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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跃民个人艺术作品及收藏展
将于 3 月 27 日在我市举行

田跃民在为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制作肖像。

如何看懂
一场艺术展
本报记者 张

田跃民在为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制
作肖像。

本报讯 （记者张蕊） 在草长莺飞
的初春时节，我市将于 3 月 27 日迎来
一场难得的艺术盛宴。应焦作市博园
置业有限公司的邀请，中国当代著名
雕塑家、新水墨画家田跃民莅临我
市，在山阳建国饭店青龙峡厅举办一
场个人艺术作品及收藏展。
据了解，田跃民 1958 年出生，生
于山东聊城，北京人。雕塑师从刘开
渠、潘鹤、程允贤、刘林。著名雕塑
作品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
《地道战》、南京青奥会主题 《九骏》
以及北京世界公园里的大部分雕塑
等。田跃民曾为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
片 《中国商人》 创作了中国历代 16 位
著名商人雕塑，为 20 多位来华参加世
界科技论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创作个
人肖像。截至目前，田跃民共完成雕
塑作品 2000 余件。
田跃民尤其擅长马的雕塑，被誉
为当今天下塑马“第一人”。他塑的
马风格独特、威风八面、气势宏大，
艺术风格独特，深受国内外收藏家的
喜爱。由雕塑转向绘画，田跃民以水
墨之法画马，寥寥数笔，却画出了马
的神韵，动感十足、形神兼备，被评
价为“犹如雕塑出来的立体的活马”。
田跃民特别注重国际文化交融，
曾经到 40 多个国家进行艺术学习和交
流，曾举办“视觉中国梦，艺术世界
行——田跃民雕塑、国画世界巡回收
藏 个 展 ”， 作 品 在 美 国 、 日 本 、 泰
国、秘鲁、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等
国家展出。本次在焦作市展出的田跃
民个人艺术作品及收藏，都是独具价
值的艺术精品，有的作品还是首次在
国内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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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胆去欣赏
面对各种各样的艺术展，首先要卸下抵触情
绪，不要觉得看不懂，去了也白去。要大胆去
看，因为通过照片、书籍的方式看展和在现场看
展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作品的尺度、材质、触
感、塑造、色彩、环境、表达，都会与实际有偏
差。所以，喜欢和学习艺术的人，一定要抓住机
会多多观展，在观展中积累艺术欣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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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前做功课
在看展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展览的内容和艺术
家背景，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都希
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出感情或想法。进入展
厅后，可以先看前言，大致了解这个展会的基本
情况，然后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看，对于非常感兴
趣的作品可以看看艺术家的作品阐述，了解是否
和艺术家产生了共鸣；而对于并不那么感兴趣的
作品可以粗略地看。
在展览中，有些作品你可能非常喜欢，但看
了作品阐述之后才知道，原来艺术家和自己想的
不太一样。这种间接的思想交流比直接看作品阐
述和作品更有趣。
三、跟着动线走

田跃民在为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
巴耶夫制作肖像。

我们面对的展览除了艺术家的作品集合展览
外，还常常会遇到本身带有连续性、故事性的展览。
在面对这样的展览时，可能就不能像看作品
展那么自由了。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展览都是有
承前启后的连续关系的，跟着动线可以更好地贯
穿这种连续性，更好地理解每件作品的意义和感
情。
田跃
民在为中
央电视台
主持人朱
迅制作肖
像。

四、心中常思索
④

就像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
样，观展的人面对每一幅作品都有不同的感受。
同样一幅作品，有的人会长时间驻足欣赏甚至感
动流泪，有的人却瞄一眼就过去了，因为不同的
艺术作品会激起人不同的心理感受。
在观展时，只要我们带着思想去观看，按照
提前做好的功课去认真鉴赏，终会有所收获。
按照这样的攻略，看展者可能就不会是一头雾
水了，但究竟会有何收获，还得靠个人领悟。综上
所述，展览对观展者最大的影响就是眼界的开阔和
品位的提升。与原作的面对面接触，可以从多个角
度更直观、更纯粹地认识艺术和艺术家，也更便于
我们将现场感受融入自己的认知世界中。
当高质量的看展越来越多积累起来以后，你
会发现自己的审美和品位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然
发生了变化。

图①②③④ 田跃民创
作的马。
本报记者 张 蕊 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北京田跃民艺术工作室提供）

诗礼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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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 本次展出的部分雕塑
作品。
本报记者 张 蕊 摄

正如一位准业主所言：“我是冲着项目周
边的学校来的，因为子女的教育始终是父母牵
挂于心的事。在很多一线城市，无数人不惜重
金也要把居所靠近名校，目的就是为了孩子能
有一个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而澜庭叙项目同
时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全龄段教育
资源，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惊喜。”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宝宝不高兴、问题
很严重。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开心幸福地生

活，该项目规划了幼儿园、塑胶跑道、儿童
乐园、高尔夫果岭草坪等配套设施，为的是
让孩子们充分释放天性，在自然中寻求美好
的诗意，过一个开心的童年。
据了解，目前，博园·澜庭叙项目正在
紧锣密鼓地建设中，与此同步展开的是文化
品牌的打造。今后，博园置业将陆续举办一
些文化艺术活动，回馈关心澜庭叙项目的广
大市民，回馈选择澜庭叙项目的广大业主。

②

图①② 本次展出的部分
油画作品。
本报记者 张 蕊 摄

前期关注澜庭叙项目的市民都知道，这
个楼盘的建设是追求极致的，规划设计做得
很用心。而且这种对品质的追求是立体的、
在博园置业掌门人心中，他们精心打造 全方位的，从最基础的工程质量，延伸到配
的澜庭叙项目一定要是美丽的、精致的、舒 套设施、景观设计、样板间设计、物业服务
适的。除了这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和养老规划，终极目标即小区的文化艺术品
一定要有品位、有文化艺术氛围。这就是该 位和待之以礼的氛围。
建筑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和文化交融才
项目提出打造诗礼门庭的初衷。
文化养心、润物无声，品质生活需要文化 拥有生命力。博园置业总经理秦晓光说：“博
浸润。3月27日，博园置业邀请我国著名雕塑家、 园 置 业 强 调 建 筑 与 文 化 的 融
新水墨画家田跃民在我市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及 合，所以我们会把对文化的理
收藏展，拉开了博园·澜庭叙项目打造诗礼门 解逐渐体现在建筑中、体现在
庭的序幕，也为全市人民奉献了一场艺术盛 景观中、体现在物业管理中、体
现在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中，真正
宴。
据介绍，田跃民曾经到 40 多个国家进行 让这个楼盘成为文化浸润的养心
”
艺术学习和交流，曾举办“视觉中国梦，艺 美宅。
打造诗礼门庭，博园·澜庭
术世界行——田跃民雕塑、国画世界巡回收
藏个展”，作品在美国、日本、泰国、秘鲁、 叙项目有良好的基础。该项目周
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等国家展出，在我市 边有山阳区焦东路小学、山阳区
举办个人艺术展十分难得。这次在我市展出 解放东路第一小学、市第十七中
的作品有雕塑、国画、油画，都是田跃民老 学、市第十二中学，从家到学校
师精心挑选的上乘之作，有的作品还是首次 只有凉一碗热粥时间的距离，学
府氛围浓厚。
在国内亮相。

本报记者 张 蕊

蕊

在国内外一线城市，长年会有一些艺术展
览，让人们面对面地享受艺术、提高审美、满足
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那么，何为展览？展览是指公开陈列美术作
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展览分类众多，
按性质分，可将展览分为贸易展览和消费展览；按
内容分，可将展览分为综合展览和专业展览；按规
模分，可将展览分为国际、国家、地区、地方展览
和单个公司独家展览；按时间分，可将展览分为定
期展览和不定期展览；按展览场地分，可将展览分
为室内展览、室外展览、巡回展览、流动展览。今
天，我们要说的是艺术展览。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精神享受要求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艺术展览走进我市，比如音乐会、舞
台剧、美术展、摄影展等，受到广大市民的喜
爱。3 月 27 日，我国著名雕塑家、新水墨画家田跃
民应邀来我市举办“跃然云上——田跃民个人艺
术作品及收藏展”
，这是一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
那么，如何看懂一场艺术展，并从中多有收
获呢？记者为读者朋友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攻略。

③

文化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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