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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孔子
—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展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花絮

主办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孔子基金会 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山东画院 山东美术馆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儒风大家》杂志社

正稿评审会议在山东画院美术馆举行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公开征稿

2016年12月23日，在山东画院美术馆举行了“大哉孔

2018年2月28日，“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第五次

网站和多个新闻媒体发布了征稿通知。征稿采取特邀和公开

子·中国画创作工程”正稿评审会，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

评审会在山东画院举办，这也标志着该工程的进程又扎实推进

征集相结合，由艺委会提名的方式向著名中国画家约稿，由

江舟、中国女画家协会会长孔紫、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任惠

了一步。本次参加评审的作品共有120余件，现场评委们按照

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媒体公布创作选题向实力派青年中国画

中等全国知名专家参与了此次评审。评审会上，专家对130余

精品工程的要求，对上次评选通过的作品修改稿及六大主题已

家公开征稿。

件正稿进行了评审，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不符合创作要求

完成的作品进行统一把关，分门别类的进行了认真评审并提出

的作品进行了筛选，筛选后评委们复议，提出了修改意见。

了具体修改、调整意见。

2015年6月24日，“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第一次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第二次草图创作评
审会现场，专家们评议稿件。

草图评审会在山东画院召开，从100余件作品中遴选出50余件
作品草图进行了评审，逐一提出了再次修改意见，并针对入
选题材创作重复的情况进行调整。

水墨初稿评审会议举行并与作者签约
2015年12月22日，“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
水墨初稿评审暨作者签约仪式举行，评审会结束后，孔维克
院长代表工程艺委会和八位作者代表签署了创作协议书，签
约作者进入正稿创作阶段。

创作评审会现场。

第二次草图评审会举行并举办学术讲座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带领评委对墨稿进行认真评审。

草图创作评审会在山东新闻大厦举行，专家们对包括部分团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正稿评审会现场。

2018年2月28日，“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第五次评审会
在山东画院举办。

评审，并对每件作品进行了点评。评审结束后，著名儒学专
家、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王均林教授为作者做了题
为《孔子·从布衣到至圣》的精彩讲座，加深了作者对儒家
文化及孔子思想的认识与理解。

2016年12月23日，“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正稿评审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第五次评审会现场，评委们认

会在山东画院美术馆举行。

真的评审并提出具体修改、调整意见。

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研究院讲话5周年之际，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要求将此展览打造成精品工程，因此“大哉孔
子·中国画创作工程”组委会将于2018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在山东美术馆隆重推出这个展览，展期为十天，并编辑出版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集》，收入全部参展作品。展览结束后，拟将赴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欧洲进行
巡回展览。
签约仪式现场

巨幅作品《孔子周游列国图》创作花絮

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协主席张望在 李荣海现场挥毫为《孔子周游列国图》题跋

张望莅临加盟《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

创作中

孔维克院长与李荣海在交流创作思路

孔维克院长与画家刘书军交流创作思路

画家们在交流创作思路

国 画 创 作 工 程 作 品 展

队创作草图在内的近85件作品草图进行了高标准、高要求的

省文旅厅副厅长王廷琦在孔院长的陪同下观看参评作品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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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4日，“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第一次草图

2015年8月23日，“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第二次

展览时间：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 日

大 哉 孔 子

2014年8月2日该工程启动后，9月开始正式征稿，并通过

第一次草图评审会举行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一楼 A 厅 二楼 B1、B2、B3 厅

第五次评审会在山东画院举行

内部交流

■报道画坛重大展事 ■跟踪画坛大家名家 ■沟通画坛学术信息 ■交流画坛中外资讯 ■展开名家个案研究 ■推出画坛青年才俊 ■勾沉画坛史海遗珍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展
前 言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山
东曲阜，走进“三孔”进行调研并在孔子研究院召集专家学者

另一方面是感到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传

次多角度地展示孔子及其儒学的魅力。在创作工程实施的这四

孔夫子及历代儒者穿越两千年的时空进行的精神之旅、文化

承。可以说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优秀传

年中，我们多次组织画家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邀请专家

之旅。随着作品创作过程的深入，大家不仅在艺术表现上不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珍视这份丰厚遗产，传承优秀文

做学习辅导讲座，并根据各个不同的选题进行了具体的讲解和

断提升，思想境界也得到了飞跃升华。

化基因。

调度。从审查小草图到评选确定签约作者，再经过多次草稿初

我们期望这个画展的作品能带领观众们走进孔子的世

座谈，发表了重要讲话。由此引起了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传统文

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曲阜的讲话精神，

评、墨稿复评、加工提高，直至终评验收等环节，尽量使每一

界，领悟智慧的启迪，感受思想的闪光，触摸中华民族自强

化尤其儒家文化的关注，开启了对其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的创

我们启动了历时四年的“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

件作品都能相对艺术地完整表达本选题的内容和思想。针对几

不息的脉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也有助于深刻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序幕。习总书记的这次调研和重要讲

在这项创作工程的策划过程中，我们首先翻阅大量史料，了

个重要选题我们还组织以创作团队为单位进行了集体创作，并

领会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曲阜讲话的精神。

话，也为后来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的提出打下了基

解孔子、走近孔子。两千多年前在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

放大尺幅，力求在展览效果上产生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础，为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和弘扬，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西方思想家的同一时代，东方的中国诞生了孔子。孔子一生

在隆重纪念习总书记曲阜讲话五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推出

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携手前行的必然趋势。下一步我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以世界“孔子热”为话题切入，谈

“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赞周易”，作为思想家，他致

了“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展”。这是一个以孔子

们拟将展览进行海外巡展，在和而不同的文明互鉴中向世界各国

到与世界各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学界及经济界人士接触中多

力于理想社会的探索，所确立的人伦道德、礼乐文化已融入

思想及儒学文化为专题的中国画展览，也是中国画界第一次

展示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以书画作品扬起“推己及人”“立己

“言必称孔子”，能看到儒学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及儒家思想

中华民族血液、影响至今。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凝聚中华

推出以孔子为主题的创作展，画家们从确定选题开始就进入

达人”的风帆，冲破“自我中心”的坚冰，让和平之舟驶向人类

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如“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

民族之魂，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逐步形成了中华民

了创作状态，这次创作活动既是艺术的探索之旅，也是跟随

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彼岸。

已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随后总书记就孔子的历史贡献和孔

族的文化主干和底色。人类四大古老文明，有三个都在历史

学研究的时代召唤、孔子思想的主要特点和思想精华、当代

长河中相继消亡，唯独中华文明至今仍繁衍生息于这块古老

价值和地位作用、对待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

的大地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谓世界文明史上的奇

度以及儒学研究的方向等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我们要建立

迹。正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基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优秀传统

所凝聚的这个庞大族群，以博大的胸襟接纳着一切优秀的外

文化密不可分；谈到毛泽东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

来文化，才使中华文明两千多年来虽历经多种文化的入侵、

《论新阶段》中就论述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

碰撞，自己非但没有消亡，反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强大。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

孔子及儒家学派在历代与时俱进的演变与发展中，逐步

产。”他说，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建立在传统文

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观，以仁与礼为核心的道德观，以忠

化、传统美德之中，并结合中央最近下发的弘扬传统文化的

与孝为中心的伦理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义为利的价值

《意见》，谈到了弘扬传统美德、倡树社会新风、凝聚民族

观，尚中庸的人生观，以忠与恕为核心的人文观，美善统一

精神、增强文化软实力，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树立国家形

的审美观，有教无类的教育观，舍生取义的信义观，修齐治

象。习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

平的修养观。这十余个方面从社会到个人，从为人到处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

从哲学到致用，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宏观把握到具体践

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坚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

行，有机统一、互相协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规范并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与民族性格。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对待传统文化他有两方面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经过儒学专家的梳理综合选择了100

的感受，一方面是感到在当代受到了破坏，比如“文革”的批判

余个题材，涵盖了孔子生平、孔子思想、论语故事、儒家文

一切及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随商品经济影响了我们；

化的发展与传播等内容，力求以中国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多层

纪念习总书记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讲话五周年“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概况
2014年8月2日，“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

风大家》杂志社承办。工程历时四年，按照实

11月26日，在习总书记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讲

了各级领导、美术界的画家及作者的关注与支

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大创作工程，是山东艺术家

工程”在山东大厦举行启动仪式，该工程是由

施方案组织召开了系列论证会、专题讲座及草

话五周年之际，将在山东美术馆隆重推出“大

持，被认为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视

应尽 的 历 史 责 任 ， 下 一 步 拟 进 行 海 外 巡 展 ，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图、墨稿、正稿多轮评审会议，精选出100幅

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展”。目前，

察孔子研究院时讲话精神，弘扬祖国传统文

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精神中国文化，推动中

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省文联联合实施，山东

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鲜明时代特色、形象地再

该展是全省乃至全国唯一一项“纪念习总书记

化，加强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展

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而

画院、山东美术馆、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儒

现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中国画优秀作品。2018年

在孔子研究院讲话”的艺术类创作工程，受到

现山东画家创作水平的重要举措。该展是代表

不同、文明互鉴。

画家们创作绘画巨制《孔子登泰山》

创作巨幅作品《孔子周游列国图》

2015年9月15日至10月17日，作为“大哉孔

阜高铁东站大厅进行创作。《孔子登泰山》作品气

2017年9月27日，第34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寻找灵感搜集素材。

席座谈会。座谈会后，李荣海现场挥毫泼墨，为

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之一的巨制中国画《孔

势磅礴又不失笔墨情趣，非常生动的展现了孔子登

文化节在曲阜盛大启幕，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环

从泰山采风下山后，各位艺术家马不停蹄地赶往

《孔子周游列国图》题跋，最后的落款钤印在9

子登泰山》（3m×9m），由山东画院孔维克院长

泰山这一历史典故，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孔

节之一，山东著名书画家联创的丹青大戏——

儒家文化圣地曲阜，来到巍峨庄严的的孔庙大成

月27日晚上的“第34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

领衔主创，刘书军、贾荣志、吴勇军共同执笔在曲

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成果贡献了力量。

《孔子周游列国图》巨幅作品在孔子文化节开幕

殿前，在这里举行了神圣古朴的开笔仪式。

节”开幕式现场完成。

《孔子周游列国图》长22米，高2米，采用

9月27日晚，第34届中国国际（曲阜）孔子

中国古典的笔墨样式与现代水墨艺术相融合的方

文化节开幕式暨第十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孔子周游列国图》亦是“大哉孔子·中

式，为世人讲述了孔子携11位弟子周游列国的故

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在山东曲阜文化会展中

国画创作工程”重要作品之一，是由孔子第78

事。这幅画由一张白纸，墨色每天逐渐地在加

心剧场隆重开幕。《孔子周游列国图》也在大

代嫡系裔孙、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担任领衔主

重、在鲜活、在丰富、在生动，逐渐地在形成一

家的期待中隆重的献出荧屏首秀，成为本届文

创，山东著名书画家刘书军、张望、王磐德、

个历史空间、艺术空间，并展示着中国传统的文

化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引起了全场观众的阵阵

杨晓刚、卢冰、贾志荣、吴勇军、苏东河共同

化之美、中国的笔墨丹青之美。

喝彩。《孔子周游列国图》是首次以书画艺术

子文化节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画家刘书军在创作中

山东画院创作部主任王磐德在创作中

山东画院研究部主任杨晓刚在创作中

山东画院画家吴勇军在创作中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启动仪式

式当天精彩亮相，为整个第34届中国曲阜国际孔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在创作中

广泛传阅

山东画院画家贾荣志在创作中

参与创作，整幅作品历时了半年的策划，一个

在创作过程中，创作团队还奔赴菏泽李荣海

与演绎结合同台推出的形式展演，得到现场观

美术馆举办了丹青大戏——《孔子周游列国图》

众的喝彩及亿万计海内外荧屏观众的赞叹。相

8月26日上午，孔维克院长带领书画家、篆

巨制题跋展示活动。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先生带

信这件作品必将成为中国画尤其是儒家文化的

刻家刘书军、王磐德、杨晓刚、卢冰、贾荣志、

领《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人员刘书军、王磐

瑰宝百世流芳。

吴勇军、苏东河一行8人登上泰山采风。为巨制

德、杨晓刚、贾荣志、苏东河等画家、篆刻家出

多月的创作时间。

画家们正在创作《孔子登泰山》

画家们到泰山采风写生

创作团队在曲阜开笔仪式合影

专家及作者在作品前合影

孔维克院长向各位领导、专家讲解创作思路

画家们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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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辉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展”作品选登

杏坛讲学

关学开山张载

孔维克

独尊儒术

张望

欧洲传教士

孔子与四配— 子思子、颜子、曾子、孟子   孔维克

子路受教

子在川上曰 李学明

卢洪刚

孔子登泰山    孔维克 刘书军 贾荣志

岳海波

吴勇军

孔子周游列国图 孔维克 刘书军 张望 王磐德 杨晓刚 卢冰 贾荣志 吴勇军 苏东河

丑次同车

孔子在美国

杨德玉

鹅湖之会

徐永生

武城弦歌

张丽华

经学权威郑玄

子贡守墓

王磐德

清初儒宗黄宗羲

杨晓刚

尼山书院

王夫之

常朝晖

梁文博

孟祥军

马厩失火    刘书军

王小晖

云门张岩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杨文德

堕三都

林强

学琴师襄

孙棋

应天书院

贾荣志

陶山书院

贾荣志

东林书院

贾荣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