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军声， 砂石画创始人， 张家
界市军声砂石画研究院院长， 高级
工艺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其人：
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者

在张家界， 一个穷山娃， 凭着
对艺术的痴迷和执着的追求， 最终
成为一个新型画种的创始人， 并荣
获 “2010 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 ” 殊荣 。 他就是砂石画的创始
人———李军声。

其实， 熟悉李军声的人都知道，
他有着不凡的人生经历。 为了生计，
17 岁辍学在外打拼， 做过电工、 砖
瓦匠、 油漆工、 皮件工， 当过画师，
做过个体户。 而在众多角色的更替
和艰辛背后， 李军声始终萌动着对
艺术孜孜不倦地追求。

1984 年 7 月， 揣着辛辛苦苦攒
下的钱，李军声远赴省城，进入长沙
人民艺术专科学校，接受专业绘画教
育。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努力汲取
着知识的营养。 第二年春天，为渴求
更好的美术教育，他经常偷偷混在湖
南师大美术系的学生中间，若无其事
地听教授级大师的系统讲课，受益匪
浅。可是，不到一个月，师大老师发现
了。 哪有这样免费听课的？ 学校专门
下文，规定没有交费的旁听生一律不
准进教室。

不准在教室里听课， 李军声就
到课堂外跟高手学。 在师大艺术楼，
他忍痛请客喝酒， 一个月不吃肉攒
钱买石膏雕塑 “送礼 ”， 想尽办法
“套近乎”， 才终于拜一位姓黄的学
长为师傅。 在学长手把手的指点下，
半年内， 李军声的许多绘画困惑迎
刃而解， 关键技法一通百通， 美术
理论日渐丰富， 艺术水平突飞猛进。

1985 年 9 月， 在艺专举办的美

术展览上， 李军声创作的油画 《湘
西河街》 一举获得金奖， 老师和同
学们都对这个精瘦矮小的湘西小伙
子刮目相看， 说他 “浑身上下充满
了艺术细胞和创作激情。”

艺术来源于生活， 但更要有人
从生活中发现艺术 ， 并加以创新 。
一次偶然的发现， 改变了李军声的
艺术人生。

1986 年的冬季， 同是学绘画的
女朋友孔静萍家里翻修房子，李军声
前来当帮工。 一天，他看见泥瓦匠正
往屋前墙壁上很随意地洒一些彩色
的小石粒，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
褐色的，有的构成线，有的垒成山峦，
有的铺成一条条小路，煞是好看。 何
不用这些自然的砂子去作画呢？李军
声突发奇想，当即与女朋友一起动手
做起来。一连几天，根据石粒、石块的
颜色和形状，在画板上粘贴出一幅幅
错落有致的画，还别有一种韵味。 拿
到长沙街上去卖， 居然全卖出去了，
收入还可观呢！

一年半后， 李军声的又一次偶
然发现， 并大胆创新， 再次品尝到
收获的喜悦。

那是 1988 年秋天的一个中午 ，
回到张家界的李军声在城北的卧虎洞
旁游玩， 发现一棵粗大的枞树， 剥下
树壳， 内层的天然纹路极像张家界的
峰林， 一层层青苔， 犹如峰林上生机
勃勃的武陵松。 把石头、 植物等综合
材料一起入画， 各取所需， 各用所
长， 岂不是让画面更美！ 按捺不住内
心的激动， 李军声立即回家动手， 构
图、 布局、 磨石、 裁剪、 粘合， 一气
呵成， 一幅从未见过的绘画作品呈现
在眼前。 在后来近两年内， 李军声潜
心研究探索了 “以对象直接表现对
象， 用自然直接描绘自然” 的粘贴绘
画原理， 结合张家界的奇异山水， 在
1990 年 5 月， 创作了第一幅具有较
高艺术价值的砂石植物粘贴画———
《边城古渡》。

追求艺术殿堂的道路从来都是
坎坷艰辛的。 1990 年 7 月上旬， 李
军声的作品首次走出张家界， 到广
州参加国际花卉盆景博览会展览 ，
其中的酸甜苦辣历历在目。

当年，李军声带着 18 幅作品，跟
两个搞园林、 雕刻的朋友去 “凑热
闹”。 时间紧，没有买到火车票，为赶
时间，匆忙跳上关有鸟与狗的火车货
厢里。 一路上，奇臭无比，汗流浃背，
饥渴难熬，幸好车上卖鸟的伙计睡着
了，放着半瓶水，李军声跟朋友每人
一小口，才稍解饥渴。颠簸了近 30 个
小时，终于到了广州，下车后，随便买
点饼干充饥，便急忙挑着展品赶往展
览中心。 不到半天时间，李军声所带
的 18 幅画竟然全部卖完。 这让他对
砂石植物粘贴画充满了前所未有的
信心。

说李军声是画痴一点也不过分。
他有时外出历尽艰险， 游历写生数
月不归， 有时为创作一幅画， 废寝
忘食， 数天闭门不出屋。 2007 年 4
月 5 日深夜， 已连续 5 天没有出画
室的李军声正在创作巨幅砂石画
《遗风》， 凌晨 1 点 30 分， 他准备站
起来时， 突然一下子昏倒在地， 只
感觉头昏脑涨、 双腿麻木， 难以动
弹。 此时， 旁边没有一个人， 他自
己明白， 是长时间蹲在画板上作画，
加上自己身体贫血， 导致昏倒。 一
个人静静躺在地上一个多小时， 才
慢慢恢复过来。 稍作休息， 为了不
让创作思路中断， 又继续创作起来。

“艺术来源于生活， 更要服务于
生活， 其价值体现是走向市场， 让
社会共享。” 作为砂石画的创造者和
研究者， 充满爱心的李军声一直思
考着怎样回报社会。

1997 年， 李军声创办了军声砂
石画研究院， 招收学员， 亲自传授
砂 石 画 技 法 。 有 人 曾 劝 李 军 声 ，
“自己辛苦研究的成果不要全部教给
别人”， 可他却不以为然， “只要大
家肯学习， 我知道多少就教多少”。
14 年来， 李军声共带出砂石画创作
学员 100 多名， 许多学员走出去后，
良技在身 ， 建立砂石画生产企业 ，
还成为李军声的市场竞争对手。

“砂石画作为新兴的艺术， 不属

于他个人， 而是属于张家界、 属于
湖南、 属于中国甚至全世界。” 李军
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砂石画
全面普及与传承下去。

2010 年， 因李军声在艺术上的
成就和为社会作出的贡献， 被授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10 年 12 月 25 日， “中国文

化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法赫德国
王文化中心举行， 应邀而来的李军
声现场创作了两幅张家界风光、 两

幅沙特印象砂石
画 ， 沙特阿拉伯
王子等人惊叹不
已 ， 称之为 “世
界上最神奇的艺
术。”

其画：
张家界一张
靓丽的名片

从 李 军 声 受
到房屋装修启发
开始，砂石画已经
有了 25 年的发展
历史。1986 年冬至
1988 年秋，发现并
发明用砂石材料
作画，是砂石画的
萌芽阶段；1988 年
底 到 1990 年 夏 ，
研究直至第一幅
真正意义上的砂
石植物粘贴画诞
生，是砂石画已基
本成型阶段；随后
李军声又创造了
七彩砂石画，是砂
石画的成熟阶段。

中 国 艺 术 研
究院研究生院副
院长孙建君教授
评价李军声的砂
石画 “以自然色彩和植物肌理创造
的砂石画， 既具有自然气息， 又体
现时代精神， 底蕴深厚， 收藏价值
极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
生导师王镛评价并肯定： 砂石画不
是一种纯工艺性的产品， 它综合了
油画和中国画、 传统和现代， 创出
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创出了一种新
的画种。

如今，在网络中，只要百度搜索，
其百度百科对砂石画解释是：起源于
湖南张家界，创始人是土生土长的张
家界人李军声， 是利用自然砂石、植
物粉末等天然材料粘贴而成的一种
新型画种。 此画集国画构图、西画技
法、木刻版画、雕刻艺术为一体，具有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又因其作画材料
源于自然 ，无任何污染 ，有 “绿色画
种”和“环保画种”的美誉。 砂石画突
破了传统绘画用材，用对象直接表现
对象，以自然直接描绘自然，具有中
国画的神韵，水彩画的清新，油画的
凝重，工艺画的精巧，又有半浮雕的
立体感。

的确如此，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
自 1990 年首次走出去在广州参展
后， 李军声的砂石画从此声名鹊起，
甚至走出湖南， 响遍中国， 蜚声海
外， 成为收藏界收藏和国家对外交
往中选送的热门艺术品。

1992 年 ， 砂石画首次走出国
门， 作品 《武陵源风光》 被当作珍
贵礼品赠送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
员。 自此， 李军声创作的砂石画作
品所获得荣誉接踵而来， 《武陵山
水甲天下》 被珍藏在昆明世博会中
国馆， 《古城》 荣获第三届中国工
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 ， 《风景 》
被中南海收藏， 《风景再现》 赴法
国参加 “巴黎·中国书画展”， 《武
陵之魂天门山》 被选送作为日本爱
知世博会中国馆接待厅唯一绘画作
品展览并收藏， 《巍巍天门》 被人
民大会堂收藏等等。

“太美了，太自然了，太真实了！ ”
20 多年来， 凡是来张家界旅游的客
人，只要见到砂石画，都爱不释手，钟
爱有加，称之为“浓缩了的张家界”，
都要捎回一件作品，以满足能把张家
界奇异山水带走的心愿。

其实 ， 作为砂石画的创始人 ，
李军声早在 1990 年第一次在广州参
加展览会时， 就看到砂石画潜在的
市场。 他以张家界的山水、 风土人
情为创作内容， 迎合了来张家界的
游客的兴趣， 使砂石画不断走俏旅
游市场。

1998 年， 李军声告别家庭作坊
式生产砂石画， 开始批量生产。 大
批砂石画生产出来了， 无偿赠送给

各大宾馆、 酒店， 过往游客看到如
此新奇的画， 纷纷慕名而来。

2001 年， 李军声创建了展示砂
石画的专题展馆———军声画院， 与
奇峰秀水交相辉映， 成为张家界旅
游形象的又一道亮丽风景 。 在近
3000 平方米的展厅里， 用一幅幅砂
石画展示出张家界灵山秀水和风土
人情。 在这里， 中外游人可感受浓
厚的艺术氛围， 接受全新艺术洗礼。
据统计 ， 每年接待游客 20 多万人
次。 2011 年初， 被外界称为 “砂石
画艺术宫殿” 的军声画院顺利晋级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而砂石画， 已
经成为张家界一张靓丽的名片。

目前， 在张家界， 李军声的军
声画院是砂石画生产规模最大、 销
售交易最好、 影响力最强的旅游企
业 。 随着砂石画市场价值的显现 ，
张家界市把砂石画当作一种新兴文
化产业扶持壮大， 军声画院现已成
为 “湖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同样， 砂石画艺术收藏价值展
露， 也引起艺术界广泛关注， 越来
越多的艺术爱好者来张家界学习取
经， 美国、 加拿大和日本的一些艺
术家还专门远涉重洋来到张家界 ，
向李军声讨教砂石画艺术。 军声画
院集创研、 展览、 交流于一体， 还
成为吉首大学美术系的教学实践基
地， 砂石画艺术被纳入到高等美术
教育的范畴， 李军声本人也出任该
大学美术系的客座教授。

“要把砂石画产业做大做强 。”
“点石成金” 的李军声永不停息， 他
认为， 张家界作为砂石画的发源地，
要像深圳大芬 “油画村” 一样， 整
合各类资源， 产业前景将不可估量。

2011 年， 李军声又在紧锣密鼓
地酝酿着人生中最大的计划———创
建一座砂石画美术馆和创办一所专
业的砂石画美术学校，让更多的人能
够学习和制作砂石画，让砂石画艺术
发扬光大，永葆艺术魅力。

李军声正在潜心作画

砂石画 《小品》

砂石画 《构城》

砂石画 《红叶动秋声》

砂石画 《古城》

砂石画 《大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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