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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风”为主导，助

推艺术融入时代

“要在西湖边上建设一座具有‘中国风’
的一流美术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
时，为浙江美术馆亲自踏勘选址、审定方
案，并在 2005 年参加浙江美术馆奠基仪式、
按下开工按钮。筹建伊始，他就提出：要把
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
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
的美。

浙江美术馆不光在建筑风格上带着浓浓
的中国风格，展览内涵上也彰显中国气质、
浙江精神，以此贯通文化气韵魂魄。

讲好中国故事的浙江篇章，成为浙江美
术馆的文化自觉。基于自身积淀和发展条
件，有意识地将展览体系纳入几大主题：中
国传统经典系列、百年浙江传承系列、世界
美术引鉴系列、学术研究探索系列、典藏精
品活化系列、现代艺术综合系列等。

2016 年，浙江美术馆创立“东方智慧”
自主策展品牌，旨在策划一场“向西归东”的精
神之旅。2016 年的“湖山胜概——西湖主题
水印版画展”、2018 年的“水印千年——中
国水印版画大展”，都是这种文化气韵的集中
体现。

多幅西湖主题的水印画，用传统册页的
形制连缀起来，放在“w”形的特制展架
上。远远看去，画的本身就像连绵起伏的水
波，“波光粼粼”的视觉之美正契合画展中西
湖的意象。“原来画展还可以这么‘玩’。”有
观众走进“西湖水印版画主题展”展厅，不
由这样感叹。

发端于中国、蕴含东方美学精神的水印
版画，怎样把它 1400 多年的历史演变更好、
更美地展现出来？浙江美术馆策展团队在展
陈内容、展陈手段上都创新尝试，展品中不
光有代表性的版画作品，还有雕版实物装置
作品以及古籍文献等展示，调动各种手段综
合展示艺术之美、景观之美和传统技艺之
美。这一展览已输出到日本、捷克、德国等
国展出，去年底还在香港大学艺术博物馆举
办跨年巡展。

近年，浙江美术馆的潘天寿诞辰 120
周年纪念大展、王铎作品展、安格尔的巨
匠之路、丰子恺诞辰 120周年回顾展等高
质量展览，“排队”场面已成常态。像

“神笔”王铎的草书魅力，吸引了国内各
地赶来的观众，还有不少来自日本等国的
海外观展者，有人说，“打飞的”来看都
值得。“把莫高窟都搬进美术馆”的敦煌
艺术展等经典展览，至今还有不少观众感
念其盛况。

“助推中华文化融入当下、走向世
界，这也是美术馆弘扬先进文化的努
力。”浙江美术馆副馆长应金飞用诗意的
表达传递这一理念，他说：“秉持浙江精
神的理性光辉，叙述波澜壮阔的前尘往
事，将沉落于历史长河的人文光影重投于
时间之墙，让历史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走
向社会公众。”

发挥文化优势，构建

近现代美术藏品体系

浙江美术馆所处的这片依山近湖的地
方，沉淀了太多的历史故事。800 多年
前，南宋画院的画家描绘湖山胜景，成就
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高峰。90多年前，中国
第一所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

（后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在西
湖孤山创立，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后
来的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路校舍，与浙江美
术馆相隔不远，邻近处还有潘天寿纪念
馆、唐云艺术馆等串珠成链。

这般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传承，也
成就了众多艺术大师与浙江美术馆之间独
特的渊源和感情。

“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吧。”2010 年，
浙江美术馆曾办过一场“东西冠中——吴
冠中艺术回顾大展”，汇集大量精品画作。
馆外南山路两旁，展览宣传标语上印的是
吴冠中写的这句话。展览还未落幕，先生
辞世的消息从北京传来。

2009年底，开馆之初的浙江美术馆接
受了一份沉甸甸的捐赠。吴冠中捐出他晚
年创作的56件彩墨、水墨、书法作品，像
油画 《眼》，是他仅有的画猫的作品，当

时先生将画从家中客厅墙上摘下，亲手交
与上门拜望的浙江美术馆工作人员；还有
16件其它大师作品，包括林风眠、陈之佛
两位师长作为新婚礼物赠予吴冠中、朱碧
琴伉俪的珍贵画作。2010年11月，吴冠中
长子吴可雨再次向浙江美术馆捐赠先生创
作于1978年的《云南行》系列速写48件。

如今，浙江美术馆是境内收藏吴冠中
捐赠作品最多的美术馆。今年适逢吴冠中
百年诞辰，众多美术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已
对浙江美术馆年内即将举办的吴冠中纪念
特展翘首以待。

早年曾于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的吴冠
中，将浙江、将杭州视作艺术故乡和精神
故乡。先生将画作无私捐赠给浙江美术
馆，也是捐给了此间的诗画山水，捐给了
往昔的艺术行旅和师友渊源，捐给了文化
浙江的深刻印记。

同样情牵故里的，还有浙派人物画大
家周沧米，将 2672 件作品及诗文文献捐给
浙江美术馆，他在弥留之际接过收藏证书，
说：“这是我的艺术人生中最后的辉煌。”浙
派人物画创始人之一李震坚的家人，捐出
画作及素描、画稿等4028件，是浙江美术馆
开馆后接受数量最多的一宗捐赠。

十年间，通过征集、接收捐赠、收
购、组织创作、寄存代管等途径，浙江美
术馆从“零藏品”起步，已收藏 2.3 万余
件不同种类作品，以浙江地域为主线的近
现代美术藏品体系逐步形成。

破“准博物馆”思维，

建“有机美术馆”

“你们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在哪个展
厅？”应金飞有时会面对这样的提问。他认
为，消解对于“镇馆之宝”过分热衷的追捧，
构建一个融“策展—创作—展览—典藏—
交流”为一体的“有机美术馆”，恰恰是浙江
美术馆一直在做的探索和尝试。

现代美术馆作为博物馆的演进形态，
在发展中形成了有别于博物馆的定位和功
能。国宝级的历代名画确实大都藏于博物
馆，一些美术机构因此存在一定程度的典
藏“焦虑”。

应金飞说，浙江美术馆首个十年里积累
下不俗的藏品“家底”，但今后的工作重心不
是简单地扩展项目和藏品规模，而是要打破

“准博物馆化”的惯性思维，真正扬己所长，
在展示“有形之物”的同时，更加注重“精
神场域”的研究、确立和展现，从艺术、社
会、人文等层面有效扩展美术馆的综合影响
力和创新生长力。

像作为中国现代美术重要策源地的国立
杭州艺专 （今中国美术学院），其薪火相传的
艺术实践和艺术观念，正是浙江美术馆研究
的重点和特色。以首任校长林风眠为代表的

“中西融合”艺术思想、以潘天寿为代表的
“传统出新”艺术思想，这两条学术脉络始终
交叠贯穿学院90多年的发展历史。兼容并蓄
的学术品格、人文湖山的诗性气质、文艺复
兴的使命担当、勇立潮头的先锋意识，是学
院几代人的不懈追求。对“国立艺专体系”
这样代表性的典藏专题，浙江美术馆有长期
深入的学术研究。

对美术馆的典藏而言，收藏名家名作的
同时，更有深远意义的是明晰其艺术理念、
学脉传承之精义。像浙江美术馆通过大量李
震坚的速写手稿比对，解析浙派人物画的创
作本源，进而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展览内涵，
引导观众通过手稿作品贴近艺术家的创作脉
搏，体认他们寻觅精神世界通路的痕迹，认
知人文艺术的感性魅力。

作为“有机美术馆”的功能组成部分，浙江
美术馆近年来在推动东西方艺术对话、中外文
化交流，培育青年艺术家群体、推广现代人文
艺术项目等方面也不断尝试，担负起更深远的
文化使命和社会美育引领责任。美术馆是艺
术的殿堂，也是传播美的公共大课堂。

适逢浙江美术馆开馆 10周年，今年 7月，
浙江美术馆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辉煌——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暨馆庆10周年浙江美术作品
展”。“盈藏华章”“丹心塑美”“溯源追梦”
三大板块，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地域艺
术名家的重要作品、浙江美术工作者在全国
获得重要奖项的艺术作品以及近十年来重大
历史题材创作的优秀作品。

如何以多元创新的浙江精神响应国家文
化建设的整体格局，如何寻求更富创新性的
思路，推行更具针对性的现实举措，浙江美
术馆一直在摸索、在叩问，也将再续写、再
描绘。

“花主席”，哈哈，第一次调侃柯桐枝
先生，是在湖南省美协的一次新春团拜会
上。那时我并不了解柯先生，只觉大家这么
叫他，他从不生气，那浓淡相宜又更直更快
的福建方言脱口而出时，总是带着爽朗的笑
声，随和、亲切，一下子把你想象中的大画
家、湖南花鸟画协会名誉主席的距离拉近。

“花主席”衣着总是朴素大方，一点也
不像70多岁，身体健康，这跟他简朴的生活
和每天晨跑有关，也跟他的纯粹有关，纯粹
得也常常像一个孩子。几年前，他和夫人背
着几十年来创作的百多幅大画进京，面见当
代中国最权威的艺术评论家，忐忑得就像小
孩子进京赶考一样。

2014 年中国美术馆的那次“九天花雨
——柯桐枝花鸟画作品展”，我被震撼了，
数十幅巨作幅幅使人身临其境，如入花的海
洋，又入热带雨林，时而枝繁叶茂，时又繁
花似锦，这似飘自九天的花雨啊，让你耳畔
响起那首动听的民歌——《我们的祖国是花
园》，心中顿感无比温馨。那么多人观看展

览，有普通百姓，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
看！”邵大箴、林凡、薛永年、范迪安、李
魁正、王鲁湘等的采访、评价都在 《世界看
湖南》 栏目的影像中。柯先生却说：这只是
他几十年来不停地画，不为潮流所动，不为
市场所扰，潜心在艺术之中的一次一丝不苟
的汇报。

赏柯先生的画，浓浓的直觉到，传统的

中国笔墨精神中透着时代的创造，这种创造
来自于爱的满满，美的满满。你看，他的墨
是浓重的，色彩是鲜艳的。画面中，有优美
的藤舞，有遒劲的枝干；有含羞待放的，有
激情盛开的；有芳野雨林万千花卉，有湿地
家园姿容万千；醉山花、笑迎春，墨喇叭、
林深中，秋光初冬南洞庭。大幅画纸满满
的、笔墨颜色满满的，真满满的、情满满

的。那种爱呀，那种美呀扑面而来、直入人
心！画在人中，人在画中，人与画情景交融
在一起，自然之道、家国之情油然而生！

我曾拜柯先生为师。老师留给我们的第
一次作业是不临摹、画一幅梅花和临摹老师
赠送的作品。平日我看过多少梅花呀，真
的、画的，齐白石的、关山月的……怎么就
想不起来，不知如何下笔了。一大早就起了
床，笔在清水里不停地蘸，又不停地在报纸
上舔，小心地倒上一点点墨，又怎么也把握
不好浓淡，还有干墨、湿墨和枯墨，笔墨在
手，全不听使唤。再说那线，要直直不了，
要弯弯得不自然。一张白纸上第一笔从哪
下，怎么布局，怎么结构，茫然一片。最后
整的是枝干像柳树，梅花像桃瓣。

老师的家在烈士公园东，三室一厅的房
间不大，简朴，家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式样，最大的一室为画室，画案却是大大
的，占满了大半个房间，画毡也早已是灰黑
花色，上面摆满了笔墨纸砚。

老师曾说过，不敢说如吴冠中那些大
家，提笔没有一张不好的画，但定能把别人
没画好的画改好。这回我是亲眼见了，调皮
的何康泰有点损，在柯老师画室的旧纸堆
里，他翻出了一张老师写字作废的旧宣纸请
老师改成画。只见老师把这纸一铺，提笔蘸
墨、稳健从容，站在废纸前，这里一笔，那
里一笔，疾徐有致，上下翻飞，工写相间、
浓淡相宜。不一会儿，字不见了，一幅四尺
花卉成了，真是美哉妙哉！

再看改我的梅，噌噌几笔，挺拔苍劲的
枝干立于眼前，曙红、胭脂点彩花瓣，一幅
咏梅图跃然纸上，我那柳树不像柳树、桃花
不像桃花的没了。老师说，画梅要挺直，做
人要正直。老师很在乎“努力”二字，相信
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就一定会取得丰硕成
果。这是老师的性格喜好。

“记忆星尘——纪念周海婴诞辰九十
周年摄影艺术展”3 月 1 日在中国美术馆
开幕。

该展精选了周海婴 70 年摄影艺术生
涯中各时期代表性的作品百余件，全面呈
现周海婴的审美和情怀以及他对这个世
界的感受和认知。

该展是 2019 年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
藏系列展之一，也是中国美术馆“影像
中国”摄影收藏项目之一，周海婴的夫
人及子女将周海婴的一批遗作捐赠给中
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杨 子）

“花主席”

柯桐枝
李 兵

中国美术馆展出

周海婴摄影作品

浙江美术馆

西湖边流动“中国风”
本报记者 江 南

与众多“老字号”美术馆相比，浙江美术馆还是“小

字辈”。但正是在这十年间，浙江美术馆扎根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独特人文自然环境的“土壤”，精心策划品牌展览，

积极引进高品质艺术，建构具有浙江地域特色的典藏体系、

学术研究体系，“生长”成为国内一流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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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桐
枝
《
版
纳
春
晓
》

柯
桐
枝
《
版
纳
春
晓
》

浙江美术馆外景 本报记者 江 南摄浙江美术馆外景 本报记者 江 南摄

吴冠中《春》 浙江美术馆藏吴冠中《春》 浙江美术馆藏

⑥

“历史的凝眸——浙江历史文化重大题材美术
作品大展”展览现场

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 本报记者 江 南摄

◎ 人物

“水印千年启动展之湖山胜概”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