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委
阵容
美术组5人

组长：

李兵 著名画家，中国美
协理事、四川省文联副
书记、副主席，四川省西
部中国书画院原院长。

评委：

梁时民 著名画家，中国
美协理事，四川省美协
主席，四川美术馆馆长
刘正兴 著名画家，中国
美协理事，成都市美协
主席
管苠棡 著名画家，四川
省美协副主席，四川省
诗书画院副院长
叶瑞琨 著名画家，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
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成都画院副院长、成都
画院美术馆馆长

书法组5人

组长：

戴跃 著名书法家，中国
书协理事，四川省书协
主席

评委：

林峤 著名书法家，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评审委员、教育委员
郭强 著名书法家、篆刻
家，中国书协篆刻委员
会委员，四川省书协顾
问，西泠印社常务理事
王道义 著名书法家，四
川省书协副主席，四川
省诗书画院专职书画家
何开鑫 著名书法家，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
四川省书协副主席，现
为四川省书协顾问

孩子们眼中的历史名人
2018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

人书画传习”活动，从去年9月开始
正式启动，截至去年11月30日征稿
结束，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
的大、中、小学青少年书法作品和国
画作品5000余幅。据统计，在活动
的四个组别中，即小学生A组（1–3
年级）、小学生B组（4–6年级）、中
学生组（初中、高中）、大学生组，投
稿最多的组别是小学生B组，作品数
占参赛总数的47.8%。也就是说，将
近一半的参赛选手，集中在小学
4-6年级。

封面新闻记者发现，在这些青
少年书法爱好者中，他们最喜欢的
当属李白、杜甫、苏轼和“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尤其以李白、
杜甫诗词为蓝本进行书画创作的作
品非常多，主要包括耳熟能详的《月
下独酌》《望庐山瀑布》《赠汪伦》《静
夜思》《春夜喜雨》《绝句》《江畔独步
寻花》等。诸葛亮的《诫子书》也是
许多选手的首选。还有苏轼的《水
调歌头》，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
东逝水》，都是大家的最爱。

在国画作品中，也多是对这几
位历史名人进行画像、画意。来自
巴中南江的38位中小学生，就集中
创作了《李白醉酒图》《苏轼泛舟
图》《诸葛亮像》《杜甫像》《李冰像》
《一代女皇武则天》，以及李白《赠
汪伦》《轻舟已过万重山》《独坐敬
亭山》等写意画。

书画艺术在四川后继有人
1月15日，李兵、梁时民、刘正

兴、管苠棡 、叶瑞琨、戴跃、林峤、郭
强、王道义、何开鑫等十位本土书画
大家，坐镇2018首届青少年“四川历
史名人书画传习”活动评选现场，评
选工作从上午一直忙碌到傍晚。由
于参赛书画作品有5000多件，现场
非常壮观，评审工作井然有序。

美术组评委组长李兵在接受采
访时说：“今天，我们几位评委专门
用大半天的时间，对美术组的所有
参评作品进行了认真的评审，参评
作品数量很大。我们也尽最大努
力，在评选过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件
好作品，不会淘汰一件不该淘汰的
作品，同时也绝不会让水平不够的

作品滥竽充数。”美术组评委刘正兴
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这些娃娃
们画得都不错，有些甚至画得比大
人都好！”

书法组评委组长戴跃则谈到了
这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所有的孩子
都围绕着我们四川首批十位历史名
人传承创新工程进行书法创作，以关
于这些名人的诗词歌赋为创作文本，
在创作过程之中，孩子们了解了四川
十位历史文化名人，这极大地提升了
他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之情，他们会
猛然发现，这些历史名人竟然给我们
留下了这么多文化遗产。”书法组评
委郭强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

‘传习’，一个是传承，另一个是学习，
5000多件作品的投稿，让我们看到
书画艺术在四川后继有人。”

大禹、李冰、落下闳、扬雄、诸
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东
坡、杨慎……作为首批十位四川
历史名人，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
优秀的精神品格，闪烁着四川人
民独特的气质风范。书写他们的
名篇、名句，为他们画像，或者结
合他们的诗词文章意境写景、造
像或画意，可以让孩子们在书香
墨韵中触摸蜀文化的温度。

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省教育厅、四川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四川日报、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省美协、省
书协、省青少年文联协办的2018
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人书画
传习”活动，于去年9月中旬正式
启动后，时隔三个多月终于进入
参赛作品评选阶段。

1月15日，十位书画名家齐
聚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传媒大厦
2018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人
书画传习”活动评选现场，为5000
多幅参赛作品“诊脉把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荀超张杰李雨心何晞宇

摄影 王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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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季
2018 首 届 青 少 年

北京时间今晚9：30，亚洲杯小
组赛最后一轮，国足将迎战“宿敌”
韩国队，由于手握净胜球优势，中国
队只要打平即可以头名身份出线。
赛前，媒体和球迷都将关注点放在
了两队的头号得分手上，中国队7
号武磊上轮独中两元但有伤在身，
英超热刺球星7号孙兴慜是韩国队

“大杀器”却刚刚归队，不过，从目
前来看，“7号对决”基本上不太可能
出现了。

在结束与曼联的比赛后，热刺7
号如期回到韩国队，当地时间14日
上午，孙兴慜已经抵达迪拜，不过他

是否能在与中国一战中首发登场，
仍然存疑。而另一边则很明朗了，
尽管在最近一次赛前训练中，国足
23人全员集合，武磊并没有缺席，但
考虑到武磊的肩伤，在赛前新闻发
布会上，里皮已经高调宣布，将让武
磊轮休。

根据赛事规则，获得C组头名的
球队理论上可以在1/4决赛避开亚洲
足坛绝对属强大级别的伊朗队，这
对展望后续淘汰赛前景是有一定意
义的。也许，这才是这场中韩之战
之所以上演“宫心计”的原因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里皮接手中

国男足之后，中韩之间进行过两次
交手，中国队取得了一胜一平的不
败战绩，而且两场比赛都颇有含金
量（世界杯亚洲12强赛次回合、东亚
杯）。对于只需要打平就可以获得
小组第一的中国队来说，心态显然
要平和得多。

总之，这一场中国队心态放
松，在提高注意力的基础上，如果
韩国人急于求成的话，那么中国队
将展示自己的杀机。期待里皮继
续保持在他的国足任期内对韩国
不败的纪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亚洲杯看台

11月16日 星期三
小组赛C组末轮

21：30
韩国 VS 中国

CCTV5直播

著名书法家、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戴跃1月15日现身“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
习”活动现场，以书法组评委组长的身份，
为数千幅参赛书法作品诊脉把关。他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为2018首届青少年

“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活动点赞：“在
创作过程之中，孩子们了解了四川十位历
史名人，这极大地提升了他们对自己家乡
的热爱之情。”。

作为书法大家，戴跃还点评了此次参
赛作品的质量，他认为明显好于以往，真
草篆隶，各种书体都很全面。“孩子们的书
法基础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扎实。”他指
出，这次活动参与人数众多，也是历来青
少年书画大赛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大
学、高中、初中和小学的书法爱好者都踊
跃参加，尤其是小学参赛者人数颇为壮
观。“这说明四川书法爱好者的基础在不
断地做大做强，书法教育的普及面也有了
显著提升，按照这样的发展规模，几年之
后，我们四川书法的发展还会上一个台
阶。”

戴跃说，从这些参赛作品可以看出，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最重要的是受到了
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对中国传
统文化又有了一次深刻的了解和感悟，这
也是一种传承，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一面
在他们心中持续生根发芽，同时他们也以
此接触到了四川优秀历史文化的精髓，进
一步提升了他们对家乡的自信心和自豪
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四川省书协主席戴跃：
孩子们接受了一次生动的

爱国主义教育

首批十位四川历史名人，以不同的艺
术形象，以各具特色的形式，出现在青少
年的笔下，让评委们感到惊喜，“这个要
得！那个也好！”同时，评委们的评审又是
严格的严肃的公正的，“这个元素不完整，
这个明显看出临摹的痕迹，不是原创。”经
过大半天的认真评审，美术组五位评委也
都收获满满，在接受采访时，他们对孩子
们的作品亮点都给予了热情的点赞，同时
也无私分享了自己从事艺术创作多年的
心得经验，为广大青少年的艺术之路更顺
畅发展“支招”。

著名画家、四川省文联副主席李兵作
为美术组评委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
这些参赛书画作品点评道：“有的作品，一
亮相就抓住大家的眼睛，优点是显而易见
的，评委都是能达成高度共识的。还有的
作品，我们经过认真斟酌、考虑，能发现其
独特的味道。而有的作品存在明显的不
足，缺乏亮点，或者过于平庸，就只能淘汰
了。”

谈到评审的标准，李兵说：“总体来
说，评审一件作品的主要标准包括：把握
主题，表现主题与四川历史名人相吻合；
在艺术技法上，有原创性，不是临摹。对
中国画的笔墨语言，要有一定的感觉。最
重要的是，是否表现出青少年书画创作的
精神面貌。既有想法，又有方法，思想性
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是最理想的。”

对于2018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人
书画传习”活动的意义，李兵说：“通过书
画，让广大青少年愿意亲近和热衷学习
传统文化的源头。通过这个活动，也唤
起全社会对文化传习的关注，并调动广
大群众自身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积极性，
深具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四川省文联副主席李兵：
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

是最理想的

林峤：书法创作要注重“传统功底”

书法是一门有着深厚历史底蕴
的艺术，需要在传统功底的基础上，
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个性、性情的发
挥。说穿了，就是学生既要有扎实
的传统功底，又要有自己的艺术特
点，但是性情要为辅。

郭强：学书法“是一种美育教育”

我们对这些参赛作品的评选标
准之一就是，他们是不是写出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雅正之气。学书法也
是一种美育教育，美育最重要的是
要美化孩子们的心灵，这还需要他
们在书法学习的过程中不断领悟和
体会。

王道义：青少年书法“前景可喜”

最令人欣喜的是，我看到小学组
和中学组的书法作品质量并不低，这
说明学校和社会的书法教育有了长
足进步，书法走进了课堂，人们越来越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总的来

说，书法的“前景可喜”。

何开鑫：孩子都有“天真的味道”

这 样 的 字 才 真 正 是 孩 子 的
字，天真有韵味。小孩子的字还
说不上（前后）呼应，就是搭配。
不 好 看 的 ，字 与 字 之 间 缺 少 搭
配，但富有气韵的作品，字里行
间都有自己的节奏和韵律，他通
过一支毛笔，写出了自己（一种）
童真的味道。

梁时民：成年人有时要向娃娃学习

青少年在艺术创作领域内，
我手画我心，无所顾忌，随心所欲
的状态，也是成年人很难再找回
的。因为很多时候，随着技术的
纯熟，往往也容易陷入框框中，难
以自拔和突破。在这种意义上，
成年人有时候也要向儿童或者青
少年学习。

刘正兴：孩子们应该理解所画内容

这样的活动意义深远。用生动

的艺术形式，让更多青少年对中国
的传统文化更生动直观地了解、喜
爱，并广泛参与。孩子们除了在书
画技艺本身下功夫，还应该不断提
高对所画内容的理解，加深对历史
文化的理解力。

管苠棡：画画最忌讳“千篇一律”

看到了很多天真烂漫的东西。
大人千万不要干预太多，要避免约
束孩子的天性。画画最忌讳千篇一
律。作为美术老师，要进行引导式
教学，启发学生画自己的画，而不是
画相同的一幅画。

叶瑞琨：要保护学生的天赋想象力

小孩子画画很有自己的特点。
他们总是善于直率表达自己的想
法。中国绘画讲究“熟中有生”，一个
优秀的美术老师，既要能传授学术技
法，又要能保护好学生的天真和天赋
想象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张杰 何晞宇李雨心

评委声音

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参赛作品评选

十大书画家坐镇
为5000多幅作品“诊脉把关”

美术组评委们仔细品评参赛作品。

武磊上不上？孙兴慜上不上？

中韩“宫心计”都是戏精啊！

书法组评委们在认真评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