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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道家重要的哲學思想，
《黃帝內經》曰： 「夫物之生從於
化，物之極由乎變」。或許是因着
姓氏的原因，或許是本性使然，
「化」漸漸成為河南省美術館館
長、河南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化建
國的「專屬漢字」，他的畫室叫
「化境小屋」，他的水墨作品展叫
「化境」。化建國作為一位有着當
代藝術敏感和形式自覺的文人畫
家，在「變」和「化」之間，他將

■版面設計：邱少聰

眼中所見，「化」為心中之
「境」，藝術靈性得到了極大的發
揮，為中原乃至中國的藝術帶來一
片清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騷動的池塘之十六 ，化建國，2010年，紙本水墨，74cm×
74cm

「我的作品都是來源於對生活的觀察」。作者與化建國的
對話在其剛剛裝修完成的「化境小屋」進行，化建國

滿頭銀髮，穿着休閒，其渾身散發的藝術氣息，毫無刻意的裝
飾與造作，透露着對生活的隨性與睿智。

閒不住的「老小孩」畫畫隨感覺走
化建國被稱為「全能型的藝術家」。化建國也表示認可，他
說，一個藝術家得什麼都能做才是真正的藝術家。「現在把藝
術分得很細，我覺得是不對的。藝術家怎麼能夠分單科呢？繪
畫是一種表達的工具，就像文字一樣，因此什麼畫種我都會
用。」化建國擅長國畫，也會用裝置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化建國說：「繪畫就是跟着感覺走，不同時期有不同感
覺。」年輕的時候他也畫了很多有關英雄、有關革命歷史的現
實主義作品。隨着時代的改變、隨着工作任務的改變，化建國
的繪畫主題也在發生改變。有人說，化建國是閒不住的老小
孩。化建國笑着回應：「藝術是我內心表達的需要與表現。」
翻看化建國的作品不難發現，其很多取材都是極平常的日常
生活。小區居民遛狗、在「化境小屋」徘徊等待餵食的野貓、
2018 年中原的第一場雪……這些大家都習以為常的畫面，經
化建國的「筆墨暈染」，便成為別樣的藝術表達。
不同人的不同遛狗方式，讓化建國看到了當今社會不同人的
生活狀態。「年輕人追求的是快樂，老年人追求的更多的是陪
伴。」而《礦境》系列則是很多年前化建國一次下礦親身體
驗，「我下去十幾分鐘的時間，嘴上戴的護具已經全部都黑
了。地下很黑很悶很熱，唯一能看到的是礦燈。」黑色所帶來
的強烈滄桑感與衝擊感躍然於化建國的作品之上。直到現在，
化建國還覺得未畫夠，他又將之前的素描、照片翻找出來，繼
續畫「礦境」。
化建國的水墨畫看起來極為簡潔，寥寥幾筆，人物沒有表
情，但卻能通過肢體語言來傳遞其心中所感。其在住院
期間畫的病人系列，就通過一個個病人的孤獨感來表現
社會的一種病態。不少人看了這組作品後稱「孤獨地想
哭」。化建國覺得這個社會每個人都有孤獨感，只是
很多時候自己不知道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出來。而一
幅好的作品應該是能跟觀眾在情緒上合拍
的，「他看到你的畫，會把自己的情緒也釋
放出來，這就是美術作品。」
化建國說他為之努力的狀態是：自娛，隨
心也，隨心，生性情耳，性情釋然，畫才出
逸氣。

畫出逸氣 化境為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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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言片語系列之遛狗，紙本水彩，2016年

把美術館做成
記錄時代藝術的地方

作為河南美術館館長，化建國其實大
部分時間都花在美術館的各項事務上。
如何平衡美術館館長和藝術家這兩種
身份？這對於化建國來說不是個問題。
「你對自己的事業有責任感，對自己的藝
術也有責任感，就不存在兩種身份衝突的
問題。作為美術館館長，我雖付出很多時
間，但反過來美術館也陶冶了自己，令我
視野開闊，給了自己很多素質上的提高，
這是相輔相成的。」
最初接管河南美術館時，誰都不知道
美術館該怎麼做。化建國覺得，美術是人
類成長的一個坐標，美術館應該是記錄時
代藝術的地方，而不僅僅是一個展覽的地
方。在他看來，河南擁有豐富的古文化，
而那些古文化都在博物館裡。當下的藝術
卻缺乏記錄。為此，化建國啟動了「20
世紀河南美術史研究」這一工程。
去年5月份，作為河南省美術館開展 20
世紀河南美術史研究階段性成果展示的
「 時 代 印 跡 —— 河 南 省 美 術 館 館 藏 劉
峴、劉鐵華、馬基光、沙清泉版畫作品
展」亮相中國美術館，至今讓很多人記憶
猶新。展覽中所展作品的作者雖非全數出
自河南，但他們均有共同之處：五位藝術
家均為中央美術學院的藝術名家；其展出
作品均為描繪河南之作。20 世紀中葉，
這些藝術家們都曾先後來到中原大地「深
扎」，用其畫筆描繪出其所處時代的中原
發展之貌及中原人民戰天鬥地、日新月異
的豪情及生活足跡，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藝
術記憶。
「十年以後這個美術館是個陳列館。
在這裡你能看到河南美術的發展是從哪兒

化建國簡介：
開封人，現為河南省美術館館
長、河南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
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河南大學藝術學院研究生專業導
師，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
家協會會員。2014 年被
評為全國文化系統先進
工作者。作品被中
國美術館、關山月
美術館、陝西省美
術博物館、廣東嶺
南美術館、甘肅天
水美術館、文化部
恭王府、河南大學
等專業機構及私人
藏家和企業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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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都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和重大的活
動。我作為發起者、開拓者，掀開了河南
美術史記錄的第一章。」化建國毫不掩飾
自己的驕傲之情。
據了解，自 2009 年新館投入使用後，
河南美術館便開始着手「河南省 20 世紀
美術史」的研究梳理和收藏工作，截至
2016 年底，河南省美術館的藏品數已達
3,000 多件。在多方面努力下，河南美術
館在收藏作品的研究、陳列和使用上均作
出了很優異的成績，連續多次獲得文化部 ■山境之山遠雲平過，化建國，2015 年，
和省文化廳的表彰。不僅如此，還把優秀 紙本水墨，39cm×40cm
的藏品帶到了中國美術館、深圳關山月美
術館、黑龍江美術館等近十個省市進行巡
展，多方位地呈現了河南近現代美術的成
就以及該館對藏品研究的成果，在全國美
術館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影響。從美術
館的藏品陳列展覽中，能看出河南省美術
館對藏品的梳理和研究的水平，也能檢驗
出其收藏方向是否具有學術性和歷史價
值。

■礦工，紙本水墨，2014 年，40cm×
40cm

■紙言片語系列之病號，紙本水彩，2016年

畫不在大小 有境則靈
化建國這個「閒不住的老小孩」，最近
又搞了個「紙言片語」的小幅作品展。到場
的觀眾看到畫作後，忍不住驚嘆：沒想到這
麼小！
化建國說，小幅作品其實每個畫家都
畫，只是公開展覽的少，因為小幅作品在展
覽的時候，看起來不壯觀，視覺上吃虧。
化建國說，「我想通過小幅作品展，來
倡導大家重視小幅作品。希望大家能夠摒棄
『小作品不是真正的作品』的概念。作品不
一定都是大，小作品也同樣出彩，小畫也有
大氣象。」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在看了化
建國的小幅作品展後，極為震撼，他評價
道：「當全國美展上的水彩畫畫得越來越精
細、畫幅越來越巨大的情況下，化建國的水
彩畫能夠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畫小小的，非

常有趣味，讓人看了非常有感觸，尤其是他
的『遛狗』系列，是我們平常在路上看到的
人群中的千姿百態。化建國這些作品的價值
就在於他在當代水彩畫領域中走出了一條不
同於其它的特別的道路。」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
著名美術史論家邵大箴亦評價化建國，「化
建國的畫擺脫了很多束縛，他不是不要文人
畫的傳統，他有筆墨，他只是不迷戀文人畫
的傳統。他把寫生融化在自己的創作裡，融
化在自己的體驗裡，創造一種新的面貌，一
種新的境界。」
化建國說，「我的每幅作品都是我生活
的表達，我所在時代的生活記錄。我一定要
保證我自己感動了再畫，我不管大畫小畫，
不管抽象寫實也不管裝置什麼，只要有感
覺，一定要出手，一定要做真作品。」

台灣畫廊參展巴塞爾
畫廊指南預告「直立式畫廊」時代

■座談會現場嘉賓合影

月底 Art Basel 開幕在即，《香港畫廊指
南》與 a.m.Post 合作著寫 「台灣藝術市場
專輯」並舉辦座談，邀請一班台灣畫廊業
界人士與策展人講述台灣在巴塞爾國際藝
博經營信心與操作定位，於此同時《香港
畫廊指南》宣佈最新牟利與非牟利展覽空
間數量統計，並提出「定義」畫廊與展覽
空間，從經營的面向區分畫廊的種類，透
過畫廊的遷移、畫廊增減、經營項目變化
分析，指出「直立式畫廊」的時代將改變
香港藝術市場的天空。
兩刊合作專輯，邀請來台灣世新大學新
聞系助理教授羅禾淋，以今年參展於 ArtBasel HK 的畫廊與展出作品為主軸，講述
2018 年參展的台灣畫廊，是如何用東方的
根源，去回應西方遊戲規則所建立起來的
ArtBasel HK。「在 Basel，台灣畫廊是被架
在國際平台中，去和西方爭奪更好的展覽

位置，爭奪更高的能見度，因為只有提高
曝光機會，才能站在更好的舞台去推廣藝
術家。」通過訪問多家一線畫廊，羅禾淋
將台灣畫廊的操作策略提煉成為「以東方
之深，回擊西方之矩」，即是台灣如何用
東方的血緣、台灣的文脈，去回擊國際舞
台上來自西方藝術的挑戰。同時，他以今
年參展 Art Central 畫廊為副軸，點出 Art
Central 這幾年快速的變化與發展，並指不
同於 Basel，Central 的特殊定位為畫廊和藝
術家帶來的別樣機遇。
羅禾淋亦指出今次參展的台灣畫廊，將
繼續燃燒東方抽象熱，在參展畫廊策展概
念當中，可見其影響力不斷遞增。好像尊
彩藝術中心，以《20 世紀華人抽象藝術之
路》為題，除展出戰後時期繪畫，亦有加
入前衛開拓者李元佳、趙春翔、楚戈、李
重重的水墨紙本；索卡藝術主要將展出洪

凌、毛旭輝、張英楠三位藝術家作品，另
外也將呈現席時斌與新簽約藝術家王挺宇
的作品。
台灣一線畫廊、尊彩藝術中心總經理陳
菁螢談及畫廊在 1990 年代台灣畫廊盛行時
成立，訪談中她指出近年來國際藝術生態
的變遷，台灣畫廊產業面臨新機遇與挑
戰，需另開闢市場，而香港是十分有利的
平台，在此之上台灣藝術產業不僅可以吸
納海外展覽經驗，更能接觸更多海外的收
藏家。而坐落於台北松山區的宛儒畫廊，
今年將繼續參與 Art Central 帶來不一樣的
多媒材作品， 執行長謝宛儒原本在美國生
活並當家庭醫生，2016 年回到台灣開設畫
廊，她指現時台灣開設畫廊已是高風險，
不過她依舊執夢不懈努力，希望在香港的
藝博中可以將台灣當代藝術介紹給海外的
觀眾與藏家。
文：張夢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