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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中国方案”

20世纪初，关于中国画传统与革新、继承与创
新的话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国画开始逐步脱离
固有的“笔墨”思想，将西画的构成元素引入创
作。一时，用西画改造中国画成为潮流。事实上，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创造出有中国意蕴的美术作
品，并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等美术教育教学
之路。“徐蒋体系”正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中第一
个有完整教学体系的“中国方案”。

徐悲鸿年长蒋兆和 9 岁，他们初次相逢于上
海。彼时，徐悲鸿在8年法国留学后刚回国，蒋兆
和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美术爱好者。当徐悲鸿看到
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画，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
祖国美术文化的研究热情，让他们走到一起。

“徐蒋体系”的学术命题尽管 2004 年才由美
术评论家马鸿增提出，但命题的提出实际是对 20
世纪“徐蒋体系”教学实践的系统总结。马鸿增
认为：在 20 世纪形形色色的中国美术思潮中，真
正形成完整体系并在艺术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
的，首推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这一体系在中
国画领域经由蒋兆和承传与发挥，进而演化为“徐
蒋体系”。

“徐蒋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美术
体系，其贡献莫过于突出性地促成了中国现代水墨
人物画的诞生和发展。这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
开出的、异于西方现代艺术潮流的东方艺术花朵。

“徐蒋体系”与徐悲鸿、蒋兆和本人相联系的
代表作，大多是在抗战期间，是带有强烈爱国激情
的现实主义作品，从徐悲鸿的 《愚公移山》《会师
东京》《巴人汲水图》、各种奔马，到蒋兆和的不朽
名作 《流民图》 等。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徐悲
鸿、蒋兆和的创作道路和教学体系，是能够肩负时
代重任、反映时代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主持下，
文化部委托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马克西莫夫油画训

练班和科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为中国培养社会主
义美术创作人才。这两个训练班成为中国美术界的

“黄埔军校”，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美术师
资和创作主力，包括油画专业的冯法祀、靳尚谊、
俞云阶、高虹、陆国英、王德威、王流秋、何孔
德、谌北星、侯一民，雕塑专业的沈文强、马改
户、曹春生等一大批学员，日后都成为名师大
家。两个训练班不仅为中央美术学院培训了师资，
也为全国各重点美术学院培训了师资，大大增强了
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基础。

“为中国画”的人民艺术大道

中央美术学院百年华诞，中国人民银行特别发
行了一套纪念金银币。这套金银币的设计者正是中
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为中
国画”的宗旨和创作主力军地位。首任院长徐悲鸿
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献词》中指出：创造出大众
的、科学的、民族的新中国美术，这是我们必须肩
负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美术学院教师
张仃、周令钊参与国徽设计，并作为主力设计完成
了全国政协会徽等工作。在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
分院院长刘开渠的主持下，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滑田
友、王临乙、曾竹韶、王丙召、傅天仇参与创作人
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周令钊、侯一民等中央美术学
院教师还多次参与人民币的设计。

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先后承担了上百套邮票的
设计创作任务，其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邮
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首轮生肖邮票中的猴
票，就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版画教授黄永玉设计的。

从小小的邮票，到恢宏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再
到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相关场馆和室内装
饰，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身影始终活跃其间。如
今，百年再出发的中央美术学院，将沿着“为中国
画”的人民艺术大道，继续向前。

主题性美术创作一直是中国美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
往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围绕重大题材，紧扣时代脉搏，弘扬主旋
律。随着时代的发展，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内容、风格也逐渐趋于
多元化。其中，当下一些主题性雕塑作品体现得尤为明显。在
中国美术馆近日举办的“铸时代篇章——青年雕塑家作品展”
中，28 位青年雕塑家创作的 135 件雕塑作品或许能让我们领略到
新时代主题性雕塑创作的面貌，也一窥当下中国雕塑艺术发展的
新特征。

如果说，老一辈雕塑家严格地沿袭着写实艺术的传统，那么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的雕塑家们逐渐从这种传统中走出
来，拓展了雕塑艺术观念的多元化与材料运用的多样化，更注重
对雕塑艺术本体的研究和形式的创造。

展览中，既有革命题材、典型人物的写实，也有日常情趣、
观念表达的写意，更有不少将两种艺术风格相融合的作品。青年
雕塑家刘松的作品 《远方的呼唤》 便是写实艺术与写意的结合，
以空间压缩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圆雕加以浮雕化，形成一种较
新的雕塑语言和艺术风格。彭汉钦的 《家乡的河》 并未采用细致
的雕刻表现宏大的叙事场面，而是运用单纯朴素的写实手法，在
形象上仅仅定位于一位八路军小战士，以小见大、以情感人，让
观众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盛杨认为，这些青年雕塑家作品一方面体
现了优秀的传统艺术文化，让他倍感亲切，另一方面又很新颖，
无论是在表现形式还是思想上都没有陈旧保守。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则认为该展览让“中国雕塑界
刮起一股清新感人的青春旋风”，体现了当下中国雕塑艺术发展的
新特点：精妙写实风的成熟、写意观念风的崛起与写意型纪实风
的兴起。他尤其提及最后一种风格，是将中国现代写实艺术与传
统写意结合，加入抽象的表达形式，既体现了青年雕塑家对于现
实生活直观形象的把握，也体现了他们对于生活多样性、复杂性
和神秘性的尊重。

青年雕塑作品展为中国雕塑艺术和主题性美术的未来发展道
路带来了新的思考。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希望青年雕塑
家可以从过去“高大全”的表现手法里走出来，也从现当代某些
一味追求猎奇、怪诞的风气中走出来，走进人民，走进历史。王
一川认为，写意作品还应再多一些，有的作品仍旧过于写实，忽
略了对内心的探索。盛杨则寄希望作品更加精炼，并且在拥有个
性的同时还要与人民群众相呼应。

从源头雪山到高原绿洲，从长江三峡到江汉平原，从苏州园
林到东海入海口……一幅 《长江万里图》 长卷，仿佛是一个跨越
千年的时间长廊，浓缩了浩荡长江的沧桑巨变、万里风光。由中
国画学会主办的“美术创作工程 《长江万里图》 巨幅长卷展”正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祖国山河的雄浑磅礴、起伏跌宕、景象
万千，一览无余。

《长江万里图》是以新时代的长江为主题的美术创作工程，全
卷长200米，高1.5米。艺术家们从叙事性角度出发，以特有的中
国画艺术形式——山水长卷进行集体创作。这不仅是一幅新时代
的山水巨制，更画出了一条中国人心中砥砺奋进的文化长河，画
出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现实与未来。

整个创作历时一年，中国画学会召集了龙瑞、刘大为、孙克
等全国当前优秀的50多位美术家，成立《长江万里图》创作艺术
委员会，广泛收集长江各类史料，并经过多次研讨和论证。

不同于古代山水画是文人骚客观赏把玩的私人物品，《长江万
里图》 是一种公共艺术品，它展现了时代和社会的特点，符合时
代主旋律，是能让大众欣赏和共享的艺术成果。

我只要想到李自健，首先就想到他总是一脸笑
容，眉飞色舞，讲着、笑着，一副得意洋洋的架
势，不断拉着你说画、品画的景象。这也是我在十
几年前，赴洛杉矶拍摄以李自健艺术传奇为题材的
纪录片 《城堡的故事》 时留下的不灭记忆。现在想
来，这个印象恐怕是一辈子不可挥去了。

因此，闻听他去法国领奖，我就毫不犹豫给这
篇小文取下这个名字。

此次李自健在法国获得的是“联合国全球公益
联盟文化 （艺术） 骑士勋章”金质奖章，同时与他
获得此项殊荣的还有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妻子布
丽吉特。据悉，“全球公益联盟”（LIGUE UNI-
VERSELLE DU BIEN PUBLIC），原为“国际公益
联盟”，创立于 1464 年，后归属于联合国，主要是
通过推荐和评选，对全球在公益事业、文化艺术、
科学教育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授予勋章，如
美国总统肯尼迪、英国首相丘吉尔、旅法华裔艺术
家赵无极等都曾获此殊荣。而李自健是金奖中唯一
的中国人。

李自健是一位旅美油画家，他的成名作非 《南
京大屠杀》 莫属。这幅长 3.36米、宽 2.35米的巨幅
画作，以怒火般的情绪，倾泻般地表达了“屠”

“生”“佛”三个不同的境界，让观画者瞬间感受到
历史的沉重、民族的悲愤、国家的兴亡。

李自健在画坛以情怀作画、情感作画、情绪作
画著称。特别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
代赴美留学时，他以一幅妻子怀孕为原型的情感油
画 《孕》 打动了留学资助人，打动了签证官，也打
动了语言学校的教师，让他顺利完成创业。这些爱
的收获、情的积累，久而久之，不但成就了李自健

公益之情，更成就了他的个人绘画全球自费公益性
大型巡展《人性与爱》，也是他此次获得金质勋章的
重要原因。

这位出生于1954年的湖南邵阳汉子，以《人性
与爱》 公益主题为己任，历时二十几年，行走六大
洲30多个国家与地区，先后举办70余场展览，参观
人数累计 355 万人次，并以多年售画之资，设立

“美国·人性与爱·李自健艺术基金”。这种全方位的
艺术公益举动，让世界艺术家为之称道。

作为老朋友，李自健的 《人性与爱》 巡展，我
也或多或少参加过其中几场开幕典礼，其情感鲜
明、令人震撼，以汶川系列最为醒目。

自2001年，李自健多次赴汶川地区，收集中国
乡土绘画创作素材。在此过程中，李自健认识了 6
岁的汶川羌族女娃江竹。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去汶
川写生，每次也以小江竹为原型画下一幅人物素
材。当汶川地震的噩耗传来时，李自健顿觉天昏
地暗，因为小江竹的家乡离汶川县城仅一山之
隔，不到 10 公里。当时震区与外界信息隔断，李
自健只好求助媒体，于是一篇 《听泉的汶川女
娃，你在哪里》 的新闻特稿刊登在 《三湘都市
报》。稿件见报后，李自健每日期待小江竹的消
息，在无限怀念和期盼之中，一幅以小江竹为原
型的油画 《听泉的汶川女娃》由此诞生。在这幅作
品里，宁静的山景和泉景，让人感到大自然的莫测
与深遂，静谧的女娃和野菊，更让人感到大自然的
诱惑。

震后不久，油画 《听泉的汶川女娃》 在“心
系汶川，情动潇湘”赈灾义卖会上以 128 万元成
交，义卖款项由组委会捐赠到四川灾区。更让人

惊奇的是义卖的当天晚上，李自健终于拨通了汶
川灾区的电话，话筒那边传来了小江竹的哭泣
声。次年，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时，李自健又将以
小江竹为原型的油画 《晨鹭》 在湖南慈善义捐会
上拍卖，并将拍得的善款 132 万元捐至灾区，帮助
重建。

历史决定了今天的相逢
□ 肖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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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嵋金顶 张大千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悲

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上，

充满传奇色彩的唐代精品《八十七

神仙卷》真迹首次全卷展出，把中

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活动推向一

个高潮。

在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系

列活动中，还有众多美术精品纷

纷亮相。“历史决定了我们今天

的相逢！”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

迪安如斯感慨。世纪历程，波澜

壮阔，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府

迎来百年华诞。站在今天的美术

高原上回首百年，仰望一座座历

史高峰，顿感勇气倍增。

塔吉克新娘 靳尚谊

红日初升 潘世勋红日初升 潘世勋

家乡的河 彭汉钦

《长江万里图》：

一条砥砺奋进的文化长河

□ 艺 文

长江万里图 （局部）

雕塑创作的青春新风

□ 陈钟昊

李自健在法国得意洋洋
□ 盛伯骥

听泉的汶川女娃 李自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