人民，您也多次強調藝術反映現實生
活，那麼「寫實」是否是當下最適切的表現手
法？
劉：這樣的理解存在片面，因為「寫實主
義」是多種表現形式中的一種，實際上所有的
藝術形式都應該被廣納，包括表現主義等，藝
術的形式是服務於內容的。藝術應當隨時代
之變，就要在題材、手法上有豐富的囊括。
近年我們提出了「大美術觀念」，將所有能
為人們生活服務的藝術形式都囊括進來。比如
全國美展的設置上，除了傳統的國、油、版、
雕，現在我們還增加了「新媒體」和「綜合材
料」、實驗藝術和設計這幾個類別，把實用藝
術、設計藝術納入「大美術」觀念，讓藝術能
更加直接地服務人民和社會。
過去所謂的「工藝美術」，現在都在美術範
疇裡，因為它能直接介入生活。現在每個搬入
新房子的家庭都要設計一下，而且要藝術一
點，這就是設計藝術走進生活為大眾服務的實
例，當然還包含服裝、首飾、金工、手工藝、
環境設計，這些都是和老百姓息息相關的藝術
種類，只要可以為人民服務，進入時代的形
式，都應該被看作美術領域裡的重要力量。

文：兩會提案中，您一直呼籲中國美術「走
出去、請進來」，以外潤中，這次您強調香港
的國際藝術平台優勢，那麼應怎樣去看待中國
藝術在國際藝術舞台上定位的問題呢？
劉：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
的藝術傳承和文化環境，都應該被發揚。但
是，中國作為文化大國，更有自己的歷史、文
化藝術傳承，你看我們的中國畫、書法、舞蹈
和音樂，都有明顯的異質性，不同於西方任何
一個國家，書畫創作的理念、材料和方法都有
鮮明的特點，甚至可以說是代表了與西方相對
應的東方藝術文化。不過，在目前世界經濟一
體化的文化交流當中，我們也必須有交流借
鑒，不僅「包容」，更重要的是「吸收」。
但是一定要堅持的是「文化自信」，再怎麼
吸收也不能離開我們「守住傳統」的底線，吸
收優良的東西是為了豐富我們自己，增加我們
的藝術語彙，讓我們自己的傳統藝術在新時代
向前發展。反過來說，要是不包容，抑或不繼
承，傳統也沒有「前途」，好像古埃及、古印
度藝術就沒有得到很好的延續。所以這也是我
們美術界的使命，讓我們的傳統在新的時代語
境下，向更好的方向延續。

謝志高：

香港是藝術對外交流的窗口

香港民眾對中國畫高度認同

■鄧維東創作《雨後納倫河》參展。

■劉大為畫作《東方之
珠》 （張夢薇 攝）

服務人民建立「大美術」觀 堅持「文化自信」

鄧維東：

中國畫學會秘書長鄧維東的參展作品
則為水墨山水畫《雨後納倫河》，曾於
新疆學習、工作、生活幾十年，而吉爾
吉斯與新疆接壤，地貌特徵和民族特色

張夢薇、張岳悅

都與新疆相似，故這樣的題材對他來說
分外親切。「每個地域的山水都具有不
同的特色，新疆的雪山和高峰眾多，山
水雄渾、大氣而蒼茫，厚實度突出，從
山水的語言上來
講是最為豐富
的。」他說。
從 1999 年 開
始，鄧維東每隔
兩三年便會來港
參展，而在早前
的「中國畫．畫
中國——走進香
港」活動中，他
也曾以水墨描繪
過維港美景，
「從畫家的角度
來講，我對香港
回歸20年、一國
兩制、愛國愛港

深有體會，也感受到香港市政市貌的變
化和民心的凝聚。香港和內地同根同
源、文化相通，每次來港我都受到美術
同行的熱情接待，也見到民眾對中華藝
術的認同和欣賞。」
鄧維東認為中國畫具有時代性，進入
近現代社會以來，科技發展、社會進
步、民族融合、信息量增多等時代特徵
與世界同步，這些特徵也從藝術家的作
品中的建設性、科技性等方面體現。
「另外，現代交通的便捷使畫家們更易
去各國寫生，不再局限於參考圖片創
作，以我為例，我至少畫過 40 個國家，
這種豐富的內容和信息量便是時代對畫
家作品的烙印，作品更具真情實感。習
總書記曾提出『文化自信』，我認為中
國傳統水墨畫應該最具有自信，因為千
年來的審美趣味和哲學思想都體現在作
品裡，如何繼承傳統再創新，是作為一
個畫家的終身命題。」

中國畫學會副會長謝志高今次攜水墨人物畫 的多為勞動人民形象，因為「畫是給中國老百
《嘆為觀止的古代文明埃及》參展，以手牽駱 姓看的」，受少數民族獨特的風情感染，他常
駝的埃及人形象及金字塔背景進行「中國畫看 到西藏、雲南、貴州等地區取材，而近年，他
世界」的探索，駱駝配飾的華麗與周遭的素白 常去福建省惠安縣畫惠安女形象，他說：「居
形成視覺對比，凸顯墨色的精妙。古文明歷史 於海邊的惠安女日常服裝極具特色，着露臍短
悠久的埃及是絲路途徑的重要地點之一，他透 衫闊腿褲，戴花頭巾和斗笠帽，她們勤勞賢
露中國美協正組織一系列「一帶一路」的創 惠，常要搬抬石頭勞動，卻不忘在勞動間隙對
鏡塗抹梳妝。這種美麗和艱苦融合在一起，每
作，即將於明年年底完成。
已定居北京 40 年的謝志高表示自己對香港有 年都會吸引不少畫家和攝影師去惠安采風。」
着深厚的感情：「我的父親是香港人，
弟弟、妹妹以及很多親戚都在香港，我
來過這裡無數次，香港是我的半個家。
香港回歸無論是對香港還是對國家，都
是一件了不起的很有意義的事情。香港
回歸這 20 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
迅猛發展的 20 年，內地和香港在經濟
上的距離已逐漸拉近，也促進了兩地同
胞的融合和溝通。」
謝志高的作品融合了南北的清新和勁
拔，而於美國任教的經歷，則使他眼界
開闊，吸收了西方藝術的色彩觀念和畫
面構想理念，「西方油畫講求時代感和
視覺衝擊力，和東方水墨畫藝術溫柔含
蓄且耐看的特點不同。」而他筆下描繪 ■謝志高創作之《嘆為觀止的古代埃及文明》。

港蒙倩影，用鏡頭留藏「香港之光」
與「風情絲路 彩墨香江」展配合的，還
有「港蒙倩影」兩地攝影比賽暨聯展。
在「港蒙倩影」兩地攝影比賽中，公開
組冠軍許有達表示，是次的活動是眾多個
回歸 20 周年的攝影比賽中最大型的，因此
他認為獎項更具意義。其作品《香港之
美》拍攝於除夕維港倒數煙花盛放的一
刻，他認為維港最能代表香港，而煙花盛
放之時亦是維港最燦爛的一刻，這也令作
品更能展現香港情。許表示，他特意站在

較後的位置，用意是可拍攝市民觀看煙花
的情況，他更指照片中市民一同高舉手機
拍攝煙花盛放的一刻，這令市民與背景更
有互動，以帶出全民參與、一同慶祝的感
覺。
另外，公開組亞軍黃達強更特意手抱着
外孫一同上台領獎，全家人更到場支持，
以一起分享獲獎的喜悅。而他的作品《玉
帶環腰》拍攝於早上日出時分，他稱，香
港每年三、四月份在太平山頂上不時會出

現霧氣，當霧氣遇上日出時的光線會形成
一種特別的光源，令照片更有意境。他續
說，拍攝這張照片的過程並不容易，他在
拍攝前一天的下午已到達太平山頂，等待
了十多個小時，才能捕捉到其完美的一
刻。他更表示，山頂的霧氣飄忽不定，一
時全部消散，一時卻白蒙蒙一片，要捕捉
到適當的時機除了需要運氣外，更需要耐
性。
文：實習記者 張美婷 ■公開組冠軍許有達。

實習記者張美婷 攝

■公開組亞軍黃達強。

實習記者張美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