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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年前，蒙藝研雅集冼程萬、李定和兩位先生介紹，我認識畫家洪波，修長文秀，

雅氣翩然似江南才子，並往《世界日報》展覽中心參觀他的個展。我記得他是潮汕人，

幼承家學，書法築基深厚，青年逰於嶺東嶺南書畫名流之間，得窺繪畫門徑，及中年眼

界更寬，用力更勤，師古師心兩不偏廢。尤其是移居加州後，自號“出海堂主”，創作

作品更豐，筆墨中充盈秀傑之氣，畫幅無論是小品還是巨幅，英挺峻茂，豁神醒目。

洪波是嶺南人。近百年來，嶺南畫派自成格局，雄鎮南天，影響也及東南，嶺南地

區畫家自然也不出嶺南派風氣風範之外。黃君璧先生是難得的例外，取徑石溪，斟酌時

賢，人是嶺南而畫非嶺南，終列“渡海三家”之列，成就巍然。洪波人生嶺表，學藝也

始于嶺南，但勇於探索，兼容包蓄，在鄉賢門風之外，有自立門戸的雄心。君翁之後，

復有才人如斯，實乃畫壇的幸事。

洪波現旅居美國洛杉磯，為加州大學落杉磯分校客座教授，在該校講授“用中國畫

畫美國山水”課目，得到學界關注，也得中美諸多藝術機構的關注。他的作品為美國亞

太博物舘、漢庭頓圖書舘、加州大學、中國華僑歷史博物舘、海南中視集團等中外學術

單位、美術機構收藏。

洪波年屆天命，是一個畫家最年富力強之時，他非常真切、全力、飽滿地創造自

己的藝術世界。時下有種風氣，一些畫家，年在不惑天命的時候，卻莫名其妙地一味

“平淡”“枯淡”“枯寂”，明明精壯漢，卻成衰翁樣！洪波身上，沒有絲毫沾染這種

習氣，他的略帶芒刺感的筆墨、雄整渾厚的構圖和瑰麗的墨彩，是對那些未老先衰的可

笑做派最好的一聲棒喝。蘇東坡有雲：“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

熟，乃造平淡”。洪波正值黃金壯歲，正是“氣象崢嶸，五色絢爛”，堂堂正正，正當

時也。

    緣此，我把這一展覽名之為《氣象崢嶸》。敬希識者知之。

                

矽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舒建華

二○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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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家論洪波藝術

他的畫不拘泥于傳統的山水畫，不完全按照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方法去畫，他敢於吸收

西畫的因素，包括光影、倒影和西方的繪畫技法，與傳統筆墨、傳統的章法結合在一起，

創作他自己的面貌，這是他非常特殊的。從他的畫裡可以看到他是很儒雅、很關注提高自

己藝術修養的這麼一位藝術家，他的創作沒有燥氣，也注意格調，注意情趣，這個對我印

象是最深的。

—邵大箴  

洪波最大的優勢就是隨學隨吸收、隨剪裁、隨取捨。比如他的寫生都是用墨畫的，

幹淡墨，很不一樣，中國特色語言形式，又吸收了現代人的視覺觀點，很完整，跟別人還

不一樣。靈活使用了比較濃重一些的青綠顏色，非常統一和諧，這種濃烈有點像元代的王

蒙。值得稱道的是他的“牛毛皴”，他把石濤的潑墨大筆也融合進去了。對傳統筆墨還是

下了功夫去研究的，而且變成自己的東西，甚至於去畫美國景色。

—薛永年

在他的畫裡很有個人特色，他畫得非常認真，學習古人，王蒙的東西—茂密，黃賓虹

的藝術精神—厚重。總體來說，他在藝術上很想把他所看到的東西、得到的東西表現在畫

裡，我覺得是茂密、厚重方面的因素多。這也是比較難的，他不是模仿一下，學習一點風

格就可以了，也不是很簡單的學習黃賓虹的筆墨，他是用他的寫生精神滲透到他的繪畫語

言中，求得一個很完美的結合。

—孫克   

洪波的作品是舊題新意，就是傳統中國畫畫出新意，新題古意，新的題材特別是畫美

國的山水題材，屬於新題材，他也要表現出古意，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探索。尤

其我比較喜歡美國那批作品，這些寫生我非常喜歡，包括這些小品，我覺得是走出中國畫

傳統圖式的一條生路。

—王鏞  

他是博取了各家所長，而且都能拿來為我所用，一方面和他沒有桎梏的習慣有關，或

者說沒有受嚴格的具象學院派對寫生的西式訓練有關，所以他很自由；另一方面對景物寫

生整個畫面很輕鬆，不拘一格，很平靜的去面對自然，和大自然對話，根據自己的胸臆去

抒發大自然，讓它留在紙上，這是一個過程，這是藝術的真諦。

—陳醉 

作為青年畫家，他的畫很重視傳統，也非常重視生活，既重視眼前的景物，又尊重自

己內心的感受。所以他的畫我覺得畫得不是那種冷冰冰的、積木似的，感覺他的畫是動情

的，比如有些畫到茂密處，水墨淋漓，很有激情。

—夏碩琦

清代的“四大家”叫“以元人的筆墨蘊宋人之丘壑”，我想洪波是“以中華之筆墨蘊

美利堅之丘壑”，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和開端。…… 洪波很有靈氣，很有畫家的天分，這

批畫國內的寫生畫了泰山、黃山、張家界的天門山等等，都很有靈氣。希望他繼續努力，

在中美兩大國之間承擔中國畫界文化學者、文化使者的光榮任務。

—劉龍庭

洪波先生是旅居海外的中國畫畫家，以中國傳統方法描寫山水地貌，他在傳播中國文

化，加強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的作品具有很強的古典精神，也就是很有

古意，繼承了傳統的特別是元明清這些畫家們山水畫的精髓，有一種古典精神。

—鄧福星 

“心隨境轉是凡夫，境隨心轉是聖賢”， 他如果自己能夠不隨著外境的變化而變化就

是聖賢，如果隨著外景的變化而變化可能就是一個凡夫。我們不是說洪波先生已經成為聖

賢了，但是至少我覺得他的這種創作觀是通向這一方面的一個道路。

—趙權利

洪波用傳統的中國山水畫筆墨去表現美國山水，甚至還出現了“排梳皴”上的變革。

中國畫界傳統和現代的關係，就是筆墨的層次關係，而皴法是最典型的，它是有共性的，

比如特定的山勢結構會出現特定的筆法和組合結構，不同的山勢可能有一種地域性，比如

斧劈皴、披麻皴，和物件的關係聯繫得非常緊密，而且物件的結構關係和區域性的文化關

係也是結合較密切的。

—鄭工

洪波的藝術特點有：一個是筆墨理性、古典精神；一個是格調舒闊、曠遠平和；一個

是情感深厚、引而不發。我覺得洪波先生的作品具備這樣的古典精神和實質，最突出的就

是他的筆墨理性。這個理性一方面是古典文化的文化理性，還有一個就是他人的理性，我

跟他是第一次見面，我感覺這個人一定是理性很強的人。

—朱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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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自然山川之間的交流，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這一點可能是西方藝術所沒有的，

對這種精神的繼承，把這種精神弘揚到海外，這是他的藝術最大價值所在。

—裔萼

援書入畫，強調用筆線條的金石意味以及追求結構章法的茂密樸厚，這大概應該是黃

賓虹高揚“道咸中興”說以後流行的正統主義樣式。洪波的努力，企圖踐履的也正是這種

價值取向;他在書法中得到的磨煉，顯然有助於這種價值的強調。

眾所周知，“明勸戒，著升沉”是漢唐繪畫承擔的道德教化義務，在現代實踐中，這

種古老的價值功能被轉述為啟發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顯然，洪波無意承擔這種重大責

任，他所承接的無非是元明以來浸漸蔚為奇觀的所謂為寄、為樂的文人畫傳統。換言之，

繪畫在洪波這裡只是個體生存體驗的一種方式。

—李偉銘

“幸有我來山未孤”，美國的山水是幸運的，因爲有了洪波的畫筆，使這些本來僅屬

自然景觀的風光增添了新的涵義。洪波以其精湛的畫筆、傳統文人的情思、對異域風景的

深層次解構技巧，爲我們解讀了他眼中之美國風景與心中之山。他的山水的空靈、淡雅，

筆墨的明淨、意境之深遠，爲我們深入瞭解一個融合中西的藝術家提供了藍本。中國山水

畫如何變革，怎樣在題材及語言上有所突破，怎樣以自己獨有的面貌示人，爲畫界留下濃

墨重彩的一筆，洪波的異域風光山水畫爲我們提交了一份自己的答卷。

—朱萬章

因為洪波的創作思維和那些SINOPHONE的小說家的創作方式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

他才能創作出這些用創新手法來描繪那些我們熟知場景的有趣的繪畫作品。正如洪波呈現

給大家的作品，這是用一種非同尋常的視覺藝術的表達形式，並且這種獨特的視覺藝術表

達形式是深深紮根于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的。因此，即便你對中國文化並不瞭解，你仍然

可以感受這些繪畫作品的魅力。它們是那麼美，那麼具有吸引力。你可以想像自己身處畫

中，來感受其中的意境。如果你想對這些繪畫作更深入的理解，弄清楚這些繪畫語言是如

何操作無疑會對你有所幫助。洪波的繪畫有它的基本原理、有它獨特的詞彙，你要學會怎

樣去解讀它。

—（美）石聽泉

駐足於松蔭之下，坐臥于奇石之上，聆聽潺潺清泉，感受徐來熏風—洪波每每流連於

此情此景之中，他感恩大自然的惠與，陶醉於大自然的音韻，鍾愛於大自然的和鳴。他擅

長借助手中的畫筆狀述眼前景和心中情，亦一如既往地秉承中國文人畫家詩意化、浪漫化

的山水精神。

在一次次的遊歷，一次次的感動中體驗人生的真如並賦予無窮的愉悅—當然他的愉悅

包含著對藝術的深刻理解與辛勤的歷練。當你走近洪波，走近他的藝術，就會感受到洪波

及其山水品格的魅力。

—高鏵

書畫是中國傳統藝術的載體，洪波先生借助手中的畫筆描繪祖國的自然風物、人文

景觀，在洛杉磯舉辦畫展，有助於向美國民眾介紹獨具魅力的中國書畫藝術，傳播中華文

化。可以說:洪波是繼齊白石、張大千等前輩大師之後在中國畫界推動“中學西漸”的後起

之秀。

—陳懷之

洪波先生是一位勤奮執著的畫家，他儘管在美國生活，還經常回到故國，走遍了山山

水水，寫生作畫。洪波先生的畫作來于自然、出於自然、高於自然。

—車兆和

洪波先生在中國美術山水畫有著極高的藝術成就。通過洪波先生的藝術魅力提高了美

國社會對中國文化藝術的認知和感召力。

—（美）趙美心

自古以來畫家對於水墨丹青的運用，崇尚純水墨者有之，鍾情設色者有之，兼擅眾長

者也有之。董其昌雖首倡“南北宗”之說，但他的畫作，卻是水墨、淺絳、青綠並用。洪

波先生亦是此中高手：他擅於捕捉造化之神奇，四時之變幻，抒發其心緒於筆端：時而風

雲際會 - 水墨淋漓；時而和風細雨 - 淺絳粉黛，時而秋林春山 - 凝丹流翠。

—（美）李定和

洪波老師的作品我是很喜歡，他是從寫生入手，最後又形成自己的風格，可以看到一

些傳統大師的影子，但是他把這些大師的真正的精華自己都消化了，他的作品形成自己獨

特的風格。

—趙旭  

這次展出洪波的75幅作品，我覺得很大器、空靈，生活感特別強。這些年和洪波的接

觸和交往過程中，我也覺得這個人修為非常好，謙虛、嚴謹，這些都是一個知名畫家應該

具有的品質。我是搞企業的，更多的是從我們企業的眼光來看，我覺得洪波真的是值得去

投資、值得去推廣的一個藝術家、一個畫家，他的作品很值得收藏。

—劉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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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碧崖飛玉

款識：碧崖飛玉。甲午年夏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白文：洪波
朱文：出海堂  觀海聽濤

尺寸：高34cm×寬69cm，約2.1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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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丹壁春煙

款識：丹壁春煙。甲午夏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白文：洪波
朱文：出海堂  

尺寸：高34cm×寬69cm，約2.1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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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洛杉磯阿蘇莎山脈

款識：洛杉磯阿蘇莎山脈。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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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月隨人歸

款識：甲午年秋日，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尺寸：高48cm×寬27.5cm，約1.19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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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好萊塢山脈印象

款識：好萊塢山脈印象。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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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州黃金海岸印象

款識：加州黃金海岸印象。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滄海漁歌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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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聖地牙哥海灣

款識：聖地牙哥海灣。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滄海漁歌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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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熊湖天池

款識：大熊湖天池。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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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松巖雲奔

款識：松巖雲奔，寫黃山印象。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伴雲
白文：洪波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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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花塢春曉

款識：花塢春曉。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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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煙重曉夕

款識：煙重曉夕。甲午年夏日寫優勝美地半月丘印象，
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白文：洪波
朱文：出海堂 
 
尺寸：高34cm×寬69cm，約2.1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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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雲山雨意圖

款識：雲山雨意圖。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觀海聽濤
白文：洪波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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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夏巒尋源

款識：夏巒尋源。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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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灕江曉泛

款識：灕江曉泛。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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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紅樹醉秋色

款識：紅樹醉秋色。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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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雲山飛流

款識：雲山飛流。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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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西山觀瀑圖

款識：西山觀瀑圖。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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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白雲紅樹圖

款識：白雲紅樹圖。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觀海聽濤  伴雲
白文：洪波  

尺寸：高42cm×寬176cm，約6.6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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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優勝美地瀑布

款識：優勝美地瀑布。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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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青溪積雨

款識：青溪積雨。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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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煙雨滿春空

款識：孤帆逐雲樹，煙雨滿春空。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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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溪煙浮動

款識：溪煙浮動。甲午年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白文：洪波  滄海漁歌
朱文：出海堂  

尺寸：高34cm×寬138cm，約4.2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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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西溪塔影

款識：西溪塔影。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58 59

24.龍脊春耕

款識：龍脊春耕。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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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秋巒煙靄

款識：秋巒煙靄。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白文：洪波  泉聲松韻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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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好萊塢天池早春圖

款識：好萊塢天池早春圖。甲午年春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白文：洪波  
朱文：出海堂  觀海聽濤  伴雲  肖形印一

尺寸：高69cm×寬138cm，約8.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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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雲峰晨鐘

款識：雲峰晨鐘。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觀海聽濤
白文：洪波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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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夏溪野渡

款識：夏溪野渡。甲午年秋日，出海堂主洪波。
鈐印：朱文：出海堂  觀海聽濤
白文：洪波  

尺寸：高48cm×寬29cm，約1.2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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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洛杉磯海岸山脈之大熊湖山一段

款識：洛杉磯海岸山脈之大熊湖山一段。甲午年春日，
出海堂主洪波寫。
鈐印：白文：洪
朱文：出海堂  觀海聽濤

尺寸：高35cm×寬139cm，約4.3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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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高峽飛泉

款識：高峽飛泉。寫加州優勝美地新娘面紗瀑布印象，
甲午年仲秋，出海堂主洪波寫。

鈐印：朱文：出海堂  觀海聽濤  凝丹流翠 
白文：洪波  

尺寸：高178cm×寬97cm，約15.5平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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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2月14日生於廣東省汕頭市濠江區。

1970    在父親的輔導下臨摹《多寶塔》。

1972    隨家人鄉下探親回家後，開始繪途中所見山水，初萌創作之意。

1973    臨摹《芥子園》畫譜。

1976    師從李彧學書法。

1978    臨摹文徴明等名家作品。

1981    中學期間因身高被入選市體校、後成為省少年藍球隊員，集訓之余，常臨帖不綴，被同學戲稱“古人”。

1982    在省體校負責校宣傳欄編輯，亦是廣州古籍書店常客，流連于書畫名帖。

1985    深圳創業，期間遍游風景名勝，駐足各地博物舘，吸取歷代大師之技法。

1997    結識師友李照東、鄭利平、陳世平、吳上煒等，常聚研究傳統繪畫，受邀成為述古堂客座畫家。

1998    赴九寨溝寫生。

1999    參觀法國羅浮宮，並到德國、義大利、荷蘭等地觀遊。

2000    作品參加廣東省群眾美術，書法大展；

受邀加入廣東省汕頭市書法家協會；

受邀加入深圳市書法家協會；

赴黃山寫生。

2001    作品《春澗》參加深圳市第五屆鵬城金秋文化節，並獲優秀獎；

受邀加入中國收藏家協會；

受邀加入深圳美術家協會；

赴美國大峽谷觀遊。

2002    作品國畫《淩霄增壁崖》參展“大地彩虹”廣東省美術書法攝影作品聯展，並獲優秀獎；

赴廬山寫生；

赴西藏寫生；

赴日本觀遊。

2003    作品《崇山突兀凝雨》參展“美好生活•幸福未來”廣東省美術、書法、攝影聯合展，並獲優秀獎；

赴開平雕樓寫生；

再次赴廬山寫生；

赴美國三藩市、黃金海岸上、紅樹公園觀遊。

2004    作品《匡盧飛瀑》參展深圳市“愛我新安•共建家園”美術書法、攝影展，並獲一等獎；

赴開平大沙水庫、新興，桂林陽朔、龍脊，雲南麗江、瀘沽湖、虎跳峽寫生；

赴紹興，蘭亭等地觀遊；

赴美國夏威夷寫生。

2005    作品《蒼顏耐風雪》參展廣東省第六屆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展，並獲優秀獎；

藝術年表 作品《邊山此嘉樹》參展首屆中國寫意作品展，並獲優秀獎，作品被述古堂美術舘收藏；

作品《煙霞日際圖》參展深圳市第七屆鵬城金秋文化藝術節之美術、書法、平面設計展，並獲優秀獎；

舉辦《05迎春洪波書畫展》，作品《翠澗虛煙》被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

赴嶗山、杭州、羅浮山寫生；

赴澳門藝術博物舘觀《南宗北斗—董其昌誕生四百五十周年特展》；

赴上海博物舘觀《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

2006    受邀加入廣東省美術家協會；

作品《曉霜楓葉丹》參展中國美術家協會第十九次新人新作展；

作品《不知深樹裡，還住幾人家》參展廣東省第七屆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展，並獲優秀獎；

赴江西婺源、三清山、龍虎山寫生；

參加“意涉環奇•述古堂五人展”作品展。

2007    赴三峽寫生；

赴武當山寫生，創作手卷《武當山圖》；

作品《樹色凝深谷》參展第三屆全國中國畫展；

出版《法順風隨•述古堂書畫品—洪波》；

作品《禪林閟清影》參展在澳洲舉辦的國際潮人國畫名家作品邀請展。並被收錄進邀請展優秀作品選集；

作品《峰高水村》參展第八屆鵬城金秋文化節，並獲優秀獎；

作品《天末靜波浪》參展廣東省第八屆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展，並獲銀獎；

赴韓國國家博物舘參觀；

赴武漢黃鶴樓等地寫生；

赴香港藝術舘觀“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

2008    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

作品《荷花圖》在天祿琳琅中國藝術品交易中心義賣，善款由中國紅十字會轉往汶川災區；

赴武夷山寫生，創作《武夷山玉女峰》；

出版畫冊《戊子山水篇》，並被深圳圖書舘收藏；

作品《雲間迷樹影》參展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舉辦的中國當代書畫名家作品展；

作品《萬壑千巖積翠煙》參展世界華人藝術展。

2009    赴廣東陽山寫生；

受邀參加廣東省清遠市政府舉辦的“渾接天籟——清遠六人行作品展”；

《泉聲松韻•洪波畫展》分別在美國洛杉磯、中國深圳、中國汕頭巡迴展出，獲美國國會眾議員趙美心等多個美國政府機構

嘉獎，表彰洪波先生在中國美術山水畫的極高藝術成就，並提高了美國社會對中國文化藝術的認知和感召力；

在美國洛杉磯接受洛鳳凰衛視專訪；

赴五臺山寫生，創作《五台凝碧圖》；

出版《洪波畫集》，

作品《溪山晴春圖》參加由中國駐美國洛杉磯總領事舘，國際美術家協會聯合主辦的“慶祝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美術作品

展—心連心，中華情”，並被收錄進此活動作品選集；

《洪波畫集》及作品畫冊《戊子山水篇》被潮汕文化歷史研究中心收藏；

作品《天門峰》、《老樹蒼巖信好山》等被述古堂美術舘收藏；

作品《輕舟已過萬重山》被拉斯維加斯威尼斯酒店收藏；

作品《千里江陵一日還》被美國WYNN酒店收藏；

赴香港寫生；

作品《雲氣參差青嶂》被美國真如堂藝術機構收藏。

2010    參加在美國舉行的海地慈善公演，並受克林頓總統接見；

參觀訪問美國洛杉磯大學東亞圖書舘（UCLA），進行學術交流，其作品畫冊《戊子山水篇》、《洪波畫集》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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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在廣州舉辦的《今風古道》四人聯展，並合作創作國畫《已借東風成爛漫，莫教桃李比精神》；

作品《邊山此嘉樹》參加深圳特區30年優秀群眾美術作品展，並錄進由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此活動作品選集；

受美國華人收藏藝術機構“藝研雅集”邀請，赴三藩市等地進行寫生創作、學術交流，創作國畫《壁立青山帶峽溪》、

《枕石聽流水》被“藝研雅集”的收藏家收藏；

作品《五台凝碧圖》被美國華人收藏；

赴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舘參觀；

受邀請為美國“藝研雅集”藝術顧問；

作品《雲去雲來嶺上峰》受邀參展“激情盛會，翰墨流芳”—慶祝中國廣州亞運盛會全國畫展，並入選畫集；

赴北京故宮博物院觀《故宮藏曆代書畫展》；

赴上海博物舘觀《千年丹青—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展》；

作品《香港赤柱大潭寫生》、《香港石澳寫生》被述古堂美術舘收藏。

2011    赴潮州畫作青花瓷作品；

赴景德鎮畫作青花瓷作品；

參觀北京故宮藏曆代書畫展；

參觀第39屆香港藝術節；

出版《凝丹流翠•洪波畫集》；

受邀請赴美國舉辦《凝丹流翠•洪波中國畫美西巡迴展》；

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凝丹流翠•洪波畫集》；

作品《羅浮覽勝圖》被藝研雅集冼程萬會長收藏；

四次赴澳門觀《山水正宗—故宮、上博珍藏王時敏、王原祁及婁東派繪畫精品展》。

2012    應邀參加由中國國務院僑辦主辦的“文化中國，四海同春”洛杉磯演出酒會書畫展；

應邀在美國漢庭頓圖書舘進行書畫展和現場揮毫示範；

應邀參加美國東方文化聯誼會年會；

同李定和、冼程萬、呂振雄在舊金生寫生；

應邀參加第二屆中國畫節展覽，作品《雲擁青山遠》被中國畫學會收藏；

應邀在美國舉辦《溪山清遠•洪波畫展》，作品《翠岩千尺倚溪斜》被美國加州新港海灘市環境自然中心收藏；

應邀參加北京保利藝術博物舘《第二屆現當代中國水墨回望三十年》展覽；

美國加州優勝美地寫生；

美國加州箭頭湖寫生；

赴東莞博物舘觀《擔當禪師書畫作品特展》；

赴重慶、山東泰山、嶗山寫生；

應邀參加美國亞太博物舘“中國文化日”活動，書法作品《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被美國亞太博物舘收藏；

作品《水落秋宇空》參展中國國家博物舘《親情中華—世界華僑華人美術書法展》，並被中國華僑歷史博物舘收藏； 

應邀赴臺北參加“第三屆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

參觀臺北故宮博物院；

赴臺灣陽明山、花蓮太魯閣寫生；

同冼程萬、李定和遊廣東丹霞山；

赴福建寧德太姥山、鴛鴦溪寫生；

赴海南島海口寫生；

赴澳門觀《雲林宗脈—安徽博物院藏新安畫派作品展》；

赴深圳博物舘觀《石渠寶笈 曠代風華—遼寧省博物舘藏中國古代書畫名品展》；

赴上海博物舘觀《翰墨薈萃—美國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

赴惠州寫生；

赴香港藝術舘觀《大阪市立美術舘藏宋元明中國書畫珍品展》。

2013    作品《閩東太姥山奇峰圖》參展第一屆全國中國畫學術展，並被組委會收藏；

赴吉林長白山寫生；

應邀參加述古堂美術舘《吉祥妙相如花朝》筆會；

應加州大學邀請主辦“用中國畫畫美國山水”講座；

作品《美國加州優勝美地諸峰》為加州大學收藏；

應邀參加第三屆中國畫節《碧嶂煙嵐•洪波畫展》展覽，作品《碧嶂煙嵐》、《煙溪鳴泉》為第三屆中國畫節組委會收藏；

赴湖南張家界寫生；

赴安徽黃山、九華山、渣濟寫生；

被邀擔任中國畫學會理事；

應邀參加國務院僑辦舉辦的“2013年文化中國知名華人書畫家西藏行”采風寫生活動；

應邀參加國務院僑辦舉辦的“高天厚土—2013年文化中國知名華人書畫家西藏行”采風寫生彙報展；

應邀參加由中國畫學會、保利藝術中心、中視集團主辦的《嶺上留雲•洪波畫展》；

出版《嶺上留雲•洪波畫集》；

洪波“用中國畫畫美國山水”之《溪山清遠》作品捐贈美國亨廷頓圖書舘，為圖書舘籌得款，並獲圖書舘感謝狀；

赴海南寫生；

赴澳門藝術博物舘參觀“山水清暉—故宮、上博珍藏王鑒、王翬及虞山派繪畫精品展”；

作品《雲起谷全晴》參展“中國•臨淄第十屆國際齊文化旅遊節中國畫學會提名邀請展”；

赴山東昆崳山寫生；

應邀參加“汕上藝潮•述古堂名家邀請展”；

赴汕頭濠江環島寫生。

2014    赴美國好萊塢、帕薩迪納山脈寫生； 

應邀參加第四屆中國畫節展覽，作品《東坡詩意》、《翠崖玉峽凝野煙》、《春水綠浮山》為第四屆中國畫節組委會收藏；

赴貴州黃果樹、西江苗寨、梵淨山寫生； 

應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中國美術家協會、澳門基金會、中國美術報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名家畫澳門”活動組委會邀請赴

澳門寫生； 

赴澳門參觀“白石造化—北京畫院藏齊白石作品展”； 

為“佛印寺”題字； 

赴美國北加州寫生； 

赴桂林陽朔龍脊寫生； 

作品《好萊塢天池早春圖》、《帕薩迪納伊頓峽谷夕照圖》參展國務院僑辦及文化部舉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

年全球華人書畫展”； 

應邀參加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在洛杉磯舉辦的“東方之韻—華夏文化美國行”文化交流活動； 

應邀參加駐洛杉磯總領舘舉行的65周年國慶招待會； 

應邀參加在上海舉辦的“第四屆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 

應邀參加中國美術家協會與賞心堂（澳門）書畫會合辦的“《名家筆下的澳門》大型畫展”； 

赴澳門藝術博物舘觀“梅景秘色—故宮、上博珍藏吳湖帆書畫鑒賞精品展”。 

2015    在东湖公园盆景园设茶舍“游心斋”，并创作《游心斋树谱》；

應邀參加中國畫學會與中國美術舘共同舉辦的“中國畫學會展”； 

應邀參加廣東汕頭市委宣傳部組織的《潮汕勝景圖》創作； 

應邀參加在濰坊舉辦的第五屆中國畫節展覽； 

應邀參加由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主辦的《氣象崢嶸•洪波畫展》展覽；

出版《氣象崢嶸•洪波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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