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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润隽永的江南展现生机勃发的中国气象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迎宾大厅内巨幅国画《春风又绿江南岸》十分醒目

“这是定格在历史中意味深长的一幕：上海国家会

展中心迎宾大厅内，习近平主席笑迎八方宾朋，背后的

巨幅国画《春风又绿江南岸》十分醒目———

东方风来，关山点染，满目苍翠。 ”

这是新华社播发的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纪实报道中的一段。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迎宾大厅主背景墙上， 庄严的穹顶与典雅的灯光映衬

下，《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幅进博会艺术创作陈列部分的

“头号作品”，映衬着连日来历史性盛会中的高光时刻。

这是一幅水润灵动的春日江南图景： 开阔的河道

贯彻中边，于上下四方蔓延，从荡漾的水路远远望去，

高低连亘的葱茏的青山一层层推远。山水之中，可见白

墙黛瓦，莺飞草长，渔人摇舟，万物浸在春被四野的生

气中，秀美的江南水乡尽收眼底。如此稀有的巨幅江南

山水国画《春风又绿江南岸》一经亮相，即吸引各国目

光，中国画与根植于中国画中的中国心灵，又一次展示

了时代的精神节奏，以及至诚至美的东方情调。

笔墨倾心传统中国画艺术， 淋漓渗
出江南文化的“情”与“景”

长13米、宽8米的巨幅江南水乡主题国画《春风又

绿江南岸》，由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琪主创，艺术

家车鹏飞、江宏、汪家芳参与绘制。 作品“取道”江南小

桥流水人家，举重若轻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智慧、美富

与生机。

“从接到任务到绘制完成，不到一个月时间。”陈琪

说，“这么大尺幅作品的创作， 宣纸质量对呈现效果至

关重要。我们当即与安徽的宣纸厂联系，找到了目前能

找到的最宽幅、最优质的宣纸。 创作期间，画家们基本

上每天晚上画到凌晨两点。 ”好在，艺术家们具有多年

南方生活经验，熟于质朴本色的江南写意画。陈琪擅绘

花鸟，车鹏飞、江宏、汪家芳擅绘山水，水乡的色相世界

运笔于线纹、色彩，自然驾轻就熟。

“画作采用传统中国画以大观小的平远构图，就好

像一个人站在高处俯瞰假山一样。 ”陈琪说。 一目千里

的旷观，能够把握江南自然的内部节奏。画家们临空从

四面八方抽取那花满蹊、风满楼的江南婀娜姿态，融汇

于钱塘江、 太湖与京杭大运河的丰沛气势———近处岸

花临水，有绯红桃花，月白兰花，露下芙蓉，柳枝点缀着

或润或细的墨线，花瓣晕出或浓或淡的色点；远处青山

重重悉见，早霞曙光的色彩和桃花红色相呼应。画中山

石先以墨色勾皴，后施石绿石青，每座小山的淡墨渲染

有四遍之多；至于水波，更是画面中心，是连接山与水，

人与自然的纽带。创作团队用传统勾线的处理方法，层

层皴染，让线形成灰色的面，墨色透明而不单薄，与平

远的山势和谐交融。

在设色和用笔上，全卷继承了传统的“青绿山水”

画法，这也是我国山水画技法中发展较早的一种，隋唐

时期如展子虔、李思训等许多画家均擅长。 在明丽清润

的色彩中，山川与河道交织，江面和云烟留白皆为妙境，

使人心生向往，似乎听到了小桥流水、渔舟穿行的清音。

古村新貌表达甚深自信的文化精
神，中国又一轮春天的故事正萌发

“春风又绿江南岸”，出自王安石的诗句，当年诗人

眺望江南，又觅春归，心中有了感慨。转眼千年，历代称

赞江南的话语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获得新的生命。 作

为此次进博会艺术创陈的艺术监制，陈琪认为，如何面

向世界表达中国艺术、中国元素、江南元素，是贯穿整

个创作过程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创作中着重表现‘又

绿’这层意境。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春天的气息、春

天的生机，温暖着千家万户。 ”

所以，细看《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谋篇布局，处处是

春的复苏。 林中藏着村野，荷花池中泊着小舟，舟里坐

着渔民，江鸥与人同游。江中不只有渔舟，还有帆船、货

船和游艇，古村新貌，一派百草丰茂人烟富庶。“虽然是

全景式水乡， 但又收纳许多细腻的景别。 人们走近了

看，会品味到水乡人生活的情趣，甚至会想去中国江南

各处走一走。 ”陈琪说。 因为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与笔

法紧密相连， 江南渔村渔民的乡愁情怀和诗意美学随

之而来。

江南自古为天下粮仓，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丝绸

贸易通过水路运河、海囗源源不断送往世界各地，因此

江南是古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有取之不尽创作题材。

《春风又绿江南岸》自有妙意，画家们的眼睛流动着收

纳上下四方，把“万树桃花映小楼”糅在春季上涨的太

湖和钱塘江潮里，把“鸟飞云水里，人语橹声中”融入穿

梭繁忙的京杭运河中，把“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

江南老”化在通幅春色里。山隔着水，水隔着山，生命真切

诚挚之情层层推进， 寄托秀美江南与世界共通共享的宽

厚精神和深沉自信。

“这种文化自信与自觉，在上海这座城市得到了充

分展现。”陈琪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幅画作是城市精

神、艺术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共融，向世界展现了在传统

文化的滋养下，生机勃发的中国气象。

探江南文化之幽微，绘中华精神之家园
在“四叶草”贵宾休息区，大型油画《绿水青山》成为入眼第一画

正在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大型油画《绿水青山》成为中方贵宾休息

区入眼第一画。柔光笼罩下，高3.83米、长3.46

米的画布上，群峰连绵，山色通透。 粗看轮廓

舒展，细看山棱藏于其中。 云气升腾中，隐约

有一条瀑布随山势冲下，收敛于山岩。 远山

之外，一抹新洁的彤云将山峰边缘晕上一层薄

薄的金光。 通幅画面不著一树，却生气勃勃。

在著名画家、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肖谷

看来，这幅画的意义在于把江南文化中细腻

特质、把中国文化气息用油画的方式表述出

来， 追寻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

并在当代取得超越。 他希望“将中国文化中

外圆内方的精神、天地融合的精神、资源汇

聚的精神、蓬勃向上的精神融会贯通，构建

一种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 ”

山映朝晖天接水 ，“外圆内
方”的中国精神和“天地相交”文
化气脉，在油画中舒展

陈列在中方贵宾休息室的艺术品，需体

现中国文化的气度格局，还要给人留下和谐

愉悦的第一印象。 早在盛夏八月，肖谷在上

海闵行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开始

了《绿水青山》的创作。

画室“顶天立地”的墙幕，满满的都是画

家心目中的山河大地，炭精条装在鱼竿一样

的长柄上，大笔直取，山的轮廓就有了雏形。

2016年G20杭州峰会，肖谷所作的大型油画

《天水向东》 即是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的背

景图， 他以松树之姿展现中华民族传统中

“礼”的文化精神基因。这一次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他紧扣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展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和谐世界主题和中国

文化大格局。

中国文化气息渗入每一处景色。画面乍

看，山岩森倩，当中有溪流垂落而下，在一块

岩石的围拢下趋于平缓。原来这种以岩石阻

水的设计背后有着玄机。肖谷告诉记者：“水

在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资源，所以，瀑布飞

流而下，又须有岩石收尾间隔，如此画面呈

漏斗状，寓意八方资源汇聚，滚滚而来。 ”

再看山峰， 远山以蓝绿叠出轻盈感，当

中有连亘青山接续，近处山岩则以赭石为底

色，视觉上山光更翠，山的体量也更重。肖谷

既以老辣之笔勾出疏阔圆润的山形，又巧妙

地把一个个山的棱角藏在深山之中。

著名艺术评论家龚云表称，这幅画是对

中国山水南北画派的概括和提炼，满屏可用

一“翠”字形容，山水雄伟而舒展，所以优美。

而这样的设计， 也寓意着中国人外圆内方、

柔中带刚的处世精神。

至于山、水、天相交之处，落笔更考究。

远山与朝晖呼应，山色与霞光相融，霞光与

山石的赭色相照；缭绕的云气作为远山和近

山的过渡，不仅与山的气息相融，也与溪流

相融；画面尽头青山不断，是画里与画外相

融。 如此，画面不空不虚，无树却显山深，天

地相交的精神蕴含其中。 不论从远处观看，

还是近处观察，每一笔润色都有讲究，色与

色的韵律回旋， 传递出蕴涵在内的张力，从

整体上生发蓬勃向上的精神。 一言蔽之，是

人与自然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格局。

绿水青山归何处？ 江南文化
描绘的中国文化精神家园，为世
界所共享

肖谷《绿水青山》得益于其十余年来“传

统文化当代性转换”的研究。自2005年开始，

耗时近10年的《东庄》系列，以沈周《东庄图》

为研究对象，以文人的视角、当代油画的语

言， 表现古代文人营造的人与自然和谐、人

与自然共生的氛围。 他说，对于历史文化的观

照、对地域文化的观照，也就是对当下的观

照。 “对先贤世界观和心路历程的探索将为

当下带来意义，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 ”

肖谷笔下的山水给人一种 “青山行不

尽 ，绿水去何长 ”的生命力 ，形简而层次丰

富 ，色彩兴味盎然 ，散发着馨逸 、安宁和温

暖。 不像西方油画惯用的三维空间“透视法

则”写实，而是参入中国画理念，对画面深度

加以控制与营造，构建出独特的近似浅浮雕

的 “二度半空间”。 画面显示出一种节奏韵

律，充满江南水木清华的呼吸感。

中国人常把江南喻为“中华民族灵魂的

乡关”，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不仅是

生命的地图，也是一种观念，一种在世存有

方式。同样，江南不只是一块地域，也是一种

精神文化意象， 承载了人们安顿心灵的需

求。 肖谷将江南文化“文、雅、逸、静、幽、闲”

的细节与传统文化中的天地观勾连，在主动

向西方吸取油画营养后，画出了浓郁的中国

文化气息和文化自信。 进博会上，肖谷还有

《青山瑞华》《桃花源》《浓郁的秋天》《奔腾的

冬天》四幅作品在新闻中心展出，也让中外

媒体记者眼前一亮。

作品“辨识度”高，不仅在于材料、技法，

更在于画家对文化气息的把握。 “气息包含

很多活的、灵魂的东西。 中国人的灵魂是什

么？我现在追求的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灵魂

和精神家园，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如

何与自然相处，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基础的内

涵，这也是整个人类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 ”

肖谷说。

在龚云表看来，江南文化基因和当代油

画语言在肖谷《绿水青山》上珠联璧合，让其

作品成为“中国油画”的一种范式。 “这幅画

有壮美，也有优美，而优美是主要特色；有向

上、乐观和振奋的特色，也有抒情和诗性的

境界，是一幅在体量和绘画语言上均有突破

的全境山水。 ”在画中行走，感受到的是一个

民族之自然、古老、强大与恒久生命。正如龚

云表所说，当代艺术最大的特征在于表现时

代的审美，肖谷把这个时代需要的审美传达

了出来。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中国人种种情调、梦想，都不离自然；“艳句

魂消隋苑柳，侠肠酒酹秦淮月”，江南文人柔

中带刚， 忠于理想传递着中国文化中的血

性。 这种带有江南特质的中国文化精神家

园，是民族性、时代性、社会性与艺术探索的

融汇一气，也是世界主流文化的共同命题。

■本报记者 李思文

茛细看 《春风又绿江南岸》， 处处是春的复

苏。 江中不只有渔舟，还有帆船、货船和游艇，古

村新貌，一派百草丰茂人烟富庶。图为画作局部。

荨大型油画 《绿水青山 》上 ，

群峰连绵，山色通透。

荨巨幅国画《春风又绿江南岸》，由上海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陈琪主创， 艺术家车鹏飞、江

宏、汪家芳参与绘制。

▲画室 “顶天立地 ”的墙幕 ，

满满都是画家心目中的山河大

地。 图为肖谷在上海闵行一间不

足30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创作 《绿

水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