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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 日，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暨贵

州省中国画学会成立七周年作品展在贵阳美术

馆举行，参展的画家来自老、中、青三代中国画

家，基本代表了贵州省中国画学会创作水平。

此次共展出作品 113 件，其中，山水 70 件，

花鸟 30 件，人物 13 件。这些画作中既有来自王

振中、谭涤非、鲁风、黎培基等老一辈画家的佳

作，也有来自钱文观、赵玉祥、付锦等年轻一辈

画家的精彩作品。

此次展出的作品基本代表了贵州省中国画

学会创作水平，体现了尊重传统文化，强调学术

传承，尊重老一辈画家及学者，重视扶持新人，

为贵州中国画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贵州省中国画学会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是继国家级学会成立后的第一家省级学

会。 成立七年以来，承办或主办九次全国性、省

际及全省会员作品展及学术研讨会， 出版作品

集三部，参与或支持会员编辑出版理论著作、作

品集十余部， 支持遵义成立全国第一个市级中

国画学会， 业已在全省乃至全国中国画学术界

产生了较大影响。 今年五月，学会换届，王忠才

先生将承接重任，团结全省老、中、青三代中国

画家、 学者， 在创作展览和理论研究上再接再

厉。

据悉， 此次展览地点位于大西门的贵阳美

术馆 2 楼展厅，展期将持续到 7 月 30 日。 期间

展览将面向大众免费开放。

荷兰时间 7月 20日，贵州画家陈顺林与马

蒂斯、毕加索、杜尚等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联展

在荷兰鹿特丹开幕。

此次联展展出了陈顺林新水墨 《无中生

有》系列作品。 一同展出的还有荷法籍雕塑家

Greogoir� Donker 的雕塑作品。 据悉，今年 5 月

底，陈顺林与 Greogoir� Donker曾在纽约时代广

场大屏上举办“空中艺术展览” 。

据了解，陈顺林出生于贵州黔西，家住农村

的他从小很少有接触美术的机会， 只能跟随天

性四处涂鸦，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恩师刘晓，后

从贵州大学油画专业毕业。由于经济问题，美术

生毕业后继续坚持绘画的并不多。

为了梦想，大学毕业后，陈顺林应聘在一

个中学当美术老师，白天上课，晚上创作。 十年

磨一剑，2015 年陈顺林因作品在网上被法国文

化部官员看见，大为赞赏，受邀赴欧游学两年。

两年间，他省吃俭用去参观各大美术馆，看到了

马蒂斯、毕加索、塞尚等大师的原作。 “我看到

塞尚的《圣维克多山》后全身发抖。 ”

心怀敬仰之心， 陈顺林从大师的作品中学

到了很多。 可是他做梦也想不到未来他的作品

将有机会与这些大师的作品一同展览。

此次他的新水墨作品《无中生有》系列创

作于 2013年 -2015年期间，这部分作品是陈顺

林从油画转入水墨的代表作，起名用“无中生

有” 就是意味着陈顺林发起的中国新水墨画从

“无”到“有”的过程。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 3周。

7月 26日，“时光纸意”

曹琼德绘画艺术展在贵州美

术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曹琼

德先生个人绘画作品近百幅，

是近些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

展览将持续到 8月 26日。

在画展展区，《岜沙系

列》、《千字文》和《甲骨文》

系列成为人气最高的合照打

卡的聚集地。 《岜沙系列》画

幅均是 1 米乘 1 米左右，画面

有着强烈的抽象风格，以富有

棱角的黑白灰大色块为主要

基调，和其他色彩浓烈的形状

交织在一起。 咋一看，色块将

空间进行着分割或叠加，勾勒

出了贵州特有的喀斯特地貌，

黔东南乡村木榫结合的房屋

建筑。 仔细观察会发现，娇憨

天真的牛马， 勃勃生长的禾

苗， 明亮鲜艳的田野河川，俨

然描绘了诗意的山间农耕生

活的画面。

《千字文》是全场的“大

高个” 。据策展人舒畅介绍，这

幅画装裱后有 6 米高，可能是

贵州省美术馆近几年最高的

一幅画。 而圆形的《甲骨文》

分金银两色，有空心与实心两

个版本。 看起来很像古代钱

币，这样不仅增强了形式上的

新颖与审美效果，也延伸了作

品的历史纵深感。

据了解，近年来，曹琼德

独创了一个未名的新画种，用

油画颜料直接在宣纸上绘画，

在创作中有机地融合了版画、

油画、国画、水彩等多种技法，

创作工艺复杂缓慢，却在国内

外绘画领域一门独创，好评如

潮。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还加

入了多媒体的装置，设立了三

个媒介互动馆。 在互动馆里，

观众可以通过平板电脑、电子

屏幕、投影，观看各界人士对

此次展览的点评、查看本次展

览作品详情并发表评论等。

下午 3 点，座谈会在贵州

美术馆一楼大厅举行。 据贵州

美术馆馆长陈争介绍，此次来

参观曹琼德画展开幕的人数

之多， 是行业跨度最大的一

次，摄影、学界、美术界、文学

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均有参与，

可谓是高朋满座。 此次座谈

会，举行了近 2 个小时，贵州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谌宏微、副

主席耿翊、贵州美术馆馆长陈

争、画家蒲国昌、画家向光、评

论家张健健等贵州知名艺术

家、学者都对曹琼德的艺术成

就备加赞赏。

7 月 24 日晚，第五期《音乐讲座》在

贵阳大剧院五楼小音乐厅如期举行。 这是

贵阳交响乐团联手《贵阳晚报》举办的公

益讲座，也是本乐季为筑城交响乐爱好者

举办的最后一期音乐讲座。

著名指挥家、贵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张国勇为大家上了一堂有关“复调” 的乐

理课，钢琴家孙畅现场伴奏。

“复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音乐

学院的学生都要在本科二年级才开始学

习。 通常在全国的艺术欣赏讲座中，复调

都是一个避而不谈的问题。 而此次选题

‘复调’ ，是应上一期乐迷的要求。 《音乐

讲座》开办以来，乐迷的音乐知识确实有

所提高。 对于这次的选题， 我都不曾想

到。”提起这个选题，张国勇频频为筑城乐

迷点赞。

为了帮助乐迷理解“复调” 复杂性和

技术性强的问题，讲座一开始，在孙畅的

钢琴伴奏下，张国勇现场指挥乐迷演唱了

《歌唱祖国》，并分两个声部合作，让大家

对复调有了切身体会。 接着，在张国勇的

讲解下，孙畅现场弹奏了《青少年交响乐

指南》、勃拉姆斯《间奏曲》、《贝多芬第

五交响曲》等。 这样的讲解让乐迷朋友圆

了“专业梦” ，更激发了大家学习音乐知

识的渴望。 讲座结束后，不少乐迷朋友告

诉记者：“今天讲座内容堪称博士级别

的。 ”

自去年 11 月推出的首期 《音乐讲

座》以来，张国勇带领大家认识了霍夫迈

斯特、赵季平、韦伯、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圣桑等国内外的大师级作曲家，回顾了欧

洲交响乐史、 交响乐与城市发展的历程。

讲座中还邀请了德国德绍歌剧院终身首

席马慧讲解中提琴知识、14 岁钢琴新秀白

立君解答学习乐器的经验。

随着《音乐讲座》的举办，乐迷朋友

的参与人数逐渐增多，欣赏水平也随之有

了很大的提高。 退休老师唐之炳是《音乐

讲座》的老乐迷，一次不落地参加了五期

音乐讲座。 “我对马慧的中提琴印象最深

刻，以前常会忽略这门乐器，现在有了新

的认识” 。讲座结束后，贵阳交响乐迷群群

友 @ 平凡写下了自己的感言和期待：“张

国勇老师给贵阳交响乐爱好者作了一次

复调音乐知识普及，还邀请孙畅老师现场

示范演奏，让我们对复调音乐有一个直观

的认识，这是一场高规格的讲座。 我们希

望这样的普及性讲座越多越好。

对于乐迷欣赏水平的变化，张国勇也

有着切身体会：“我们的讲座已经脱离泛

泛而谈，到达了一定的技术层面，今天讲

的‘复调’ 是个专业问题，即便对专业的

人来说也是难以逾越的坎儿。 今天乐迷听

得津津有味，反响也很好。 ” 同时，张国勇

就如何提高音乐欣赏能力给出了很好的

建议：“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大家耳熟能

详的作曲家的音乐会票就特别好卖，但马

勒、肖斯坦科维奇这些作曲家对大家来说

还是生僻。 要提高音乐欣赏水平，应该扩

大曲目的欣赏范围， 可以尝试听下马勒、

理查德·施特劳斯、 普罗科菲耶夫等伟大

作曲家的作品。 ”

值得一提的是，7 月 26 日晚 8 点的贵

阳交响乐团 2018-2019 音乐季闭幕音乐

会《不朽的马勒》，演奏了马勒的《升 F 大

调第十交响曲第一乐章》、《升 c 小调第

五交响曲》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艺术

歌曲选段》。用张国勇的话来说，这场音乐

会是贵阳交响乐团 2018-2019 音乐季的

最后一道“硬菜” 。

指挥家张国勇

点赞贵阳乐迷

贵交《音乐讲座》越办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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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琼德绘画艺术展

在贵州美术馆开展

1955 年生于贵阳， 籍贯湖南

长沙。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 中国版画家协会理

事，贵州版画学会会长、贵州省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 贵阳市美术家

协会主席，贵阳画院院长，省管专

家，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导

师， 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硕士

生导师，贵州师范学院客座教授，

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学术委员，

贵州省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理

事。

美术作品曾获第十七届全国

版画作品展览金奖， 第七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铜奖， 第八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唯一奖），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提名

奖，鲁迅版画奖，装帧设计作品获

中国出版政府奖， 贵州省文艺奖

一等奖， 贵州省首届专业文艺奖

一等奖，贵州双百工程奖，大道有

痕———2018·中国百家金陵画展

（版画）典藏作品奖等。

曹琼德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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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老中青三代

中国画作品展出

贵州画家陈顺林作品

“新水墨”在荷兰展出

董容语

音乐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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