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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位国内外艺术名家
签约入驻

3月19日，后湖国际艺术区，湖南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杨志坚的工
作室，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装修，月底就
将启用。

走进他的工作室， 宽敞高大的空
间，设计成一个复式结构。 一楼将做一
个小展厅，用来陈列作品。 旁边隔出一
间，是作品收藏室。 沿梯而上，是创作
区。 窗户外， 可以望到波光粼粼的后
湖。 屋顶一排透光玻璃，让自然光直射
进来，创作室格外明亮。 还有会客区、
休息室、小厨房，俨然是一个居家的地
方。 在他看来，这已经满足了他创作的
需求。

从2013年签约，到如今入驻，专攻
油画的杨志坚，对后湖可谓情有独钟。

“其他省市，很难找到这样的艺术区。 ”
他进一步解释说， 后湖国际艺术区既
有很好的区位优势， 又有良好的创作
氛围。

毗邻湘江，环绕后湖，依山傍湖，
环境很美。 这里人文底蕴深厚，高校密
集， 并集中了200余家艺术培训学校，
离正在建设的湖南省美术馆仅800米
之遥。

艺术区内， 所有建筑外墙都是清
水红砖。 建筑风格来源于拉斐尔故乡
乌尔比诺镇。 杨志坚告诉记者，这种红
砖经过一定年限后，会长出绿苔，给人
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非常漂亮。

湖南省油画学会主席段江华 ，
2006年至2012年一直在北京。 2012年
下半年回湘，找工作室时，画家陈和西
向他推荐后湖。 到后湖转一圈，参观了
朱训德、陈和西的工作室后，他怦然心
动，相见恨晚。 当即找到后湖国际艺术
区的负责人赵荣军， 要了临湖一栋破
旧的小楼。

如今，经过改造的这栋两层小楼，
成了段江华最喜欢的地方：“只要没上
课、没出差，就在工作室里。 ”

小楼每层面积180平方米，上一层
是创作室兼作品收藏、展示。 阳台上，
一棵树赋予了整个院落诗情画意。 他
的夫人吴涛还在上面种了许多花花草
草。 下一层是生活区，厨房里锅碗瓢盆
一应俱全， 长长的餐桌可以容纳20多
人用餐。 人们都喜欢来这里喝茶、聊
天、交流，大家在这里感觉非常舒服。

“很多外地的艺术家来看过我的
工作室后，羡慕不已。 ”段江华说，好些
在北京的湘籍艺术家也想入驻后湖，
向他表达了想找工作室的想法。

长沙后湖国际艺术区负责人赵荣
军告诉记者， 先后有40多位常驻北京
宋庄的湘籍艺术家希望回到后湖，由
于后湖容量有限， 经过后湖艺术委员
会筛选，只选了10余位提供工作室。

赵荣军介绍， 后湖国际艺术区自
2013年10月22日开园以来，截至今年
3月中旬，已与118位艺术家签约，其中
74位艺术家正式入驻。

签约入驻的艺术家中， 湖南名家
数不胜数，包括黄永玉、易图境、黄铁
山、李自健、毛焰、朱训德、陈和西、段
江华、陈飞虎、莫高翔、王金石、旷小
津、卢雨等，及参加过威尼斯国际艺术
双年展的舒勇和岳敏君。 后湖的志向
不止于此，还要吸引世界名家。 曾两次
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意大利当代艺术
名家巴西勒、英国著名版画家保罗·克
罗夫特等也已签约。

用产业做支撑
走国际化道路

几年前， 赵荣军就在谋划后湖国
际艺术区。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
赵荣军，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实现美

术湘军的崛起。过去10多年里，他将众
森美术学校做成了艺术培训界的佼佼
者。

2012年，他自己找工作室时，发现
朱训德、 陈和西等许多本土艺术家都
有这个需求。 浸淫湖南艺术界多年，他
深切感受到， 湖南艺术家单个力量都
很强，但由于缺乏平台，始终没有形成
合力。“我就想让后湖成为艺术家的一
个理想家园， 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梦
想。 ”

经过一年多筹备和建设， 后湖国
际艺术区于2013年10月开园。 按赵荣
军的设想，后湖国际艺术区将打造“三
园、三街、三中心”。“三园”即桃花岛湖
南名家艺术家创作园、 湖南省青年艺
术家创作园、后湖国际艺术家创作园；
“三街”即艺术品交易一条街、艺术酒
吧一条街、 时尚文化消费一条街；“三
中心”即展示中心、交易中心、艺术教
育中心。 在这里，将实现艺术创作、展
示、交易一体化。

后湖给艺术家的工作室都是免费
提供。“我们不赚艺术家的钱，因为艺
术家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在赵荣军
看来，艺术家愿意来这个地方，艺术区
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改造过程中， 后湖始终坚持慢速
有序的发展思路。 赵荣军说，艺术区不
能只是眼前好看， 而是几十年后还能
存在。

放眼国内，北京的798，上海的莫
干山，深圳的艺术22区，成都的蓝顶，
都早已名声在外。 但如今，这些地方在
一些人看来，商业气息浓重，艺术交易
多，艺术研究少。 赵荣军说，比较而言，
后湖走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用艺术品交易、 时尚文化消费等相关
产业来支撑。

面对外界对于后湖会不会像国内
很多艺术区一样， 最终走向商业房地
产道路的担忧， 赵荣军强调：“肯定不
会。 ”他说：“我们交易区的商业化是产
品的商业化，创作区就是纯粹的创作，
互不干扰。 ”

2014年， 就有房地产开发商看上
了后湖， 提出以较高价格整体收购后

湖国际艺术区。 面对危机，赵荣军请来
一位经济师， 摸清后湖有形的和无形
的资产。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地产商知
难而退。

后湖的另一大目标是国际化 。
2014年， 意大利当代艺术家巴西勒来
后湖考察，双方达成合作，建设一个中
意当代艺术中心。 目前，与“三园”隔湖

相望的中意当代艺术中心正在紧张改
造中，已经完成超过一半的任务。 今年
下半年， 中意当代艺术中心将投入使
用，现在正筹划中意艺术节。 赵荣军透
露， 届时以巴西勒为首的24位意大利
艺术家将来到后湖， 和湖南的艺术家
一起举办一个“中意对望展”，并参与
一些创作活动。

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赵
荣军说， 许多享誉全球的艺术家都愿
意来后湖， 但后湖不是单纯请他们入
驻搞创作， 还提出由他们邀请湖南的
艺术家去国外。 今后， 后湖的艺术家
们，将走出国门，与国外艺术区交流，
相互学习，相互碰撞。

形成艺术“磁场”
引领艺术湘军崛起

就湖南而言， 后湖国际艺术区的
出现，填补了湖南艺术界的多项空白。
这里是湖南第一家国际艺术区， 也是
湖南聚集艺术名家最多的区域。 来自
国内外的艺术名家在这里创作、交流，
无疑将不断助力美术湘军的新崛起。

后湖国际艺术区集名山、 名水、名
校、名人于一体，离正在建设的湖南省美
术馆相距仅800米， 周围艺术培训学校
200余家，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是新
文化产生之地。如今，在百余位艺术家入
驻后，更是积聚了强大的“艺术磁场”。

对于艺术家来说， 他们需要的不
仅仅是能够画画的地方， 而是一个能
唤起他们创作感觉的地方。“处在有历
史和人文底蕴的地方， 艺术家更容易
产生灵感，激发想象。 ”湖南省美协主
席、 湖南师大美术学院院长朱训德的
工作室建在湖上， 窗外的湖面微波荡
漾。 在他眼中，后湖是全国最好的“艺
术高地”，放眼全国也难找到这种天时
地利的环境。

“艺术高地”的本质就是创作，就
是要充分激发整个中华民族、 中国社
会最强的创作力。 朱训德说，后湖国际

艺术区势必成为艺术湘军新崛起的重
要阵地， 会让那些有思想有抱负的画
家更好更快地成长。

“我要感谢后湖艺术区的兴建。 ”
陈和西说，艺术创作需要环境，这个环
境就像磁场。 离开了磁场，就会进步得
相对慢些。 而兴建艺术区，就好比给艺
术家提供了一个磁场， 在这里可以更
好地进行交流与创作。

陈和西认为， 与国内一些已负盛
名的艺术区不同， 后湖国际艺术区有
自己的“高地”特色。“入驻后湖的都是
美术界的高手，这里的邻居都很优秀，
艺术家们住在一起，融入到这个集体，
就会形成资源整合的局面。 假以时日，
将演变成湖南的艺术流派。 ”

杨志坚说，入驻艺术家中，许多是
湖南大学、 湖南师大、 中南大学的老
师，这个平台打破校际界限，导师们在
一处创作，学生们在一处交流，让后湖
成为一个艺术、创意的孵化基地。 民族
的创造力，文化新思想，都是首先通过
美术作品敏锐反映出来。 湖南师大美
术学院副教授周功华认为， 后湖艺术
家们前瞻性的探索， 无疑将成为湖湘
的创新活力之源。

湖南的优秀艺术家不少， 然而许
多艺术家影响限于湖南一隅。 朱训德
把原因归于缺乏高端的交流推广平
台。 而后湖的出现，将成为推介湖南艺
术家的大舞台。

立志做“国际性后湖”的后湖国际
艺术区，未来还将囊括电影、电视、戏
剧、 设计、 建筑等多种艺术和创意类
型，形成500家专业工作室，并建成10
家艺术馆和博物馆， 实现2014年湖南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目标———

“依托长沙后湖艺术区等文化产业基
地，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体育等多
种业态融合发展。 ”

长沙后湖国际艺术区开园后，形成“东
有上海莫干山、南有深圳宝安 、西有成都蓝
顶、北有北京798、中有长沙后湖”的中国艺
术园区格局。

上海莫干山。 位于上海苏州河南岸半岛
地带的莫干山路50号，2005年4月被上海市
经委挂牌为上海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 几年
来，园区引进了包括英国、法国 、意大利 、以
色列、加拿大、中国香港在内的17个国家和
地区以及来自国内10多个省市的130余位
艺术家 ，以及画廊 、平面设计 、建筑师事务
所、影视制作、环境艺术设计、艺术品(首饰)
设计等行业精英。

宝安艺术22区。深圳艺术22区是中国首
个国际艺术原创产业园区，也是目前我国南
方地区规模最大、服务完善的当代艺术交易
基地。 艺术区包含艺术品交易中心、艺术银
行、影像动漫中心、当代艺术展示中心等设
施。 其中，艺术品交易中心和艺术银行在全
国都属首创，可以为入园的艺术家和艺术机
构提供广阔的销售渠道。

蓝顶当代艺术基地。 2003年8月由周春

芽、郭伟、赵能智、杨冕4位艺术家租用成都机
场路旁的闲置厂房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厂
房是铁皮蓝顶，故命名为“蓝顶”。随后，蓝顶的
影响力、 凝聚力逐渐放大，100多位艺术家聚
集于此，成为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群落。2007
年， 在政府的引导下新蓝顶艺术区向东迁移，
“成都蓝顶当代艺术基地”项目正式启动。

北京798艺术区。 北京798艺术区所在
的地方，是前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 “北京华
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 因为园区有序的规
划、便利的交通、风格独特的包豪斯建筑等
多方面的优势，吸引了众多艺术机构及艺术
家前来租用闲置厂房进行改造，逐渐形成了
集画廊、艺术工作室、文化公司、时尚店铺于
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

后湖：
“艺术高地”正崛起

3月，乍暖还寒。 走在长沙后湖国际
艺术区，红色的砖瓦房笔直挺立，繁茂的
大树随风飘摇。 小草已经破土，枝头也在
抽芽，一派生机盎然。

除了春的气息， 这里还有浓浓的艺
术气息。 随便推开一间工作室，朱训德、
段江华、陈和西、周玲子 、陈飞虎……晃
动的是艺术家创作的身姿。

这里位于岳麓山下， 在大学城与湘
江之间 ， 有一片2000亩的明镜般的水
域，长沙人称之为“后湖”。

随着湖边那些废弃的旧厂房、 老民
居被改造成艺术家工作室， 优美的环境
和良好的氛围，吸引了100多位国内外艺
术家纷纷入驻。 一个“艺术高地”正在冉
冉升起。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链接
国内著名艺术区

后湖国
际 艺 术
区 风 格
各 异 的
创作间。

大部分省内主流创作艺术家进
驻后湖国际艺术区。

后湖国际艺术区依山傍水， 环境优美。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后湖国际
艺术区一角。

后湖国际
艺术区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