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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之际，一场青春影像盛宴在首都博物馆举
行。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北京摄影函授学院、中
国摄影家协会教育委员会承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摄影
大展，以“青春·观看”为主题，用 120 位青年摄影
人的作品展现了当代中国摄影多元创新的面貌。

这是一场青春洋溢、多元观看的展览。参展摄影
人的年龄都在18-40岁之间，作品既有向外观看：关
注国家建设、社会热点、日常生活、自然风景等，开
阔深邃；又有向内观看：关注青春成长、日常所感、
生命价值等，率性自然，充分体现了一代优秀青年摄
影人的思考、成长和担当。

组照《愿天下没有骨肉分离》是关注留守儿童主
题的纪实影像。画面记录了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福龙瑶
族乡中心小学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的父母大多
在外务工。相比同类作品，这组照片似乎没有太多视
觉上的冲击力，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形式感，但整体上
却缓缓表达着一种浓浓的情绪，把观众带到孩子们身
边，带进他们的情感世界。作者陈颖杰说：“起初我
只是单纯地想为这些孩子、这个小镇做些记录，期盼
更多人能看见他们。”

组照《乐章》视角独特，以一条物理空间和视觉
空间上的介质与线索——输电杆贯穿整组作品。这是
摄影师俞跃自 2016 年至今，用镜头记录下的川藏、
青藏、滇藏及新藏线沿途，展现了祖国边陲电网建设
的现状。输电杆间银色的导线延绵千里，像一段段五
线谱，呈现出多变环境、光线、气候下的视觉韵律。

摄影师王伟从 2013 年起，先后 20 余次深入“使
鹿部落”进行考察拍摄，行程20000余公里，拍摄大
画幅黑白胶片近千张、数码照片近万张，利用影像人
类学的方式，记录了部落中 34 位最具代表性的使鹿
鄂温克人的珍贵肖像，捕捉了数百个使鹿鄂温克人的
文化和生活场景。这组 《使鹿鄂温克人》 摄影作品，
让观众对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
民族乡的使鹿鄂温克人有了直观而生动的认识。

主办方介绍说，本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中，长期
关注的专题作品明显增多，体现出广大青年摄影人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情怀。此外，本
届展览还设立了以“影像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为主题的特设单元，《牧区医生》《卓
玛加》《下一步春天》 等关注现实的短视频作品数量
也大幅提升。

除了纪实影像，一些青年摄影人以创新精神探索
摄影语言，融入科技手段或其他艺术形式，呈现出别
样的视觉景观。

组照 《黑白物语》 从微观的角度唱响生命颂歌。
这组照片通过X光正负像的实验摄影手法，将镜头对
准自然中的植物，抽象而又具体。照片里，叶瓣、枝
身没有芳香、没有色彩。和黑白灰形成对比的是，镜
头里的植物造型丰富，整体结构与每一个局部细节都
充满了艺术与神秘的气息。繁复的纹理下，黑白之
间，如日夜的交换，刻画出一个个生命的奇迹。作者
方临明表示，植物与人一样，有着自己的艺术形态和
生命情感，希望以此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敬意。

《维变之门》 则以数学公式为摄影对象，以函数
应变量的迭代产生的多维数学模型的成像，通过构
图、色彩、打光、后期等摄影语言进行捕捉成像。作
品探讨了摄影语言中的“摄数学”与“传统摄影”之
间的真实性与维度，由观众从视觉经验中提取自己的
记忆和认识。

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其报废数量也在
急剧上升。如何将这些废旧产品合理化利用？摄影师
方文杰的 《化石》，将身边一些现代电子产物置于远
古生物化石中，构造出一个时空交错的隐喻。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表
示，虽然个别作品还略显稚嫩、青涩，但青年大展就
是要开放包容，鼓励创新，这是它独特的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展在展陈方式上作了新的
探索。展览空间进行分主题分区规划，既有大开大合

大气概，又有闭月羞花小景观，互为补充，丰富活
泼。展览还采用了VR全景数字展厅线上展示，观众
可以随时随地观看互动。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开展青
年摄影工作的重要平台，全国青年摄影大展已经走过
10 个年头，为广大青年摄影人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
台，累计吸引近5万位青年摄影人参与。大展致力于
发掘、培养、推介中国优秀青年摄影人，推动青年摄
影人的艺术创新，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提供富有活
力、能力的人才保障。

“任重高远——于右任、高二适书法作品展”“惟
真惟一——徐明华艺术展”“向光而行——唐一禾艺
术回顾展”……新年伊始，中国美术馆推出8个重点
展览，包括中国画、书法、油画、漆画等不同艺术门
类，为观众献上一份跨年文化大餐。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为山表示，这些展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整合
的文化展示群，既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体现了红色文化，还有当代的艺术创造，努力展示
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

8个展览名家精品荟萃，涵盖了从历史题材到现
实题材的创作。其中既有以唐一禾为代表的老一辈艺
术家的作品；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下成长
起来的艺术家，如 90 岁的徐明华的作品；还有书坛
巨匠于右任、高二适的同场“对话”。中国美术馆还
拿出“岭南画派”创始人陈树人的捐赠精品，他是第
一位把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家。此外，中国
美术馆与南京博物院合作的明清肖像展、“丹漆随
梦”漆画展、洪厚甜书法展、王建国油画作品展等均
已在近期与观众见面。

于右任、高二适展出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多，却吸
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前来观看。两位书法家出身不
同、境遇有殊，师承、取法也各有差异，但都在各自
的探索领域勤奋耕耘，成就卓然。二人是忘年之交，

于右任长高二适 20 余岁。高二适曾应于右任之约在
1947 年端午节、重阳节赋诗 10 余首，足见二人交情
由来已久。在这次展览中，观众不仅可以见证于右
任、高二适二位知己书法艺术的重逢，也可以进一步
领略 20 世纪书法艺术的魅力以及书家们的学术理想
和文人精神。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留苏油画家与美术教育
家，徐明华日前出席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个展开幕
式。此次展览展出徐明华的油画、素描、速写等作品
200 余幅，以及大量珍贵文献，全面回顾其艺术人
生。其中他留学时期的油画《女大学生》《镜前》，主
题创作 《韩桥矿工——首创百日红的人们》《红米
饭，南瓜汤》 及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所作静物画 《螃
蟹》和风景画《三月》等各个时期代表作品均在展出
之列。

唐一禾是早期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艺术界的代表
人物之一。虽然他留存的作品不多，但这些遗珍无一

不表现出其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艺术追求。唐一
禾创作的《七七的号角》《女游击队员》《祖与孙》等
经典作品，表现出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
同情，不仅渗透着艺术家直面现实、关注人民的艺术
主张，更体现了其向着光明正义，勇往直前的信念与
精神。

此前，中国美术馆围绕观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把
服务工作落到实处，为中国美术馆雕塑园里的雕塑张
贴二维码，包括滑田友的《轰炸》、萨尔瓦多·达利的

《圣塞巴斯蒂安》、让·卡尔多的 《阳光下的牛》 等雕
塑作品。观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不仅可以看到作
品的相关信息及作者简介，还可以了解到雕塑表现的
时代背景及创作意义。

吴为山表示，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美术的殿堂，
是大众美育的重要平台，也是国际交流的窗口。如何
发挥好殿堂、平台、窗口的作用，是美术馆同仁一直
在思考并实践的课题。

时代需要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油画
家、美术教育家全山石就树立了一个典范。

全山石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
油画学会副主席，2019 年获得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美术家”荣誉称号。中国文联
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许江说：全山石是“中国油画的引路
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全山
石是当今中国油画界修养境界最高、手
头功夫最好的油画家之一。

1930 年，全山石出生于浙江宁波一
个文化世家。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
酷爱音乐的全山石意外地考上了杭州国
立艺术专科学校 （中国美术学院前身），
从此与油画结下不解之缘。1954年，经过严格选拔，全山石
被国家选派到列宾美术学院学习并以全优成绩毕业。归国
后，他回到母校任教，曾任油画系主任、院教务长、教育部
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等。2014年，由他负责筹办的中国第一
个民办公益性油画艺术研究和展示机构——全山石艺术中心
正式对外开放，为中国油画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在全山石数以百计的油画作品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
作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英勇不屈》 是他早期的历史画作品，
表现的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这一历
史事件。为了创作这幅画，他反复地阅读毛泽东 《论联合政
府》一文，终于找到主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
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
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全山石以纪
念碑风格象征性地描绘这一历史事件，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人民英勇不屈的豪迈气概，并将胜利的先兆寓于画中。

为创作 《八女投江》，全山石到东北实地考察，体验生
活。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突如其来的洪水中，他亲身感受
到了河水泼面而来的冰冷。他的 《八女投江》 以“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基调，用象征手法表现
了这一历史故事。

2005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正式启动，
由全山石主创《义勇军进行曲》。全山石认为，这件作品的关
键是表现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件作品用
概括性、象征性的艺术语言表现历史人物，表现历史真实，
进而体现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全山石在遵循西方油画本体语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
收了中华文化元素，将莫高窟北魏时期壁画风格和中国画中

“写”的风格大胆运用于个人油画创作，并在新疆这片广袤的
土地上找到了适合油画表现的题材，将油画提升至更高的艺
术境界。

1980年，全山石第一次来到新疆就被这里的土地和人民
深深地感染，他的创作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在以后的岁
月里，他20多次赴新疆，成为名扬海内外的新疆题材油画家。

《手艺人》中的老艺人笑容憨厚，体态自然，仿佛就在观
众面前。在这幅画的创作中，画家大胆采用莫高窟壁画意蕴
丰富、一笔书成的线条，在不影响人物形象真实性的前提下
达到意蕴、艺术俱佳的效果。

《塔吉克人的婚礼》画得最久。1981年，全山石第一次来
到帕米尓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一天，他突然听到远处传来
歌舞悠扬的旋律，鹰笛、手鼓齐鸣，一片欢歌笑语；一看是
浩浩荡荡的迎亲马队到了村头，人们载歌载舞，一派欢腾。
他好像进入了梦境，激动得跟着马队奔跑。这一情景令他终
生难忘。20多年过去了，直到2008年他才开始创作这幅风俗
题材画，2020年最终完成。在这幅作品中，他将塔吉克族人
与人之间朴素、善良、乐观、团结、友爱的精神，以及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通过画笔和色彩凝固在画布上。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全山石作为画家、美术教育家，他
严于律己，摒弃庸俗，拒绝炒作，同时不遗余力地传道授
业，毫无保留地倾情奉献。他说：我不想办个人美术馆，只
想余生能够做一点对中国油画有益的事。

无论是在苏联留学还是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全山石始
终关注和思考艺术教育规律，让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2012年，全山石决心筹办专门展示、研究和普及油画的艺术
中心。他说：我们应该告诉大家，尤其是青年油画家和正在
学油画的人，油画产生在西方，但应该把人类文明结晶引进
到中国来，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走弯路。

沉浸在 《画语求索——全山石口述史》 的阅读享受中，
仿佛跟随艺术家的足迹，走过千山万水，历经岁月沧桑，纵
览油画数百年的发展，依稀见到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油画，
正如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万道曙光。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日前，“张英才山水画展”在荣宝斋书画院举
行，遴选张英才多年创作的山水画精品，展现了他的
笔墨功力和艺术追求。现场观众表示，虽然北京已是
隆冬季节，但在画作中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也看到
了秋天的收获。

张英才毕业于齐鲁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参加工作
后一直供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从事美术摄影、美术
编辑和展览编审等工作。特有的工作经历和专业的环
境氛围，使他得以用专业的目光审视中国美术各个时
期的作品，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广泛接触美术界的专家

学者，汲取传统和现代美术创作的营养。张英才在前
人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的不同维度进行探索，艺
术创作水平不断提升。

张英才主张艺术创作“遵从内心，无问西东”，
不拘于哪个流派的艺术特色，不限于哪位大师的艺
术风格，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使得他视野开
阔，能够在艺术理念和艺术形式上不断创新。他的
山水画大气磅礴，风格清新，内涵深邃，韵味醇
厚，不但承继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优秀传统，也体
现出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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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内心 无问西东
——张英才山水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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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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