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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美術家協會中有這

樣一位畫家，他擅長動物工
筆畫，筆下的動物皮毛細緻
至極可根根見肉，動物眼睛
剔透傳神能以假亂真；他致
力於通過藝術繪畫作品傳遞
動物環境保護理念，也致力
於將他獨創的動物工筆畫技
法發揚光大。他就是中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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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環境保護畫家第一人、安
徽省藝術研究院和省文史館
研究員唐青。唐青計劃未來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舉辦《走
進自然走進生命》唐青野生
動物「一帶一路」公益畫

展，這是他在藝術創作與動
物環保理念宣傳上的又一次
創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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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出生於安徽合肥的唐青，
專 注 畫 動 物 已 有 近 30 年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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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早在 2002 年他便開始通過舉辦動物
繪畫展覽的形式宣傳動物環保理念。勇猛
的老虎、靈敏的狐狸、可愛的熊貓……在
他的筆下，40 多種動物展現出最具靈性
的一面，牠們如此自然，如此美麗，如此
生機勃勃，讓看到繪畫作品的觀眾不禁感
歎，動物們也是這個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並心生出對動物的喜愛與保護。唐青
說，一直以來他都是帶對大自然的敬畏
之心潛心畫畫，他希望在他力所能及的情
況下，能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舉辦工筆動物
畫展，讓更多人關注動物，熱愛動物，保
護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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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青繪畫的啟蒙源於父親。唐青父親是 ■唐青
一名教師，唐青小時候天性好動，父親便
引導唐青學習毛筆字、研究篆刻等磨煉他的性 根根毛髮像是長在動物身上一般。衝這個目
子。在這些傳統文化氛圍的熏陶下，唐青又愛 標，唐青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嘗試，最後終於
上了繪畫。14 歲時，唐青的繪畫作品就被選 實現了筆下動物皮毛根根見肉的立體效果。在
為中日文化交流活動的作品在日本展出。隨 注重視覺傳達過程中，動物眼睛的刻畫尤其關
後，唐青在父親的鼓勵下潛心學習繪畫。唐青 鍵。唐青認為，動物無論動、靜都取決於眼
回憶，從小到大，父親對他的教育方式都是順 睛，即使是畫動物的背影，也要意識到其目光
其自然，並因材施教鼓勵他往自己感興趣的領 的內在存在。後來，唐青又將西方繪畫中的透
域發展。在唐青繪畫藝術之路的探索過程中， 視視角運用到動物眼睛的繪畫上，令他筆下的
動物眼睛靈動如真。
父親亦助他抓住了幾個重要的轉折節點。
1989 年，唐青到中國美術學院進修，系統
藝術助力環保傳遞信念
學習了中西方繪畫，後在浙江美術學院環藝
隨唐青野生動物繪畫造詣的逐漸深厚，
系、安徽省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研究生班深造。
唐青坦言，自己最初在繪畫方面並無太明確的 他的作品與動物環保之間的關聯也越來越密
方向，主要以畫山水、花鳥畫為主。22 歲 切。辦個展之後的 2003 年，唐青以畫家的身
時，唐青在一次偶然機會畫了一隻老虎，父親 份受邀參加中國科大與國際動物保護協會交流
看到後表示肯定並告訴他，在畫老虎方面他有 舉辦的論壇，在現場展示動物工筆畫作。
一定天賦，並前瞻地表示，21 世紀全球的大 2015 年，唐青被聘請為華南虎研究所宣傳推
主題是人與自然，建議他可以往這一主題繼續 廣大使，參與福建革命老區龍岩市梅花山華南
虎繁育研究基地的考察研究，其作品《勇者無
創作。唐青聽後茅塞頓開。
疆》捐贈給龍岩市博物館，展現藝術家對於社
鑽研工筆三十年
會的責任與擔當。此後，「走進自然，走進生
看過唐青動物工筆畫的人，都會對他筆下 命」也成為了唐青動物工筆畫創作的主題，他
動物根根見肉的皮毛和靈動如真的眼睛印象深 更通過多次舉辦個人公益畫展的形式，用藝術
刻，殊不知，唐青為了畫好動物，已苦心鑽研 喚醒人們對野生動物的自覺保護。
2004 年，唐青作為安徽省青聯常委，選入
近 30 年。當年在父親的鼓勵下，唐青潛心研
究動物工筆畫繪畫技法。三年後，25 歲的唐 團中央青年代表團出訪韓國進行官方文化藝術
青就在安徽省博物館舉辦了首次個人畫展，展 交流，他的工筆畫作品《太極虎》被選為中方
出了 108 隻形態各異的寫意老虎。隨後，由安 禮品送給韓國，增進了中韓兩國文化的交流。
徽美術出版社、天津楊柳青出版社等出版的唐 回國後，唐青受邀為外交部會議廳創作《早安
青動物畫技法的著作，暢銷一時。後來，唐青 中國》熊貓畫作，受到外交部領導的高度評
又將原有的傳統中國畫的筆、墨、色，融進西 價。此後，外交部國外工作局經常認購唐青的
方立體空間造型理念，作品也由單一的老虎擴 畫，把他的動物工筆畫作為國家禮品，配合國
家的熊貓外交。現在，唐青的畫作在英國、法
展到三四十種動物。
在研究動物繪畫的過程中 ，唐青尤其對動 國、日本、沙特等大使館均有收藏，成為
物皮毛和眼睛鑽研至深。唐青曾聽說古代擅長 「國禮畫家」的同時，唐青亦將他動物
畫動物的畫家筆下動物皮毛每一根都不浪費， 環保的理念傳到了世界。

河南非遺傳承人張振福
製泥塑向抗疫英雄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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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疫
情當前，隔離為要，假期延長，宅家裡可
以做什麼？藝術家張振福閒不住了，大家熟
悉的抗擊疫情場景在他看來都是生動的創作
素材，他拿起手中的雕刻刀，塑造出了《抗
擊疫情系列泥塑》。
張振福是河南省工藝美術大師、河南省非
遺傳承人，他以泥塑藝術記錄歷史記憶，用
竹刀定格感人瞬間，用作品講述英雄的故
事。
張振福說剛做好泥塑作品《村衛》，作品
反映最好的防疫措施：就是保護好自己，
「罩」顧好自己！從構思到完成前後用了三
天時間。春節以來的創作都是疫情主題。每

天張振福都關注疫情的信息，前方一線像
打仗一樣，心裡非常感動，他說，作為藝
人，只能做這些了。昨天夜裡做到 11 點多，
今早四五點一骨碌爬起來就又接做。如今
又完成泥塑作品《斷髮 她是最美的》，該作
品長 26 厘米，寬 23 厘米，高 33 厘米。張振
福說：「我剛剛完成該泥塑作品，花費了兩
天時間，是護士們的大愛感動了我。」

藝術品記錄感人畫面
張振福是豫東周口鄲城縣人，平時就是家
裡和工作室兩點一線，現在要求隔離不方便
出門了，他把泥巴從工作室拉到家裡來，他
表示，空間狹小了一點，但比起前方，醫護

秉工匠精神創作
國畫中領悟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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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知天命的年紀，唐青對大
自然特別是對當中的動物越發敬
畏，對待每一幅繪畫作品都傾注
全力，更抱虔誠之心和工匠精
神對待藝術創作，他希望自己的
作品和繪畫技法能傳承下去。採
訪中，唐青告訴記者，到了他這
個年紀的畫家，特別是小有名氣
的畫家，當下最需要的就是定
力。在不斷培養自己定力的同
時，唐青亦時常自我反省，希望
讓自己的藝術創作之路越走越
遠。
近年來，唐青又開始了新的深
入學習，從繪畫的理論基礎開
始，到傳統的中國畫、書法、篆
刻等，他將自己此前忙於創作而
忽視的這些傳統文化精粹又重新撿了起來。唐青感
歎，這次回歸傳統的學習，讓他的繪畫修養得到了
提升，更在其中找到了很多新的創作泉源。他介
紹，很多人對他繪畫中動物的皮毛質感表示讚歎，
其實這就是他在深入鑽研篆刻過程中又萌生的創作
靈感，篆刻分陰刻和陽刻，在動物皮毛的繪畫過程
中通過兩邊繪畫的力道將皮毛的紋路擠出來，便使
毛髮更具立體感。同時，通過對國畫的研究與勤加
練習，唐青對繪畫空間感的掌握變得更加純熟，畫
作靈動感的表現也更加深刻，這也讓他筆下的動物
工筆畫更具東方韻味。

人員就並排躺在地上睡覺，根本不算什麼。
面對全國上下抗擊疫情的英雄，張振福拿
起竹刀，通過泥塑創作，記錄時代，致敬英
雄，傳頌抗擊疫情中的感人故事。在這場戰
「疫」中，84 歲的鍾南山院士，義無反顧逆
行。他說：「武漢本來就是一個英雄的城
市。有全國、有大家的支持，武漢肯定能過
關」。作品《鍾南山院士》，作品以泥塑製
作，記錄感人畫面，重現了鍾南山院士強忍
淚水的場景。經過張振福的精雕細刻，一位
為國為民的國士，令人欽佩。
泥塑群雕《武漢加油 眾志成城》則表現的
是面對生死考驗，一群最美醫護者在萬家團
圓的時候，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武漢救援。張
振福以匠人精神，用黃河泥刻畫出這群與時
間賽跑、與病毒決戰的白衣戰士，展示出抗
擊疫情廣大醫護人員的醫者仁心和無私的奉
獻。
張振福說，作為一名手藝人，我用泥塑作
品祝福：武漢必勝！我們偉大的祖國繁榮昌
盛、人民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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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工作中的張振福
正在工作中的張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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