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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续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老一辈画
家焕发活力重登征程，刘海粟、李苦禅、王雪涛、陆俨
少、关山月、黎雄才、亚明、宋文治、魏紫熙、赖少其等人在新
作中均有新的开拓，更有画家登临艺术新高峰。重整画家
队伍，增设创作机构，是这一时期中国画界的一个重要现
象。几年之中，各地相继建立专业画院。北京成立中国画
研究院，广东重设广东画院。江苏除原有的省画院，南京、
扬州、苏州、无锡、南通、镇江、常州等城市都建起画院机
构。全国各地与中国画相关的画会或研究会也很多。

1985 年 《江苏画刊》 刊登 《当代中国画之我见》 一
文，提出中国画“穷途末路”的惊人之论。虽赞同者寥
寥，却把“中国画如何往前走”的严峻问题凸显在美术界
面前。这场影响颇广的争论也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画坛
的一个转折点。85新潮美术的迷惘和躁动之后，是上世纪
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转型。移植和参照西方现代
艺术的文化反叛不再时尚，画坛进入贴近现实体验和寻找
文化身份的理性阶段。回归传统，走近民间，寻找“中国
元素”成为新的趋势。这样，便有了由美术史论界担当主
力，对 20 世纪传统派巨匠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人
的“重新发现”，还有对于文人画传统的再评价。承续传
统文化精神，成为一时主流。体现在创作上，便是画家们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普遍增强，中国画凸显文化自信。

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陕西画家邢庆仁《玫瑰色回

忆》和张明堂、赵益超《晓色初动》两件作品同获中国画
金奖。《玫瑰色回忆》 是人物画，一批青年奔赴延安参加
革命，画面不描写情节，不是常见的叙事题材画法，却着
意渲染一种缥缈迷蒙的情调。《晓色初动》 的画面可能是
一所陕北高原小学，但这不重要，重点在于这是一件细碎
点皴、满纸朦胧的山水画，运用了不同常规的画法。作者
都是新面孔，画法明显带入新气息。这一类作品获奖，体
现出中国画一种更具容纳性、更鼓励创新的发展趋向。在
此后每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中，更能明显看到中国画获奖
作品的多种品类、风格和个性。不论人物、山水或花鸟，
也不论水墨写意还是工笔设色，画家们同样重视撷取传统
或民族民间艺术中的有益元素。在题材选择、意境内蕴、
语言手法的几个角度，都体现出中国画在承续，也在变
革。画家们力求传达传统文化精神，以新的表达方式去适
应当代观众的欣赏诉求。

尊尚传统，承续文脉，体现出应有的文化自信。不
过，传承并非复古，也不等于单纯的守成。所谓文化的发
展，需在延续中推进，由继承而创造，通过变革、创新而
为后人积累文化财富。显然，由变革进而开新，这是当代
中国画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变 革

艺术上的变革，首先体现在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和突
破。改革开放以来，以王朝闻为代表的老一辈美术史论
家，一边挑着研究重担一边培养新生力量。美术研究队伍
随之迅速扩大，整饬史实史料，探讨艺术规律，介入创作
论评。对中国画传统，对前辈大家更深入、更系统的研
究，则让中国画的向前发展，获取坚实的理论支撑。也在
对唐宋绘画，对黄公望、董其昌、石涛、吴昌硕及对文人
画传统的重新省视研究中，美术家对中国画的深厚传统有
更清晣的认知。《齐白石全集》 出版后获得广泛关注，一
批专家历时七八年编撰的十卷《黄宾虹全集》又获国家图
书奖。深入研究黄宾虹，撷出其由传统内部发掘中国画继
续发展的原动力，以承载传统精神的深厚笔墨功力而成一
代大家的原因。这样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画的正本清源和
如何发展作了正面回答，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由于这样
的学术铺垫，维护传统文化价值，传承人文精神的潮流渐
盛。“新文人画”创作群体的崛起，是对回归传统的一种
探索。史论界对于中国色彩传统和日本岩彩的研究，也对
工笔重彩领域的大面积繁荣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面对开放的世界，中国画视野大大扩宽。一方面，接
纳新知，敞开胸怀承受外来艺术思潮撞击。另一方面，通
过承继传统、借鉴移植和汲纳新法而推动艺术革新。史论
界多称之为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观念更新和实践探
索，都是中国画坛几代人，在多维度的空间上展开的。李
可染以“苦学派”自居和对传统、素描及基本功的论述，
吴冠中以笔墨形式突破为重点的艺术创新，周韶华重振汉
唐雄风的呼吁和创作试验，周思聪一系列“以个人之心直
面人类”的水墨创作，都为中国画创作实践的多元化探索
提供了示范和启迪，在其时中囯画坛上产生深广影响。

稍梳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画坛出现过不少让
人记忆犹新的热词：“转型”“新文人”“新写实”“新写
意”“新工笔”“都市风”“实验水墨”……这些先后出现
的名词或是一种旗号，或是一股思潮，或是一拨群体，都
成为一时热点。众声喧哗的背后，有其时画坛对于风格、
题材、观念、手法的探索，还有艺术取向与价值标准的论
争。由思想开放而求变革，由开新而发展，中国画走在往
现代转型的道路上，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出文化自觉。

开 新

立足于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才会有坚实的

文化自强。取法民间艺术，回溯文人传统，试验材料
肌理，探究现代水墨，中国画的开新是以现代人的精
神诉求为起点，向多方位艺术空间展开的探索之旅。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们可看到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刷
新，题材领域扩大，语言形式多样，个性风格成为画
家们的自觉追求。

这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图景。由林风眠开辟的融汇中西
艺术的方案，由于更多人参与试验获得了更大拓展。将西
方块面结构和中国画点线韵律融为一体的吴冠中备受关
注。接踵而来的，是将色彩表现融入水墨语言，对形式美
造型手段的探索。大胆一些的拓展，是引入西方夸张变形
以至抽象派语言。另一部分画家为了表达现代都市的精神
心像，放手与传统拉开更远距离，将中国水墨元素和西方
当代艺术观念嫁接在一起。由于游离了中国画的常见规
范，某一类表现性较强的作品或以新的名义参与全国美
展“综合材料”或“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之类大展评
选。改革开放年代的艺术，交叉、融合、重组和嬗变本就
是发展的常态。应当说，不论借用中国水墨还是工笔重
彩，题材是人生、景物或都市，也不论形式语言偏向传统、
中西融合或全新实验，只要是拓宽了艺术表现的空间，适
应了当代观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这样的艺术试验和
创新都值得鼓励。

开放的社会氛围才会有创作上的繁茂。艺术创作活跃
的若干地区，逐渐形成了群体和地域特色。一些底蕴丰厚
且有人才优势的地区，或有意识地强化地域特色和培育地
方画派。新海派、新浙派、新金陵画派、黄土画派、新学
院派、漓江画派等等，一时名目难以尽数，多样化生态进
一步夯实。而在现实主义方向的创作上，更接连产生了一
批批有广泛影响的作品，艺术水准到达新高度。如周思聪

《矿工图》，郭全忠 《万语千言》，周韶华 《大河寻源》 组
画，杨力舟、王迎春《黄河组画》，吴冠中《春雪》，赵奇

《重逢》，谢振瓯 《大唐伎乐图》 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力
作。画坛后起人才兴盛，为改革开放时代一大特色。一批
中青年画家，如贾又福、王晋元、张步、林丰俗、徐希、
马振声、赵华胜、冯远等崛起，何家英、唐勇力、田黎
明、袁武以及更新一批青年才俊又接续上场，呈现出充沛
活力和艺术创新锐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周思聪的中国
画《人民和总理》、沈尧伊的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李
伯安的水墨巨制《走出巴颜喀拉》、冯远《世纪智者》、赵
奇 《京张铁路·詹天佑和修筑它的人们》 等作品，都能在
宏大叙事主题下展现出鲜明个性特征，承载着新的时代气
息。近 10 余年来，与民族、国家、历史、社会现实相关
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大工程接连上马，规模大，投入大，社
会影响也大。2009年9月，中国美术馆的“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106 件作品中有中国画作品 40
件。唐勇力《新中国的诞生》、袁武《东北抗联》等，是这项工
程中的力作。2016 年，历时 5 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完成，146件作品中近四成是中国画巨幅作品。其
中有宋雨桂《黄河雄姿》、林海钟《鉴真东渡》、任惠中《文景
之治》，唐勇力《盛唐书画艺术》、林蓝《<诗经>——长歌清
唱》等。这批新作体现出美术家更注重发掘中华文化资
源，承传中国绘画传统，表现题材和语言手法也更趋多样
化。画家们再不像前几年那样简单化借用传统的符号，而
是尽力让民族艺术传统与当代精神有机整合融通。中国画
抒情性、写意性的特征被合乎情理地融入了历史题材人物
画创作语言中。

中国画长枝老干，大叶硕果。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画新
的发展机遇，让艺术家充满创造活力。40年来的中国画，
呈现出各种题材不同品类齐头并进的繁茂形态，在艺术语
言和表达方式上有着前所未见的丰富性。

（作者为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
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回眸40年，改革开放营造了开放

的环境和良好氛围，给予中国美术以

前所未见的发展机遇。当代画坛繁花

满目、多元共生态势，是40年传承开

拓、改革创新的结果。尤其让人欣喜

的是新人辈出，年轻以及更年轻一代

人的艺术潜能与探索精神得以充分展

现。承续、变革、开新，这是中国画

40年行程的三大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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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40年：承续、变革、开新
□ 梁 江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
馆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系列展：东方风来满
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 （1978—
2018） ”在北京举行。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
馆收藏的、创作于 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油
画、版画、雕塑、水彩 （粉） 画、装置作品
共101件，以“春风又绿”“春潮涌动”“春意
盎然”三部分，梳理1978年至2018年改革开
放40年来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

展览第一部分以“春风又绿”为题，共
展出吴冠中、苏天赐、罗中立、广军等艺术
家创作的 21件作品。像吴冠中的 《春风又绿
江南岸》《春雪》、苏天赐的 《早春》、宋雨
桂、冯大中的《苏醒》，皆展现了在改革开放
春风的吹拂下，万物复苏，百废俱兴的场
景。这些作品中融入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和浓
郁的生活色彩，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呼唤，
对新时期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讴歌。

第二部分以“春潮涌动”为题，共展出
刘开渠、彦涵、詹建俊、钟涵、潘鹤、广廷
渤、李世南、唐大禧、田金铎、吴为山等艺
术家创作的43件作品。像詹建俊的《潮》、彦
涵的《春潮》、潘鹤的《开荒牛——献给深圳
特区》、广廷渤的 《钢水·汗水》、李世南的

《开采光明的人》、董小明的《辉煌》、田金铎
的 《走向世界》 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创作。
这些作品描绘了改革开放的春潮奔涌而来，
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出中
华儿女以顽强拼搏的斗志，为中华民族之崛
起而奋进。

第三部分以“春意盎然”为题，共展出
朱乃正、靳尚谊、韦尔申、刘焕章、文楼、
朱铭、展望和向阳创作的 37件作品。朱乃正
的 《春华秋实》、韦尔申的 《吉祥蒙古》、展
望的 《假山石》、向阳的 《烟江叠嶂》 等作
品，皆向观者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复合多
元的文化生态给艺术家的创作营造了宽松的
氛围，他们以开放的胸怀自由吸收古今中外
艺术资源，在观念与语言上进行积极的探
索。样式繁多的创作手法，使得中国的当代
艺术焕发着多元异彩的形态，艺术创作中的
盎然春意，反映出中国艺术勇于创新、不息
的生命力。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这些经典
作品“不仅仅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
而且彰显了艺术家们关注现实生活、反映社
会发展、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取向。在每一
件作品中，都饱含着艺术家真切的情怀与担
当，他们对于生活美的向往、对于人性美的
赞扬、对于生命美的讴歌，谱写了一曲时代
美的华章”，展览“也是为描绘改革开放伟大
事业的人民，献上艺术的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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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至10月23日，“走向大众的美——中国设计
期刊文献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1900 年，中国第一家美术期刊 《书画公会报》 在上
海创办。此后至今，中国的美术设计期刊与中国近现代
美术设计专业发展同步，兼具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本
次展览即是从美术设计期刊的视角，以历史时间为线
索，梳理了百余年来近现代中国设计的历程，呈现出设
计与现实生活的连接与影响，旨在探讨美术设计期刊与
学术、行业和教育的关联，展现它对促进美育、设计发
展的意义，体现其在社会意识、大众生活等方面发挥的
作用。

本次展览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装饰》 主编
方晓风，著名平面设计师、收藏家蔡仕伟与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负责人沈榆联合策展，共展出
美术设计期刊100多种、600余件。

展品共由三部分组成：民国时期的美术设计期刊、
1949 年后的实用美术与设计类期刊以及自 1958 年创刊至
今的全部 304 期 《装饰》 杂志。其中，作为中国最重要
的艺术设计学术刊物之一，《装饰》 杂志的创办者及早期
参与者包括张光宇、沈从文、庞薰琹、雷圭元、张仃、
邱陵等。围绕着 《装饰》 的办刊历程，本次展览中展出
了这些先辈们的手稿、信件、版式设计等珍贵文献。

中国设计期刊文献展举办
□ 周 志

春雪 吴冠中春雪 吴冠中

万语千言 郭全忠

潮 詹建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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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大略 务其精纯 李 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