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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下的十城联展

金融与文化、艺术，总是能擦出最美的火花。

与本次十城联展相得益彰的是多幅珍贵的笔墨丹

青：中国画坛泰斗陈佩秋为工银私人银行题写品

牌理念“君子偕伙伴同行”、中国著名书法家苏士

澍为十周年题写“十载同行  万象更新”。不仅如

此，还有当代多位杰出艺术家为这十个城市绘制

当地工行老建筑或是地标建筑的水彩画作。《私

人银行》杂志将为您一一讲述它们的故事。

陈佩秋：《君子偕伙伴同行》

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受业于黄宾虹、潘天

寿、郑午昌等大家。1950年代，她成为上海画院

最年轻的画师，以一幅《天目山杜鹃》摘得全国

美展大奖并确立了画坛地位。半个多世纪里，她

的每一次画展，均为画坛盛世，艺界焦点。

苏士澍：《十载同行 万象更新》

现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书画

室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协中央

国家籍贯分会副会长、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协会主

席、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长等。

朱开荣：灵魂沉醉于上海老建筑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海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东

华大学服装设计学院硕士生校外导师

朱开荣自幼喜爱绘画，论起他的艺术之路，源

于从事于艺术行业的大伯。1970年代，年幼的朱开

荣每当完成一幅作品，这位大伯都会为他悉心指

点教导。到了上学时，教授美术的老师发现了他的

天赋与热爱，经常在闲暇时间给他单独讲述。到了

1982年，他考入了上海逸夫职业技术学校，原上海

华山美校，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

百年前的上海，林立的欧式建筑，满目的霓虹

灯，空气里弥漫着融合了西方与东方的海派文化，

无不令人魂牵梦萦。在他光影梦幻的作品里，有

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亦有摩登时尚的百乐门。创作

中，他难以避免的会遇到状态不佳的时候，解决途

径只有坚持不懈地画下去。这个过程虽说艰难，但

也是磨练与沉淀自己心理和技法走向成熟的一个

过程。

如今，朱开荣凭借着水彩独有的不可预见性

与偶然性之魅力，用情感认知上海老建筑的艺术

魅力与灵魂，他这种对水彩艺术的执着也帮助自己

在观众中找到了定位，并在行业内占据无可比拟的

地位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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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曦强：兼职水彩画家的建筑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上海市水彩画工作委员会

会员

清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目前是国家著名

建筑师的费曦强，还有一个身份是水彩画家。从事

建筑设计的他职业生涯极其忙碌，然而他全部的

闲暇时间都献给了水彩画。

因为绘画是他从小的爱好，起初费曦强先是

借助临摹画作来熟悉水彩这个画种，一段时间后

用临摹所学去写生，结束后再继续临摹，体会艺术

家在作品里的处理手法，接着继续写生。如此反

复，然后名动天下。

建筑与绘画同为视觉类艺术，之间有着深远

的渊源，两者一相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费

曦强作品的主体往往取自生活场景，及其所游历

过的城市与乡村，这些平凡的场景和瞬间蕴含着不

平凡之美。他认为，由艺术家的独特与敏感的视角

所挖掘的景物中蕴含的美，并展现其艺术魅力，是

艺术作品成立的先决条件。

刘晓东：艺术之美殊途同归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环艺系副教授、中

国庐山艺术学会特评顾问

年轻一代的水彩画家刘晓东和很多喜爱绘画

的孩子一样，小时候时常在家里四处涂鸦，这番举

动受到开明的母亲支持，特地把他从偏远的农村

送到城里专业美术学校学习。

大学时，刘晓东考上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环境

艺术设计专业。他的绘画技艺在这个时期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2005年，他在东华大学设计学院研

究生毕业，现是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的

一名教师。

擅长线性钢笔淡彩的刘晓东有其独特的风

格，以毛笔勾线和水彩相结合，所形成的墨线水

彩，极适合运用于建筑与风景。几十年来，随着艺

术创作、教授学生的时日渐久，刘晓东意识到：中

国艺术创作与表达仍需提升文化自信。艺术并非无

根浮萍，它是蕴含着文化传承，随后不拘泥于形式

绽放艺术之美，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个挑战。

梁钢：音律在画作里翩然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

术家协会会员

从小就彰显天分的梁钢在父母的支持下学习

绘画，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考入了上海轻工业专

科学院的美术专业，师从中国第二代水彩画家张

英洪。

毕业后梁钢曾在外经贸部门工作，这在1990

年代是一份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因为可以拿

到出国补贴，大约是当时一年的工资。1991年，梁

钢第一次出国，目的地是美国纽约。学习艺术的他

立刻发现了，纽约的广告设计比国内更具有“美”

的感受，因此，他珍惜每次出国的机会，学习最前

沿的艺术。

回想这段无比珍贵的经历，梁钢说，在外人看

来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原因在于艺术家往

往更为敏感，这种触觉体现在对“美”的捕捉，并

注入感情。

眼下，艺术所面临着创新，首先就是要了解何

为艺术？何为美？只有开拓眼界，见到世界上最优

秀的艺术，才能明白以后路该怎么走。追求现代水

彩的梁钢，尝试着用无声的画面来翩然着音律之

美，在其变幻流动之间追求独特而兼具传统的中

华元素。

在艺术创作中所遇到的壁垒时，梁钢认为这

是绘画的乐趣所在。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需要

的是艺术思想和理念上的突破，并强化在人生的

起伏里感悟对生命的理解。这个积累的过程中，偶

然的某个时刻突破重重壁垒亦是成就了艺术家的

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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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艺术家冯信群始终探索艺术发展之

路，并致力于艺术跨界。机缘巧合之下，由中国工

商银行私人银行部的所举行的金融文化十城联展

里，特地请他为工行杭州分行私人银行中心，与工

行广州第一支行绘制了两幅水彩画作为展品。

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画家阿尔弗

雷特·丢勒，被誉为达芬奇转世的天才画家创作了

世界上第一幅水彩画《青草地》。随后，这种艺术

形式在英国享受到与欧洲其它国家不同的待遇。

18世纪，英国的经济、军事、工业取得了重大

进展，同时亦促进了文化与艺术。在这样的时势

下，英国的水彩画趋向成熟，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画

种源远流长。

至此，水彩画展现了其特殊的灵活性和洒脱

性，绘画风格和绘画样式也是多种多样，大致分为

干画法、湿画法，和干湿相结合三种画法。这几种

画法具有各自的独有特色，但又相辅相成。

百年前，随着开辟商埠，西方水彩亦漂洋过海

传至中国。这种与传统水墨画相近的绘画艺术，到

了上海，将西方的色彩与吴越文化的古典雅致相融

合，呈现出写实、写意、抽象、半抽象、变形等多样

化风格，还产生了影响久远的“海派水彩”。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海派水彩的现状如何？定

居上海的水彩艺术家冯信群认为，海派艺术的问

题在于缺乏独特的文化底蕴特征。

为此，在时代变迁、科技发展、全球一体的眼

下，海派水彩身处社会发展前沿，水彩艺术家们追

求画面效果、重视新材料的探索。除此之外，还对

于域外文化的借鉴和对于外地文化的接受，现构

成海派文化博采众长、求新求变，走向国际化的新

局 面。

时逢上海乍暖还寒，进入东华大学，路边积雪

尚未化尽，直走过了几座桥，冯信群的办公室就在

路侧的一座两层小楼里。冯信群目前是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兼任博士生导师。从

正式学习绘画，到寻找自己的“道”，这条路他已

冯信群：

温暖的艺术宛若神明之花

神明期待我们

回应他送出的花

不是他送出的阳光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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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走了近40年。

幼年时候的冯信群就喜欢绘画，他的母亲是

一位越剧演员，因此，他生来就深受艺术的熏陶。

高中毕业之后，才满16岁的冯信群就下乡当了知

青，三年里，在他从事劳作的闲暇期，从未间断自

己的绘画。

恢复高考以后，他考入了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

美术系，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当时授课的徐坚

教授用水彩的绘画方式教学生色彩表达和写生技

巧，这是冯信群第一次接触到水彩艺术。

此后，他对水彩画的喜爱日益渐长，并且通过

水彩创作来找到自己表达艺术的支点。如果说以前

只是喜爱绘画，那么水彩画特有韵意和趣味让他

感受到绘画的意义和真谛。

毕业留校任教的冯信群，在1990年代从无锡

调入上海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教授环境艺

术设计。那个时候他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大概是

多数人成为艺术家之前都无可避免的窘迫。因此，

他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身于设计和装修项目，

绘画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求。几年后，他终于

找到了两者的平衡，使水彩真正融入了他的工作之

中。

温暖的艺术可以传递幸福感

冯信群将艺术的创作分为四个境界：手上的

基本功要扎实，具有炉火纯青的技艺是第一步；第

二是用眼睛寻找身边所看到的美，将之作为创作

的主体；其次是需要用去思考，如何处理画面的构

图；最后是用心，传递感情。因为艺术的本质是心

所感受。

不知何时起，艺术创作中追求的孤独、荒诞

似乎成了其高深莫测之事，并约定俗成地奉以为

上。冯信群并不赞同，他认为，艺术创作是快乐

的，是温暖的。

据他身为一名教师的观察，如今的年轻学生

都具有较高的智商，但是缺少幸福感。这就是理

性素质高，但感性素质低的表现。

他提到，缺失幸福感，人就会趋向于功利性。

甚至焦虑、抑郁，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对此，冯信

群说，感性素质只能通过艺术的教育来培养，用

以增强人的幸福感。

另外，要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否则就是把提

灯放在后面，把阴影放在前面。人是具有共情能

力的，当教师具有幸福感的时候，才能传递给学

生正能量。

责任是对艺术和境界最好的阐述

每一个艺术家都避不开瓶颈，去寻找神乎

其神的灵感。在突破自我的道路上，冯信群的

选择是旅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旅行中写生，

是艺术家对客观对象的主观认识与把握，也是

连接艺术创作者主观感受与客观对象之间的

桥 梁。

同时，不同的情绪与状态对画作都具有影

响，创作结束几位好友相互点评画作，亦是他磨

练技艺与积累感悟的过程。在水彩艺术发展的百

年历程中，写生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艺术家不仅仅要思考创作的问题，还要负有

责任。责任是艺术家对艺术和境界最好的阐述。

艺术形式来完成社会责任，关注人文生活，对之

进行观察研究并加以提炼所形成作品，因此，冯信

群的旅行也与之密不可分。

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身赴重灾区青川，用画

笔记录灾区的种种，不止是表现形体对象，更重要

的是形体表现背后的形式深意，融入自己的感情

并传达出去。

这个过程里所获颇多的冯信群，在人生的道

路上也时常思考，曾经走的路是否正确？是不是回

归了从事艺术的初衷？不仅是艺术，其他行业也该

回首看看。眼下，文化生态、艺术发展的问题，有很

多方向与结果都与初衷相违背，需要艺术家去重

新审视。

在社会物质趋向饱和的现在，欲望逐渐地被

奉为至上，但欲望是没有底线的，作为人需要的是

克制，留有一片初心。谈及冯信群的初心，他说，刚

学绘画时，只想为电影画一幅海报，多么幸运的是

他最初的愿望已经达成。

中国艺术未来的发展之路

除了用艺术诠释感受，冯信群一直关注中国

艺术发展之路，在世界的范畴来看，中国艺术尚不

足以国际化，艺术家的作品里无法具有鲜明的中

国元素，这种现状无疑是危险的。

目前，国内的美术、建筑、音乐等课程里，在

学习过程中使用的是西方理论与学术。而中国美

学则是开拓者朱光潜借鉴西方美学与追溯前人资

料整理融汇起，才有所谓的系统美学。

中国的美学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如何解决这一

问题，是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责任，这个追求神明之

花的过程也必将是艺术家们智慧的所在。

冯信群

东 华 大学 教 授、博士

生导 师，服 装 与 艺 术

设 计学院副院 长。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海水彩画家协会理

事，全国艺术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委员。

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身赴重灾区青川，用画笔记录灾区
的种种，不止是表现形体对象，更重要的是形体表现背后
的形式深意，融入自己的感情并传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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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意大利由城邦和领地组成。从11世纪开

始资本主义就开始萌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追求自

由，而领主身为独裁者却耽于享乐、束缚子民的思

想，这种矛盾愈演愈烈，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

开始。

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在文艺复兴时

期流传成了传奇的故事，通过仇恨与爱情相撞，最

终产生的结局，虽闻者伤心听者流泪，但必定映照

其时代性，蕴含社会群众的倾诉。这个“世仇”，

很可能是领主对权力的追求、人性的贪婪与资源

利益分配不公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里国王

有两个亲戚，一个是罗密欧的好友，一个如果没

有变故则是朱丽叶的丈夫，这大概就是王权平衡

之 道。

对此，音乐剧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歌

曲《世界之王》来诠释：统治着这个世界的国王，

月亮下，
没有新鲜事
原版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

从3月29日起到4月29日，在深圳、上海

与杭州三大城市进行巡演。这段从文

艺复兴时期流传下来的爱情故事，通

过莎士比亚的改编，在中国早已是家

喻户晓，而重温经典时，总能得到新的

体 会。

文｜Elfead

把握乾坤日月并心怀猜忌，他们不知道被其驱使的

人在想什么，或是毫不在意。这段话在中国古代说

的是民心向背。而一百年前的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

教授阿克顿勋爵，在其书里就提到权力使人腐败，

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

这样的背景下，在宴会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相

遇，从一开始就是造化弄人。虽然情不知所起，一

往而深，两个人对彼此的身份感到不幸。

本来，宴会结束，心中的悸动如同触碰飞鸟的

羽翼，故事可以翻篇了。但是，心被朱丽叶装满的

罗密欧，毕竟也是伯爵之子，随着心性长大，他翻

身一跃，进了仇敌凯普莱特家的后花园。两个人在

阳台上相互倾诉衷肠，于是，罗密欧请求当地的神

父为他二人主持婚礼。这个时候，如果两个家族顺

水推舟，不仅仅是能让子女得到幸福，亦可以远离

仇恨。

但悲剧的是，两家人再次发生冲突。罗密欧

的朋友迈丘西奥死在了朱丽叶的表哥提伯尔特手

里，冲动的罗密欧提刀杀了提伯尔特。这里可以注

意到，罗密欧的朋友迈丘西奥是国王的亲戚，失去

亲戚的国王将罗密欧逐出维罗纳城。

随后，国王剩下的亲戚帕里斯向朱丽叶提亲，

朱丽叶向神父求救，神父给了她一瓶吃下去可以假

死的药，并写信告知罗密欧。音乐剧里，安排了身

着白衣的死神，她丢掉了这封信，她代表的就是命

运的必然性。

回到朱丽叶身边的罗密欧，看着爱人不会醒

来的脸，选择了殉葬。朱丽叶醒来时，死神递给她

一把刀，朱丽叶亦选择了死亡。

他们以他们的死，来盖棺了他们的爱。抛去任

何家族、世事来看，这是一段未经生活雕琢，纯粹

与永恒的爱情。

18年前的情人节，巴黎的首演立刻轰动整个

法国，被称赞为“21世纪最伟大的流行音乐剧”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每个表演者都具有深厚的

芭蕾基础，所展现的高难度凌空翻越等，具有强

烈的视觉震撼。并且，还由法国天才作曲家捷哈·

皮斯葛维克融合了管弦乐与电子舞曲，以34首经

典音乐词曲，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表达出他对

人性的理解和社会的思考。

这个故事在意大利作家达·鲍特作品中首次

落户在了阿尔卑斯山下的维罗纳城，其南通首都

罗马，西临经济重地米兰，东接水城威尼斯，自公

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时，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至今，维罗纳城还保存着古罗马建筑风格，及那

个时代网状结构的道路。

重中之重的城市维罗纳里，有两个家族蒙太

古与凯普莱特，他们世代相争生而有仇。实际上，

城市巡演

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剧院

大剧院）：

2018.3.29-31

上 海（ 上 汽·上 海 文 化

广 场）：

2018.4.5-22

杭州（杭州剧院）：

2018.4.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