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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京「法國秋沙
法國秋沙」
」獲三獎
為中華文化「走出去
走出去」
」添力
在早前閉幕的法國巴黎「2018 法國秋季沙龍國際藝術展」
上，應邀參展的陝西省著名畫家王西京榮獲「法國秋季藝術
沙龍終身會員成就獎」、「中法傑出文化使者貢獻獎」和
「法國巴黎榮譽市民勳章」，成為中國在「法國秋季藝術沙
龍展」百年歷史上唯一獲此三項殊榮的藝術家。王西京在西
安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獲獎是對陝西文化的充分肯
定，同時，也表明中華文化在對外傳播和影響力方面，邁出
了扎實的一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法國秋季藝術沙龍展」是國際著
名的高端綜合藝術展示平台，

歷史悠久，1903 年由世界級雕塑家羅
丹及法國著名畫家雷諾阿等倡導創立。
據悉，此次展覽吸引了全球 43 個國家
的 850 餘名藝術家參展，以王西京為團
長的陝西省美術家代表團，作為中國唯
一的團體受邀參展，由七名陝西畫家作
品構成的中國展館並成為今年「法國秋
沙」開幕式的舉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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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風情」作品引極大關注
據了解，自 2016 年至今，陝西美術
家代表團已連續三年亮相「法國秋
沙」，團長王西京憑藉「絲路風情」主
題的系列作品，引起了西方藝術界的極
大關注，並得到沙龍組織各國藝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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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評委們的廣泛認可。
王西京介紹，在他此次展出的絲路題
材的作品中，涉及了印度、斯里蘭卡、
文化語境下，要努力讓世界更多人了解中國傳統文
巴基斯坦等題材，但更多的是表現非洲題材的作 化。
品。「很多非洲觀眾看完展後，發現我是作者，就
據介紹，多年來，王西京帶領陝西省美術家協會
給我鞠了九十度的躬，並拉着我的手。」王西京 致力於對外文化交流和中華文化對外傳播，「長安
說，在不少非洲觀眾看來，非洲是一個被藝術遺忘 精神系列展」曾赴美國、德國、波蘭、俄羅斯、日
的地方，但竟然還有中國畫家如此關注非洲原住民 本、馬來西亞及港澳台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展出，對
的狀態，這充分表現了一種中國畫家的環球視野， 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躍。他還致力於中法友誼與文化
以及一種終極的人文關懷精神。
交流，多次率美術家代表團赴法交流、講學參展，
王西京表示，三年來他參展的絲路作品有十多 並努力推進中法在藝術教育、藝術傳播等方面的深
幅，但每屆都不一樣，從內容到筆墨表現方法，都 度交流與合作。王西京稱，通過這些交流與合作，
在努力尋求一些新的東西，而這也是西方美術家特 拉近了陝西乃至中國與世界的距離。
別關注的。不少評委表示，一個中國的大家不停在
他同時表示，在對外的文化交流中，他們也逐漸
變，不停在否定自己，不停在求新，而且語言愈來 意識到，要打進西方主流的展覽平台，才能更好地
愈國際化，題材亦不局限於中國的傳統題材，而是 傳播中國文化。因此，帶着這樣的思路，陝西美術
站在人類和世界的高度，用中國的筆墨表現異國風 家代表團參與了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三屆的
情和現代精神，這種東西方的融合，展現了強大的 法國秋季沙龍大展，這也是中國唯一的參展團體。
視覺衝擊力和感染力，亦讓人感受到中國水墨畫的
對於此次獲得的殊榮，王西京稱，一方面是對他
獨特魅力。
藝術成就的肯定，另一方面則是陝西多年來致力於
對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走出去」的結果。他希望未
冀對外深度推進中華文化
來能深度推進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亦希望陝西在
在當前「一帶一路」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方面的探索能給中華文化「走出去」趟出一條
的背景下，王西京認為，文化資源已經進入共享的 路，增進國際間的文化認同，增進藝術家和各國人
時代，作為中國藝術家，應該具備世界的眼光，深 民的友誼，讓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產生更大的影響
度推進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特別是在多元的環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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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秋沙」
中國館將落戶西安
作為中法傑出文化使者，王西京一
直致力於推動中法兩國文化交流。他
■《南非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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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媒體透露，目前，「法國秋季藝術
沙龍」有關組織機構已研究確定將其
中國館設立於陝西西安，相關工作正
在推進之中。
王西京稱，「法國秋季藝術沙龍」
作為一個高端藝術展覽平台，聚集了
一大批有影響的藝術家和高端的學術
評判權威機構，不僅是一個國際一流
的展示平台，更是在弘揚一種全球文
化。而西安國際美術城的成立，也應
有國際視野，因此，希望能把「法國
秋季藝術沙龍」這個品牌引進到中
國，讓中國的老百姓、藝術家能近距
離了解世界，特別是對當代世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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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趨勢、現狀和態勢有直觀了
解。
他並表示，「法國秋季藝術沙龍」
雖然在其他國家也有設立國家館，但
多數都在首都，唯獨中國館選擇設在
西安。因為西安作為中國一個歷史文
化名城，有着幾千年的歷史積澱，具
有獨特的文化坐標意義。他亦希望借
助這個平台，未來有更多的中國藝術
進入世界藝術家的視野，更多的中國
藝術家展露才華，拉近中國與世界的
距離。同時，為培養高端的實用美術
人才，他們也正與法國方面溝通，希
望將巴黎高等藝術學院引進陝西，通
過教育的交流，促進中國文化創意人
才的培養。

鄂美術館館藏張朗作品展「美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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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民間——湖北美術館館藏工藝美
術教育家張朗作品及文獻展，一連二十
日在河南省美術館舉辦，展出作品形式
多樣，是張朗先生在輔導民間美術過程
中和基於對楚文化和傳統藝術的思考而
創作，讓河南民眾更直觀了解湖北民間
工藝美術的發展歷程。
精彩絕艷的楚文化滋養孕育了湖北多
姿多彩的民間美術。作為湖北美術館
「20 世紀湖北美術家系列研究展」之
一，本次展覽由湖北美術館、河南省美
術館聯合主辦，以梳理地域美術、弘揚
優秀傳統、承載文化記憶為宗旨，分為
剪紙、年畫、紋樣設計三個部分，以湖
北美術館館藏張朗先生的作品為原點，
展出約 150 件張朗先生的作品及手稿，
並配合有作者撰寫的工藝美術理論文
稿、編著的出版物等若干文獻資料。
本次展覽所展出的作品有的是張朗先
生在輔導民間美術的過程中產生，有的
是基於對楚文化和傳統藝術的思考而創
作，也有為人民大會堂湖北廳設計的屏

風紋樣及為黃鶴樓設計的裝飾紋樣手稿
等；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批手繪的工
藝美術教學示範資料，包含有各種具體
的圖案構成技法和不同的紋樣速寫，均
為研究民間美術和地域文化珍貴的第一
手資料。這些作品，既是民俗與藝術的
結合，也是實用性與審美性的統一，其
圖案、寓意，形式及用途等，皆與人們
生活習俗密切相關，從中可一窺地域風
貌與民族傳統。

根植民間 立足本土
對 20 世紀湖北重要美術家的研究、
展示與推廣，是湖北美術館自開館以來
就確立的學術方向之一，亦是一項持續
性的工作。張朗先生作為湖北工藝美術
教育的代表人物與民間美術研究的開拓
者，其創作涵蓋剪紙、年畫與裝飾畫、
紋樣設計等，根植民間、立足本土，具
有濃郁的荊楚文化色彩和鮮明的時代特
徵。他一直執守「向民間學習的理
念」，傾具全力挖掘、收集、研究荊楚

大地的民間藝術，參與湖北民間美術的
調查、改革同時見證其創新、發展，致
力於工藝美術的教育、保護與傳承。
張朗認為，民間藝術總是根植於本民
族、本地區的人民生活之中，富有濃郁
的鄉土氣息，如同民歌、民樂和民間文
學一樣是土生土長、與民風民俗不可分
離的鄉土藝術，既有各自的實用價值和
教育功能，但在意念上又是共通的，表
現手法可以相互吸收借鑒，因材施藝發
揮各自的優勢，構成民間喜聞樂見的朵
朵山花，永不凋零。2017 年 5 月，張朗
先生將其創作的剪紙、年畫、刺繡、中
國畫作品及紋樣設計手稿等共計 800 餘
件，全部捐贈予湖北美術館。這是繼去
年動畫電影藝術家嚴雲開先生之後，湖
北美術館接受的又一次大規模、系統性
的捐贈。
湖北美術館館長冀少峰說，本次展覽
是立足本土的梳理，期望以此個案，讓
公眾關注在堅守與傳承中的湖北民間美
術和工藝美術教育的現狀及發展，從而

張朗談剪紙《荊楚民間雕花剪紙藝術》
探究其背後的藝術傳統和歷史文脈；另
一方面，他們試圖以此為起點，從美術
與歷史、地域和時代的角度，將湖北民
間美術置於開放的空間中進行比較、研
究，進而明晰其位置與意義。
湖北美術館與河南省美術館在共同打
造資源共享、開放多元的學術交流平台
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礎。本次展覽是
湖北美術館與河南省美術館籌備的年度
學術交流展覽之一，尋找傳統工藝如何
與當代文明相協調，實現創新型發展和
創造性轉換。
河南省美術館館長化建國亦認為，河
南、湖北都是民間工藝美術大省，本次
展覽將為河南民間工藝美術注入新鮮的
血液，讓河南民眾更直觀了解湖北民間
工藝美術的發展歷程，促進豫、鄂兩地
民間工藝美術及教育工作健康快速發
展，使優秀的美術資源惠及更多的公
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荊楚民間雕花剪紙，從實用角度來講，大致可分為喜
花、禮花、燈綵花（包括窗花）及刺繡花樣，其側重點又
往往是為刺繡提供底樣的「花樣」，品種多樣、構思巧
妙，做工也非常講究。湖北民間剪紙善於在有限的空間內
馳騁想像，體現意念，創造更理想化的藝術形式；以適應
需要為目的，將世間萬事萬物的形象色彩為我所用。依據
人的意念去分解、組合、物化、填充。這一美學觀含有豐
富的哲理性，今天我們仍要很好地學習、繼承。

張朗談年畫《湖北民間年畫概論》
湖北民間年畫可分為門神、單幅畫、中堂畫、四條屏、
燈籠畫、灶畫、牛童等，其中以門神的規格與版樣居多。
其內容大部分都是迎春接福、人壽年豐、紫氣臨門，還有
應歲時節令需要的鎮宅大吉之類的題材，也有一些反映忠
孝節義等道德觀的題材。

張朗談紋樣設計《吉祥紋樣初探》
任何圖案的設計，總是被當時的物質生活、審美情趣、
意識形態、生產方式等因素相互制約。因此我們的圖案設
計，就規定了六字方針，即「實用、經濟、美觀」。離開
這六字方針，所設計的圖案就會脫離人民的需要，就會喪
失產品的競爭力。圖案設計同樣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
要從宏觀到微觀的不同層面去攝取藝術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