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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维克院长与画家刘书军交流创
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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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院创作部主任王磐德在创
作中

三：《孔子周游列国图》又一次迎来山东书画界领

张肖萍

李晓辉

山东画院研究部主任杨晓刚在创
作中

山东画院专职画家贾荣志在创作中

山东画院专职画家吴勇军在创作中 人物画家卢冰在创作中

篆刻家苏东河在创作中

说：“我们的创作团队共8位画家，大家在表现手法和

台节目制作中心、山东龙视天下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擅长题材上各有所长，但在联合创作一幅大画时，需要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2017年中

9月初，《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迎来了一个关

长李克欣，中国美协原副秘书长李荣海，以及菏泽市委

共同切磋、相互配合，在笔墨上互衬浓淡干湿，在画面

国（曲阜）国际文化节开幕。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

键阶段。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张望

宣传部副部长、曹州书画院党支部书记祖士常，菏泽市

上共演起承转合，就像表演一场丹青大戏，主角配角各

龚正，国家旅游局魏洪涛，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

莅临加盟《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

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鲁志成。

就各位，生旦净末丑各显其能。演戏不抢戏，却各有各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副秘书长周家贵致辞，副

军人物

文化会展中心剧场隆重开幕。

孔维克、王杰昌和李荣海在会议上致辞。孔维克院

的精彩。当然，这既需要导演调度好，更需要演员有悟

省长季缃绮主持开幕式。省政协副主席雷建国，省政府

的创作进程，张望对画面的结构以及细节提出了自己的

长向大家介绍了《孔子周游列国图》的策划背景、艺术

性。”龙瑞会长插话说：“大画不好画，需要全面的把

秘书长王华，济宁市委书记王艺华，市委副书记、市长

看法，创作团队内部又做了一次细致的交流。孔维克院

构思与创作过程并向大家展示了《孔子周游列国图》的

握，更需要画家全方位的修养，合作大画密切配合更

傅明先，市委副书记石光亮，市政协主席张继民出席活

长和张望主席两位名家笔下的情节或精微的细节非常感

创作小草图，王杰昌先生和李荣海先生都对《孔子周

难。我所见过的山水画长卷比这张大的不少，人物画大

动。来自五洲的海外嘉宾、全国各地的学者嘉宾济济一

人生动，在极为有限的画面中描绘出人物的精神气质，

游列国图》的创作意义与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

画也不少，但人物画与山水画结合的这么好、这么自然

堂相聚在儒学圣地曲阜，共同见证一场艺术视觉盛宴。

同时注入他们的真实情感。

价，表示《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不仅具有文化意

清新、又博大震撼的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效果很

作为《孔子周游列国图》总策划、主创的孔维克院

义，更具有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古之未有、今之奇

好，很有创造性。”邓维东说：“这幅画的效果太棒

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李荣海

创，必将成为经典的传世之作。

了，构图很有特点，远看有大势，近看笔墨的微妙处很

先生应邀带领山东籍著名画家、篆刻家、《孔子周游列

多、很巧、很好。”

国图》的联合创作人员刘书军、卢冰、王磐德、贾荣

孔子是这幅画的主角，孔维克院长反复勾画孔子形
象，他从历代的孔子相中借鉴，并认真体悟孔子的精神
气质，刻画出孔子的圣哲风范。

座谈会后，与会人员一起前往展厅共同揭开《孔子

杨晓刚主任正为这些弟子们的面部上色并刻画细

周游列国图》这幅传奇巨制的神秘面纱并一睹它的绝世

刘大为主席认真地听完对这张大画的介绍后，开始

志、吴勇军、杨晓刚、苏东河等艺术家出席开幕大典并

节，使这些人物生动起来，杨晓刚主任有着较扎实的造

风采。当《孔子周游列国图》呈现在大家眼前那一刻，

题字。刘大为主席首先在8月26号曲阜大成殿举行创作

在贵宾席就座观看晚会演出。开幕大典由山东卫视全程

型能力和渲染功夫，在“开脸”中，充分发挥了他的特

每一位在场人员无不为之惊叹震撼，纷纷驻足于画前，

启动仪式的签名纸上补题签名，然后为画作题字。刘主

直播，而《孔子周游列国图》也在大家的期待中隆重的

长。随后，山水及周边部分也进入正式创作。山水由贾

久久凝望，欣赏由孔维克院长带领下的诸位名家共同绘

席仔细揣摩题字的大小和位置，非常慎重地进行推敲。

献出荧屏首秀，陆续介绍各位画家及作品的创作情况。

荣志、吴勇军两位画家参加绘制。孔维克院长与两位画

制的这幅惊世之作。这是这件作品第一次小范围的面世

最终在画的左侧、李荣海先生题写跋文的右面，题下了

《孔子周游列国图》长22米，高两米，采用中国古

家切磋并指出，人物画的配景不是独立的山水画，以衬

亮相，大家纷纷与长卷合影留念，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

“孔子周游列国图”七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并用小字落

典的笔墨样式与现代水墨艺术相融合的方式，为世人讲

托人物为要旨。这幅画的配景占的幅面比重大，要求两

时刻。

款“丁酉金秋刘大为题”，在一片喝彩的掌声中盖上了

述了孔子携11位弟子周游列国的故事。本次面向海内外

他那方我们熟悉的常用印。

观众的精彩亮相，备受全球华人华侨期待的《孔子周

位画家在皴染中分出阴阳向背，在淡墨中找出丰富变

画卷展开那一刻，人们好似走入到一个3D电影般的
艺术胜境。壮丽的山河仿佛咫尺之近，又好似天涯海角

刘大为主席在接受专访时说，作为一名山东人，他

游列国图》成为本届文化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引起了全

画家贾荣志笔下的山脉既是春秋时期孔子眼前的美

之遥，青山连绵，云蒸霞蔚。慈祥的孔子携11位弟子周

很高兴看到这幅由孔维克院长和山东各位画家在孔子文

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晚会结束后网友及各方媒体反响热

景，又是其本人的胸中丘壑。这山脉，既有北方的苍

游各国，一路传道授业解惑。孔子乘坐于牛车之中，音

化节即将开幕之时联袂创作的巨作。这幅画作不仅人物

烈，纷纷称赞孔维克院长与各位名家，用传世书画，志

芒，又有南方的润美，既有北方的厚重，又有南方的灵

容笑貌应犹在，一幅温良恭让、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

传神、山水含韵、景物精美、立意深刻，而且篇幅巨

圣迹德行，这是一次新颖的跨界策划，更是精彩的艺术

动。

身后的书卷传来阵阵墨香。那身后的千年松林扎根于悬

大、令人震撼。至圣先师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展现，古之未有、今之奇创，尤其在孔子文化艺术节开

孔维克院长就像拍摄电视剧中的导演加主演，是这

崖峭壁，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苍松撑开的大伞，审视着

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孔

幕大典上的亮相更是意义非凡。

场“丹青大戏”的总调度。在人物画完后，孔院长召集

古往今来,君王更迭，岁月变迁。晨风袭来，松涛阵阵

子文化节到来之际，弘扬孔子的儒学精神和中华民族的

晚会结束后，《孔子周游列国图》在山东广播电视

几位山水画家相聚议论，他对配景的山水部分提出创作

不绝于耳。

文化精神是我们的责任，而这张表现圣人孔子一生重要

台工作人员和十位安保人员的全力保护下进行了短暂的

壮举的作品，将会在孔子文化节上大放异彩，产生重大

展出，长卷前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大量观众和演职人

影响，这是艺术家弘扬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

员纷纷在长卷前拍照留念来记录这珍贵美好的时刻。

化，烘托出画面的神秘气氛。

指导意见，要求远处的山与近处的山要既有呼应又要有

李荣海现场挥毫泼墨，为《孔子周游列国图》题

对比，各个山头的高低要形成一个弯曲有致的线，这样

跋，最后的落款钤印要在9月27日晚上的“第34届中国

既使画面整体有变化，又耐看耐品。长卷右边的松林是

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现场完成。

孙克会长说，我们表现孔夫子生平事迹的作品还太

由孔子第78代嫡系裔孙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先生带

孔子及弟子一行的出口，长卷左边是前方的路漫漫，要

五：刘大为主席为丹青大戏

少了一点，因此这次在孔维克院长带领下创作的大画是

领诸位名家为本届艺术节特别奉上的丹青大戏——《孔

在山的遮挡中若隐若现，左边的山要画虚画平，这样既

——《孔子周游列国图》题写卷名

很有启发意义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和社

子周游列国图》是首次以书画艺术与演绎结合同台推出

与画面右边的重墨处理有区别，又能在上面落款题跋。

9月18日上午，《孔子周游列国图》创作团队专程

会理想。当他遇见挫折，仍旧不屈不挠的宣传儒家思

的形式展演，得到现场观众的喝彩及亿万计海内外荧屏

画家吴勇军笔下的山水秀润中透出朴厚苍秀的灵

驱车来到中国国家画院盘龙谷创作基地，邀请全国政协

想—这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安定团结来说，是很有意义

观众的赞叹。相信这件作品必将成为中国画尤其是儒家

动。山石、树木、云水之间的开合与调度，显出了放达

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主

的事情。中华民族是有很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而儒家

文化的瑰宝百世流芳。

和洒脱，心识的醒悟，有一种清新之气。画家卢冰既参

席为旷世长卷《孔子周游列国图》题写卷名，期间刘大

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我们表现孔子，实际上是为

与人物的创作，也参与描绘这青山绿树，画家卢冰工作

为主席接受了山东广电艺术频道的专访。

了我们今天整个社会人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安定团

非常忘我，一笔一墨既是历史的风景亦是心灵的风景，

孔维克院长带领中国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刘书军，山

结、和谐友爱。所以这张画的意义重大。孔子文化节，

笔墨的韵律及与此相应的干湿浓淡、疏密层叠变化都体

东画院山水画创作室主任贾荣志，山东画院画家刘扬及

就是继承发扬这种不怕苦的精神、积极推进理想的精

现了画家的水准。

记者等一行9人携丹青巨制《孔子周游列国图》赴京，

神。

效果的烘托是这幅画画面出彩的关键，孔维克院长

与中国画界扛鼎艺术家们齐聚中国国家画院盘龙谷创作

龙瑞会长说：这幅以中国传统画法笔墨创作的《孔

画出了前景的路，调整了几组远山，并将树林、灌叶丛

基地，并为到场者详细介绍这幅巨制的创作背景及创作

子周游列国图》构思巧妙，突出人物关系的同时、又把

打湿加墨渲染，使画面产生神秘莫测、变化丰富、浑然
一体的效果。
四：《孔子周游列国图》题跋展示活动在菏泽市李
荣海美术馆隆重举办
在创作过程中，创作团队还奔赴菏泽李荣海美术馆
举办了丹青大戏——《孔子周游列国图》巨制题跋展示
活动。

思路。

整体的气势画的很到位。山东是圣人的故乡，弘扬儒家

这幅画在创作基地的巨大画室里挂出来后，孔院长

思想是当代艺术作品的重要责任，这幅画在当前思想

发现还有可调整的地方，于是带领团队的画家们又添了

建设，社会及艺术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

几笔关键处，尤其是近处石头的处理，使之更加丰富多

用。
六：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带领《孔子周游列国图》

变、耐人寻味。
刘大为主席正带领中国画学会名誉会长郭怡

、孙

创作团队参加第34届孔子文化艺术节开幕大典

克，会长龙瑞，著名画家张道兴、程振国、王梦湖、邓

金秋时节的曲阜丹桂飘香、灯火辉煌，大沂河畔的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先生带领《孔子周游列国图》

维东、施江城、张复兴、许俊、游新民、李明等在创作

孔子文化中心流光溢彩，喜迎四海宾朋。第34届中国国

的创作人员刘书军、王磐德、杨晓刚、贾荣志、苏东河

基地创作。在创作的间隙里，诸位名家来到这幅刚刚挂

际（曲阜）孔子文化节开幕式暨第十二届“联合国教科

等画家、篆刻家出席座谈会。出席这一次会议的领导还

起的22米长卷前，主创兼总策划孔维克院长给大家介绍

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于9月27号晚在山东曲阜
刘大为主席题写长卷卷名，李荣海院长为长卷题跋

孔维克院长向各位专家、领导讲解创作思路

孔 子 周 游 列 国 图 」 巨 幅 作 品 创 作 纪 实

孔维克院长向张望主席介绍了《孔子周游列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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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流

广泛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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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届中国国际曲阜孔子文化节开幕式隆重推出丹青大戏——《孔子周游列国图》

——「

有：山东广电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王杰昌，山东广播电视

丹 青 大 戏

S HAN DONG HUA YUAN ZHAN BAO 2017年9月29日

丹青大戏——《孔子周游列国图》巨幅作品创作纪实
泰山极巅，千年古松扎根悬崖峭壁，云海如浪潮一

冰、王磐德、杨晓刚三位名家鼎力合作，共同描绘，在

眺望，而孔子正端坐于车中，一幅温良恭让、诲人不倦

般涌过松林，这美轮美奂的“胜境”引得艺术家们纷纷

孔维克院长的统领下，三位名家精益求精，仔细揣摩，

的圣者风范，车里的书卷似乎也透溢出阵阵书香。

驻足用速写本与相机记录。从极顶向远处望去，远山下

共同研究，使众多人物的关系细节更加协调，更加生

的黄河弯弯曲曲被云雾缠绕，恰似一条大道，似乎孔子

动。

制，这最右边的部分，得力于在泰山的写生感悟和多年

与弟子们在这条古道上乘坐牛车艰难而行。这场景给予

车子是孔子座乘，是一件重要的道具，由王磐德老

积累的笔墨功夫。浓墨淡墨彼此呼应，观赏松林的同时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对画面整体把握及艺术构思以无限

师主画，他查遍了古代的车子资料，用界画的方法借用

你会感觉自己的思想被那虬劲、洒脱、柔韧、坚毅的不

启迪。

直尺细笔仔细勾描，像齐白石的花卉大写意加工笔草虫

同墨迹所包围。眼前的这片松林，数千年前，圣人也许

那样，恰与人物的小写意效果形成对比，相得益彰。这

在此歇脚停靠。这千年的奇松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

部牛车整整画了一个星期。

然屹立。这不畏风霜的姿态，使人油然而生敬意，观之

从泰山采风下山后，各位艺术家马不停蹄地赶往儒
家文化圣地曲阜，来到巍峨庄严的的孔庙大成殿前，在
创作团队赴泰山采风合影

松树是画卷的主要构成部分，由画家刘书军为主绘

这里举行了神圣古朴的开笔仪式。济宁市政府、孔子文

孔子乘坐牛车携弟子正奔波在周游列国的途中，一

化节办公室赵相恩主任及曲阜祭孔办的当地领导同志出

路传道授业解惑。孔子与11位弟子神情姿态各异，彼此

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

席仪式。首先，孔维克院长作为孔子后人和此次活动的

左顾右盼，神态生动自然。弟子们分别背着、拎着、抱

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然充满自信，毫不动摇。这

主创艺术家在大成殿前向先祖孔子进行了虔诚地祭拜，

着、斜挎着各自的行李，赶路的途中，樊迟激愤扬鞭子

种不畏艰险、矢志以求的精神，也在激励着画家们日夜

随后代表创作团队致辞，他充分阐述了创作这幅作品的

赶车，子路勇猛守护孔子侧畔，好学的颜回捧书追车求

苦思、不知疲倦的或挥毫泼墨，或秉笔细写，使整个长

意义和与画家们一起画好这幅传世力作的信心。

问，其他弟子有的相互交流，有的低头沉思，有的抬头

卷气象万千、撼人心魄。

难忘。

在开笔仪式上，主创孔维克院长向赵相恩主任及在
场的全部艺术家展示了他勾画的《孔子周游列国图》的
小草图，并详细介绍了创意构思及画面处理。妙手匠心
创作团队在曲阜大成殿开笔仪式上合影

为彰显齐鲁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山东画家风采。由
中国国家旅游局、山东省人民政府、济宁市政府、孔子

留墨宝，丹青开锣唱大戏，孔维克院长携诸位画家接受
了创作邀请函并在开笔纪念布上签名钤印，为巨制《孔
子周游列国图》隆重开笔。

文化节办公室、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山东画院，山东

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象征，有着两千年

省中国画学会、山东广电艺术馆、山东盛世美术馆承办

的悠久历史，近现代崛起的中国水墨人物画，是一个创

的第34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9月27日在曲阜盛大

新的画种，令世界瞩目，用这一形式融入传统元素创作

启幕，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山东著名书画家

巨幅古典题材写意人物画，是一个新的尝试。

联创的丹青大戏——《孔子周游列国图》巨幅作品在在

二：《孔子周游列国图》正式进入创作阶段

孔子文化节开幕式当天精彩亮相。

自8月26日《孔子周游列国图》创作团队去泰山采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是为了纪念孔子而举办的

风并出席孔庙开笔仪式归来后，孔维克院长便带领刘书

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34届，已成为

军、王磐德、卢冰、杨晓刚等艺术家在第一时间废寝忘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十大节庆活动之一。《孔子周游

食地投入到《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中。创作地点设

列国图》是由孔子第78代嫡系裔孙、中国美协理事、山

在山东大学北临济南地标性建筑“CCPARK创意港”浪

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担任领衔主

漫的空中美术馆。在这近千平方的空间中搭建了22米的

创，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

立式画板及布置了同样大的巨大画案。随着在定制板上

委员刘大为为长卷题字，山东著名书画家刘书军、张

的白色长卷的徐徐铺开，《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终

望、王磐德、杨晓刚、卢冰、贾志荣、吴勇军、苏东河

于在各媒体的见证下隆重拉了帷幕。

参与创作。

孔维克院长与张望主席交流创作思路

《孔子周游列国图》长22米，高两米，采用中国古

回顾创作历程，整幅作品历时了半年的策划，一个

典的笔墨样式与现代水墨艺术相融合的方式，为世人

多月的创作时间，得到了有关部门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

讲述了孔子携11位弟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这幅画由一张

持，在作品的创作阶段，参与创作的每一位艺术家既明

白纸，墨色每天逐渐地在加重、在鲜活、在丰富、在生

确分工，又相互协作，他们心怀对于孔子的崇敬之心，

动，逐渐地在形成一个历史空间、艺术空间，并展示着

废寝忘食的投入巨制的创作，图中的一笔一画都饱含了

中国传统的文化之美，中国的笔墨丹青之美。

画家们的心血，展现了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体现了当

《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基础是一幅很精细的小草

代山东画家的风貌。作品一经问世，令人耳目一新，大

图，是主笔孔维克院长经数月的推敲拿出的创作方案，

放异彩，通过各大媒体的播出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强

这份犹如建筑大厦的设计图纸，是一件艺术品的最初蓝

烈反响。为整个第34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活动增

图。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荣海现场挥毫，为《孔子周游列国图》签名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在创作中

参加这次长卷创作的均为在全国画坛非常有影响力

一：登泰山，寻找创作灵感

的山东籍著名画家，他们画风相异、各擅胜场。这幅长

赴曲阜，巨制隆重开笔

卷的创作在孔维克院长的调度下，每一位画家既明确分

8月26日上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孔维克院长

工，又相互协作，作品汇集了各家之所长。

带领书画家、篆刻家刘书军、王磐德、杨晓刚、卢冰、

首先进入创作阶段的是长卷中人物主体、松树远山

贾荣志、吴勇军、苏东河一行8人登上泰山采风。为巨

以及印章篆刻位置、大小的设计。人物是《孔子周游

制《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创作寻找灵感搜集素材。

列国图》的主体，由孔维克先生设计造型并勾线，由卢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为长卷《孔子周游列国图》签名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张望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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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大戏— 《孔子周游列国图》巨幅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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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cm×200cm

2017年

《孔子周游列国图》 （局部）

丹青大戏— 《孔子周游列国图》创作花絮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带领《孔子周游列国图》创作团队参加第34届孔子文化艺术节开幕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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