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期 10 天 的 「 墨 韻 盈
尺——馬國強中國人物畫小幅
作品展」日前在河南省美術館
舉行，展出了馬國強68幅精
品力作，多層面、多角度地展
現他近年來的創作面貌與藝術
成就。
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是次展

覽作序，稱讚馬國強作品「十
分精妙」。中國的人物畫簡稱
「人物」，是中國畫中的一大
畫科。人物畫力求人物個性刻
畫的逼真傳神，氣韻生動，形
神兼備。其傳神之法，常把對
人物性格的表現，寓於環境、
氣氛、身段和動態的渲染之
中。
步入是次展覽的展廳，68

幅中國人物畫小幅作品以表現
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為主，在
整體上給觀眾以一種輕鬆舒快
之感。畫中人物三五結伴，或
在勞作，或在休憩，或在交
談，有的臉上洋溢着最為樸實

的笑容，有的向畫外探出喜悅的眼神，他們真
實可感的情態讓觀者恍若置身其中，感受他們
最為真實的生活狀態。準確生動的造型、濃郁
的生活氣息、嚴謹的創作態度，無不讓現場觀
者為之歎服。
馬國強也是著名新聞人，他將新聞人的眼

光、美術家的功力完美結合，首倡「中原畫
風」，領跑「中原畫派」。在數十年的創作生涯
中，他一方面精研中國人物畫的藝術傳統，探索
中國畫本體語言在當下表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堅持深入生活、關注現實、思考人性，以靈動的
筆觸塑造真實感人的中國當代人物形象。
是次展覽展出的作品，是馬國強近年來在人

物畫方面做出的新的嘗試與探索，多為兩平尺
的小幅畫作。河南省美術館館長化建國說，這
在過度追求視覺衝擊、強調展覽效果的當下，
馬國強的小幅作品映射出真切的人文情懷顯得
殊為可貴。這些小尺幅的創作恰又與他以速寫
入畫的特點相契合，以速寫式筆墨對人物瞬時
情態的捕捉賦予畫面以生動鮮活的氣息，作品
在細緻刻畫的同時又以大的墨塊作為背景烘
托，使畫面整體疏密有致。所以，這些作品尺
幅雖小，卻極耐得住細細品味，可以說在方寸
之間表現出了畫家疏朗與開闊的心境，體現出
了他面對生活時的真誠與熱情。
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為認為，馬國強以

水墨寫意的手法，創作了大量的中國畫作品，
是我國水墨人物畫壇具有鮮明個性風格並具有
重要影響的一位畫家。這些小畫筆墨十分精
妙，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很高的學術含
量，為業界所稱道。鴻篇巨製適宜宏大敘事的
表達，賦予畫面以恢弘氣勢，而盈尺小幅上的
隨筆點染則適合畫家心性的自由舒展，也更能
體現出中國傳統繪畫所追求的筆墨韻味與意
境。化建國認為，美術作品的創作不應以尺幅
大小為衡量標準，而應將着力點放在藝術本體
語言的探索上。只有盡精微，方能致廣大。他
們希望通過本次展覽的策劃與舉辦，來樹立一
種學術導向，反思當今畫壇上對於視覺效果的
過度追求，從而引導當下的藝術創作更多元化
健康發展，為觀眾提供更為豐富和高品質的精
神食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來自法國聖埃蒂安大都會現當代藝術博物
館的50多件館藏作品日前抵達武漢，莫
奈、畢加索、馬蒂斯等歐洲現當代藝術家真
跡，將在武漢美術館舉行為期四個月的展
覽。
此次畫展由法國駐武漢總領館支持，主題
為「從莫奈到蘇拉熱：西方現代繪畫之
路」，系統梳理了西方繪畫從19世紀初到
20世紀末的歷史脈絡，並將展示其間重要的

變革和發展，涉及現實主義、印象主義、立
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十餘種藝術流派。
值得一提的是，在展覽呈現上，除了「風

景與人物的新感知」、「似與不似」、「回
歸純粹」三個部分，武漢美術館還力求還原
作畫語境，將開闢一個展廳打造一個「莫奈
花園」，觀眾可以在這個空間裡自由創作，
與藝術家進行零距離「對話」。
「此次展覽畫作是從聖埃蒂安大都會現當

代藝術博物館2萬多件藏品中精心挑選而
來，可謂是鎮館之寶。莫奈的《睡蓮》、畢
加索的《格爾尼卡》及《和平鴿》、馬蒂斯
的《美麗島城堡》等真跡都是首度亮相武
漢。」武漢美術館館長助理宋文翔說。
法國駐武漢總領館文化專員壟笛文說，聖

埃蒂安這個城市對於中國而言很小，但它和
武漢一樣是工業城市。武漢是今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評選的中國「設計之都」，而聖埃

蒂安是法國的「設計之都」。此次展覽繼北
京、成都之後，選擇武漢作為其中一站，旨
在促進兩個「設計之都」的文化藝術交流。
「藝術不僅能給大眾帶來愉悅的感受，

而且擁有教育的意義。希望此次展覽搭建中
法兩國人民文化交流的一個橋樑，尤其激發
年輕人的想像力。」法國駐武漢總領館總領
事貴永華說。 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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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設計之都」聯袂辦畫展
莫奈畢加索真跡亮相武漢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
棠介紹道，沈平最

擅長繪畫形式的水彩畫。
「翻查香港藝術史，水彩
畫可說是香港藝術的先
鋒，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便
傳入香港並流行起來，當
時香港畫家畫的水彩畫是
遊客最喜愛的手信之一。
擅長水彩畫的沈平一方面
繼承了香港的藝術傳統，
另一方面他又將在內地學
到的扎實繪畫根基帶到香
港。水彩畫又最適合用來
表達光影，而沈平一生中在不同地方旅居
過，因此在他畫中不同的太陽光都表達了
他對不同地方的情感，而當中又以他生活
了37年的香港和生活了17年的新疆使他
感受最深。此次展覽名稱《沈平的藝術：
兩地畫》的靈感則是來自魯迅的文學書信
作品《兩地書》，魯迅的作品講的是他與
他夫人景宋在兩地之間書信往來時互相表
達愛慕之情，而是次展覽中繪畫作品講述
的則是沈平對於香港與新疆兩地的感
情。」
是次展覽可說是沈平最完整的一次藝術
生涯回顧展，也是非牟利的一新美術館少
有以個人藝術家為焦點的展覽。這次展覽
共策展成7個主題：人、畜、山、林、
水、屋、街，呈現了沈平的112幅作品，
當中大部分是水彩畫，亦有沈平近年新嘗
試的人體畫。作品創作時間更橫跨 50
年，見證了沈平藝術創作不同階段的變
遷。

內地打下扎實藝術根基
現任香港畫家聯會副主席的沈平生於北
京，年少時在上海長大，在16歲時離鄉
背井加入了新疆兵團。但最後他卻被安排

當兵團的美術員。「當年我什麼也要畫，
年畫，宣傳畫、版畫、水墨畫、素描……
但或許就是當年的訓練，令我明白到不同
形式的藝術都是相通的，並為以後的繪畫
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展覽會場就展
出了不少當時期沈平的作品，明顯與沈平
後來的創作風格不同，當中不少更帶有濃
厚的政治宣傳色彩。他又回憶當年如何被
老師對藝術的熱忱所打動，自此也將藝術
視為畢生事業。「當年因為『文革』，很
多藝術老師都被流放到農村工作。到了
『文革』後期，老師們從『文革』的牛棚
幹校出來，巴不得一天將所有的本領都教
給我們。耳濡目染下，我們當年都很認真
學習，並對老師們充滿感激之情。」

回歸年終圓畫家夢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國家改革開放，沈
平是當年第一批來港發展的畫家。他也一度
為了生計而當上旅行社編輯、廣告公司經
理，生活忙得不可開交，幾乎沒有時間靜
心作畫，但那顆當畫家的心、從啟蒙老師
身上繼承的藝術熱情始終在他胸中不斷作
竄動，始終期待着成為全職畫家的一天。
到了1997年，沈平決心辭去工作，專

心創作，並開班授課維持收入。同時間，
他的實力終於得到認可，水墨畫《達
摩》、《明天出山》、《蒼生》等入選香
港藝術雙年展，並被收藏於香港藝術館。
《銅鑼灣船家》則入選了全國美術作品展
覽，被中國美術館收藏。因為在香港賽馬
會授課時主力教水彩畫，所以在授課期間
他的水彩畫功力也愈來愈爐火純青，成為
一位水彩專業畫家，至今已有38件水彩
作品被香港藝術館收藏。
「水彩畫色彩鮮豔明快，具向上入世精
神。這和我的藝術風格很吻合。我不喜歡
畫太滄桑的題材，我希望看到我的畫的普
羅大眾會感到很歡愉，不會有曲高和寡之
感。」沈平解釋。

香港新疆兩地情意結
居住在香港這37年間，沈平也對這片

樂土產生了濃厚的感情。「香港是一個繁
華熱鬧的大都市，最適合由色彩繽紛的水
彩畫去展現。」沈平說。由於喜歡入世的

題材，沈平又特別沉醉於香港的風土人
情。他努力捕捉本土特色，由舊式的樓宇
街道、樸實的離島郊區，以至香港小市民
的生活百態，皆是他的寫生題材，像攝影
般記錄人與街道和建築物的關係。「有時
候我走過中環，發現摩天大廈對面竟然是
大排檔，並且坐滿了穿西裝的食客。這種
反差就是生活在香港的都市情趣，草根精
神總是深深植根這個同時是國際大都會的
地方。」
對於新疆，沈平同樣是念念不忘。黃

沙、綠洲、村落、駱
駝、牛、馬、礦工、老
人、女工……他深深懷
念新疆這些樸素的人情
和生動的景致。「我環
遊過世界各地，但沒有
一個地方像新疆的天山
那樣遼原廣闊，而且春
夏秋冬都有不同的面
貌。」

不斷突破自我
踏入古稀之年，創作
不輟的沈平依然沒有在
藝術探索的道路上放慢
腳步。相反，他敢於繼
續創新，在他最新的水
墨作品上利用紙的皺摺
做出有趣的粗糙感，要
求表現山的肌理，令畫
面更具豪邁感。他謙
稱：「相比起水彩畫，
我的水墨畫還不是畫得
太好，不過我希望可以
突破自己。」他又透
露，無論是畫水墨畫還
是水彩畫，他揮舞的都
是中國毛筆。「我也試
過用外國製的毛筆，但

可能是炎黃子孫的本能吧，總是覺得外國
毛筆不好控制！」
不過，他始終強調的是中西、不同繪畫
形式藝術的相通，就如香港也是一個古今
中外交融的地方。「你想想，水彩和水
墨，其實都是講求對『水』的控制，本來
藝術的技巧就是共通的。」在各地生活的
豐富人生經歷、對生活喜怒哀樂的深切體
驗，讓沈平在藝術探索上一直能夠博納百
家之長，成為一位熱愛生活、熱愛藝術的
全才畫家。

用國畫的毛筆用國畫的毛筆，，畫西方傳入的水彩畫畫西方傳入的水彩畫。。用水用水

彩畫的構圖彩畫的構圖，，畫出設色水墨畫出設色水墨。。對著名香港畫家對著名香港畫家

沈平來說沈平來說，，藝術形式都是相通藝術形式都是相通。。無論是身處香無論是身處香

港還是新疆港還是新疆，，他始終如一關心的都是在地的人他始終如一關心的都是在地的人

情世故情世故，，用一筆一劃用一筆一劃，，將人間冷暖將人間冷暖，，社會榮社會榮

枯枯，，躍然畫上躍然畫上。。由即日起至由即日起至33月月33日走進觀塘一日走進觀塘一

新美術館新美術館，，沈平的美學世界就呈現在你眼前沈平的美學世界就呈現在你眼前。。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香港榕樹頭老婦》水彩紙本 2002

■■《新疆阿勒泰的陽光》水彩紙本 2015

■■《新疆沙漠之舟》水彩紙本 2015

■■《香港大排檔》水彩紙本 2011

：藝術形式都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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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深山小溪》水墨設色紙本 2016

■■《巡邏》黑白木刻 1975 ■■馬國強作品：《涼山西照》

■■馬國強作品：《高原之子》

■■馬國強是當今中國畫壇具有重要影響力人物
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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