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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影视戏剧学院刘金梅老师推荐的一组散文，作

者皆为该院 2017 级影视戏剧文学专业的学生。同学们

初入文学的大门，新奇的目光、清爽的发现、奇异的灵

感，令人如沐春风、如浴春雨。事实证明，艺术专业的学

生，有了文学色彩的浸染，更有利于专业素质与专业水

平的提升。我们将陆续选登这些稿件。为喜欢文学的学

生们热烈点赞！

本报讯 2019 年 5

月 16—18 日，由内蒙古艺

术学院音乐学院民族音乐

系、内蒙古艺术学院安达

民族音乐传承创新与传播

中心承办的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

资助项目“蒙古族长调艺

术人才培养”“蒙古族马头

琴音乐传承与教育人才培

养”汇报音乐会在我校演

艺厅举行。两场音乐会分

别由以上两个国家艺术基

金项目组主办。

5 月 16 日晚，举办了

“蒙古族长调艺术人才培

养”汇报音乐会，共分四个

板块：守护、跨越、融通、承

传。前两板块为同一族源

不同部落与地域的长调音

乐文化的情景展演，由鄂

尔多斯 - 乌拉特，科尔沁

- 昭乌达，锡林郭勒 - 乌

兰察布，阿拉善 - 卫拉特

四个风格区小组带来集体

演唱、独唱、对唱等多种形

式的长调表演，展现了蒙

古族长调这一古老珍稀艺

术体裁的多元形式与悠久

历史；第三板块由安达组

合与学员协作演出，展现

了长调这一古老艺术在现

代语境下与当代元素的融

合贯通；第四板块由我校

马头琴交响乐团伴奏，共

和国首位专业长调演员莫

德格大师、戈壁歌后巴德

玛、扎格达苏荣、阿拉坦其

其格等长调大师与年轻一

代长调艺术家、本期项目

学员同台演出，向草原传

统瑰宝致敬，接力蒙古族

长调文化艺术的传承发

展。师生同台呈现了丰富

精美的汇报成果。

“蒙古族长调艺术人

才培养”项目是 2019 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全额资助项

目，我校为申报主体，哈斯

巴特尔博士为项目负责

人。2019 年 3 月 6 日发布

招生简章至 3 月 26 日截

止，来自北京、湖南、广东、

青海等 10 个省份的 128

名选手报名。经过项目组

专家严格考核，录取了内

蒙古、北京、吉林、黑龙江、

辽宁、甘肃、青海、新疆、陕

西等 9 个省份的 50 名长

调学员。他们有的是长调

歌唱演员、传承人，有的是

教师以及相关长调艺术研

究者、作曲编曲等青年艺

术人才。4 月 12 日起，在

呼市集中培训了 40 天。此

班旨在传承蒙古族长调艺

术优秀传统，探索长调艺

术发展的新道路，整合师

资队伍、打造演出团队、提

高技艺、交流经验，培养长

调演唱、传承、编创与表演

人才。

5 月 18 日晚，“蒙古

族马头琴音乐传承与教育

人才培养”汇报音乐会，在

内蒙古艺术学院演艺厅上

演。此项目系 2019 年度国

家艺术基金全额资助项

目，由萨切荣贵担任项目

负责人，来自内蒙古、北

京、河北、吉林、黑龙江、青

海、广东、江苏、新加坡、日

本的 50 名学员参加了集

中培训，有蒙古族学员 44

名。

音乐会分为三部分内

容：多彩传统、弦上对话、

苍穹交响。第一部分为传

统乐曲的展演，主要以联

奏、合奏、伴奏等形式的表

演为主，包括传统套曲《阿

斯尓》、潮尔曲、传统民间

乐曲、短调民歌、长调民歌

等乐曲形式。部分乐曲由

我校民族音乐系民乐队伴

奏，用琴声与歌声共同呈

现了多彩的传统音乐艺术

文化。第二部分以马头琴

重奏形式展现，四首乐曲

完美地呈现了本土与外

来、传统与创新的融合与

碰撞。第三部分呈现了“交

学 习 专 栏

我校党委书记李延俊（二排右三）、院长黄海（二排右二）等校领导
观看“蒙古族长调艺术人才培养”汇报音乐会

“蒙古族马头琴音乐传承与教育人才培养”班学员
向我校赠送纪念品

响化”了的马头琴。马头琴

乐团以其丰富的音响、恢

弘的气势展现了三首经典

作品。该项目旨在传承灿

烂的马头琴艺术传统，推

动马头琴艺术教育的创

新，提高青年马头琴艺术

人才的演奏能力、创作能

力、研究能力和协作能力。

以上两场音乐会集多

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充

分展示了这两个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的教学成果，受到

业界和媒体的热烈关注。

我校举办意识形态责任制
落 实 专 题 培 训 班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推动学校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
实，不断提升学校各级党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广
大教职员工意识形态工作
能力，切实维护学校意识
形态安全，按照自治区党
委统一部署，我校于 4 月
15 日 -5 月 24 日期间，举
办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专
题培训班。

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
暨 2019 年首场全区高校

“百场形势政策报告会”于
4 月 15 日举行。内蒙古党
校（行政学院）教务处处长、
教授王虎博士为培训班学
员作了题为《牢牢把握意
识形态领导权主动权,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形
势政策报告。王虎教授分
别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
性及如何牢牢把握意识形
态领导权、主动权两个方
面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5 月 24 日，我校党委
副书记、院长黄海以《坚持
立德树人，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为题进行专题讲座。
他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并指出全体教师在
教育教学中一定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根
本遵循，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育人，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立
德树人”教育理念，深入推
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
课堂、进头脑。

按照专题培训班日程
安排，培训期间我校还邀
请内蒙古党校王亚男副教
授、我校宋生贵教授、李树
榕教授等校内外专家学者
分别围绕网络意识形态与
舆情研判防控、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美育工
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师德师
风建设等内容进行了专题
讲座。

本次意识形态责任制
落实专题培训班主要采取
集中学习、专家讲座和个
人自学方式进行。除校党
委组织举办的 5 次专题培
训外，各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也结合工作实际，围绕
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陆续
开展了专题培训 10 余次。
通过专题培训学习，使我
校广大师生进一步统一思
想，加强了对意识形态工
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并
将深入推动我校意识形态
责任制工作落细落实。

（赵殿辉 / 文 图）

我校黄海院长作专题讲座

我校与泰国格乐大学、意大利巴
勒莫美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5 月 9 日、28
日，我校分别与泰国格乐
大学、意大利巴勒莫美术
学院签署合作交流协议，
开启了我校对外交流的又
一新篇章。

5 月 9 日上午，我校
与泰国格乐大学合作协议
签字仪式在三楼会议室进
行。泰国格乐大学管理委
员会主席王长明、中国教
育部留学分会监事、内蒙
古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朝
阳等一行六人，我校黄海
院长、孟显波副院长出席
会议，相关二级学院负责
人参会。会议由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处长吴锡勇主
持。

黄海院长详细介绍了
我校发展历程、学校概况
及国际交流情况，表达了
与客方进一步合作交流的
意愿。王长明主席详细介
绍了格乐大学的发展历
史、学校概况、与中方的合
作模式和针对中国留学生
采用的“中式管理、西式教
学”方式。通过座谈，双方
就“2+2”“3+1”、联合培养
学士、硕士，互派教师任教
等方面达成共识，签署了
合作协议。

5 月 28 日，我校黄海

院长、孟显波副院长在行
政楼三楼会议室接待了来
我校商谈合作事宜的意大
利巴勒莫美术学院中方代
表黄萍女士一行三人。

黄海院长向黄萍女
士一行介绍了学校的基
本情况。黄萍女士介绍了

意大利巴勒莫美术学院开
设的专业、师资及与中国
开展合作的情况。

座谈后黄海院长与黄
萍女士正式签署了合作友好
协议，双方合作正式开启。

（吴锡勇 刘晓敏 / 文
夏宇航 / 图）

我校与意大利巴勒莫美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后合影留念

我校黄海院长与泰国格乐大学管理委员会主席王长明签署合作协议

春 之 序 曲
张鹏飞

滴答、滴答、滴答，雨
滴滴落在心上，滴在窗
上，惊醒了梦中人。轻披
一件薄衣走到窗前，窗外
的世界仿佛换了一个颜
色，树晃动着身躯，抖落
积压许久的尘埃，任雨滴
冲刷着身躯。小草感受到
仙女的召唤，拼命地从土
里探出头来，大口地呼吸
着春的气息。桃树的花瓣
纷纷在雨中跳起舞来，万
物都在说：“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麻雀们叽
叽喳喳地叫着。啄木鸟轻
轻叩响了松鼠的家门，

“嘿，兄弟，春天到了！”蚂
蚁们纷纷收拾行装，准备
拜访远方的朋友。溪水也
在庆祝着这神圣的时刻，
飞奔在大地上，将春的消
息带向远方。人类脱了厚
厚的外套，肌肤上的每一
个毛孔都在贪婪的呼吸
着春的气息。

滴答、滴答、滴答，雨
滴敲打着油纸伞，恋人撑
着伞走在雨中，这女孩不
是那个丁香般的姑娘吗？
终于有人和她撑着油纸
伞走在雨巷中。

滴答、滴答、滴答，躲
在荷叶下亲嘴的鱼儿被
雨滴惊吓，麻雀站在枝头
为彼此清理着羽毛。

滴答、滴答、滴答，惊
醒的梦中人关闭了窗纱，
窗外的雨滴组成一个个
跳动的音符，落入梦中人
心中。

我 的 赤 峰
武凌霄

赤峰，是我的家乡。
一座小城，几条从小走到
大的街道，几个熟悉的十
字路口，两三棵树干粗壮
的老树。小区门口出去有
几路公交车站，通往学
校，书店和商场。

我一直觉得我的家
乡是一个小城市。尤其在
高考之前，有可以离开他
的机会时，我一直渴望到
外面看看。我是一个年轻
人，应该去看看山川大
海，去看看江南水乡，也
看看塞北黄沙。我不应该
被这个小城市困住了，到
头来还守着这几条熟悉
的街道结婚生子，就这样
把我一生过完。

去年冬天，我参加艺
考。那时候无比渴望北
京，我认为那才是一个真
正的大城市。既有着老街
三米宽的胡同儿，老式牌
楼，又有高耸的楼房和无
数车流涌动的立交桥。当
我真正到达北京以后，我
恍然发现，那都是我心里
美好的幻想。北京给我的
感觉，近乎是冷漠的。每
天川流不息的人，交错复
杂的地铁路线图，精致的
街区和破败的废墟一线
之隔。有开着豪车堵在街
上的白领，也有着地下通
道里裹紧棉被睡觉的流
浪汉。我一瞬间怀念了我
的赤峰，我在那条老路上
走了十二年，他永远都不
会给我这种冷漠又陌生
的感觉。

我一直思念着我的
赤峰。在长春回赤峰的路
上，我有些恍惚地意识到
了我的思念。自长春三号
线轻轨一站一站向火车
站靠近，这种急迫的感觉
没有放松分毫。直到我真
真切切坐在了直达赤峰
的火车上，透过车窗，看
着写着“长春站”的深蓝
色牌子随着火车的开动
而慢慢后退。一种前所未
有的欣喜感觉像是一下
子从头到脚贯穿了我的
全身。我从未想过我会这
样思念我的城市，思念我
的母亲，思念过年时候满
地的红色鞭炮碎屑和被
踩脏的雪。我感受到火车

慢慢开起来了，越来越
快，写着长春站的深蓝色
牌子越来越远，直到看不
清了。

在我想了那么多次
回家以后，真的踏上了回
乡的路程。家乡离我越来
越近，母亲离我越来越
近。车窗外，一望无际的
荒草地，瘦高的向上拔节
的树，越来越少的积雪，
来自远方的被折成褚色
的天际。我回家了。那一
瞬间我觉得鼻腔酸涩，好
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原来我从来没有嫌
弃过家乡那个小城市，相
反的，我是那样疯狂地眷
恋着他。他的街道我是那
样的熟悉，我的成长就像
是在他的血管里溯回流
转。从他的心脏流向手
臂，坐在他肩头去俯瞰所
有黎明初升的宁静清晨。
我才醒悟，家乡竟是这样
一个沉默寡言，却又如此
温润柔和的人。他就像是
一个大人，看着自己的孩
子出去见识新的世界，然
后又静静地站在原地，等
待所有人归家。无言地把
他们拥入怀中，不在意他
们肩头积雪的寒冷。他用
自己血液的温度融去他
们在异乡波折的辛酸，用
这样熟悉的温度来融化
所有寒冷的冬季。

这就是我的小城赤峰
啊，他在等我回去找他。

我熟悉他的每一条
街道，我记得那些小吃店
铺是怎样一家一家开起
来，我熟知路面上每一块
破碎石砖的来由，我知道
街角那颗老树是何时种
下的。他不那样完美，可
他无言又温柔地守望在
我回忆的尽头。他站成了
一颗会开花的树，飘零在
我所有思念家乡的夜里
……

草 原 艺 苑

孟思妍

站在窗前呆呆地望
着外面的大千世界，这样
的动作好像已经成为了
我一天中必须要做的一
件事。午后，我拉开暖黄
色的麻布窗帘，幻想着金
色的阳光打在身上那种
暖暖的感觉，却未曾料想
到，一股清流扑面而来，
就像是清爽的薄药糖，让
人颤栗不已。

空气中肆意弥漫着
雨后青草散发出的淡淡
香气，让人着迷，让人沉
醉。大地遇到了自己的知
己，雨水就是它那久早逢
甘霖的遇见。

我关上窗，走出门，
准备将自己融入到春雨
过后的世界中去。

雨水洗刷后的世界
像极了一类人的灵魂，极
少沾染俗世的芜杂。天气
并不晴朗，暗沉沉的，太
阳抽空偷懒儿去了，雨又
开始淅淅沥沥地下。

我在雨里，春雨拥抱
着我，我尽情地享受着。

雨丝抚平了浮尘，天地间
降下满满的喜讯，描摹皴
染出数不清的诗情画意。
这样的细雨，不需要撑
伞，任凭其沾湿衣襟。我
伸出手，试图将这一抹诗
情画意握在手中，握住的
却是点点雨滴。很快，雨
滴从我的指缝间细沙般
滑落。我能握住的，只是
曾经有过的记忆，和那种
温润的感觉。

春雨贵如油。那点点
滴滴的渗润，灌注给草木
的根茎，让蛰伏了一季的
萌芽迎雨而出，从而写生
出万彩千姿的春画。也滋
润了我，生命因春天而勃
发。

春 雨

雨 天
冯小莹

爱上一种天气是会上
瘾的，我爱阴天，亦爱雨
天。

你可曾有过这样的感
觉？一觉醒来，被窝里的暖
气捂得热热的，身上出的
汗浸湿了额头和衣衫。这
时，凉爽的风顺着窗缝窜
了进来，托起你的身体，心
旷神怡。于是你穿衣打扮，
整理好东西，拿上一把你
最爱的伞出门去。雨天是
真的在家呆不住的。一出
门，扑面而来的清凉，像少
女纤细绵柔的手，抚摸着
你的每一寸肌肤。透过衣
服，你贪婪地吸食着潮湿
泥土的味道，是那种清新
爽口的味道，让你轻盈开
心的味道。

外面是透明的，是干
净的，是漫画里的世界。下
雨的声音也好听，杂而不
乱的声音。终于踏出一步，
雨滴在你的袖口，滴在你
的脚腕，留下的是精灵跳
动的足迹。你是刚睡醒充
满活力的孩子，你踏着雨
寻欢作乐，小积水洼是你
走过盛开的莲花。

穿过大街小巷，抬眼
望去，远方的大楼高耸在
烟雨中，雾蒙蒙的远方，你
不尽地眺望？回过神来眼
前的景象又是那么清晰，
树啊草啊，绿油油的，是被
雨水重新洗刷过的颜色。
花啊人啊五颜六色，雨天
让它们明亮起来，而你的
瞳孔是彩色的。

我猜你一定喜欢那一
种感受。从嘈杂的雨中漫
步在街头，推开一家咖啡
店，一扇门，隔绝了声音。
店里只放着浪漫而又情调
的歌曲，安安静静，你隐约
还能听到外面下雨的声
音。店里有一股浓郁的咖
啡味，你点了一杯最适合
雨天的卡布奇诺，在落地
窗边的位置坐下，翻开一
本你最爱的书。喝着香浓
的咖啡，顺着窗边流下的
雨水，望着马路对面的精
品小店里面的精致女孩在
镜前摆弄着新衣服。隔壁
花店的少女在花团锦簇中
修剪着娇嫩欲滴的玫瑰，
就像是在渴望爱情的到
来。隔壁的杂货店大叔，一
边迎接着客人，一边擦着
玻璃，好像隔着那么远都
能听到憨厚的笑声。你回
过神来，看着店里的小情
侣，甜蜜的用两根吸管喝
着一杯果汁，脸上红红的，
是娇羞的模样。

那个时候你感谢雨
天，雨天让你更好地体会
生活。雨天是我最爱的天
气，是一种会上瘾的天气。

起 落
张 慧

茫茫戈壁，只有黄
土。你缓步而行，四周荒
无人烟，干燥的空气中，
没有丝毫风动。你扶扶帽
子，将外套脱下系在腰
间，不知要到哪里去，亦
不知从哪里来。走走停
停，时而蹲下把玩地上的
黄土，地面的岩石经过长
年风吹日晒，坑坑洼洼
的，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你起身继续向前走。古藤
老树，日落西山，你站在
制高处，渺小的身影融入
天地间。

时年早春至，暖风四
月及。

北方的春，带着些许
柔情，些许缠绵，在广袤
的苍凉中艰难地迸发出
盎然的春的气息———绿。
春，一个多情的季节。雨，
缠绵的代名词。北方的
春，是盎然的春，细雨无
声地融入泥土，像女子在
黑暗里啜泣。

江南的春，是在软语
温存中描绘诗情画意。北
方的春，是一望无际下斜
风细雨的肆意跳动，空气
中回荡着甜甜的、淡雅的
青草味儿，雨腥味儿在一
瞬间渗入到灵魂深处，勾
起内心无尽的遐想，潮水
的过往。

春雷初动，似是从某
个遥远空洞的时空里由
远及近触动着耳膜。“轰
隆隆！”几声沉闷的巨响
后，细雨绵绵而来，淅沥
沥的声音，微弱细小，像
婴儿梦中呓语。

雨珠浇灌着每一个
努力的生命，生命即刻迸
发，像是饥渴的鱼儿遇到
大海。

大雪封城，万籁俱

寂。一记闷雷，将沉睡的
生命唤醒。

“醒醒！孩子！天亮
了！”寒冬不会太久，万物
复苏一场雨，春回大地一
瞬间。

恍惚间，你踏雨而戏
的记忆被勾起，雨混合着
泥土的气息将你的儿时
和未来勾勒。你不知道，
到底哪个是你……

小孩满身污泥，稚嫩
的脸上挂着清纯的笑，小
脚丫淌着地上的泥水，清
脆的童声回荡在雨中，你
在朦胧的细雨中回头了，
揉揉模糊的双眼，一位佝
偻的老人拄着拐杖在雨
中颤巍巍地行走，湿漉漉
的布鞋上满是污泥，雨水
顺着沟壑万千的脸流淌
着，你看不清那是怎样一
张苍老的面容，记录着你
过往多少年的老故事，你
努力想挪动脚步，却发现
双脚像是灌了铅，一动不
动。你努力挣扎着，挣扎
着，趴在地上，努力向前，
你惊恐地瞪大双眼，空气
越来越稀薄，你的呼吸越
来越重，越来越重......

你猛然睁开双眼，刺
眼的阳光袭来，你抬起双
手，阳光从指缝间穿过，
竟是一场梦。

你再次闭上眼睛，似
是从前，似是往后。

蹲下身体，指腹轻触

柔软的湿泥，你发现，手
指上除了斑斑点点的颗
粒，没有任何污浊。捧起

抔一 湿泥，潮湿的气息在
鼻尖萦绕，这是生命源头

的味道———水、土。它勾
起无数生命中过往的事
物，来来往往，熙熙攘攘。
其实，生命的起落，随时，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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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西 合 璧·多 元 并 呈蒙 古 族 长 调 、马 头 琴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音 乐 会 掠 影
———吴 苏 荣 贵 的 艺 术 之 路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
吴苏荣贵的艺术都呈现出
十分多样的面貌。就艺术
门类而言，它的创作涉及
绘画、书法、篆刻。单就绘
画来说，又有油画、中国
画，人物、山水、花鸟，且形
式多样，工写俱佳。从题材
上说，草原风情、现实生
活、宗教绘画，跨度亦非常
大。他的书法，真、草、隶、
篆，无所不能，尤以金文、
行草为上。他将画家的天
赋、画家的感觉融入书法
创作，挥洒出许多章法新
奇、结体独特又雄肆大气
的现代书法；他的篆刻，追
摹古玺、秦汉印和西泠诸
家，篆法与刀法相辅相成，
厚拙古朴。其印边款尤佳，
大胆、简约，而又不失法
度。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他
的绘画。

吴苏荣贵的绘画创作
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 阶 段 为 大 学 毕 业 至
2001 年赴日本留学之前，
约十余年的时间，创作以
表现内蒙古的草原生活为
主，兼及写意花鸟；第二阶
段为赴日本留学后及回国
至今，也约十余年时间，创
作以宗教绘画为主，兼及
草原题材。

作为蒙古族画家，在
过去的二十余年里，“草原
生活”一直是吴苏荣贵绘
画创作的主要母题。他的
绘画，感情真挚朴实，形式
风格多变。在具体表现上，
既有水墨画，又有油画。既
有具象写实的，也有夸张
变形的，还有借鉴西方现
代派艺术表现手法，如表
现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
义等因素和本土文化相结
合而创作的。但不管采取
什么画种，什么风格，其目
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
准确、深刻地表现蒙古民
族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
界。在这一阶段，吴苏荣贵
创作了许多作品。这些作
品在看似对草原上牧民生
活客观、真实地描绘中，透
出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读
吴苏荣贵的画，我们并不
介意他画了什么，画面上
的人在干什么，而是感受
到 一 种 强 烈 的 情 绪 营
造———是孤寂，亦或是淡
淡的忧郁？其实孤寂和忧
郁是我对草原上牧人生活
和牧人精神气质的最突出
感受。我想，这一定也是吴
苏荣贵的真切感受。他充
分调动各种绘画因素，如
构图、空间布局、人物动
态、形象处理和黑白、色彩
表现等，营造出孤寂、忧郁
的画面氛围。即使一些“风
情式”的作品，他也没有追
求表面的真实，而是故意
和客观的真实拉开距离，

让读者在“间离”的状态
下体会他的氛围营造、情
感表达和形而上追求。

2001 年，吴苏荣贵远
赴东瀛留学深造。截然不
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
围，使吴苏荣贵很不适
应，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
精神焦虑和心理压力。另
外，种类繁多的艺术展
览，应接不暇的新信息和
新观念，也使他兴奋不
已，即有的绘画观念和审
美判断也受到了冲击和挑
战。他困惑、彷徨、焦虑和
不安。好在吴苏荣贵没有
失去定力，他不但善于学
习和吸收，而且很快找到
了自己的切入点。刚去日
本的头两年，他借鉴西方
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表现他
的生存感受和固有经验，
创作了《生存空间系列》

《对话系列》《马与少年》
《牛》等作品，这些作品真
切地表现了他彼时彼地的
生存感受和精神焦虑，以
及他对故土———内蒙古大
草原的深情回望与眷恋。
随后在导师持 縂田 章的指
导下，他确定了自己的硕
士研究方向———佛教艺术
与基督教艺术比较研究。
在此期间，他不但完成了
硕士研究报告《对话———
佛教艺术与基督教艺术比
较研究》，还创作了以《对
话》为题的三十余幅油画
作品。这些作品将他对于
东方佛教艺术的理解和认
识，与对古罗马至文艺复
兴以来西方基督教艺术的
理解和认识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内容独特、表现形
式新颖的新图式。显然，就
像这一系列作品的标题一
样，吴苏荣贵试图通过他
的绘画实践构建起一座佛
教与基督教（也就是东方
文化与西方文化）沟通对
话的桥梁，无疑，这种探索
和研究是开创性的。

藏传佛教于 13 世纪
后期传入蒙古高原，随后
成为蒙古民族的主要宗教
信仰。吴苏荣贵作为蒙古
族的一员，内蒙古地区浓
厚的藏传佛教文化氛围对
他的生活和艺术产生了深
刻地影响。另外，作为一个
出生在都市，受现代教育
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传
统深厚的西方艺术对他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实际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文
艺复兴在内的西方传统艺
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基督
教艺术”，所以，吴苏荣贵
把佛教艺术和基督教艺术
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也

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2003 年取得硕士学

位后，吴苏荣贵在大阪艺
术大学艺术研究科做了两
年研究员，后又于 2005 年
至 2008 年在该院攻读博
士学位。他的博士研究题
目为《净土·香格里拉———
佛教绘画美感之研究》。可
以看出，吴苏荣贵的研究
内容更加专一和深入，他
明确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
位于佛教绘画的美感，这
更符合他的知识背景和兴
趣专长之所在。配合博士
研究题目，他创作了二十
余幅题为《净土·香格里
拉》的系列水墨作品。在这
些作品中，吴苏荣贵已经
跳出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
佛教绘画的模仿，而是将
佛教教义、现实世界和他
的艺术想象相融合，创造
了既有深厚文化传统，又
大胆开拓和创新的新的

“宗教绘画”。在艺术表现
上，他广泛借鉴佛教石窟
艺术、寺庙壁画和藏传佛
教唐卡艺术的造型特点、
形式风格和语言体系，与
中国画的工笔、写意技法
相结合，达到了挥洒自如，
酣畅淋漓的效果。我们可
以看出，通过几年的深入
学习和研究，吴苏荣贵对
佛教绘画的理解更加深入
和纯粹，他的艺术表现更
加深刻和到位。这批作品
无论是表现技法还是形式
语言，都更加趋于完善和
成熟。

另外，无论在学习和
创作的哪个阶段，传统的
水墨写意一直是吴苏荣贵
坚持钻研和探索的领域。
他创作了许多写意人物和
花卉作品，通过这些小品
类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
吴苏荣贵对明清以来的传
统文人画有着深入的钻研
和学习，特别是对八大山
人、吴昌硕、齐白石的艺术
理解尤深。

吴苏荣贵在艺术上所
呈现的多样化面貌是和他
的成长经历和求学背景息
息相关的。这种丰富的成
长经历和求学背景，一方
面造就了他开阔的视野、
包容的胸怀和在艺术上的
博采众长，另一方面，也使
他常常游弋在不同文化的
交融和碰撞之中，产生一
些选择上的困惑和矛盾，
使他的创作受到某种程度
的影响。我们希望吴苏荣
贵既能站在传统深厚的中
华文化土壤上，又要保持
自己的民族根性，还要以
一个现代人的观念和眼光
去看世界，在多元文化背
景下站稳自己的脚跟，坚
持自己的方向，在艺术上
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期
待着。

吴苏荣贵，内蒙古艺
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所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鹏瑞，内蒙古艺术

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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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马头琴音乐传承与教育人才培养”项目汇报音乐会

王
鹏
瑞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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