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记忆的艺术宝库

“我小时候的二七塔就是
这样的！”络绎不绝的观众中，
当年轻人看到画家朱韶新创作
于1956年的郑州二七纪念塔时
有些疑惑，因为画面上的不是
双塔建筑，而是一幢木塔。此
时，观展的老年人总会主动当
起讲解员。

原来，“二七木塔”是1951
年建成的，当时塔高只有21米，
据说是一个城乡物资交流大会
的临时性建筑。因为木塔建在
了当年烈士的鲜血浸染过的地
方，普通市民以为那是“二七大
罢工”的纪念塔。1971年夏天，
一场风雨过后，屹立了20年的
木塔轰然倒地。在群众自发要
求建立新塔的呼声中，郑州重
建了双塔十四层的“二七塔”。

跟着老人看展，成为这次
展览的一道独特风景。7月25
日开展，不到一个月现场参观
人数就突破万人，许多头发花
白的老人前来追忆似水年华。

老画家们用笔触描绘了有
着半个世纪变迁前的河南模
样。如今许多画作的作者已经
离世，健在的也已是耄耋之年。

和观众们近些年看到的画
展内容迥异，这里很少有标新立
异的作品，没有高原、沙漠等边
远景观，而是实实在在的城市风
景、身边风物。比如，表现建设
成就的木材厂、钢铁厂及建筑工
地，描写城市街景的汽车、自行
车，以及记录城市面貌的老建筑
和河流风景等。作品画幅不大，
但从中能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
现实生活和社会风貌。

“这些作品都很积极向上，
色彩明丽，心情舒畅，具有新中
国成立初期作品的鲜明特征，
画作透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气
氛。”看到这些画作，河南省美
术馆馆长化建国的思绪总被带
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当这些画
家创作时，他正在开封上中学，
那时人们奋发昂扬，经济建设
如火如荼。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机还
是“奢侈品”，绘画弥补了图像
资料的缺乏，这些作品堪称河
南记忆的艺术宝库。展览的幕

后是和时间赛跑的不易。化建
国和同事历经4年多时间，足迹
遍布省内外十几个城市，拜访了
40余位老一辈艺术家，进行深
入细致的抢救、挖掘和整理，“很
多作品是翻箱底翻出来的”。

“这是在抢救河南的记
忆。如果我们不及时做这个工
作，再过五年、十年很多都会消
失。”化建国说。

梳理20世纪美术史，现代
美术教育先驱者的身影中，河
南人是其中的一抹亮色。被海
内外誉为“中国水彩画的开山
大师”“中国水彩画之父”的李
剑晨就是咱河南内黄县人。

在展出的李剑晨四幅水彩
画前，人们总会久久驻足欣赏，
更难得一见的展品是李剑晨先
生用过的画笔和调色盒，让这
位水彩大家经历的时光仿佛可
知可感。

出生于1900年的李剑晨，
17岁考上河南第一师范，23岁
考入北京国立艺专，毕业后回
河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后来
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他的水
彩画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水彩画群
体，桃李满天下。

“那个时候真是求学心切
啊！只要听说李剑晨老师的画
展，都会克服各种困难一饱眼
福。”上世纪60年代，现年74岁
的王福利老师还是20多岁的小
伙，正在开封美术学校读书的
他，听说郑州的画展中有仰慕
已久的李剑晨作品，和伙伴冒
着大雨去看展，由于买不起开
封到郑州全程的火车票，到郑
州东站便下了车，徒步一两个

小时赶到展馆，但当天已闭馆，
工作人员得知他们从开封辛苦
赶来，破例重开了门。当时，李
剑晨介绍水彩技法的书，几乎
是水彩画家的必备，化建国求
学时就攒钱买了李剑晨编写的
《水彩画技法》，视若珍宝。

尽管李剑晨后来在江苏高
校任教，但他一直关心家乡美
术事业发展，多次回河南举办
展览，并将部分画作捐赠给了
家乡。

对河南美术人来说，这个
展览重要意义还在于，梳理了
20世纪河南现代美术史的发展
脉络，补充了河南现代美术教
育的史料。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是从西
方借鉴而来，素描、色彩是主要
课程，由于油画的材料、经济条
件的限制，在早期进行油画的绘
画相对困难，水彩成为许多人学
习现代美术的主要方式。河南
水彩有影响力的大家如吴法鼎、
杨廷宝、李剑晨、李永海、李耘
森、崔豫章、白统绪等不仅艺术
成就卓著，同时也在美术教育方
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为
河南也为其他地域的美术人才
培养做出了贡献。这些学子又
在教育、出版、工艺美术等行业
开枝散叶，对现代美术的发展起
到了播种和繁荣的作用。

1942年，毕业于北京京华
美术学院西画系的庞白虹，定
居开封，他创作的《铁塔春色》
里的景致，在今天仍能在河南
大学北门外寻到。当年，庞白
虹在相国寺附近的群艺馆办培
训班，化建国等都曾跟着他学
习过，受益匪浅。

让河南省美术馆典藏部主
任郭黎莅感触最深的是，对早期
作品的抢救性发掘，对老一代艺
术家的实地采访，都是当务之
急，“在收集过程中，多次都是刚
做完收藏工作，或者还没来得及
完成，老先生去世了”。

画展的留言簿上，不少人
写下的观看感受是“感动”。

化建国的第一印象是“朴

素、真诚”。“老艺术家的画作在
技法上很朴素，味道很纯正，触
动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化建国
说，现在的水彩技法有了长足
进步，有极为写实的还有抽象
表现的，更为多样，但也存在一
些作品很炫技却不打动人。

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水彩画
艺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焦书晖
说：“这些水彩画是画家们怀着
对祖国、对大自然最真诚、最真
挚情感创作的，最直观地表达
了对当时时代的感受，在今天
看这些画内心非常感动，虽然
环境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大部
分景致都不在了，但老艺术家
们创造的有灵魂、有时代精神
的作品，对今天年轻艺术家有
启迪、借鉴和学习作用。”

在参展的老水彩画家王福
利看来，这些旧作之所以打动
那么多观众，是因为“不做
作”。他说，如今的水彩画技法
上很严格，画得很完整、很深
入、很有层次感，色彩学考虑得
也比较周全，但是不生动，“好
的作品与生活分不开，得有生
活根据”。1973年，王福利曾和
画友们沿着黄河写生，从开封
出发，经郑州花园口，最终到三
门峡，来回走了一个多月，大家
都收获良多。

在9月6日举行的展览学术
研讨会上，参展画家任有生、刘
葆松、高复兴、张汝舟、李绍翰出
席。许多美术界专家在发言前，
会先向前辈们鞠躬表达敬意。
一位与会的晚辈说：“这些老先
生是河南水彩的开拓者。如果
把河南水彩比成一条大河，他们
是站在源头的那一批。”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
河南省美术馆围绕此次展览开
展近20场公共艺术教育活动，
千余名孩子走近艺术家，认识
水彩画艺术，感受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峥嵘岁月。

“一方面让孩子们对艺术
创造和水彩的审美情趣有更好
的理解与表达；同时也想让孩
子们能更好地认知历史记忆，
将视觉经验交织在一起，实现
多维角度的美育和爱国历史教
育。”化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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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水彩画家高复
兴很庆幸，因为用画笔保留
了上下班路上最喜欢的一
片风景，让他在退休近20年
后并没有感叹往事如烟。

40年前，高复兴在郑州
市教育局教研室任美术教
研员，每天上下班要穿越大
石桥。这段道路在两侧行
道树的映衬下，显得深邃幽
静，他每次上下班总会多看
上几眼。喜欢画雪景的他，
心中一直在等待一场瑞雪，
并特意早早地将水彩纸裱
在了画板上，时刻准备着。

1979年大年初一，郑州
上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当欣
喜的市民们串门游玩时，高
复兴披上棉衣，戴上毡帽，
骑车来到紧邻道路的金水
河北岸的大石桥路口西南
角。撑起画架，支起马扎，
搓搓手，一边酝酿一边动
笔。

由于挨着河道，这里是
一处风口，专注在绘画中的
高复兴并不知道，身后已经
围起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市
民，人群刚好将寒风遮挡，
人们自觉地只站在身后，为
他留出了整个画幅视线。
人群中有人轻声赞叹：“这
年轻人真用功啊！大雪天
还写生。”

天气寒冷，茶缸里的温
水很快转凉结冰，画笔也冻
上了，还没等高复兴发愁，
旁边的小朋友便主动提出
帮忙去打水，当时路边的鱼
餐厅还开着门，孩子们就这
样来回四五次帮忙到餐厅
取温水，确保了一个多小时
创作的持续进行。

披上银装的道路映入
高复兴的眼帘，继而落在了
画布上——路口处安置着
淡黄色交通岗亭，路中间摆
着两层阶梯状的圆形指挥
岗，红白相间的红绿灯杆在

今天看来极具时代感，影
影绰绰的建筑物是卖布匹
的国营纺织商店，远处尽
头即将驶来的是一辆从大
石桥开往火车站的 4路公
交车……

画作初成，纸面却结了
一层薄冰。这张雪景图，
并没有使用白色颜料，那
树干上一道道白色雪痕，
是高复兴用笔杆刮冰留下
的纸痕。这种不得已的创
作，反而让树干的雪感更
具感染力。

此时，高复兴的双手也
已被冻得僵硬，他不得不
收起画架。半个月之后，
飘在画纸上的雪花浸入画
作，为冬景添了一层天然
的斑驳。他又在上面画上
了一个骑着单车的女士，
脖间的围巾随风起舞着，
激活了整幅作品。新春伊
始，瑞雪兆丰年，他为画作
起名《瑞雪》。

高复兴从小生活在郑
州，家就在二七塔向西一公
里的地方，童年记忆里，郑
州最宽的马路解放路还是
个半截马路，如今郑州的变
化让他恍若隔世，绘画的大
石桥位置，画作上的风景早
已灰飞烟灭，人们更为熟悉
的是矗立的立交桥。

最近，高复兴正在筹备
自己的画册，这个雪景故事
被他写入其中。他觉得，相
比画作里的城市风景，城市
人的温情同样让他更加感
到温暖和怀念。

上世纪60年代，从开封
美术学校毕业的王福利留
校任教，他经常利用业余时
间漫步在开封古城创作。

那是在深秋的五点钟
左右，暮色初显，光泽温和
又丰富，附近工厂下班的工
人们或步行或骑车从紧挨
着龙亭的路上经过，湖泊水

影中晃动着他们的身影。
这个黄昏前的灵动瞬间，打
动了背着画夹路过的王福
利，他在湖东岸边支起画
架，开始写生。

这幅王福利1973年创
作的《龙亭东山》，画面虽然
是静止的，但和照片相比似
乎有了血肉，能调动了人们
的感受，仿佛隐隐约约中听
到自行车铃的声音，以及下
班工人们三三两两的笑声，
荡漾的秋波似乎是画家情
绪的表现。

近些年，每逢菊花节，
王福利都会拿着相机到龙
亭拍点照，但时过境迁之
后，画中的感觉再也找不到
了。画幅里不多的景致，许
多都已经走入了王福利的
记忆中：紧挨着龙亭的这条
马路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
孤立的龙亭如今早已被硕
大的龙亭公园包围着，周边
树木郁郁葱葱，已经掩蔽了
大半个龙亭的身躯；红白色
的公共汽车是 1路公共汽
车，从火车站开往体育场方
向，当时的开封的公交线路
只有两三条；湖泊上如今新
建了一座桥，下面疏浚的御
河如今直接通往铁塔公
园。如果他不主动说，人们
可能不会知道画中的电线
杆其实是木质的。

和当今许多年轻画家
喜欢自然风光不同，当时的
画家们还钟情于画工厂，机
器轰隆冒着烟囱的工厂带
给他们的是生机勃勃的感
受。光开封化肥厂，王福
利就去了五六次，厂里领
导听说是来创作的都很支
持，有工人帮忙搬来凳子，
提供茶水。

“如果生活感动不了
你，你画不成。”王福利坚信
绘画是“有感而发”的艺术，

“每每看到心动的情景，真
是手忙脚乱光想表现出来，
所谓的灵感一过时间就感
觉没有了，有时候绘制时手
都会激动地发抖，着实被这
个生活中的东西感动了”。

王福利的画板上出现
过铁塔、龙亭、相国寺等开
封主要景观。发展让城市
有了新面貌，但在他看来，
有些东西不太适合入画，比
如在古建筑旁边出现巨幅
广告牌、不锈钢栏杆，“这种
情景会感觉有些‘假气’，很
难打动人，难以唤起画家想
要表现的冲动”。

老画家们希望城市在
发展中也能注重和谐的美
感，让一代代画家将目光投
向所生活的城市，将美好的
诗情画意永驻。

感动了上万人的河南水彩画

“披图可鉴——河南省美术馆馆藏20世纪50至70年代水彩作品展”展出的98
件作品，既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发展的一个个真实片段，也隐藏着创作者的一
段段鲜活故事。我们从中选择了描述郑州、开封具有代表性的两处景致水彩画，对老
艺术家进行了采访。虽然时过境迁，但浓缩进画幅之中的情感记忆宛若昨日。

水彩中的

画笔之下的郑汴往事

半个世纪前的画作缘何让今天的观众湿润了眼眶？这个“和时间赛跑”抢救出来的画作对河南又意味着什么？在喜迎新
中国成立69周年之际，“披图可鉴——河南省美术馆馆藏20世纪50至70年代水彩作品展”吸引上万市民参观，一幅幅画
作表现的场景成为人们感知新中国成立之初铿锵岁月的窗口。从画中，美术爱好者找到了水彩艺术的根，普通市民看到了新
中国成立之初人们的精神风貌。正如一位观众观看后的留言：“我看到了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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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彩画之父”
是河南人

◆郑州大石桥
雪景背后的温情
他惦记了40年

◆开封龙亭
水彩小画里的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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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高复兴 1979年庞白虹1965年创作的《铁塔春色》里的景致，在今天仍能在河南大学北门外寻到。李剑晨用过的水彩调色盒与水彩笔

中原水彩之初心，披图可鉴
感动了上万人的河南水彩画
拂去历史尘埃，见证中原水彩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