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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塑画是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教育局退休干部庞
中平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
自创的一种新的艺术形
式。它以石粉为主要创作
材料，根据造型肌理特点，
以堆、抹等手法创作，将国
画、油画和雕塑结合起来的
一种艺术形式。庞中平的石
塑画，画面凹凸有致，气势
磅礴，赋予了自然山水和人
文历史的另一种永恒之美，
这是记者4月30日走进庞中
平工作室所感受到的。

用水泥石粉作画

一望无际的云海，重
峦叠嶂的群山、苍劲挺拔
的松树……走进庞中平的
工作室，大大小小几十幅
富有金属铜光泽的画作让
记者眼前一亮。近看这些
画作，线条流畅、凹凸有
致，栩栩如生，它们既不是
平面的中国画，也不是立
体的雕塑，但具有中国画
的神韵、油画的凝重、工艺
画的精巧，还有有浮雕的
立体感。

别人作画要靠笔、墨、
水彩或者油彩，庞老师独
创的石塑画则是以石粉为
主要创作材料，以咖啡色

为主色调，根据造型和肌
理特点，用调色刀、抹子等
工具以堆、抹等手法制作，
不但古朴大方，而且层次
感十足。

“刚开始工序少，出来
的作品比较粗糙，而且呆
板和单薄，立体感和厚重
感差。”庞中平一边演示一
边告诉记者，现在他的一
幅石塑画作品从打底到成
品需要十几道工序，包括
打底稿、上底料、找造型、
挂浆、上色、喷漆等，仅找
造型就不下5道工序，颜色
至少得上3遍。

因为喜欢山水，所以庞
老师的作品多以山水画为
主，基于对自然的崇尚、对
生活的感悟，他创作的山水
石塑画给人一种别样的视
觉冲击力和想象力。据庞中
平介绍，石塑画的特点是集
中国画、油画和雕塑为一
体，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
结合，具象和抽象兼顾，基
层和肌理衔接，着色渲染出
油画效果。作品浑然天成，
气势磅礴，给人触手可及，
身临其境的感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今年57岁的庞中平毕

业于原包头师专物理系，
曾在临河区第一中学当物
理老师，后来到临河区教
育局工作，下过海，经过
商，那他怎么会与艺术结
缘？

“ 兴 趣 是 最 好 的 老
师。”庞中平说，他从小喜
欢绘画，小学、中学、大学
都上过美术班。工作后，他
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一爱
好，闲暇时间常去山里采
风或者到美术馆看画展。

石塑画要用工具把石
粉和成膏子作画。石粉有
不同种类，有石膏粉、滑
石粉、水泥等。根据不同
的配挂场所，需要用不同
的胶或漆和制，必要时还
要做防水处理，配方要尽
量环保无污染。石塑画所
用工具也不是传统的画
笔，常用到的是各种刀、
铲、签等。初期是直接把
画做在墙面上，后来为了
配挂移动方便，多数都做
在各种板材上，镶在框中，
大型壁挂还是要堆塑在墙
砖上。

谈及创作石塑画灵感
的来源，庞中平娓娓道来。
1995年，在某次家庭装修
设计中，他突然想着把平
面绘画做成立体造型。于

是，他便用石膏代替水墨，
把“山石”在墙上凸现出
来，这种尝试效果颇佳，第
一幅石塑画就这样诞生
了。从那时起，他放下手中
的画笔，拿起了抹刀。家
里、单位、客户家的墙壁成
了他创作石塑画的平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问
题也随之而来，比如材料
配方不当，作品出现裂纹、
变形脱落；有时由于没有
专门的工具，造型肌理表
现不够理想等。凸出来的
肌理如何表现出国画的特
点? 如何摆脱传统雕塑的
缺陷，使肌理更加活灵活
现? 颜料如何在凸出来的
肌理上表现出应有的效
果? 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直
伴随着他的创作历程。20
多年来，他进行了无数次
的试验，经历了无数次失
败，解决了一个一个问题，
渐渐的，他独创的石塑画
这门新的艺术日臻成熟。
如今，不少人找他定制作
品，一些展览馆、博物馆、
单位也收藏有他的作品。

2015年，他的作品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了知
识产权登记认证。认证时
起名叫泥彩中国画，后来
改名石塑画。

尝试为盲人创作

20多年过去了，庞中
平的艺术造诣逐步提升，
但他依然没有停下创作
的脚步，特别是近四五年，
他全身心投入到石塑画的
创作研究中，对于作品的
要求，也越发讲究。他的作
品从室内走向了户外，从
在木板、纤维板上作画延
伸到墙砖上创作。最近，
他为乌拉特后旗政府创
作了一幅18米×3米的巨
作———《戈壁红驼》。“这
些室外作品正在经受气
候和时间的考验，如何让
作品在风吹日晒雨淋后
保持原有风貌，我还在不
断探索。”提到今后的打

算，庞中平说，他准备成
立一个大点的工作室，多
创作一些精品供人们欣
赏，同时，他也希望和一
些学校合作，把这种新的
艺术形式传承下去。

由于做石塑画用到
的材料和工具比较特殊，
操作起来也很费力，久而
久之，庞中平的手指出现
职业性的损伤，腰部也出
现了习惯性劳损，但是他
在艺术的道路上探索一
刻也没有停息，他正在把
石塑画的内容从自然山
水向花卉、人物、动物方
向延伸，把石塑画内涵向
地缘文化延伸，还尝试为
盲人创作可以触摸的作
品。

庞中平：石塑画的诞生和传承
文·摄影/本报记者 白忠义

聋哑女孩王雅妮：想当特教老师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她因为教习近平总书
记手语“谢谢”而被人知
晓，4年之后，她年满18岁，
从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
来到了社会福利院。如今，
她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
名特教老师，帮助更多的
聋哑儿童。她就是阳光女
孩王雅妮。

5月15日，记者在呼和
浩特市社会福利院见到了
王雅妮，她的笑容很有感
染力。这个文静的女孩细
细的单眼皮，笑意温和，礼
貌懂事，让人感觉积极乐
观。虽然是聋哑人，但是王
雅妮善解人意，也很会表
达自己。在手语老师王姝
楠的翻译下，王雅妮告诉
记者，她现在过得很开心，
虽然换了新环境，但她很
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环境
让她感觉，自己从一个孩
子变成了成年人。对于她

想当一名特教老师的心
愿，她说是因为自己想跟
王姝楠老师一样，帮助更
多的聋哑儿童。

王姝楠老师告诉记
者，自己曾经是王雅妮的
语文老师。从王雅妮第一
天去特教学校读书，王姝

楠就认识她了，这个女孩
从小乐观开朗，学习也很
努力。从小学一年级到初
中、再到高中，王雅妮一直
在特教学校读书，老师和
同学都很喜欢她。

王雅妮出生于 1999
年，是个孤儿。2000年3月

份被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
院收养，2006~2017年，一
直在呼和浩特市特教学校
学习。2014年1月28日，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
市儿童福利院，看望这里
的孩子们。在和聋哑女孩
王雅妮互动交流时，习近
平总书记鼓励她好好学
习、学业有成。当时，14岁
的王雅妮弯了弯大拇指，
用哑语表示“谢谢”。习近
平总书记也伸出大拇指和
他学习哑语“谢谢”。这温
馨的一幕被记录下来，王
雅妮也因此被人知晓。

如今，在王雅妮的房
间里，还摆放着当时她和
习近平总书记的合影。王
雅妮说，自己还时常会想
起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笑
容。2018年3月份，年满18
周岁的王雅妮从呼和浩特
市儿童福利院转到了社会

福利院。从去年9月份至
今，王雅妮在一家美容美
发学校学习，现在她学会
了很多美容知识，她说她
今后还想学习美甲，多学
习一些技能，将来自食其
力。

刚到社会福利院不
久，王雅妮就向院长王河
提出了自己的心愿———想
去特教学校当一名老师。
她还专门写了一个书面的
申请书。王河和福利院的
工作人员都很支持王雅妮
的想法。社会福利院院长
王河曾任呼和浩特市特
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对王
雅妮也很熟悉和了解。他
认为以王雅妮现在的性
格和能力，是能够胜任特
殊教育学校生活老师的
工作。

随后，社会福利院的
工作人员将王雅妮的情况

汇报给呼和浩特市民政局
和市政府，局里和市里都
很重视这个事情。王河告
诉记者，除了王雅妮，还有
一个盲人小伙子院民也想
自力更生，目前他正在河
南洛阳学习推拿，之后会
去上海实习。王河说，无论
是谁，只要有工作的意愿
和能力，福利院一定会最
大程度地创造便利条件，
帮他们实现心愿。

从小看着王雅妮长
大的王河，是王雅妮的师
长，更像是她的父亲，在
言语间透露着对王雅妮
殷切的期望。王河说，等
王雅妮愿望实现的那一
天，他一定亲自去送王雅
妮上班。

特教学校就在社会福
利院的对面，从这个门跨
越到对面的门，将是王雅
妮人生中新的里程碑。

庞中平正在作画

王雅妮（右）和王姝楠用手语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