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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石林

作品展览与获奖情况：
绎1986年刊头画叶农村科学曳在赣南日

报发表美术作品袁 迄今累计有 2200余幅刊
头尧插图尧尾花被中央和省地报刊采用发表遥

绎1988年水粉画叶晴日曳参加全国农民
书画大赛并获入选奖遥 渊中国民族文化宫收
藏冤

绎2009年中国画叶那年花开曳入选江西
省第十三届美术作品展览遥

绎2001年标徽设计 野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冶获采用奖遥

绎2010年中国画叶较量曳入选第三届江
西省体育美术作品展览遥

绎2012年版画叶赣源风光曳组画 4幅入
选江西省第十四届版画展览遥 渊赣州美术馆
收藏冤

绎2013年版画叶不到长城非好汉曳入选
江西省第十五届版画展览遥

绎2015年版画叶弯弯的月亮曳获江西省
第十六届版画展览三等奖遥

绎2016年中国画叶守晒场曳入选第四届
江西省中国画作品展览遥

绎2016年中国画叶兵曳入选第四届江西
省中国画作品展览遥

绎2016年版画叶小河清清涤尘埃曳获赣
州市廉政书画大赛一等奖遥 渊赣州市纪委收
藏冤

绎2016 年版画叶红都曙光曳获第 12 届
全国野滕王阁冶杯文艺大赛渊美术类冤一等奖遥

绎2016年叶长征第一山曳入选江西省重
大美术题材创作工程并展出遥

绎2016年叶长征第一山曳入选中国文联
野永远的长征冶美术书法摄影主题展览遥

绎2016年叶长征第一山曳获江西省第二
届农民工才艺大赛美术作品三等奖遥

绎2016年版画叶光荣之家曳获江西省第
十七届版画作品展览二等奖遥

绎2016年版画叶小河淌水曳获江西省第
十七届版画作品展览优秀奖遥

绎2016年版画叶光荣之家曳获江西省职
工网上艺术节一等奖遥

绎2017年版画 叶夏至曳 入选中国万安
野美丽中国冶全国农民画展遥

绎2017年版画叶心底无私天地宽曳获江
西省野倡廉风袁扬正气冶书画尧摄影作品大赛
美术作品二等奖遥

绎2017年版画叶长征第一桥曳获 野中国
梦窑劳动美窑红土情冶 纪念三个 90周年江西
省职工书画联展美术作品三等奖遥

记者院石林委员袁您是我市真正
的草根版画艺术家袁首先袁热烈祝贺
您创作的艺术版画获奖频频院叶心底
无私天地宽曳获江西省野倡廉风袁扬
正气冶书画尧摄影作品大赛美术作品
二等奖袁叶长征第一桥曳获 野中国梦窑
劳动美窑红土情冶 纪念三个 90周年
江西省职工书画联展美术作品三等
奖袁叶夏至曳 入选中国万安 野美丽中
国冶全国农民画展遥 我去年就已经关
注到您在版画创作方面的优异成
绩袁省级和国家级展览及获奖不断袁
个中甘苦只有您自己清楚袁 请问您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袁 是如何走上绘
画艺术道路的呢钥

刘石林院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袁命
运也就不同遥 我生长在农村袁那时候
小学的课外作业很少袁 课后和课余
涂鸦便成为我的最大爱好遥 父亲喜
欢给我买小人书袁 许多人的画面至
今记忆犹新遥 于是袁那些连环画就成
了我最早的摹本袁 我自己也没有想
到绘画爱好会伴我一直走到今天遥
泽覃中学读初中时有幸接触到美术
实习老师雷清金先生并跟随其学习
绘画基础知识袁 高中毕业后回乡务
农自学曰八十年代初期随章隆源尧刘
辉先生进一步学习绘画的理论和创
作曰 这些师长都可以说是我绘画艺
术的引路人遥

艺术的道路袁 最难捱的是爱好
与生计的冲突遥 结婚生子袁 儿女出
生袁肩上的担子日益加重袁夫妻间为
农活而吵嘴干仗是家常事遥 迫于生
计袁我砍过柴尧放过排尧捉过田尧打过
工袁也经过商噎噎尽管生计维艰袁我
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爱好遥 结婚那年
阑尾炎手术康复后袁 闲来无事就进
城跑图书馆看报袁 看到报刊纸上那
些精美的刊头美术作品袁 就有了创
作的欲望袁回家后反复构思袁创作了
一幅叶农村科学曳报头画投寄报社遥
再次去图书馆翻阅报纸时袁在叶赣南
日报曳渊1986.4.11冤 刊载了我用钢笔
画出的作品遥 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变
成铅字印在报纸上时袁 我流出了激
动的泪水袁 一月后领到报社邮来的
两元五角钱稿费袁 为小孩买了可口
的饼干袁 还买了 2斤猪肉和 1斤米
酒回家庆贺袁 妻子调侃说院野农民也
有领稿费啊钥 冶后来袁我坚持报头尾
花的创作袁 作品屡次在全国二十余
家省地及中央报纸发表遥 1988年水
粉画叶晴日曳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美协
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全国农民书画大

赛展览并获入选奖遥 乡村的艰苦和
每况愈下的作物收成令我堪忧袁九
十年代初我只身南下广州打工袁因
有从事报头尧版画创作的经历袁我带
上了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剪辑
和参展获奖证书袁 这些资料竟然让
我通过了面试袁 在大都市成为一家
私企学校的美工袁 后来辗转其它企
业也是绘画技艺给我带来的好处才
得以安身立足曰 六年后我回乡创业
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袁 绘画同样给我
的广告设计带来许多便利袁因此袁就
更加坚定了我走绘画艺术的道路遥

记者院据我所知袁你基本上是靠
自学绘画而获得的成功袁 你能谈谈
你对绘画艺术尤其是版画创作的理
解和经验吗钥

刘石林院我不是科班出身袁自学
毫无疑问要比科班出来的要吃力许
多遥学画容易创作难遥我的创作知识
的丰富主要归功于市政协原副主席
刘辉老师的悉心指导遥 创作农民画
叶晴日曳袁 让我从一个对创作不知是
何物的门外汉袁 懂得了什么是构图
什么是画面袁这是我的幸运袁也就是
俗话说的野遇上了贵人冶袁也就是说
我并不是完全靠自学而取得的成
功遥 我最早的版画叶暑天的歌曳在赣
南日报渊1989.6.14冤赣江源文艺副刊
发表袁 也是刘老师精心指导我怎样
使用刻刀袁 让我知道了版画的艺术
语言遥 前几年袁红都版画学会成立袁
我又重新搞起了自己不太成熟的版
画袁 版画前辈刘辉严恩浩段裘明三
位老师袁手把手传授袁经过老师们的
竭力帮助袁我的版画水平明显提高袁
于是有了近年来的作品在数量和质
量上的提升遥

记者院在版画创作中袁你如何看
待和把握红色题材创作的钥

刘石林院什么山头唱什么歌遥 自
豪地说袁 红色题材给我的创作带来
得天独厚的机遇遥 2016年我创作的
叶长征第一山曳获得较大成功袁这幅
表现瑞金革命史诗的画作袁 入选了
江西省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并展
出袁 同年入选中国文联主办的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书画作品主
题展览曰今年上半年创作的叶长征第
一桥曳袁也是以红色元素为创作题材
的版画袁获得了由江西省总工会尧江
西省美协主办的 野中国梦窑劳动美窑
红土情冶纪念三个 90周年江西省职
工书画联展美术作品三等奖遥 由此
可见袁红色题材是我们红都的宝藏袁

是我市艺术家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
泉遥

记者院作为一位野草根冶版画艺
术家袁 你对我市的文艺创作有何感
想钥

刘石林院2014 年 10 月 15 日上
午袁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
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习总书记强调袁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
号角袁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袁最
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遥 实现野两个
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尧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袁 文艺的作用不可
替代袁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袁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
的地位和作用袁 认识自己所担负的
历史使命和责任袁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袁 努力创作更多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袁弘扬中国精神尧
凝聚中国力量袁 鼓舞全国各族人民
朝气蓬勃迈向未来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举国上下重
视文艺作品的同时袁 瑞金市委市
政府也出台了文艺作品在省级以
上发表渊展出演播冤获奖的奖励政
策袁 全面打破了我市文艺作品多
年止步不前的局面袁 极大地调动
了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积
极性袁作品质量明显提升袁出现了
很多在全国获奖的文艺精品遥 其
它艺术作品门类我不太清楚袁就
美术作品而言袁 今年我市的版画
油画国画三大画种袁 全面进入了
国家艺术殿堂遥 严恩浩的版画叶春
到绵江曳尧 许志华的油画 叶狙击
者曳尧胡应东的叶山壑曳和江南春的
叶渔歌曳国画袁终于亮相于梦寐已
久的国家级展厅袁 改变了难上国
家级展览的尴尬局面袁 刷新了红
都美术史册遥 主要原因是得益于
我市奖励政策的颁布落实遥

但是袁不知是何原因袁我市对去
年文艺作者发表获奖的作品至今还
未进行奖励袁部分作者苦不堪言袁希
望市委市政府能够加大对作品的奖
励扶持力度袁尽快落实奖励措施袁增
强瑞金文化实力袁 为打造文化瑞金
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刘石林袁泽覃乡五龙村农民袁自幼酷爱
临摹连环画遥 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并自学
绘画曰石家庄文学艺术函授学院美术专业结
业袁1986年开始在赣南日报发表作品袁曾做
过瑞金师范美术教师尧瑞金工艺美术厂竹编
美术设计袁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员袁江西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袁政协瑞金市第四尧第五尧
第六届委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