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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正稿评审会于2016年12月23日在山东画院美术馆举行

正稿评审现场之二

正稿评审现场之一

2017年10月10日（第三十八期）

内部交流

广泛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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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系列大型项目概览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作品选登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系列大型项目介绍之一

研究齐鲁文化与山东中国画嬗变并进的省社科规划课题《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

孔子登泰山

孔维克 刘书军 贾荣志

吴勇军 (合作)

历时两年完成的《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

动形成“齐鲁画派”是一项系统性的文化工程，它既是齐鲁文

省社科一级项目于2015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这项山东省社会

化在绘画领域数千年来的嬗变、演绎与呈现，又是将文化理念

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共计20余万字，系统阐述了齐鲁文化在

进行“动态化”运作与具体艺术实践相结合，推出“活态化文

绘画领域数千年来的嬗变、演绎与呈现，山东中国画60年来的

化标本”的演示工程，是一项复合型的宏大文化工程。

发展脉络，全国画派的发生、发展的分析及山东关于画派的各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全书由“推

种话题，山东画家的整体风貌和代表性画家分析等，是一部学

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绪论”“推动形成‘齐鲁

术含量高、图文并茂的艺术文集，为推动形成“齐鲁画派”工

画派’的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国内画派研究的综述与评

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其理论框架具有创建性、创新性。

价”“‘齐鲁画派’的文化渊源与创作特征”“20世纪以来山

山东省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课题，于2011

东中国画发展历程”“‘齐鲁画派’的艺术价值取向”“‘齐

年着手调研、走访，向省社科规划办提交申请材料，2012年11

鲁画派’代表画家与作品研究”“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

月份获准立项成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13年4月

工程的战略举措”等几个部分组成。这一课题研究成果的发

份，课题在山东画院正式启动，会上成立了课题专家小组，并

表，填补了全面系统研究山东中国画发展脉络及状态的空白，

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5月、6月、9月、10月,课题专家小组

对山东美术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分别召开了系列座谈会及写作调度会议。11月初课题完成初步
撰写工作后，又向我省著名画家、理论家及艺术顾问广泛征求
意见，对反馈意见反复讨论，数次细化、通稿，完善课题内
容，最终完成课题撰稿，并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是填补山东美术品牌建

该书梳理从先秦到当代的山东中国画发展脉络，回望齐鲁文化对山东中国画
的影响，有着重大学术突破，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设空白的宏大文化工程，极具创新性，不仅在山东美术史上，
在齐鲁文化与其子系统关系的研究上，也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与以往的课题往往落脚在一本书或者几篇论文上不同，推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系列大型项目介绍之二

羞为次乘 王小晖

孔子在美国 云门张岩

隆重推出图文巨帙《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12卷本大型研究性系列画集
中共山东省委作出“加强山东美术创作风格和内涵研究，推动形成齐

部分《人物画卷》《山水画卷》《花鸟画卷》（九卷），重点介绍山东本

鲁画派”的战略决策后，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山东画院开展了推动形

土画家及山东当代中国画发展；第四部分《文献集萃》（一卷），是关于

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一系列相关研究与展示等工作，取得多项成果，

“齐鲁画派”的研究、梳理文献类汇编。

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大型系列画册12卷本《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

为切实做好《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作品征集与编辑出版，

国画》，是我省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子

成立了由山东画院、山东美术出版社组织的由美术理论家、画家组成的编

项目”，共分12卷，为小8开本，软精装，套封盒箱。由山东画院编辑，

辑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确定了系列画册的编辑体例、编辑思路，认真组

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一重大项目于2012年开始筹备，2014年正式启

织公开征稿与特邀约稿工作。公开征稿函在《中国书画报》《美术报》

动，经召开两次专家策划会、多次专家研讨会，采取公开征稿和特邀约稿

《大众日报》、山东画院网站等多家重要美术专业媒体刊登宣传，针对省

两种形式征集作品，已编辑完成，进入出版印刷阶段。

外山东籍画家、省内中青年画家广泛征集艺术文献、美术作品稿件；向在

《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的编辑，以齐鲁文化对山东中国画

山东美术事业取得卓越成就的山东及省外山东籍画家，发出特邀征稿函。

的深刻影响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山东绘画发展的历史文脉,深入剖析“齐

来稿由编辑委员会汇总，由艺委会根据提供的作品情况进行评审、筛选，

鲁画派”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突出从学术本体到文化本源角度认真梳理

评选卓有成就的代表性画家入编。

山东美术发展脉络，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

本画册定于2017年底出版发行。画册出版后将与山东美术出版社合

画》的编辑出版，对于发掘齐鲁画家代表人物的历史价值, 表现齐鲁画家

作，申请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山东省重点出版物，作为山东美术

在山东美术发展史上的风采，展示齐鲁美术创作的优秀成果，推动山东美

出版社馆配图书，对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图书馆进行图书配送，加强推广。

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填补空白的意义。

同时，精选画册中60位山东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创作一批具有齐鲁文化底

《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共四大部分十二卷本。第一部分

《历史积蕴》（一卷），系统梳理从先秦到清代山东中国画发展简史；第

蕴的精品力作，到全国各地举办巡回展出交流，展示山东画家群体阵容，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这一山东文化品牌。

二部分《鲁籍名家》（一卷），着重介绍从山东本土走出去的画家；第三

学琴师襄 孙棋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杨文德

应天书院 东林书院 贾荣志

鹅湖之会

徐永生

第一次编撰出版山东中国画发展史

第一次展示省外山东籍中国画家阵容

第一次全方位研究山东中国画创作队伍

第一次系统呈现山东中国画文献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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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 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孙
主持座谈会
所副所长王镛在座谈会上 克在座谈会上发言

《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第六次编辑工作调度会议
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 中国友联画院常务副
导演吴琦在座谈会上 院长李荣海在座谈会
发言
上发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画院常务副院长满维
起在座谈会上发言

《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第五次编辑工作调度会议

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
副主任李延声在座谈 事苗再新在座谈会上 副院长范扬在座谈会
会上发言
发言
上发言

《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第一次编辑工
作调度会议

《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第二次编辑工作调度
会议

《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第三次编辑工作调度
会议

《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第四次编辑工作调度会议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系列大型项目介绍之三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中国国家画院画家、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
画院副院长刘万鸣在 创研部副主任邢少臣 乃宙在座谈会上发言
座谈会上发言
在座谈会上发言

2014年12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大型人文艺术电视专题片《中国画坛齐鲁风》拍摄方案专家座谈会现场

拍摄展示山东中国画两千年审美历程的四集大型人文艺术专题片《中国画坛齐鲁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特别

画坛齐鲁风》以齐鲁文化为主线，齐鲁画家作品“浑厚质

的时期，预示着山东的中国画坛将迎来一个爆发的时代；

是对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对中华

朴、正大气象，尊重道统、崇尚底功，文以载道、担当责

第四集为《展风采》。展现山东美术群体实力，介绍山东

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

任，儒风智慧、典雅灵秀，融汇古今、取道中庸，面向现

美术在全国性重要活动、创作工程、“十艺节”全国优秀

省委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部署，展示山东中国画的群体

实、贴近生活”的六大特点为主要拍摄结构，通过对山东

美展取得的成就等。山东画坛生生不息的力量在于山东中

形象，推动山东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由中共山东省委宣

美术史料进行深度的发掘和细致的梳理，为观众集中展现

国画的不断创新与坚实的后备力量，本集重点介绍了中青

传部、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联、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

了从古至今山东画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人物访谈影像，展

年画家，突显中国画教育、画院、美协的作用，以及扎根

实施，山东画院承办拍摄了四集大型人文艺术电视专题片

示了齐鲁文化的整体形象，全面反映了山东美术发展的光

于人民、接地气的采风写生，从高原勇攀高峰。

《中国画坛齐鲁风》。

辉历程。

《中国画坛齐鲁风》是一部全面反映山东美术发展的

为把这部人文艺术电视专题片打造成精品项目，在前

第一集为《望传统》。紧扣齐鲁文化对山东中国画的

大型人文艺术电视纪录片，对于梳理传统文化与美术的史

期大量工作的基础上，2014年12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

影响，将泰山、三孔等文脉呈现出来，以齐鲁画家与作品

料，促进山东的美术创作，展示山东画坛的群体形象，扩

专题片拍摄方案专家座谈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

“六个特点”为重点，并介绍自先秦以来历史上的那些大

大齐鲁画家在全国画坛的影响力, 推动山东美术事业的繁

省文化厅，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相关领导以及来自全国美术

画家及作品；第二集为《迎潮流》。表现在时代浪潮的裹

荣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该片是推动形成“齐鲁画派”

界、影视界的2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会议

挟下，齐鲁大地中国传统绘画也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

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项目，是集思想性、历史性、学术

就电视语言与美术的结合、拍摄框架与表现思路等方

新，山东青年南下北上京沪等中心求学，带来新的理念与

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电视专题精品之作，是中共山东省委

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多种设

技法，影响着传统画风已成气候的山东画界，涌现了一批

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认真贯彻落实习

想和宝贵的意见与建议，达成了广

自我觉醒的画家。他们的成就也是山东人的骄傲，对山东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和文代会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的现代美术教育发展和中国画群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山东省加强文化强省建设，弘扬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响；第三集为《新气象》。展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山东美术

举措。目前已经拍摄完毕，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完成后将

群体实力，如年画的发展、老一辈山水画家投身山水画革

在山东卫视、中央电视台第9频道（纪录片频道）开播。

泛共识。
《中国

《中国画坛齐鲁风》电视专题片审片会领导嘉宾在交流

山东画院领导介绍《中国画坛齐鲁风》电视专题片相关情况

《中国画坛齐鲁风》电视专题片方案策划会议现场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题写“齐鲁画风”
出席专题片方案策划会议的领导和专家

《中国画坛齐鲁风》电视专题片前两集片审会议现场掠影

新等，大家的涌现，必定是一个厚积而发

领略丹青中的齐鲁
品味笔尖上的中国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系列大型项目介绍之四

推出儒家文化的当代图典《大哉孔子 ——中国画创作工程》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启动仪式现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视察孔子研究院时指出，
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

脑绘画充斥的今天，中国画所独具的艺术表现力仍是其他表现形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在孔院长的陪同下观看参评作品草图

作品草图评审现场之一

作品草图评审现场之二

式不可替代的。

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强调，世界“孔子热”经久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视察孔子研究院时的

衰，对孔子的研究成为世界性题目。山东是齐鲁文化发祥地，是

讲话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创作一批具有山东深厚文化底蕴

孔孟故乡，要加强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要在东亚

与鲜明时代特征、形象地再现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中国画优秀作

文化圈中居于主动，在世界儒学传播和研究中保持充分话语权。

品，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厅、中国孔子基金会、山

这是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极为重要的评价，也是对山东提出的新要

东省文联联合主办，山东画院承办了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大哉孔

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孔子及儒家思想，充分发挥儒家思想的积

子·中国画创作工程”。工程以反映孔子及其思想的100个选题

极作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打好“孔子牌”，更加有效地传播中

创作形成100幅大型中国画作品。

华文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而深远。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启动仪式现场

“大哉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于2014年8月2日正式启动，采

孔子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

取特邀和公开征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作品征集，通过几次评审、研

创始人，他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被尊为

讨会，2015年12月签约，进入正式创作阶段的尾声。围绕孔子生平、

文圣、至圣先师。历史上运用绘画形式表现孔子及儒家思想源远

《论语》故事、儒学文化在当代的传播等题材，创作100余幅作品。

流长，如以山东嘉祥武梁祠为代表的汉代画像石集中表现的就是

计划于2018年初完成工程创作，入选作品编辑出版《大哉孔子·中国

儒家思想，其中“孔子见老子”图最为著名。直至明代的《圣贤

画创作工程作品集》经典卷套，将在山东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举办

图》《孔圣家语图》，影响力都很大。即使在科技飞速发展、电

“大哉孔子·中国画大展”，并赴国外进行巡回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