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面美术作品摄影：张郑基张郑基

赵清国，男，1954年 3月生，
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河南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南
美协花鸟画艺委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河南花鸟研究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一级美术师。

其自幼酷爱美术，曾进修于
湖北美术学院和浙江美院，在学
习进修油画、国画的基础上，作品
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风格独特而
大气。尤擅长国画花鸟，其笔下
的葡萄、牡丹、荷花熔炼了西画的
表现手法和色彩，构图崎岖，笔墨
酣畅，敢于创新并富有生命力，体

现了诗情韵意的艺术形式，形成
了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其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的
美术大展和邀请展，国画作品曾
先后入选中国美协第十三次《新
人新作展》，入选亚享杯、新世
纪 杯 等 大 赛 ，并 获 优 秀 奖 。
2005 年水彩画作品《缤纷净界》
入选中国美协第七届全国水彩
画大展。国画作品《秋塘萧瑟蕴
生机》入选中国美协首届写意画
大展。并参加三届中国美协组
织 的 菜 乡 情 国 画 精 品 等 提 名
展。2004年、2005年、2007年、

2009 年曾出版《赵清国画集》、
《赵清国美术作品选集》画册四
集。

中国画的根本性征为表意性，此为区

别于西画之所在，故而，必以文寓物，以物

呈文，借人之表现主体人格精神之“物我”、

“无我”，呈以“物象”、“意象”融通之方达意

境。因而，在传统中国画的历史链条关系

中，始终传承延续着这一根脉，并作为作品

批评的重要原则和标准。

赵清国先生的花鸟作品文意丰厚。

无论喻葡萄的“子孙”伦理、牡丹的富贵大

度、荷花的清纯情操、紫藤的刚柔性情，

如此等等在他笔下，花卉草木、鱼虫鸟兽

成了文化精神对应人格情感的由“物我”

到“无我”的比兴，借代而成为物象达意

象的转换，从而完成了眼中画——笔下

画——心中画的程序层次表现关系。以

其给人的是情感的沟通、精神的愉悦、哲

理的思考、情操的陶冶。当然，对赵清国

先生作品的感受与对其他画家的作品一

样，不无争论。而恰恰是由于这一争论

所带出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透视了

他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否则，也就不可能会引起不同欣赏者的

争鸣。这恰恰说明赵清国作品元素多样

的定位。譬如，作品《秋趣》以葡萄喻“子

孙”、“祥和”之意，是以经意与不经意的

线质、线势导领质润相当的墨情气息，而

淡雅的色彩融于不激不励之线势与清新

生动的墨韵之中，共同地持守于“清和”

的氛围内，由此，为整体关系处置打下了

文意寄托的基础。而坠落于地的一粒葡

萄与三只小鸟的关系，则会意于画眼而

出主题。三只鸟为一家，两只大鸟线条、

形象动感极强，但造势非为“争执”而为

“谦让”。但小鸟关注的是父母的态度，

对眼前葡萄视而不见。似乎葡萄与三鸟

没有关系，而实际上是关系处理的核心。

为此，处置不仅使人会其鸟之“伦理”令人

惊叹，而经营之妙也令人折服！

绘画作品的品位毕竟是由笔墨境界

所决定的。赵清国先生聪慧在笔墨对心画

关系的作用力。尽管形上（意象）的元素为

内容，而形下（物象）的形式是内容元素的

质量表现所在。从其作品看，赵清国有着

他个性的笔墨理念和表现风格。从黑白分

割以笔领墨、色融于墨、有无相生等关系的

处理衡量，赵清国先生恰是把笔墨本身作

为了中国画表现的本身内容和审美格调的

组成部分，而非为纯“材料”的理解；而他对

西画的吸纳，是借其花粉而扶母本的新生

元素，非为弃本守末，亦非本末倒置。这得

益于他对林风眠、徐悲鸿、潘天寿等大师彩

墨理念的认识理解到实践、体验、表现能力

的掌握。尤为按受西画“光影”称道。譬

如，作品《飞燕花开呈祥和》树林后的布白，

《春雨》树木根部的淡蓝水色，《春风》泼墨

背景的布白以及葡萄果实的质感等，都大

胆地吸纳了西画“光”表现的技法，但非为

克隆复制，而是以中国画“黑白相生”、“有

无相生”、“动静互换”的思维方式，导引着

光影对于物象作用于意境的感受，从而恰

当地把握了吸纳的“度”，表现的处理方式

为“非西而中”。

从赵清国作品表现的色度上看，体现

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意象所蕴的黑

白关系处理。否则，处在技法非但转换不

过来，而且，由“器”达“道”只是一句空话。

如果说中国绘画的文意是创作者的

主体人格精神的内涵，那么，其经营关系

的格调则是其精神抒发的形式。而作为

审美对象的作品，若首先是以“美”的品质

给欣赏者以愉悦、以思考、以思辨，无诗情

所寓则不达美，此所谓的“诗情画意”也。

这也是中国画特有的品质并为重要批评

标准之一。

无论是线条行势的本身，还是互相组

合的关系，所构成的布置方式，赵清国注

意动静节奏的变化，在整体上形成了系统

的旋律感觉。“线”，是他作品最基本的条

件。尤其是写意作品，线的质，用笔不刻意

而为，注意中锋守正，侧锋隽永，使转随性，

顿挫有致。由此以笔渍墨，使线之质地在

统一中多变，不板不刻，守劲健而冲和，如

藤似筋，抑或屋漏。这就使得线的节奏由

线之本的体质势中萌生而勃发，有如流畅

的诗意使人感受到抑扬顿挫的节奏。而在

经营布置上，则是黑白分割兼纳西画透视

光影之法，但，守位的是以“分合为大综纲”

的整体关系处理。整体与局部之间，注意

过渡笔墨的营就，注意了黑白相生、疏密相

关、浓淡相宜、遒拓相当等矛盾关系的对应

与平衡达以统一和谐，从而为整体诗情节

奏以变化中又统一关系的感觉，而很少从

视觉上带来诗情节奏情绪的中断。在色彩

上，赵清国尤为注意墨与色的相和而不悖，

强调墨分五色对彩的制约控制“度”。由于

彩墨融会，以墨为本，以色为标，故而，既守

住传统文人以“静”、“正”、“和”的墨气感

觉，也从中幻化出热烈、奔放的现实时代的

情意气度，由此，表现出了新鲜的诗意情感

溢流，故而，“新”在情绪格调。诸如，作品

彩葡萄《紫气东来》的动静厮守情绪、牡丹

《萦梦魁魂》的娇而不媚的气度、墨葡萄《玉

珠》的疏朗爽畅韵律等，可会其情意的旋律

在他由胸襟到笔端淌流的轨迹，全部由气

而生象，由象而显气，气息生生不已，显见

画鸟经营颇具山水气度的风范。

赵清国花鸟气度大，大在其所蕴诗情

奔突、跌宕、起拔！

应朋友特邀，我到赵清国先生宽敞的

画室，墨馨弥漫，他正在案头埋头作画，因

为是画荷花的缘故，我说等你画完。他就

继续画，莲花在案头继续开。画室里中西

合璧，色彩拥挤，四壁摆满油画、国画、照

片、成型和未成型的草稿。

赵清国一副艺术家派头，衣带翩翩，长

发飘逸，状如古风。饮酒间，我似乎觉得他

是缺少了什么，想想，应该是一把长髯。

我看过赵清国先生的“年轮琐言”，

知道他经历丰富，见识广博，先后当过

兵，从过政，经过商，因为热爱艺术，就要

终生来做画家梦，达到理想，实现自我。

他中西画都要尝试，刻苦练习技巧，打下

坚实基础，画起来显得融会贯通，得心应

手。由临摹到创作，能得到那些大师腕

下的笔墨酣畅，淋漓尽致之貌。几十年

里画起来不计工拙，敢于张扬和宣泄自

己的笔墨。

一个人在世上，不外乎三种人生：一、

政治人生，信仰之所系；二、社会人生，道义

之所维；三、艺术人生，情境之所依。照当

下的标准，赵清国先生可谓是一位“成功人

士”。所谓“成功”，是他在商海里云鹤戏

天，在艺海里神马游弋。两栖世界里都得

心应手，游刃有余。熊掌与鱼兼得乎？

艺术各门类都是相通的，像地下的水

源交融，赵清国知道做艺术和做其他事情

一样，最重要的是掌握辩证原理，那就是

处理好各种“关系”：主观与客观、情趣与

理性，法则之内、法则之外，意料之中、意

料之外，轻重缓急、虚实浓淡……

他在这些元素里尽最大限度地调节、

调度，找平衡、和谐。掌握好水与墨的辩

证。我看他的画进行技巧变化，甚至加入

胶质、明矾，其他原料化工，求得画面上外

表的变化出奇，他在水墨辩证中找无穷的

可能以及纸上的乐趣。

我很感叹赵清国先生对艺术的倾入

情怀，他涉猎题材很广，花鸟、山水、人物，

种类上有写意、工笔，形成上长卷、小品，

无所不及，在他的画室我还看到他画的油

画、水彩，乱花渐欲迷人眼，一个人涉猎如

此多样，需要付出成倍经历。

赵清国先生眼界很宽，观画很多，勤于

丹青，能化人之形为我用，他人之法为我

有。

他的作品题材无所不有，一时看得我

眼花缭乱，我就说：“葡萄虽甜，荷花虽绽，

牡丹虽是艳，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画

的玉米、小麦、高粱，因为从这里，我看到中

原大地的元素，那里情感亲切，感触到中原

地气升腾。”

最后我才知道赵清国从事的专业却和

绘画有着落差距离，他专业是经营钻石。

钻石是在地球深部高压、高温条件下形成

的一种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晶体。单质必

须由一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混合物不可

能是单质。

绘画应该是一种非单质，这里除了色

彩外，还包含情感。我认为绘画是“非单质

情感混合物”，可以这么说，赵清国就是在

单质和非单质之间游走。

那一天初次见面喝酒，一桌人喝得畅

快，微醺里我就更多了解赵清国先生。

赵清国有军旅生涯，有从商经历，使

得他江湖历练，性情豪爽，豪气，喝酒他

甚至豪饮，推杯换盏，我远远不是他的对

手。忽然又想到见面时的感觉，依然觉

得他要是有一把胡子就更厉害了。

画家对画坛的贡献是要有新的发现，

而不是重复再现，去收拾残山剩水。齐白

石的魅力在于他胡子长，更在于他贡献了

自己的一种新符号，笔下有了新的绘画元

素，如破开的咸鸭蛋、蝌蚪、雏鸡、算盘、耙

子这些日常物，这都是前朝画者没有的，都

是徐青藤、八大、石涛们都不曾或不屑或忽

略入砚的符号。

当下画坛，从齐白石的虾米到李苦禅

的鹌鹑，各种中国特色的元素已为先人所

占，饮酒时我对赵清国先生说：你以后要专

门画小麦，画玉米。

画好那些得地气的元素，你就另辟蹊

径了。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

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的需要，如衣食住

行；安全的需要，即心理上与物质上的安全

保障；归属和爱的需要，即在社会中的群体

归属及人际交往中的互助和赞许；尊重的

需要，即别人的尊重和自尊，如身份地位；

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对工作和生活感到

很有意义。需要是按先后顺序发展的，而

最后的、终极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正是一

种超越的生活状态。事业与艺术的丰收使

赵清国先生如生双翼，他找到生命充实的

方式和价值。他在路上行走。

古人论书，要求宽松而不促迫，率性

而不造作。这是论墨，未尝不是论画，我

想赵清国先生在保持其笔墨淋漓、涉猎

广博的基础上，笔墨锤炼，艺无止境，他

会迎来更新的画境。因为，他腕下会有

小麦，有玉米，有风生水起……

以文“化”画蕴诗情
□张舒娜

■评论

绘画的非单质结晶片段

□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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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国艺术简介

——赵清国画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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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国彩墨花鸟作品印象

盛荷景秀图（国画）230cm×600cm 赵清国

春恋（国画）610cm×220cm 赵清国

紫气东来硕果满园（国画） 610cm×220cm 赵清国

秋趣图 134cm×70cm 赵清国

异国情 120cm×120cm 赵清国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