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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香港画家走出现代派泥潭 创历史巨作获大赛金奖 
新唐人系列大赛之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

文 / 施萍

11 月 26 日，2019 年新唐人
第五届“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
赛”得奖名单出炉，共有 63 人
获得奖项，其中一幅长 4.25 米，
高 83.5 厘米的大型油画《一九九
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下简称

《四二五》）获得本届大赛金奖。
“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

要求参赛画家以“纯真、纯 善、
纯美”为宗旨，用正统的学院派
写实技法，创作出表现光明、正
义、善良与美等内涵， 并具有传
统价值观的人物油画作品 。本次
比赛吸引了来自 46 个 国家、近 
260 位选手参加，参赛 作品超过 
400 幅，最终有 103 幅 画作入围
决赛。

本届大赛评委主席张昆仑教
授表示，他对这次比赛的结果非
常满意。“画家的水准高，体现
了他们对纯真、纯善、纯美艺
术的追求。”他说，“你在其它画
册中，或者美术馆里，真的看 
不到这种水平和内容的作品的。”
铜奖作品《天父的眷顾》获得者
Lauren Tilden 表示，“这里的作
品都了不起，所以我非常荣幸 
能够获奖 ；参赛作品都是高水平
的精品，作品中体现出的道德 
观太好了，我因此更感荣幸。”她
说，新唐人大赛对全世界写实油
画的贡献是“关键和重要的”，

“这个世界正需要纯真、纯善、
纯美的作品，这样的比赛正是我
们所需要的，也是在挽救传统艺
术，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紧要的 
事情。”

金奖获得者、香港画家孔海
燕在获奖后表示，这部反映宏大
历史事件作品的诞生过程，就是
她从现代派画家回归到传统写实
派画家的过程 ；也是她个人在道
德修养上的升华过程 ；更是新唐
人油画大赛努力恢复人类传统文
化的一个真实的例证。

“能成功完成这部画作并获
奖，这是一种荣耀，是对我莫大
的鼓励。”她说，“但是这幅画其
实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晶，背后
包含了很多人的心血，所以我感
谢大家，感恩新唐人比赛的主办
方以及评委。”

曾经搞现代派 

走进死胡同

孔海燕从小学习传统绘画，
1989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
央美术学院，恰巧那年美院现代
派画室即第四画室招生，所以她
就进入现代派绘画系学习。她在
大学四年中努力把自己原来学的
传统画法全部忘掉，完全扭转成
了现代派画风 ；后来她又读了中
央美院的研究生，她当时接触的
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现代派“大
师”级的画家。

“我那时受中共无神论的教
育，不信有神，也不知道人有生
死轮回和善恶报应，不知道现代
艺术的三大主题——‘性、暴
力、颓废’是对人类的伤害，也
是对自己的伤害。”

由于强调自我，一直画色
情、暴力、丑怪、冷漠的画，孔
海燕渐渐对人生也绝望了，“觉
着死人比活着的人要好”，于是
在大学时期就画古墓古尸去了。

毕业时她办了第一个个人画
展，画的全是骷髅 ；后来又办了
第二个画展。她在北京美术界
已经小有名气了，曾经有人要付
100 万元买下她的画。

“我那时是闭着眼睛往地狱
里走，无论什么人、什么理论都
无法改变我，就像泡在黑水里的
白布无法再洗白一样。”

但是，有两件事情引起了她
对现代派艺术的思考。

一件事情发生在她的儿子身
上。她屋子的墙上挂着一幅自己
画的现代派作品，是一个裸女，
眼睛空洞，一只眼睛像瞎了一
样。她的一岁多的儿子一看见那
幅画就拼命哭闹，她要是把画翻
过来，儿子就不哭了。她想起中
国的老话说，小孩子眼睛能看到
另外空间的东西，莫非那幅画上
面附有不好的灵体？

第二件事是在她举办第一次
画展时，她母亲本来是要在展厅
帮忙接待宾客的，但是妈妈却怎
么也不愿进展厅，说展厅里呼呼
冒着黑气，让人脑袋疼，而走出

展厅后就“像走到另一个世界”
了，头就不疼了。

“这让我想起自己亲眼看过
的一个事儿，有一个搞行为艺术
的现代派‘艺术家’，竟然吃死
孩子的肉 ；我还看过一个录像，
里面有一个国外的现代派画家，
他为了所谓‘认识自我’，割开
了自己的胳膊研究……”孔海
燕开始对“现代派艺术”有所怀 
疑了。

回归传统写实之初

孔海燕一边在现代艺术上追
求自我、放纵、新奇与名利，一
边又感到人生迷茫，不知活着的
意义在哪里。 1993 年的一天，
她在街边公园中偶遇了一个法
轮功炼功点，横幅上面的“真、
善、忍”三个大字一下子就吸引
住了她，她感觉这才是人应该遵
循的原则，这才是人生的正确 
方向。

她毫不犹豫地开始学炼法轮
功，不仅身体健康状况变好了，
她还明白了她以前对艺术和人
生的所有迷惑不解的问题。法轮
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在书中告诉
她，一幅画上面带有画家本人以
及被画的人或物的一切信息。她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儿子和母亲对
自己画的那些所谓现代派作品是
那种反应了，那些色情和坟墓里
的东西带的信息能是好的吗？

修炼法轮功后她知道，神传
给人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人所崇尚
的善与美，不是她在大学中学的
那些东西。按照“真、善、忍”
做人，她知道自己原来的现代艺
术是害人害己的，后来就放弃了
现代艺术专业，转行当了一名美
术老师。

2014 年新唐人举办油画比
赛的时候，已经移民香港多年的
孔海燕想重拾画笔参赛。但是她
不知道画什么，而且新唐人要求

的是“传统写实人物油画”，这
对受现代派绘画专业训练的她来
说简直太难了。

“在学校学的现代派，也有
一套理论和训练方法，再让我重
新回忆起小时候学的传统的画
法，我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都是
歪的，看线都看不直，因为一直
训练自己‘变形’的感觉嘛……”

在要求自己“画准画像”的
过程中，孔海燕初尝自我挑战与
放弃的艰难，最后她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画出了一幅小男孩的
写实画，参加了新唐人第四届油
画大赛，获得了人文奖。

“那次的获奖像是我的艺术
道路上的一个指路灯，鼓励我继
续在回归传统的路上往前走，继
续画写实。”

《四二五》的创作过程

1999 年 4 月 25 日那天，孔
海燕就在府右街上，参加了“四
二五”万人上访活动。作为这个
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她一直想把

“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大上访”这
一历史事件搬上画布。

那时候，修炼法轮功的画家
们一直在创作美术作品，举办

“真善忍画展”，如今这个展览
已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展出了一
千多场次了，受到各地观众的高
度评价。从第四届新唐人比赛回
来之后，孔海燕就想画一幅“四
二五”题材的画来参加“真善忍
美展”。

这是孔海燕第一次从事写实
画的创作工作，难度之大不可 
想像。

首先，她不会构图。
“因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

真实是不同层面的东西 ；再说，
如何将这一事件真实深刻地反映
出来，成为一件成功的艺术作
品，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说，“我绞尽脑汁地去构思，

画了很多构图，但都是照历史照
片画的，看上去只是整理了一些
素材，不像创作。”

她于是向“真善忍美展”的
画家老师请教、学习，这个过程
也是很痛苦的。过去头脑中的现
代派观念和技法与老师们指导的
传统写实理念经常发生冲突。

“那真是既有抵抗外界那些
无知老观念的压力，也引起内在
美院灌输的变异观念的翻腾，我
必须时刻战胜这些内外夹击的进
攻，才能往前走。”

孔海燕说，“寻找正确创作
方法的过程，古今中外真正能解
决问题的创作理念寥寥无几，而
且谈的也多是技法，没人去讲心
法，可心法才是决定是否会创作
的关键，但是心法就牵扯到改变
艺术家本人的人格和内心世界的
问题了。”

她就天天学习《转法轮》，
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
要求自己，向内找自己不好的东
西，不断纯净自己。在画家修炼
者的帮助下，在放弃自我的苦修
中，孔海燕逐渐开窍了。

她领悟到，这幅画要表现修
炼人纯净、善良、祥和的心态
——所以要用横向的长幅、水平
且平行这种很强的形式感构图 ；
要表现法轮功学员们对信仰的坚
定与坚毅，所以画中间要放上垂
直站立的人群 ；要展现历史上的
那天街道上的上万人群，画的左
边要以透视表现远去的街道和望
不到边的人群 ；要突出法轮功学
员敢冒生命危险向政府请愿的壮
举，画的主题要有三组主要人物
给警察讲真相 ；暗示当时中共山
雨欲来的镇压恶势力，要在画顶
部放上黑云 ；向观众传递伟大的
佛法无所不能与无所不在的威严
与神奇，要在画中的上部空间中
画上飞舞的法轮……

“画家老师跟我说，这幅画
要给人形成‘乍看是警铃，细看

一场戏’的视觉顺序，使观者惊
愕之余，处在对内涵意义不断的
发现和对主题的不断认识深化当
中。这一高度概括与巧妙运筹的
瞬间绘画构图，其深刻度与震撼
穿透力是任何其它艺术形式无法
取代的……”

老师们的帮助让孔海燕脑中
形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她就按
照他们的指导，开始了没日没夜
的作画。

“四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有上万人，到哪里找模特呢？为
了真实表现“四二五”这么严肃
的大题材，她力求尊重历史，还
原当年的场景，所以她在五年内
找了近 400 个海外法轮功学员做
模特。

“我是把每个学员当肖像来
画的，他们的性格、神态气质，
我都照着真人的样子画他们的肖
像，我不会因为人多就把一些概
括掉了，我都是按照肖像画去
画，一个人一个人地认真地画。”

所以现在这幅画上面的每一
个形象都是有名有姓的真人，这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画或者肖像画
中都绝无仅有。

在用油的方法上，孔海燕
使用了欧洲的传统的多层罩染
法，即一层一层上，边画边跟一
位“真善忍美展”的修炼人画家 
学习。

“我每买一种颜色都请示专
家。”她说，因为有的颜色的化
学成分相克，“比如群青含硫，
如果碰到含铁的颜色就会变黑，
我就用钴蓝和深钴紫来调成群青
……所以，这幅画能保证百年颜
色都不会变。”

为了尊重事实，还原历史，
孔海燕画《四二五》时按照欧洲
北方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的要
求，力求庄重、平静、严谨和
精致，为此她做了大量的考证 
工作。

她研究了府右街的结构，墙
是什么样的，地砖是什么样的，
井盖是什么样的，树是什么样，
有多少种树，它们的生态和枝叶
是什么样的……因为她不能回
国，她就在香港找同样的东西。

有一次，她为了找到府右街
上的国槐树，找遍了香港的公园
绿地，最后在香港植物园中找到
了全香港唯一的一棵国槐。

五年下来，在“真善忍美展”
画家们的指导下，在数百位法轮
功学员的配合下，孔海燕终于完
成了这部具有非凡纪念意义的画
作。

“一个画家转变风格是很艰
难的事情。我从一个闭眼往黑里
走的人，能够回归到传统的道路
上，第一个改变我的力量就是我
的师父写的《转法轮》这本书，
因为他把宇宙、人生这些人类从
来都说不清楚的法理都用最浅白
的语言讲出来了。是大法彻底改
变了我的观念，也唯有修炼法轮
功，我才能有这样的毅力去改变
自己。”

孔海燕说，第二个改变她的
因素是参加了“真善忍美展”创
作组，使她得到了画家修炼者们
的纯正指导和无私帮助。

“第三个因素就是新唐人的
油画比赛，让我学到了更多好的
创作理念，也是一个让我创作传
统写实油画的契机。”

现在，孔海燕非常清楚自己
的责任。她说，就像这次大赛评
委主席张昆仑教授写的

《惜缘》里讲的那样，“我应
努力提高层次，放下自我名利，
只为众生负责，为提升人类文明
负责，‘不做庸匠做美神’。”

孔海燕，一个经过了从传统
到现代派，又从现代派回归传统
这一痛苦挣扎过程的画家，认
识到了人类艺术的真谛和使命，
那就是——“要给人真善美的感
受，要给人光明向上的能量信
息，要让人向往善良与美好，要
唤起人对神的虔诚信仰。”

孔海燕的作品《四二五》获
得了本次比赛的金奖。她说她最
大的心愿是让观众能够通过这幅
油画，了解法轮功学员，了解他
们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政府讲
真相，以及当代的现实，即今天
在中国大陆仍然发生着对法轮功
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她希望看到这幅画的所有观
众都能够选择正义的立场，为自
己选择光明的未来。◎

 香港画家孔海燕和她的画作合照

 作品《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