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2019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编辑：姜迪 | 美编：李晓辉 | 责校：李传富 >>
发布

他的作品简洁而不失内涵，
幽默却不失讽刺，多年来，一直深
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被名家们赞
不绝口。 昨日，“激浊扬清抑恶扬
善” 徐鹏飞漫画作品展在吉林艺
术学院（造型校区）开幕，在开幕
式上， 吉林艺术学院校长郭春方
向徐鹏飞颁发“客座教授”聘书，
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东航代
表吉林艺术学院接受徐鹏飞所赠
漫画作品。“徐鹏飞漫画创作研讨
会”也于昨日同步举行。

绘出真情实感才是百姓
喜爱的

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艺术委员会、 人民日报———
《讽刺与幽默》、 吉林艺术学院
主办， 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
术委员会、 吉林艺术学院党委
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 动漫学
院、美术馆、科研产业处、吉林
省美术家协会承办。 共展出徐
鹏飞各时期创作优秀代表作品
120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深
刻文化内涵。

徐鹏飞，1949 年生于长春
市，中国当代漫画领军人物。 曾
任《吉林日报》美术编辑、美术
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
默》主编、高级编辑、中国美术
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副主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评
委、亚太动漫协会顾问，现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 徐鹏飞将家国情怀
融入一生艺术创作理念， 将抑
恶扬善之本注入每一件漫画作
品， 令观者在感受其作品独特
的徐式幽默之余， 更感受到无
限正能量。 徐鹏飞表示：“我这

次展览有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
的一直到现在的， 有反映国际
的，也有反映国内的，也有反映
家庭的。 我自己更喜欢一些生
命力强的， 和我们生活很近的
这种内容的漫画。 我想，漫画的
本质就是抑恶扬善， 真情实感
表达你的观点， 老百姓都是会
喜欢和接受的。 ”

令人会心一笑后引深思
正如徐鹏飞在开幕式上提

到的那样：“我们的艺术作品中
不乏歌颂，但缺少批评。 一个人
敢于批评，敢于被别人批评，最
高的境界就是对自我批评，这
样我们的单位、社会、国家会更
加和谐， 所以我是一名从事批
评艺术的漫画作者， 我想将批
评进行到底。 ”吉林艺术学院此
次以展览形式为载体， 以系列
实践活动为契机，以“大咖”研
讨会为全新教学模式， 促进各
学科教学发展， 拓展师生专业
视野。 展览开幕后第一时间来
参观的学生杨睿说：“我觉得徐
鹏飞老师的画都是取材于生
活，属于中国传统的，是用毛笔
国画的范畴，画得比较简洁，但
是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提前
听闻了展览信息后便来到现场
的观众孙丹女士在参观后意犹
未尽：“挺贴近现实的， 以小见
大，讽刺意味也都挺强，反映了
当下的很多的东西。 ”

曾扶持多人走上漫画艺
术之路

中国美协特意为此次展览
发来贺信：“徐鹏飞是我国漫画
界的引领者， 他以睿智辛辣的
艺术风格、 敏锐深刻的观察视

觉， 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有温
度、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
精品力作。漫画艺术创作需要对
生活倾注热情，同时具备较高的
社会责任感，徐鹏飞起到了良好
的典范作用。 ”吉林省文联副主
席景喜猷透露，徐鹏飞无论是在
吉林省工作期间，还是在《人民
日报》的工作岗位上，都始终以
优秀艺术家的自觉培养和扶持
了众多爱好者走上了漫画艺术
之路。 自 2000 年以来，徐鹏飞
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
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在他
的引领和努力下，团结全国漫画
人才，培养漫画新人，扶植漫画
队伍，搭建漫画展览平台，为中
国漫画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在
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
作出了表率。

“大咖”云集研讨漫画创作
“徐鹏飞漫画创作研讨会”

于昨日下午在吉林艺术学院综
合校区会议室举行。 此次研讨
会邀请了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
主任陈黎青，副主任郑辛遥、刘
克军、刘曼华、朱松青，秘书长
王立军； 人民日报《讽刺与幽
默》报总经理岳增敏、主编肖承
森等漫画名家，以大漫画、大视
野为理论中心， 讨论研究徐鹏
飞漫画创作发展历程， 把握时
代脉搏，共同探索动漫、漫画的
融合发展方向。

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
委员会主任陈黎青谈道：“徐鹏
飞老师的画构思巧妙， 立意特
别深，充满了哲理。 辛辣的讽刺
当中有他的那种幽默感， 看了
以后会心的微笑。 多年来，徐鹏
飞致力于水墨漫画的研究和发
展， 他的水墨漫画造型简洁大
方， 在书法和绘画方面是我们
的行业标杆与榜样， 对中国漫
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因故
无法赶往长春的中国美协漫画
艺委会副主任郑辛遥以书面形
式参加“徐鹏飞漫画作品展”研
讨会，他盛赞徐鹏飞的漫画“有
思想性和趣味性”，其漫画视角
独特，具有个人风格，作品构思
巧妙， 且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哲
理性，能启发读者联想和思考。

吉林省漫画创作基地在吉
林艺术学院揭牌，随后，组织相
关嘉宾进行了现场笔会。

展览于吉林艺术学院美术
馆（造型校区）二楼举行，将一
直持续到 9 月 20 日，面向市民
免费开放。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激浊扬清 抑恶扬善”
徐鹏飞漫画作品展暨“徐鹏飞漫画创作研讨会”在吉林艺术学院举行

他的漫画构思巧妙、立意高远、幽默谐趣，每每读来忍俊不
禁，意蕴无穷。 在绘画风格上，轻松潇洒、简洁生动、简繁自如。 鹏
飞的水墨漫画保持了浓郁的文人画气息，文雅诙谐、文采飞扬，特
别是画配打油诗更是一绝，深具画龙点睛之妙。

———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主任黎青

徐鹏飞的漫画视角独特，具有个人风格。 作品构思巧妙，且有
较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能启发读者联想和思考。 作品形式多样，
有单幅、连环、黑白、彩色，深受读者的喜爱。 如作品《对策》、《邻》、
《敬畏》、《提点意见》和《偷生》等漫画，针砭社会时弊，讽刺入木三
分，把漫画中的＂讽刺”与“幽默”发挥到了极致……老徐在漫画艺
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探索几十年，至今仍活跃于漫坛，可敬可佩。

———上海美协主席郑辛遥

在徐先生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流露
了他的初心。 更值得敬佩的是，这样的初心，他不仅念念不忘，更
是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进而达至挥之不去的境界。

———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主编肖承森

徐老用大量的作品证明：他对生活的观察力、感受力和评判力
是敏锐而细致的。这与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品格的追求密不可
分；肯定也和他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方面息息相关。 漫画作品
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阅历与情趣， 或者说漫画作品就是作者
生活阅历与情趣的结晶。 一个优秀的漫画人不一定是生活的高手，
但他一定是生活的裁判；因为他对生活必然是关心、专心、用心、细
心的。 熟悉徐老的朋友肯定会同意，徐老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人。

———广州美术学院朱松青

2017 年， 长春世界雕塑公
园晋升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为进一步明确其旅游景区的功
能定位， 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更
加完善的服务、 实施更多的惠
民活动，经相关部门批准，长春
世界雕塑公园正式更名为长春
世界雕塑园。

长春世界雕塑园建设于
2000年，2003年 9月 5日正式
对外开放，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00余万人次，受到各级领导及
海内外游客一致好评。 长春世
界雕塑园是一座以自然山水与
人文景观相融为特色、 以“友
谊·和平·春天”为主题、以东西

方文化艺术相融合为理念的大
型现代雕塑艺术主题公园。

园内的著名作品有程允贤
老先生创作的《铁马金戈》、陈
云岗的《大江东去》、德国雕塑
家迈希亚斯的《平安》、非洲马
孔德木雕作品等。 园内还拥有
由来自世界 212 个国家和地区
的 397 位雕塑家创造的 441 件
涵盖当今世界多样艺术风格，
融合各种艺术流派的精美雕塑
作品， 这些作品将结合自然的
山水特点， 永久陈列在公园中
供世人欣赏。

园内自然地形起伏变化与
其天然的碧水， 是难得的雕塑

公园环境。 规划采用中国传统
与西方造园学说和现代规划理
念相结合的构思， 达到了自然
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主入口大
门及两侧弧形引导墙， 沿中轴
线对称布局相得益彰； 不对称
的景观广场， 运用巧妙的轴线
转折， 通过拱形桥与主题雕塑
遥相呼应。 蜿蜒变化的一、二号
园路， 似玉带沿碧波粼粼的湖
水环绕， 与四组景观长墙巨龙
般倾向湖心的喷水， 形成动与
静、真与曲的韵律美。

长春动植物公园位于长春
市区中心， 占地面积 74 公顷，
其中水面面积 8.8 公顷，建筑面

积 0.8 公顷，是以动植物保护和
观展为主要社会职能的专类林
园， 同时担负有野生动植物科
普宣传、 保护教育、 动植物科
研、地震宏观观测、休闲娱乐等
功能。

长春动植物公园始建于
1938年的日伪时期，称为“新京
动植物园”，俗称“老虎公园”或

“南岭动物园”，号称“亚洲第一
园”。 1945 年日本投降时将园
内狮、虎等大型猛兽全部毒杀，
其他动物亦因无人饲养而饿
死。 国民党占领长春期间，公园
成为国民党军队的练兵场，园
内设施和树木遭到毁坏， 一座

盛极一时的公园变成断壁残
垣、蒿草丛生的一片废墟。

扫码关注掌上吉林， 感受
长春动植物公园不一样的风
采。 /记者 李文琦 报道

掌上吉林记者今日带你走进长春世界雕塑园和动植物公园

嘉宾发言选登

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