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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大师名号难摘

近日，围绕“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争议，再次暴露
出所谓“大师评选”背后的猫腻。

去年7月，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评审活动，评选出 91 名“中国陶瓷艺术大
师”。5 个月后，民政部将此次评审活动定性为“违法行
为”，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而作为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国资委
信息公开办公室日前在回复信息公开申请时表示，今后
不再组织“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比。

既然违法，评出的“大师”算不算数？民政部表示，
社会组织未经批准，擅自在保留项目目录以外开展评比达
标表彰项目的，其颁发的奖项、荣誉一律无效。有媒体致
电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得到回复称，民政部并未明确如何
处理评选出来的“大师”称号。记者搜索发现，不少获评
者依旧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头衔出席公开活动。

所谓的“保留项目目录”，是指2015年公布的 《全国
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在项目目录范围之内，各社会组织应当严格按照既定
内容、范围、周期开展活动，不得擅自改变项目名称和周
期，不得擅自扩大项目范围或擅自增设子项目；如果不属
于保留项目的，应当按照规定报经批准后才能开展。

记者查询发现，项目目录中属于国家级大师评选的仅
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两
项，而近两年获批设立的临时性评选，则仅有第三届“国
医大师”一项。

专家表示，如果评选前的程序不合法，后面的结果就
没有法律依据，评出来的称号应自动无效。相关协会应该
收回，或者声明前面发出的称号无效，以降低不良影响。

评选乱象滋生腐败

事实上，近年来工艺美术行业的大师评选多次引来外
界质疑。大师评选乱象已成为大师泛滥的直接原因。

比如，2016年年底，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评选出280名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该评选与拥有近 40 年历史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仅有几字之差，可前者一届评
选诞生的大师比后者4届评出的都要多。有业内人士质疑
称，很多“国家级”大师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

当代御窑陶瓷体系传承代表人向元华说，封大师本身
是一种文化遗传，就如同古代民间将医术高明的医者称为
大夫，是为了给作出突出贡献的从业者较高的名誉与地
位。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师”称号逐渐丧失了其
严肃性。

全国政协委员、乐天陶社社长郑祎曾调查发现，中国

陶瓷艺术领域“大师”泛滥，评定“大师”的各级机构和
名目达数十个，“大师”评选已沦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

为谋取“大师”称号，不少官员从事“雅贿”性质的
权钱交易。近年来，陶瓷“大师”称号的贿选逐步公开
化，出价从数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不等。其中，
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严重违纪问题中，就包括“弄
虚作假，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荣誉”。同样因
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景德镇陶瓷大学原党委书记冯林
华，则有着“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的头衔，这一评选
仅进行了一届，就因举报而被民政部叫停。

“大师”称号究竟有何神力，以至无数人趋之若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师称号是外界判断作品价值的最
直观标准。获得“大师”称号后，其作品价格往往随之水
涨船高，这给了很多人寻租的空间。

“大师”评选之所以出现“铜臭味”，郑祎认为，除了
“准大师”为了逐利而自抬身价外，还有部分假冒行业协
会借此敛财的因素。

截至目前，民政部已曝光 13 批“离岸社团”“山寨社
团”，其中不少都是“大师”泛滥的温床，如中国工艺美术
行业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协会、中国传统工艺美术
协会等这些看上去名头很响的山寨机构，实际上已成为
明码标价印制“大师”称号的“印刷厂”。

社会心理助长盲从

事实上，除了形形色色的“工美大师”“陶瓷大师”
之外，近年来，所谓的“健康大师”“气功大师”“养生大
师”也频频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他们瞄准了现代社会
中人们普遍关注的健康问题，以“科学”的名义从事“伪
科学”的传播。而与工美大师需要通过评选产生不同的
是，这些健康领域的“大师”称号往往都是自诩的，再加
上自我炒作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便坐实了“大师”的身
份。

日前，所谓“拍打拉筋自愈法大师”萧宏慈，因涉嫌
过失杀人在英国被捕。他自称根据《黄帝内经》发明拍打
拉筋疗法，能医百病。从 2009 年开始，中国多地出现相
关的培训班、体验营等，各类产品也在网上热销。但近两
年间，萧宏慈所谓的神效疗法，已造成一老一小两名外国
患者死亡。走下神坛的萧宏慈，甚至被人称为“张悟本第
二”。

伪大师大行其道，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是重要原因之
一。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
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 6.20%，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仍有不小的差距。专家认为，应持续加大对健身、养生的
正确宣传，以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铲除伪科学滋生的土
壤，让各色伪大师没有生存之地。

一方面是“大师”的泛滥，另一方面是对“大师”的

盲目追捧。迷信大师的社会心理，也造就了大师“变味”
的现状。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乐国安认
为，迷信或者相信“大师”，往往出于“自我效能感”不
足。

乐国安说，“自我效能”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干成功
一件事情的可能性的评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自己能
否干成某件事不大有把握，为了给自己壮胆，就会去寻求
某种不大好解释的力量来支持自己。比如，有的人生病
了，觉得现代医学技术不能治好，或者是因为自己没有足够
的经济条件支持治疗，就会感到自我效能感不足，于是就有
可能寻求伪科学“偏方”，乞求所谓的“大师”“神医”。

此外，崇拜权威的社会心态也是造成伪大师频现
的原因之一。乐国安说，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种崇拜权
威的心态，如果进一步形成比较重的迷信，就会造成
对伪科学的接受。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一种过度崇拜
权威的风气，势必迷信盛行，而传播科学知识反倒会
被视为另类。不少所谓的“大师”也常常利用大众的
权威效应，跟名人、明星套近乎，让缺少科学素养的
人跟着上当受骗。

评定体系必须规范

景德镇陶艺界泰斗、景德镇历史上第一位全国工艺美
术大师王锡良，回忆起1979年赴北京领奖的情形说，“全
江西省只评了 2 个人，但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为了
提醒自己，他给自己题了一首诗：文章书画千载事，莫被
一时热晕头。头莫晕，足莫浮，虚心谨慎好登楼。

如今的很多“大师”，早已没有了“登楼”的耐心与
谦卑。很多文艺工作者认为，针对“大师”泛滥的现状，
应规范大师的产生渠道，建立严格的评定体系。

郑祎建议，应彻底清理和取消当前中国文化艺术领域
的各种“大师”称号制度。取而代之以陶瓷文化传承人或
专家称号。政府只对传统手工艺人及艺术工作者实施必要
的保护与扶持，严格要求评审的严肃性、公正性、透明
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侯样祥认为，在经济利益的驱
使下，中国工艺美术界在面对“大师”称谓之时，无论是
评定者，还是被评定者，总体呈现的是一种“无知者无
畏”的“文化缺失者”形象。他建议，独立建构全国性的

“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符合入会条件的所有成员一律称
“会员”。

也有观点认为，“大师”需要德艺双馨的工匠精神，
但目前的“大师”评选活动无法反映出“大师”技艺之外
的人品与学养等素质。真正的大师不是哪一家或几家机构
就能够评选出来的，是不是大师最终应该交由时间来检
验。

变了味的“大师”
本报记者 刘 峣

“这些年，‘奇葩’大师可真不少。”在山东从事书画收
藏的王先生说，“什么‘联合国百名最伟大艺术家’‘世界艺
术大师’‘中国国画大师’……虽然这些所谓的大师根本没
有什么艺术造诣，内行人一眼就能识破，但对不知情者来
说，这些名头还真能唬住人。”

从气功大师、风水大师到艺术大师、养生大师，众多
“大师”披着浮华的外衣，从事坑蒙拐骗的勾当。多年来，

各类伪大师粉墨登场，声名狼藉后又销声匿迹。随着“大
师”现形记频繁上演，以及政府对大师评选“基地”——

“离岸社团”和“山寨社团”的整治，伪大师之风已有渐衰
迹象，但不时曝光的“大师”案例说明，伪大师滋生的土壤
仍存。

识破“大师”真面目需要慧眼、斩断“大师”利益链需
要强力。让大师称谓重归纯洁和荣耀，并不容易。

多年以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大学时的那个
午后阅读《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情景，主人公大师
和玛格丽特对善与恶、光与阴影的追寻，让人震
撼。

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在书中所触及的是“陀
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类灵魂的罪与罚、堕落与拯救
等问题，所揭示的是生命形而上的内在意义与本体
论价值。这是那一代寻求真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
生命终极意义的道德追问，这种追问体现了“大
师”这一称谓的特殊性。

近代以来，中国也出现过一些大师，既有像章
太炎、王国维、辜鸿铭、陈寅恪、鲁迅、巴金、冯
友兰、费孝通、季羡林等知名人士，也有像侯仁
之、罗哲文、梁思礼、胡佩兰等这样一些在行业内
贡献极大的专家。

这些大师都至少具备以下其中一种特征。
一是开风气之先。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

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维新变法的领导者
之一、新法家的代表人物、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
这样的人当得起大师的称谓。

二是在学术上独树一帜、高屋建瓴。例如新史
学的开山祖师王国维，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
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
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

三是思想影响力足够深远。例如中国新文学革
命的主将鲁迅，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
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其
独特的个人风格甚至还影响了“现今想要参与世界
上的事业的中国人”。

四是学贯中西、研究成绩突出。比如清华大学

被称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集历史学家、古
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称得起

“百年难见的人物”。
这些大师，都是学术界和公众发自内心敬佩

的人物。这些大师，与近二三十年来社会上忽然出
现的一些特异功能大师、气功大师、国学大师、养
生大师、艺术大家等“大师”，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是一种什么区别呢？我不禁想起最近在网络
上盛传的一张让人肃然起敬的照片。在某次高铁的
二等座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拿着笔在一张图纸
上神情专注地修改校对。他穿着旧皮鞋，甚至没有
穿袜子。这位今年78岁的老人叫刘先林，是中国工
程院首批院士，也是测绘仪器国产化的积极倡导
者，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两次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当今之中国，还有很多像刘先林院士这样的
大师，他们的朴素，代表着真正的高贵。

这样的大师，他们和民国以来的学术大儒、行
业专家一样，很多都是淡泊名利、不忘初心的人，
在各自领域为国家发展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对于
学术研究保持着长久的坚持和执著。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不到浮躁、势利、庸俗等所谓的“时代
病”，只感受到与如今很多所谓“专家”“教授”迥
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
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底子上都守着一个

“士”字。拥有这样的特质，他们才当得起一代大
师的称谓。

这样的大师正在老去。我们要继承他们的精
神，延续他们的事业，登上他们的高峰，让这个时
代出现更多真正的大师，引领我们继续前行。

大师的四种特征
彭训文

■日 本■日 本

日本非常重视文物保护，依法将各种
有形文化财产 （如建筑、绘画、雕刻、工
艺品、古书、典籍等） 指定为“重要文化
财 （文物、文化遗产） ”或“国宝”严加
保护，而对无形文化财产 （如戏剧、音
乐、工艺技术等） 以及各类民俗文化尤其
注重保护，每年由国家认定的“人间国
宝”备受珍重。“人间国宝”认定制度对于
日本传统文化及工艺的传承和保存产生的
积极影响越来越大。

“人间国宝”在传承“绝技”时，要进
行记录、保存并公开，以“实现艺术价
值，负起历史责任”。“人间国宝”每年可
从国家得到补助金，用于磨练并继承“技
艺”，培养继承人。

“人间国宝”的称呼是媒体的造语，在
艺能表演领域是指那些获得该称号的表演
艺术家；而工艺制作领域则是指那些得到
该荣誉的“身怀绝技者”（艺人），他们都
师传弟 （子） 承，沿袭宗名。1955年公布
首批认定的“重要无形文化财”时，最初
使用了“无形态国宝”“活文物”等词语，
第二批认定时出现了“人间国宝”的称呼
并广为传播。

人们认为，在美术及工艺品领域，“国
宝”的称呼远比“重要文化财”易懂且更
贴切，更能反映并提高“身怀绝技者”的
社会地位，甚至不仅仅是使“技艺”得到
承认，更多的是可以感到其本身具有的高
尚人格。被认定的“重要无形文化财”，必
定是值得传承的“艺之精华”，因此，即使
身怀绝技，取得了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如
果不收弟子，艺不外传，最终也不会成为

“人间国宝”。
这一制度的实施，已经有半个多世

纪。政府引导的作用力和“人间国宝”自
发保存意识的增强，使日本传统艺术的继
承和发展解决了后继乏人的问题。歌舞伎
舞台斑斓；能、文乐、狂言、演出活动出
现生机；一些村、镇建立了传统工艺作
坊，延续传承传统工艺。

86 岁高龄的邱双炯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非遗
保护项目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长期潜
心研究德化陶瓷雕塑及烧制技艺，擅长传统历史人
物造型，创作了大型群雕500罗汉、水浒传108将等
作品。

图为邱双炯在陶瓷工作室创作白瓷十八罗汉。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今年 62岁的杨似玉生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木
匠世家。杨似玉擅长建造侗族传统建筑，先后设计制作
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
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他获得“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荣誉称号，并以“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被确定
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黎寒池摄 （新华社发）

新中国成立后，以工艺美术为代表的一批传统工艺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出口创汇中一马当
先，为支持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传统工艺进一步繁荣，门类
更加全面，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涌现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

致敬真大师致敬真大师

他山之石

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着力于传统
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并与1962
年制定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

韩国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
度，最顶层被授予“保有着”称号，他们
是全国具有传统文化技能、民间文化艺能
或者是掌握传统工艺制作、加工的最杰出
的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给予他们用于公
演、展示会等各种活动以及用于研究、扩
展技能的全部经费。同时政府还提供生活
补助并提供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以保证
他们衣食无忧。

通过传承人认定体系，韩国强化了对
文化遗产持有者重要性的认识，对于传承
和振兴本国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韩 国■韩 国

“人间国宝”备受珍重

金字塔式传承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