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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图强的历史机遇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种类繁
多，凝聚着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思想智慧
和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实
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
期，工艺美术在现代化建设中功勋卓著，
在艺术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留下一
大批具有时代感的艺术珍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艺美术行业逐渐形
成以民营企业和个体作坊为主体的格局。
进入 21 世纪，这种契合手工生产规律的
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极大地解放了工艺
美术生产力，为这个古老的行业带来活泼

的生机。
与此同时，国民对工艺美术有了新的

认识和诉求，日益认同和珍视它所承载的
手工文化价值。一般工业生产和批量化产
品难以比拟的文化附加值，彰显了工艺美
术作为创意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也提高
和增进了工艺美术匠师的社会地位。中国
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吕品田曾说：“新
机制、新认识、新需要造就了创作上的新
面貌，新技术、新工具、新材料、新题材
带来了整体工艺制作水平的大幅提升和表
现形态的丰富多元，使当代工艺美术更加
贴近时代生活，呈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的生动局面。”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相继推出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等重要举措，
打造大国工匠、培育工匠精神已成为社会
共识。当代工艺美术迎来了传承发展、振
兴图强的历史机遇。但同时，却也面临着
诸多问题和挑战。诚如吕品田所说，“现
在，工艺美术在复苏，甚至在强劲地崛
起，可谓一片繁荣，规模、数量包括从业
人数都很多，市场力量也在起到推动的作
用。但是，在我看来，繁荣景象之下，工

艺美术事业也存在不能忽视的问题，譬如
整体的创作水平、艺术品格似乎不如以前
的高。”

植根传统的艺道传承

当代工艺美术正面临着一次史无前例
的重大转型。一方面，工艺美术生产正在
从轻工业向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双重社会
属性转变；另一方面，传统手工生产持续
受到现代化、工业化、数字化的冲击，手
工艺人也将长期面临生存问题。工艺美术
的当代传承发展因此受到严峻挑战。当代
工艺美术创作也因受西方中心主义、经济
主义、工业化过程和艺术作风影响，存在
以反叛工艺文化传统、不讲艺术规律和法
度规范为“创新”的创作倾向，工艺美术
文脉和品格因此受到破坏，整体美誉度亟
待提升；也存在不重视人文艺术价值，一
味以规模求发展、以批量求效益、以科技
求产能的不良倾向，工艺美术的核心技艺
及手工本体属性有流失之虞。

对此，原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曾分
析：“传统工艺美术的物质生产已不占主
流地位。人们之所以仍然需要古典家具、
艺术陶瓷、刺绣、漆器、玉雕、木雕……
是因为它们与千篇一律的机器造物相比，
凝聚着更多的文化积淀和艺术韵味。优秀
的工艺美术品是天巧与人工的完美结合，
它可以让我们感恩自然、怀念传统、感受
人性的温暖。更何况当代工艺美术在继承
传统基础上，顺时应变，不断吸收其他艺
术门类的营养，已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审美
风尚。富贵、高雅、单纯、明快的当代工
艺美术品不仅现实地构成了我们身边的物
质生活环境，同时还不断影响着我们内在
的精神世界。”如他所言，中国传统工艺
美术的这些独特优长，恰恰为当代工艺美
术提供了破局之道和解危之途。

中华传统工艺美术以技艺精湛、民族
风格独特而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不仅
有着自己的技术体系和造物哲学，而且深
受“道体器用”“百姓日用即道”“开物成
务”“备物致用”“立功成器”等中华优秀
传统哲学思想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泽

溉，其审美创造还形成了兼具和谐性、象
征性、灵动性、天趣性、工巧性的民族美
学个性：论工则强调“因地制宜”“量料
取材”“因材施艺”“天工开物”“审曲面
势”等，论艺则强调“尽善尽美”“形神
兼备”“文质彬彬”“得中和变”“质则人
身，文象阴阳”“巧而得体，精而合宜”，
尊奉“中庸”审美法度和以“合度”“合
宜”为理想境界的工艺审美观。

面向时代的业态创新

笔墨当随时代。工艺美术亦然。工艺
美术也必须面向时代，在植根传统、尊重
艺术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创新，方可达成于
传承中振兴的美好愿景。

王文章曾说：“工艺美术之强大生命
力，在于它兼具实用、审美、收藏等多种
社会功能。”这一论断无疑符合中国工艺
美术的行业属性、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的
客观状况。有理由相信，这一功能定位分
析同样也将适用于未来的工艺美术发展现
状与趋势。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所所长邱春
林在《手工艺的当前机遇与挑战》中，将
未来手工艺品的用途归为生活日用、装饰
和陈设、礼仪、收藏、体验五类，并对工
艺美术的未来形态做了进一步预测分析。
他认为：未来中国手工艺的生产组织形态
将以生产与观光体验相结合的小微企业为
主。此外，手工艺行业可能出现少量大牌
艺术家，大都市或文化名镇会出现自由职
业的手工艺人；地方手工艺文化创意产
业，必然要走将手工与工业化、数字化、
智能化生产方式相结合的路子，但这种形
态的创意文化企业并非真正值得推崇的手
工艺未来形态。

正如吕品田所言，当代“工艺美术正
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今天的工艺美术创
作应该达到一个与当代历史条件相符合的
艺术水准”，“我们应该要有追求高端水平
的责任感，要有和前人比肩、超越前人的
使命意识，不辜负这个时代提供的良好发
展机遇。”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生行路便多愁，落得星星雨鬓秋。数尽归
程到家了，此身犹未出苏州。”南宋诗人杨万里所
作的这首 《夜泊平望终夕不寐三首》 之一，是吴
作人晚年时常吟诵并多次书写的诗作。苏州是吴
作人的家乡，这首诗牵动了吴老对家乡故园的深
深思念。

2018年是中国现代美术巨匠、美术教育家吴作
人诞辰110周年。日前，“此身犹未出苏州——吴作
人与苏州研究展（第一回）”在苏州市吴作人艺术馆
开幕，通过80余件书画作品、信札及文献资料、实
物等，梳理了吴作人与家乡的不解之缘。

1908 年，吴作人生于苏州，1927 年入上海艺
术大学美术系学习，后又追随田汉入南国艺术院
求学，由此结识徐悲鸿，学习素描。徐悲鸿对吴
作人青眼有加，对他的学业倍加关心。1930 年，
吴作人留学欧洲。1935 年，他学成归国，自此直
至晚年的整个艺术生涯中，主要从事艺术创作和
美术教育。

自中学毕业离开苏州后，吴作人一生仅回过
苏州 3次，分别在 1957年、1962年和 1973年。尽
管每次回来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事务应酬也很
多，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对家乡风物做了大量的写
生，这些作品既有铅笔速写、也有国画和油画作
品，题材内容丰富，既有花草、鲜果、树石，还
有苏州园林和太湖风光。

从展览中的文献与信札中可以了解到，尽管
吴作人回乡的时间不多，但他一直关心并支持苏
州的文艺事业。不仅与苏州文艺单位的干部及老
中青艺术家有着密切联系，为家乡重要活动题
词、写字或作画，还时常写信或转托朋友了解、
问候张辛稼等苏州当地老艺术家的工作、生活状
况。吴作人对家乡后学饱含爱心，不仅给予专业
上的指点，还对他们的学业、生活给予尽可能多
的帮助。晚年的吴作人更是捐画建馆，将本可以
建在北京的吴作人艺术馆定址苏州。

1962 年初夏，吴作人在夫人萧淑芳国画作品
《枇杷》上题句：“修到苏州人，有福啖此果。”满
纸洋溢着作为一个苏州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吴作人艺术馆副馆长丁建中介绍说，本次展
览有三大看点：第一，首次展出十几件吴作人的
信札，从中可以了解他深厚的书法功底；第二，
首次展出 30 余幅表现苏州本土风貌的画作；此
外，还有部分吴作人的速写作品，完整地还原了
其“速写要用概括的用笔抓住对象的特征”的主张。

日前，“首届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在
山东济南开幕。本届论坛由中共山东省委
宣传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主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承
办。本届论坛分为美术思潮与学术方位、
美术创作、美术理论、山东美术四大板
块，汇聚了国内著名美术理论家 60 余
人以及征稿优秀论文入选作者 60 余人，
旨在加强当代美术理论建设及美术批评对

艺术创作的指导与引领，挖掘培养美术理
论、美术评论人才。

论坛期间，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
美协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常务副馆长冯
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
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中国美协
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等嘉宾
出席开幕式并分别发表主旨演讲。刘曦
林、张晓凌、郑军里、林木、陈履生、王

力克、牛克诚、李豫闽、赵农、黄宗贤、
黄河清、刘赦、康书增、孔新苗等美术理
论家、评论家围绕论坛主题发表演讲并组
织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们表示，美术理论、评论界
的专业学者应该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专家
智库作用，同中国美术家协会一起，团结
带领广大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

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为筑
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美术高峰作出
积极贡献。

据悉，“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将每年
举办一届，希望有效引导美术理论界进
行基于中国当代自身发展现状的理论问
题研究，更好地提升美术评论的质量，
真正发挥美术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
主要功能。

由中国油画学会、中华艺术宫主办的“语言
之在——第四届中国油画双年展 （2018） ”日前
在中华艺术宫举行。以“语言之在”为主题词，
展览意在唤起油画界对于油画语言的关切。

应邀参展的 32 位油画家，来自不同年龄层
次，尽管在绘画风格与技术方面有不同，但都保
持了对油画语言的研究和执著，持续地探讨油画
艺术在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发展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油画双年展中，许多具
象性油画家都选择了肖像画的方式，描绘了时代
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许江认为：
“‘语言之在’孜孜以求的应当是油画不同于其
他绘画的语言特性。我们所心心念念的油画语言
之性、语言之魅是怎样的，在这个展览中，将以
绘画本身来显现和回答。”

日前，“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
质朴的精神——陈坚水彩作品展”在中国
美术馆举行，展出画家陈坚人物和风景作
品170余幅。这是对陈坚近20年塔吉克之
行这一艺术创作历程的总结和展望，也是
画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真实写照。

陈坚是中国当代水彩画家，现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水彩艺委会主任，中国美
术学院特聘教授。陈坚的人物画以表现
新疆塔吉克民族为主。从上世纪 90 年代
末第一次踏上帕米尔高原至今，他坚持

了 20 多年的采风、写生、创作。从雄伟
的自然风光到塔吉克民族的日常生活及
他们生存环境的变化等，从人物外在的
质朴美到内在的人性美，陈坚都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与表达。陈坚的风景画善于
捕捉山川原野阴晴风雨的变化，以主观
情感描绘大自然的喜怒哀乐。他笔下的
帕米尔高原风光雄伟，反复描绘的故乡
的大海广袤浩瀚。

陈坚将艺术创作作为追求信仰的途
径。他表示，在人日益被“物化”的今

天，艺术家可以借由自己的画笔，将景
与物“精神化”，将人“还原”为最本真
的人。他说：“曾经，这条通往艺术圣地
的朝拜之路隐秘难寻，是质朴的人性和
伟大的大自然照亮了我前进的步伐，成
为我心中不灭的明灯，这也是我为什么
十几年执著地坚持描绘塔吉克人、帕米尔
风景和大海的主要原因。我称它们为‘人
性的高原’和‘大海的情怀’。在对它们不
断的表现、探寻中，我逐渐看清自己，
成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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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8·中国当代工艺美术

双年展”和“首届全国工艺美术作品

展”分别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龙

现代艺术中心举办。

京沪两地几乎同时举办工艺美术

大展，呈现各地各类工艺美术新趋

势，反映当代工艺美术现状，在传承

中振兴的工艺美术发展方向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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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美术高峰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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