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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西方走，只会成末流”

1979年，袁运生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所作的壁画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因画作上三个沐浴的傣族裸女引起了巨
大争议，但画作经邓小平首肯展出。当
年 10 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也给予机
场壁画很高的评价，将它与董希文的《开
国大典》并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美
术创作成果。

谈及为何要创作此画时，老先生斩钉
截铁地说：“正因为当时刚改革开放，所
以我在画的时候进行了这次尝试，如果通
过了，那么将是一个思想上的巨大飞跃，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画这样一幅画。”

时隔40年，袁运生在艺术上的大胆尝
试一直延续至今天。中国美术高校长期以
西方石膏像作为学生的临摹范本。近年
来，袁运生坚持呼吁要以中国文化为基
础，来重构美术教育体系，这对中国美
术高校无疑是一次巨大冲击，也再次引
起争议。但他态度坚决，“我是不赞成中
国完全按照西方的艺术形式继续走。100
年前，中国没有自己的美术教育体系，按照
西方走也合理，但现在，我们的思路应该随
着时代改变。如果我们的美术教育不走中
国之路，将来我们的学生只能成为西方的
末流。”

实际上，早在大学时代，袁运生就在
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教材用的都
是西方的艺术作品？中国历史这么悠久，
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文化元素吸纳到美术教
材中？

师从油画大师董希文后，董先生对中
国文化的重视，深深影响了袁运生，使得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并
愈发意识到在美术教育中传承传统文化的
必要性。他说：“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值
得去做，而且一定可以做好！”

1982 年至 1996 年，袁运生一直在美
国发展。他发现，美国的美术发展过于浮
躁，究其根本，在于其历史太过短暂，缺
少文明的历练。这14年的国外经历也让他
对文化自觉与自信有了非常清晰的感受。
他愈加觉得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弥足珍
贵，需要发扬光大。1996年，袁运生回国
继续从教，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
画室主任。此时他主要关注的不再是个人
艺术创作，而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在美
术教育中传承并发展下去。

“像那些彩陶，中国四五千年前就有
了这些了不起的创造，无论是器形还是
上面的图像，绝非简单统一的，因形的
变化，各自有相适应的图式；变化无穷
而又简约大气。你能感受到那时工匠们
的智慧。绝非西方可以比拟。但现在的
学生很少能深刻感受到这些中国传统艺
术的精神表达，逐渐丧失本民族的审美
与价值观，美术教育体系的重构迫在眉
睫。”袁老指着他画室里收藏的彩陶罐，
语重心长地说。

“培养有民族自信的人，形成
源源不断的活水”

今年8月30日，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
院老教授回信，指出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
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你们提出加强
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
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
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
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习主席的回信，态度鲜明，我非常
认同他的话。”在谈及此回信时，袁运生
恳切地说，“我们需要在美术教育中培养
出有民族自信的人，这样才能发展下去，
形成源源不断的活水。”

要让中国文化深深扎根于美术教育，
需要肥沃的土壤与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袁
运生看来，中国目前已经具备用自身文化
构建美术教育体系的条件。

构建教育体系，首先需要教学素材。
近年来，大量文物的出土为中国美术教育
提供了充足的教材。袁运生自 2002年起，
带领学生考察中国古代雕塑，并提出复制
中国古代雕刻进入基础教学，以改变中国
近百年来以西方雕刻为唯一范本的不合理
结构。

2004 年，“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
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课题正式立
项，这对中国当代美术教育方向的确立及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传承有着重要的历史
意义。2010年，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在给
财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的
批示中指出：“袁运生教授十多年潜心从
事的这项研究，是中国美术教育与研究的
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难能可贵。”并
提供了2000万元的研究经费。这笔钱的一
部分，用于复制了很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古代造像，为今后教学所用。

2017年11月3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
生院成立了“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传统艺术郑重地纳入
到高等美术院校教学体系中。袁运生说，

“要将习主席对中国美育的期望真正落到
实处，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虽
然现在人员较少，但仍有信心，期待能为
中国美术教育体系重构贡献一份力量。”

“工作推进即使艰难，我们
仍要砥砺前行”

中国美术教育体系重构，是个迫切而
艰巨的任务，年逾八旬的袁运生仍在砥砺
前行。谈及如何做时，他思路清晰。

首先，如何将文物变成教材？
在文物复制过程中，征求博物馆同意

是一大难关。文物复制要考虑多方面因
素，除了个别文物不能随便移动等客观原
因以外，还有一些博物馆观念保守，想保
持自己馆内文物的独一无二。每当遇到这
样的情况，袁运生都会主动沟通：“这些

宝贵的文物放在你们这一个地方，只有来
参观的人才能欣赏到，但全国那么多人不
可能都来。如果它变成了教材，成为所有
学子学习的对象，那么它就能走向全国，
成为经典。一问，知道原作在你们这里，
这才是你们的光彩。”

像这样耐心地与各地博物馆交涉是常
有的事，有的博物馆想通后会配合工作，
还有一部分仍固守己见，复制过程中遇到
了不少困难。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袁运生目前已经
考察了十几个省 200 多个县市的雕塑情
况，进行了细致的资料收集，掌握了 2万
余件石雕和泥塑照片以及数百盘录像带和
大量录音资料，为复制工作和美术教育改
革，提供了珍贵资料和依据。后续，课题
组仍将继续全国范围内的经典青铜器、雕
刻 （包括石雕、画像石、人像雕刻等） 和
壁画的复制工作。除此之外，历史上著名
的古代绘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
有书法艺术中的精品，也可以作为教学中
的教材。

“这些文物都具备非常高的造型艺术
特质，比如我们复制过中国古代石雕人物
的造像，其中一个突出的优点是简约、大
气，并非简单的人像复制。学生们可以从
中获得很多启发。而且不同地方流传下来
的文物都各具特点，在创作上会带给我们
很多新鲜的东西。”袁运生说。

谈及文物复制之后的工作，袁运生
说：“美术教材的复制只是一个起步，将
来怎么教学，教学以后怎么在艺术创作上
进行实践，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很重要。”

“也有不少人对我的这个想法提出异
议，他们过去一直遵循的是西方的教学方
法，不愿改变，还有些人不熟悉中国文
化，所以因循守旧。”袁运生说，“中国的
青铜器、书法、绘画、雕刻无不体现了中
国古老文明的智慧，不熟悉就更应该学
习，不能因为这些原因否定整个中国文化
格局在美术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工作推进
即使艰难，但我们仍在继续。”

2010 年和 2012 年，袁运生参与了两
次高研班的举办，邀请八大美术学院的教
授一起探讨中国传统造型的思路、特色，
以期与兄弟院校在实践中共同探索富有中
国特色的美术教育之路。他说，艺术教育
涉及面非常广，仅靠个人力量是不行的，
需要在教育资源、文物复制、教学实践等
各方面，得到国家和社会更多的支持。

采访间隙，袁运生习惯抽烟，但每当
有烟灰抖落在烟灰缸口时，他总是用无名
指轻轻地把灰烬拂进缸内，一丝不苟如同
他对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的本真态度。

听说北京新机场即将启用，又需要一
批壁画。时隔40年，袁先生当年创作《泼
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初心仍在，只是
更多了一份文化传承的担当。

“新机场空间肯定很大，如果可以在
那里作画，我想把中国历史元素融入进
去，形成一个主题壁画，作为一个窗口，
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如果有机会，我
会全力以赴去完成。” 采访最后，袁运生
表达了他的这个心愿。

日前，“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特
展：耕耘者——戴泽油画艺术展”在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出戴泽创作
的油画代表作品约150余件。此次展览是
对 97岁高龄的戴泽丰富的油画创作进行
系统梳理和展示，对戴泽在中国 20世纪
油画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进行深入研究。

展览打破了通常的时间序列，从上
世纪 40 年代至今 80 余年的时间跨度中，
选取了“现实主义的绘画理想”“直面生
活的朴素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主
题”和“尽力耕耘中的艺术探索”四个
剖面，呈现了戴泽孜孜以求的艺术探索
之路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

戴泽师从中国现代美术奠基者之一
徐悲鸿，并受教于众多名师大家，是中
国第二代油画家中的代表人物。数十年
的创作经历和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的
执教经历，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
亲历者和见证者。戴泽一生钟爱绘画，年
逾耄耋时，仍旧笔耕不辍，后因眼疾才不
得已搁笔。如他自己所言：“绘画是一生
的事情，要不停地画，不教一日闲。绘画
是内心的需要，如同呼吸一样，把自己的
感情融入进去，让画面同你一道呼吸。”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戴泽
先生的艺术信念十分坚定，热忱地面向
生活，作品中描绘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景
象和劳动人民形象。他长期勤于素描速
写，在油画造型上体现出扎实精湛的基本
功，同时，他极为朴素的情怀又使他笔下
的人物形象与画面意境都显现出朴素的
艺术气质，作品形不夸张，色不炫目，
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真诚的光釆。在
今天艺术风格形式变幻迅疾、世界文化
信息广泛传播的时代，反观这些发源自
中国文化、生长于中国大地的艺术，让
人领略到一种特别纯粹的文化气象。

展览策展人余丁表示，展览的题目
“耕耘者”，源自徐悲鸿先生写给戴泽夫
妇的结婚贺信，信中有两句话，“从来艺境
是佳境，尽力耕耘善保持”。“耕耘者”既是
老师对学生的期许与鼓励，又是戴泽自己
生命的写照。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
庆的特展，“耕耘者”不仅是对戴泽本人油
画创作的总结，也是 20世纪中国现代艺
术史特别是油画史的重要研究个案。

由朱屺瞻艺术馆、上海市虹口中国戏曲
人物画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届“海上有戏——
戏曲人物画名家邀请展”日前在上海举行，
呈现了关良、丁立人、谢春彦、戴云辉、李
文培等40多位中国知名戏曲人物画家的100
余幅作品。画展以历史沉淀为基础、海派文
化为特色，结合传统与现代，既扎根文化又
引领风范。

自古以来，“戏”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中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早期，林风
眠、关良、丁衍庸、叶浅予等艺术家都曾以
戏曲人物画为切入点，逐渐形成了中国戏曲
人物画独立的艺术样式。之后，更是吸引程
十发、高马得、韩羽、丁立人、朱振庚、聂
干因、张桂铭等众多名家醉心于以戏入画，
形成颇为壮观、风格多样的戏画艺术群落。

“近现代戏曲人物画从新的途径展现了
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现代艺术之路，把我们引
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上海作为中国近代
戏曲的发祥地，曾经创造过中国戏曲的辉
煌。百年来，中国戏曲人物画薪火相传至
今。”上海市虹口中国戏曲人物画研究会会
长谢春彦介绍。

戏画同源，上海是中国戏曲人物画的发

源地之一，关良等名家在上海创作了大量戏
曲人物画，影响深远。上海朱屺瞻艺术馆从
2005年的“画妆——中国戏曲主题艺术大展”
开始举办中国戏曲人物画主题展，至今薪火
相传、绵延不断。作为朱屺瞻艺术馆为延续
中国传统戏曲“戏”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中
国戏曲人物画主题展已日益成为虹口发扬海
派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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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0日，中央美术学

院召开建校百年教师节大会，授

予袁运生等 20 位老教授为首批

“中央美术学院杰出教授”，表彰

他们对美术事业、美术教育作出

的突出贡献。年逾八旬的袁运

生，秉承“走中国之路”的精神

追求，为铺就一条具有中国文化

特色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之

路，孜孜不倦地奋斗了几十年。

近日，我们来到袁运生的工

作室，对他进行了专访。

专访袁运生当天现场 本报记者 刘 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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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袁运生为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创作的壁画 《泼水节——生命的赞
歌》（局部）

2008年，袁运生为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创作的壁画《万户飞天》

马识途书法展举行

10 月 10 日上午，马识途书法展暨
《马识途文集》 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现代
文学馆举办。此次展览共展出马识途近
年来创作的 162 幅书法作品，集中体现
了这位有 80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和国家
深厚的爱。《马识途文集》 由四川文艺
出版社出版，共 18卷，收录了 《清江壮
歌》《夜潭十记》 等作品。发布会上，
马识途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其书法
作品和 《马识途文集》。马识途 1915 年
出生于重庆，自幼临汉碑，习汉隶，至
今已近百载。据悉，本展将持续到 10月
25日。 （张鹏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