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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900件名家精品相遇

“太开心了，没想到还能拿到馆长赠送的画册！”
作为开馆首日前五位入馆参观的观众，傅女士难掩激
动的心情。她告诉记者，她春节前就来看过这个展
览，内容太丰富了，当时只是匆匆浏览，本想着哪天
再来，后来因为疫情只能宅在家里了。看到开放公告
后，傅女士立马预约了首日门票。“参观美术馆让我有
一种生活回归常态的感觉。虽然我们还戴着口罩，但
精神上是愉悦的。预约参观的方式，也让人感觉安全
有序。”

同样第一时间前来看展的，还有易女士和 8 岁的
女儿。“孩子是美术爱好者，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国
画、水彩画。她之前一直催促我，特别想来看这个展
览。”易女士说，希望孩子在欣赏作品中获得更多艺术
的熏陶。这不，小姑娘还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拍下来，
准备回家临摹呢。

“向捐赠者致敬——中国美术馆藏捐赠作品展”在
今年1月19日开幕，作为新春大展仅展出三天，就不
得不因疫情闭展。如今重新与观众见面，展期将延至
6月6日。

这是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策划举办的最大规模的
捐赠作品展，展览从目前已经整理出的1200余位捐赠
者捐赠的3万余件作品中，精心挑选出700余位艺术家
的900件 （套） 作品。

展品囊括了古代大家苏轼、沈周、唐寅、朱耷等
的珍贵山水花鸟作；有近现代大家黄宾虹、潘天寿、
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的经典之作；有滑
田友、曾竹韶、刘开渠的雕塑作品；有于右任、高二
适、林散之的书法墨宝；还有巴勃罗·毕加索、萨尔瓦
多·达利、安迪·沃霍尔等国际名家的作品。陈列蔚为
壮观，让人目不暇接。

记者注意到，每件展品的展签上特意标注了捐赠
者信息。这些捐赠者中，既有艺术家本人，也有艺术
家家属，还有收藏家和收藏机构。

“每一项捐赠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吴为
山表示，这些捐赠者把最珍贵的作品捐赠给国家，造
福于人民，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

一块屏幕就是一个美术馆

疫情期间，中国美术馆闭馆不休馆，把展览和公
共教育活动开到“云端”， 让美育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疫情发生后，我们迅速在官方网站、微信平台推
出线上展览，既有吴昌硕 《红梅》、徐悲鸿 《奔马》、
毕加索 《带鸟的步兵》 等展品赏析，也有老舍、胡絜
青藏画捐赠始末、熊秉明作品回家之路等感人捐赠故
事，有深度也有温度。”吴为山介绍说。此间，中国美
术馆策划推出的“中国美术馆藏作品中的劳动者形
象”“向医务工作者致敬——全国部分美术馆馆藏作品
选登”等线上展览，也颇受关注。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展览”一栏，中国美术馆
推出了“特别推荐”子栏目，点击便可欣赏“生命之
树——中国美术馆藏非洲木雕艺术展”“东方风来满眼
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等 25 个近年优秀展
览；在中国美术馆官网上，“展示鉴赏”栏中的“在线
展览”汇集了百余个展览，打造虚拟展厅体验，让观
众与美术作品近距离对话；包括杨振宁谈艺术与科
学、余秋雨谈中华文化之美等主题在内的“云”课
堂，也受到观众的喜爱……

“我认为，一块屏幕就是一个美术馆。疫情期间的
线上活动让我们获得了不少经验，也给美术馆未来的
发展提供了启发。以后，线上展览将作为我们重要的
展览形式常态化举行。”吴为山表示，线上办馆不仅考
验美术馆对线下展览的转化，更考验其对网络、收

藏、研究等资源的优化。“我们今后还将以经典作品为
核，用贴合时效的主题性策划，来吸引更多观众走进
线上线下展厅。”

用文化交流消除隔阂

“亲爱的吴为山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的来信。您
的这封信是对所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国艺术家的
支持……这场疫情在全世界发生，所有人都寄居在一
叶扁舟上，我们有义务相互理解、相互协作……我无
比强烈地期待中法两国、中法两种文明之间进行更为
热烈且相互尊重的交流……”

5月 1日，吴为山收到法兰西艺术院主席让·安哥
拉的来信。此前，疫情在欧洲蔓延时，吴为山曾用书
信的方式给欧洲同仁带去问候。

“看了这封信我非常感动。人同此心，我们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通过文化艺
术的交流、通过经典作品的对话，来消除人与人之间
的隔阂。”吴为山表示，艺术直抵心灵，是最好的沟通
交流方式。加强与深化文化交流是消除隔阂误会、促
进民心相通相知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中国美术馆就已经与意
大利多个重要艺术机构达成共识，准备把意大利经
典的雕塑作品带到中国来办展，与中国古代的雕塑、
现代的雕塑进行对话。因为疫情，推动工作只能暂时
搁置。

“中国美术馆特别强调对话，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
相互交融。这也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
吴为山说。

据悉，中国美术馆新展策划工作早已启动，除了
名家、大家的申报展，还计划推出更多交流对话展。
其中，馆藏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民间年画的对话展，不
久将与观众见面。

近期，身处世界各地的
46 位中国顶级音乐家，拿起
手中乐器致敬抗疫战士，完
成了居家交响乐云合奏 《红
旗颂》；大型群雕 《冬去春
来》 用 22 个典型人物渲染了

“付出与奉献”的主题。一大
批抗疫主题的优秀艺术作品
赢得公众的广泛赞誉。在人
类面对共同困境之时，艺术
的不缺席与持续在场给人们
带来情感慰藉，化为激发信
心、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

多 主 体 介 入 的 艺 术 在
场，共同担当时代和社会的
守望者。医护冲锋一线，新
闻 报 道 事 实 ， 艺 术 疗 愈 心
灵。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艺
术创作主体已不局限于艺术
家，传媒工作者、社会公众
都在用艺术行动表达态度，
传递情感，助力抗疫。艺术
家抗疫的一线在画室、录音
棚、剪辑室，他们的武器是
色彩、音符、造型、视频以
及充沛的情感、专业的技能和
火花般的灵感。抗疫主题驱动的艺术群体实践，
重新设定了艺术与个体的关系。每一个有言说愿
望与创作冲动的人，“登场”即发声，“在场”即传播，
这是融媒时代艺术生产与传播的独特景观。

一方面，主流媒体与网络平台创作了 《英雄
之城》《中国战疫录》等大量全景式、高质量的纪
实影像，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担当呈现了举国
同心、共克时艰的抗疫图景。另一方面，疫情中
的公众自发参与到战疫的艺术表达中。他们用摄
影、文学等艺术方式记录疫情期间的生活情景、
家庭经历、真实感受。有感而发的作品平凡但不
平庸，启迪人们关于生与死、情与爱、良知与信
仰等价值问题的思考。

全形态文本的艺术呈现，多维建构感知与省
察的意义场。艺术作品是一种语言表达。语言由
文本构成，符号上是视觉、听觉或视听兼备的，
题材上是现实、历史或想象的。不同诉求造就不
同的文本形态。音乐、美术、雕塑、戏剧、影像等各
种艺术形态，在抗疫主题下共同建构留存历史与唤
醒记忆的“蒙太奇”，为人们了解疫情提供更宽广
的认知视角，也共同谱写出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

抗疫文本的视角或是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或
是个体叙事的日常状态。前者纪录重大事件的进
程，具有历史学意义上的文献价值；后者注重捕
捉普通人的情感、情绪，截取的大多是细节化的
生活瞬间，充溢着烟火味道、人之温情。两种文
本的语态、语气、语调不同，但彼此无法替代，
共同构成了抗疫的全景画卷。不同的艺术形态恪
守严谨的原则与规范，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影
响。以音乐为例，世界地球日这天，上海歌剧院
发起的 《用音乐温暖世界》 12小时特别直播，全
球十多个国家的著名乐团、剧院和近百位音乐家，
共同用音乐传递爱与温暖。再如，社交媒体平台上
短视频的发酵，立体建构了与生活关联的意义场，
让公众在多向互动中守护生命、点燃希望。

“速写式”艺术创作难免存在缺憾，期待更多
精品与经典的产生。在全民抗疫的艺术行动中，
不少佳作的确发挥了传递疫情信息、缓解社会焦
虑、凝聚各方力量的作用，但能否进入经典作品
的殿堂，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关涉重大公共事件
的创作，艺术家既需要快速反应，更有赖于持续挖
掘、充足蓄能，在资料积累、实地体验、情感沉淀、艺
术构思等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需要指出的是，“速写式”艺术行为也会留下
一些缺憾。一些作品虽然反应迅疾，但质量差强
人意，刻板的摆拍、雷同的场景、仓促的模仿、
机械式重复，很难留下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疫
情涉及人类普遍境遇和共同命运，抗疫题材蕴含
无限的创作潜能与空间，有抱负的艺术家大有可
为也应当大有作为，当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真
正创作出无悔于时代的精品与经典。

如果说医学是人类战胜病毒的理性力量，那
么艺术无疑是一种感性力量。艺术抗疫的真谛与
价值在于：跨越文明、地域、种族的藩篱，以熠
熠生辉的文本书写当下，映照历史，并开启人类
的未来航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近年来，湖南省浏阳市小河乡引进农民画室产业，让
农民可以在家务农时利用空余时间务工。小河乡现有460余
名农民画师，累计带动50余名贫困户参与。图为小河乡乌
石村村民在绘制油画。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5 月 18 日，在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
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纪念
日，昆曲艺术家柯军携新书《素昆》《汤莎会邯郸
梦》（英文版） 亮相，把自己从艺以来的传承和创
新、求索与思考与公众分享。

《素昆》收录了柯军近20年来参演、导演、创
作的七出先锋昆曲，包括导演阐述、剧本、对谈
等，是2018年度中国好书《说戏》的姊妹篇。《汤
莎会邯郸梦》（英文版） 收录了2016年中英艺术家
共同执导的昆曲 《邯郸梦》 的缘起、台前幕后、
剧评、剧报相关文章 20余篇。该剧是汤显祖和莎
士比亚两位剧作名家逝世400周年纪念之作，也是
目前最有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先锋昆曲之一。

柯军多年来致力于先锋昆曲演创。2001 年 5
月 18日，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同年，身为江苏
省昆剧院演员，柯军前往印度参加国际会议，与
来自日本、印度的艺术家在喜马拉雅山西北部山
坡上探讨艺术。为了向外国艺术家展示昆曲，柯
军以森林为背景，以山坡为舞台，演绎了一曲林
冲夜奔。

那一夜，面对绵延的远山、浩瀚的星海，柯
军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作为非遗的昆曲，如
何面对未来，如何能在当下有一点呼吸？”

2003 年起，柯军开始着手对昆曲进行实验性
的探索，《余韵》《浮士德》《藏·奔》《新录鬼簿》

《夜奔》《319·回首紫禁城》 ……一部部实验作
品，体现了他对昆曲反思和探索的轨迹。如何借

助当代剧场、当代技术推动最传统的昆曲艺术与
时代互动，与世界对话，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实践
的事情。

“潜心传统艺术，放眼世界文化。”中国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傅谨如此评价柯军的艺术成就。在
他看来，柯军基于昆曲表演艺术的修为与领悟，
把昆曲精华转化为精湛多元的舞台形象，这种创
造是当代舞台表演艺术领域处理传统与现代之关
系的重要文本，也是当代中国舞台表演艺术的骄
傲。

2016 年，柯军和团队带着“临川四梦”在伦
敦上演了一场“汤莎会”，在《邯郸梦》的昆腔昆
韵中，汤显祖、莎士比亚两位文坛巨擘在逝世400
周年之际得以相会。2019 年，柯军与摄影家李止
合作举办摄影展《素昆》，把昆曲的化妆拿掉、服
饰拿掉，回到昆曲创作的原点，探索昆曲精神的
源头。

何为“素昆”？柯军认为，传统昆曲从妆扮进
入角色，依托于角色表演，以遵循程式为手段，
呈现传统的舞台观念。先锋昆曲讲究现代性，从
素颜进入心里，依托于内心的表演，以“我”为
中心，以松动昆曲程式为手段进行自我创造。

“今天的经典，是过去的先锋。今天的先锋，
创造明天的经典。先锋昆曲一定是通向未来的，
但它又决不能抛弃昆曲的传统，因为传统是出发
点。”此次在新书《素昆》中，柯军再度将素昆的
理念发挥到极致。在他看来，艺术的发展就是一
个圆，“最先锋”最终是为了回归“最传统”。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思北） 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
志愿者协会主办，“让爱铭记——中国文艺志愿服务‘以
艺战疫’数字博物馆”征集启动仪式直播活动日前通过
多家网络平台精彩上线。冯巩、濮存昕、范迪安、黄豆
豆、李丹阳等著名文艺家，通过直播活动与网友分享了
自己的经历与感想。

记者从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获悉，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战斗中，广大人民群众、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
优秀文艺作品，用文艺志愿服务致敬英雄、温暖人心、
提振信心。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旨在加强文艺志愿服务的
示范带动作用，弘扬志愿精神，用明德引领风尚，推动
文艺界行风建设。

本报电（记者苗 春） 今年 5月 17日是第 30个全国
助残日。当天上午，大型直播活动“光明影院——把电
影说给视障朋友听”在腾讯新闻客户端举行。

活动首次播放了由“光明影院”项目团队制作的扶
贫题材无障碍电影 《玉秀》。《玉秀》 尚未正式上映。为
满足视障人士的观影需求，电影发行方授权“光明影院”项
目团队制作了无障碍版本，在全国助残日当天首映并邀请
视障人士在线观赏。该片讲述了挂职第一书记玉秀在胡
家滩村带领村民种植海红果树、脱贫致富的故事。

据悉，“光明影院”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朝阳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联合主办的

“云上光明”系列活动之一。此次系列活动还包括有声书
《光明·用心听》 喜马拉雅电台节目、“云上光明”——
5.17 全国助残日平面公益广告征集活动以及抖音、微
博、哔哩哔哩等平台的互动推广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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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画师绘就美好生活农民画师绘就美好生活

以最大规模捐赠展迎接观众——

中国美术馆有序开放
本报记者 赖 睿

5月13日，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参观展览。 杜建坡摄 （人民图片）

5 月 13 日早上 9 时，中国美术
馆有序开放。“向捐赠者致敬——
中国美术馆藏捐赠作品展”时隔
110天再度与公众见面。当天，500
名观众通过网络预约、测量体温、
扫健康码等环节，进入中国美术馆
观展。

5月 11日，中国美术馆发布有
序开放公告，自5月13日起实行预
约、错峰、限流参观，每日限额
500 人。公告甫一发出，开馆首日
及首周末参观额度短时间内预约满
员，足见观众的热情。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国美术馆
开馆回应了大众的期待。“面对观
众迫不及待的心情，我们要科学有
序地做好各项恢复开馆的工作，向
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柯军：让昆曲艺术与时代互动
本报记者 郑 娜

把电影“说”给视障朋友听

“以艺战疫”数字博物馆征集启动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