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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和北京各高校因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学生未能返校，

9 月终于迎来新学年开学— 9 月 10 日教师节这一天，本馆隆重举行“立

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展出清华美院著名国画家白雪石先

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作品，并举办研讨会。白雪石是现代中国

画的创造者，专家们对白雪石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清华美院对美术教

育、人才培养及人物画、山水画创作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蔡斯民镜头下的吴冠中”，为新加坡著名摄影家蔡斯民于上世纪 80 年

代至 90 年代所拍摄的吴冠中先生影像作品的集粹，这些照片记录吴先

生在新加坡、印尼、英国、法国的创作与游历生活的片段，传神写照，

是研究吴冠中的珍贵资料。

赖德辉的论文《何以归成？—清华校园文化对中国第一代留美建

筑家的影响》，探讨出自清华学校又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

一代建筑师对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建筑历史遗产研究与保护

等做出的重要贡献，该文对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具有特定学术价值。殷

双喜《从现代到当代 ：全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水墨》，探讨“现代

水墨”“抽象水墨”“实验水墨”“新水墨”“当代水墨”等概念的内涵和

创作特点，揭示中国水墨从现代到当代的发展轨迹和艺术特征。本期在

《艺术与考古》栏目继续发表谈晟广《张骞在大夏见筇竹杖之谜（下）》，

以飨读者。

《博物馆天地》栏目发表王璜生《知识生产 ：美术馆的功能和职责》，

王春辰《美术馆与美术史建构》，任姗姗《国内美术馆公共空间职能的

维度与界限研究》，从不同方面探讨美术馆的功能和职责，美术馆在建

构美术史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美术馆的公共空间职能等重要问题，深化

了美术馆学科相关理论研究。陈花容《“礼法传家，忠诚为本”—跋

千唐志斋博物馆藏〈殷亮墓志〉》，对《殷亮墓志》进行专题考辨和鉴赏。

高文静的文章则对清华藏珍织绣精品进行赏析，展示清华艺博所藏织绣

精品的艺术魅力！

卷首语

学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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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1 / 展览海报

展览时间 /2020 年 8 月 11 日 – 2021 年 1 月 3 日

展览地点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 8 号展厅

学术主持 /刘巨德

策展人 /苏　丹

执行策展人 /周爱民

项目统筹 /王晨雅　胡晓曦　刘徽建　吕一飞

视觉统筹 /王　鹏

策展助理 /潘　超

视觉设计 /刘徽建

展陈设计 /刘徽建　王馨仪

展览执行 /胡晓曦　王馨仪　陈章钦　齐靖琮　苑　菲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

蔡斯民镜头下的吴冠中

“蔡斯民镜头下的吴冠中”摄影展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 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 8 号展厅精彩呈现。本展是蔡斯民

先生于上世纪 80、90 年代所拍摄的吴冠中先生影像作品的集萃。这些

珍贵的图片是吴先生在新加坡、印尼、英国、法国工作和游历过程中的

传神写照，共 60 余张。本展也是继 2019 年“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

诞辰艺术展”之后，关于这位艺术界前辈的个人图片文献展。这些图片

所展示的生动形象，既是对吴冠中创作的一种注释，也是对其精神肖像

描摹的一个侧面。

清华馆刊第17期－cc.indd   6 20-11-19   下午2:18



7
PERIODIC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RT MUSEUM

·2020 年第 3 期·总第 17 期艺术博物馆 馆刊

2 / 展览入口

蔡斯民

新加坡著名摄影家，出生于 1932 年。青年时就对美术和摄影有

浓厚的兴趣，1950 年在新加坡南洋美专学习。他在五六十年代活跃

于艺术界，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5 年曾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硕士

A.R.P.S. 及国际影艺联盟最高荣誉衔 HON.E.F.L.A.P，1985 年拍摄

的新航日历获得太平洋区金奖以及 1986 年新加坡创意奖。此后，又在

各种摄影活动中多次获奖。1972年起，蔡斯民先生致力于广告摄影制作，

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专业摄影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 1989 年

被新加坡政府授予摄影文化艺术奖章。

1989-1992 年期间，他在新加坡、北京、上海、沈阳、西安、杭

州和台北、香港等地举行他的个人摄影展览《留真》。2005-2011 年继

续在重庆、深圳、成都、昆明、贵阳、上海、杭州、新加坡等地巡回展

出。其作品曾被新加坡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岭南纪念馆、中国美术馆、

沈阳博物馆、何香凝美术馆、四川美院、广东美术馆、贵阳美术馆、云

南博物馆、刘海粟美术馆、浙江美术馆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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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殉美的灵魂肖像

吴冠中先生在世时，蔡斯民先生就曾对我说，他有一批吴冠中先生

的照片想捐赠清华并办一个展览。如今，年近九旬的他，为了此心愿，

不顾疫情危险，选择于今年吴冠中先生逝世 10 周年之际，从新加坡赴

京举办捐赠展，其情其意深切感人。

蔡斯民先生是新加坡一位著名摄影艺术家和艺术策展人，长期迷恋

为水墨艺术大师造像。从 1985 年至 2000 年，他跟踪拍摄吴冠中先生

十余年，吴冠中先生的一举一动、脾气秉性、喜怒哀乐，常使他的拍摄

状态惊喜和亢奋。这十余年，吴冠中先生身心舒展自由，他的形式美、

抽象美的艺术创作激情和智慧喷涌而出，作品日新月新 ,.艺术进入新的

高峰，为中国美术走向世界迈出惊人的步履。新加坡属于第一站，蔡斯

民先生是记录人。吴冠中先生为寻美走街串巷跋山涉水，劳筋骨苦心志

的鲜活形象，被蔡斯民先生尽收眼底。这里展出的作品弥足珍贵，是蔡

斯民先生对中国美术史大师形象档案的重要奉献。蔡斯民先生如同向导，

引领我们回望大师路上的精神风采，观看吴冠中先生暮年乐观、奋进、

智慧、光明的春天气象，带着春雨里夜的雷电，在时间的长河中片刻逝去，

又刹那间复活。吴冠中先生是幸运的，在横站岁月中曾经的忧思、悲凉、

孤独，孕育了他老年的春天。当我们怀念想象他时，蔡斯民先生的作品，

更清晰地唤起我们对吴冠中先生的记忆和认知，使我们感受到吴冠中先

生殉美的灵魂从不沉睡。

学术主持..刘巨德

2020 年 6 月 18 日.于荷清苑

3 / 展览现场 4 /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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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吴冠中与朱德群—第一位在世时在伦敦大英

博物馆举办个展的中国艺术家 -1992- 伦敦

6 / 蔡斯民到访吴冠中家中所拍摄的最后一幅肖

像 -2008- 北京

形象是一种永生

“蔡斯民镜头下的吴冠中”摄影展，是蔡斯民先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

90 年代，所拍摄的吴冠中先生影像作品的集萃。这些珍贵的图片是吴先

生在新加坡、印尼、英国、法国工作和游历过程中的传神写照，共 60 余张。

这个展览也是继 2019 年“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之后的、

一个关于这位艺术界前辈的个人图片文献展览。这些图片所展示出的生

动形象，既是对其创作的一种注释，也是对吴冠中先生精神肖像描摹的

一个侧面。我们从这些精彩的图片中既可以看到大师创作过程中的严肃

态度，也可以感知到这位瘦小的老人在挥毫中的千钧力度，以及思考中

的睿智。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可以察觉大师人性的一面，一睹其在生活

中适性任情。

从去年开始，本馆在现有的展厅中设立吴冠中厅，以专门陈列吴先

生的作品、文献，以及受其艺术风格影响或教育启蒙的后辈们的艺术作

品。蔡斯民先生因工作上的原因，记录了一批 20 世纪中国杰出艺术家

的影像资料，其中对吴先生的记录更是全面和精致。此次展览即是蔡先

生应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之邀的慷慨之举，本次展览的作品也将悉数捐

赠本馆，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绘声写影无疑是摄影艺术的一个主要功能，它定型了一个生命曾经

的存在状态，创造了一个个相对的永生。无疑这个展览是对“美育人生”

大展意味深远的接应，也是吴冠中厅弥足珍贵的首启。

策展人..苏丹

2020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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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象尽意 
 —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

展览时间 /2020 年 9 月 10 日 – 2020 年 11 月 1 日

展览地点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三层展厅

学术主持 /陈池瑜

策展人 /苏　丹

特别鸣谢 /白雪石家属

项目统筹 /杜鹏飞　王晨雅　孙艺玮

行政事务 /李　哲　张　珺

策展助理 /赵　晨

视觉统筹 /王　鹏

视觉设计 /刘徽建

展陈设计 /刘徽建　王馨仪

展览执行 /刘徽建　孙艺玮　王馨仪　苑　菲　齐靖琮　桂立新　安　夙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协办单位 /中国美术馆　北京画院　白雪石艺术馆

支持单位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国家画院

1 / 展览海报

20 世纪初期产生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与变革创

新、西画造型与笔墨语言、写实写生与反映生活等创作语境和思想交

锋中向前发展，几代中国画家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和发展大胆探索、

砥砺前行。白雪石先生就是中国画现代转型与创造的实践者，他探

索出自己独特的中国画语言和形式特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经过

近一年的筹备，展出白雪石先生的部分代表性人物画、山水画、花

鸟画和速写作品，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观赏这些精品力作，

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白雪石的创作成果及特点，也能窥见中国画现代发

展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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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石  1915-2011

白雪石 1915 年出生于北京的平民家庭，他在中学期间师从赵

梦朱先生学习花鸟画，20 岁时拜师梁树年先生学习山水画。他于

1941 年加入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并参加相关创作研讨活动，多

次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山水花鸟画作品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白雪石

先生在北京四十八中任美术教师，1958 年调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

术系任教，1960 年在北京艺术学院教授山水画，1964 年调入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任副教授、名誉教授。他在认真教学的同时，积极深

入生活和开展写生活动，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创作了一批反映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人物画，以及新的山水画与花鸟画。70 年代以后多次

到桂林写生，创作以漓江烟雨、阳朔风景为题材的大量山水画，并

为北京地区重要公共活动场所，如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首长接见厅、

钓鱼台国宾馆等创作大幅山水画，形成其山水画清婉俊秀、气象明丽

的风格特征，为艺坛和社会所重，产生深远的影响。

2 / 展览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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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雪之纯粹  石之稳贵

白雪石先生是中国现代山水画名家，誉满华夏。在漫长的琢艺过程

中，他刻苦研习两宋山水，师法自然，最终其个体的觉悟与中国现代时

空糅合融汇，自成一味。白雪石先生的作品在中国山水画界的影响广泛

而深远，上至庭堂，下及民众。同时，他一生在不同机构从事中国画的

教学工作。自 1964 年起，白雪石先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他勤

勉笃定，以身授艺，有后辈称其“画比话多”便是最好的佐证，一如其

名“雪”之纯粹，“石”之稳贵。

本次展览共展出白雪石先生的绘画作品 137 件，另有绘画草图若干。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生涩老辣写山川》（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长城脚下幸福渠》（中国美术馆藏）、《烟雨漓江》（白雪石艺术馆藏）、《蓖

麻丰收》（北京画院藏）、《桂山雨后》（私人收藏），以及《拒马河深秋》

（私人收藏）等。这些展品为我们呈现出白雪石艺术生涯的卓绝风采与非

凡造诣，而诸多习作又使我们得以窥探其艺术历程的觉悟脉络。他在题

材上涉猎之广也属中国画坛之罕见，从早期入道时的花鸟，到观念转变

过程中的人物，再到年逾花甲之后广为人知的“桂林山水”系列。通过

这些题材多样的绘作，我们得以体察这位先辈深厚而高妙的中国画造型

底蕴。在他的笔下，峦嶂云开，青峰浮水，中国自然景致在这位伟大艺

术家心中生成了开阔而纯实的心象。白雪石先生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

这片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民。唯有这样情深义重的挚爱，才会生发出如

3 /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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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

金秋送爽，在第 36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也

迎来开馆四周年纪念日，并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下午隆重举行“立

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开幕式及学术研讨会。本次展览

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同举办，中国美术馆、

北京画院、白雪石艺术馆协办 ；同时得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国

家画院的支持。

展览开幕式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主持，清华

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雪石先生的

学生张夫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鲁晓波，

此动人心魂的表达。

白雪石先生一生的艺术作品数量惊人，前半生的创作反映出一位职

业艺术家的使命与本色，后半生的创作则体现出其朴雅的情怀与品性。

待本次展览结束之后，白先生的家属将为本馆捐赠作品六件。自此，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又将丰添一席耀目光榻，一段深情佳话。

策展人. 苏.丹

2020 年 9 月 2 日于清华园

4 /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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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明明，白雪石先生长子

白启哲，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先后致辞，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致辞并宣布展览开幕。

主持人 ：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

高兴也很荣幸主持今天的展览开幕式。今天是 9 月 10 号，第 36 个

教师节，首先我代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对所有的来宾以及所有的

老师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天也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4 周岁的生日，

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立象尽意—白雪石

中国画作品展”开幕。

苏丹 ：白雪石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山水画名家，誉满华夏。我们馆

经过长期筹备，推出“立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我想这

个展览一定是白先生历次的作品展中非常独特的一次展览，追求学术

的品质，追求研究性，追求文献呈现的一个价值，以提供后来的学者

作为研究、作为史料。同时展现白雪石先生的绘画风格与艺术思想形

7/《生涩老辣写山川》 白雪石  年份不详 纸本水墨设色  53 厘米 ×135 厘米

5/ 开幕嘉宾合影 6/ 开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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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历程和其作品对中国山水画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张夫也 ：说起白先生的艺术，我们做学生的始终认为，白先生是

现代中国山水画的一面旗帜，或者说他在中国画方面是借古开今、推

陈出新的一个典范。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白先生

年轻的时候，他受到的美术教育是非常传统的。但是白先生没有被传

统所束缚，从传统的禁锢中走出来，他也接纳、欣赏西方绘画的一些

优点，比如说他的绘画里很明显会用到一些焦点透视这样一些基本的

技法。还有就是在设色、造型，他也表现立体感、表现进深度等等

这些方面。我觉得白先生都有创新，这些方面给我们学生很大的启示，

而且我们会终生享用。

鲁晓波 ：20 世纪历经沧桑巨变的 100 年里，西学东渐带来了中

国文化和艺术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美术史其实展开了新的一页，成

就了一批锐意进取的美术先驱和杰出的艺术大家。在回答中国绘画承

传与创新这一时代命题的探索上，白雪石先生的成就，我个人认为也

可以与徐悲鸿、李可染、吴冠中等许多前辈相提并论。白雪石先生

的作品题材广泛、秀美多姿，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以其桂林青绿

山水画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桂林山水景观的变幻莫测、气质和风云，

更让观众感受到人与自然交融的美好之情境。他在平凡中发现美和新

意，重构山水意象的新世界，这是艺术的魅力，这是白雪石艺术的

魅力。

王明明 ：白先生的作品给我们很多启示。一是白先生对写生的重

视，他的写生是带有非常重要的目的性。因为他是从解放前过来的艺

术家，是从传统过来的艺术家，他要转变自己，他要融入时代，所以

通过写生、通过观察、通过生活，使自己能够转换成为新一代的艺术

家。..二是他的生活、写生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有一定距离的，

不是把写生直接转变成创作。三是白先生创造了中国意境的山水画。

这一点来说，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怎么样融入这个时代的精神和中国

意境。四是白先生在大画和小画之间、在雅和俗之间，找到了一个

特别好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要用心去品老先生的画，就跟他的人一样，

平时说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可是都在心里。

白启哲 ：我父亲在画画方面不拘一格，喜欢各方面的探索，所以

8/ 鲁晓波

9/ 王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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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人物画方面也是很有成就的。他用流畅的线条绘制出许多栩栩

如生的人物。70 年代开始，由于社会需要，我父亲开始主攻山水画，

他游历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积累了大量的写生稿。经过多年的研究

与探索，终于在山水画方面也闯出了一片天地。桂林山水画的成功，

使我父亲获得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白家山水甲桂林的美誉，形成了独

具风格的白派山水。我父亲在绘画领域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对社会作

出了回报，为社会各界的厅堂布置作出了巨大贡献，把绘画的黄金时

代献给了社会。

主持人 ：感谢白启哲先生的致辞，要特别感谢白先生的家人对这

次展览的大力支持，展厅当中大部分作品都是白先生家人提供的，而

且还慷慨地捐赠 6 件作品给艺术博物馆。

白雪石先生的家属白启哲先生、白启刚先生、白玉华女士、白玉

英女士、白玉女士、白山先生、白洁女士、白涛先生、贾宝明先生向

清华大学捐赠白雪石《生涩老辣写山川》等 6 幅绘画作品，杜鹏飞颁

发捐赠证书。

向波涛 ：白雪石先生一生坚持行胜于言，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多次无偿将他的艺术作品回馈给社会 ；同时他为中南海办公楼、

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诸多公共建筑中绘制巨幅山水画，他

的作品也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与友人，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

积极贡献。白雪石先生热爱祖国的情怀，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精神，

无私回馈社会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冯远 ：我在想，重新体验、认识、研究、再深刻地理解这样一位

几十年孜孜以求追求艺术创作实践并且取得了重要成就的这位画家，

他如何是通过他的艺术实践与时俱进的，并再到作品背后体现出来

的中国写意意境上，还是因为通过白雪石这个具体的个案，让我们

能够由观入目入心集思，来对中华文化传统有一个深度的认识。也

是因为这样一点，能够激起我们艺术家同道也好，学生也好，对国家、

对家园，以及对祖国美好河山的一种热爱之情。

最后，我很荣幸地宣布 ：“立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

隆重开幕！12/《蓖麻丰收》白雪石 1961 纸本水墨设色  

45 厘米 ×44.5 厘米

10/ 冯远

11/ 向波涛

清华馆刊第17期－cc.indd   16 20-11-19   下午2:18



17
PERIODIC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RT MUSEUM

·2020 年第 3 期·总第 17 期艺术博物馆 馆刊

“立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研讨会

苏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美术学院

教授）：

刚才开幕式上，几位嘉宾谈到了白雪石先生的

成就，也谈到了非常值得去梳理和研究。利用这次

展览，我们开启研讨会。

白先生的大型展览也做过很多次，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这次的展览注重学术性，以展现白先生的

绘画风格、艺术思想和从艺的历程。

研讨会撷英

作为学术主持参与展览工作，在苏馆长和杜馆长的

领导下，还有在学术部主任徐虹老师的支持下，筹

备办了这个展览。这次展览，展出白雪石先生的作

品不仅有山水画，山水画比较突出，另外还有花鸟

画、人物画及白描，主要展示的就是 70 年代以后

的大量山水画，所以我们将这次展览名称就叫《立

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白先生在人物画创作中也取

得突出成就。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文艺方

针是提倡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表现社会主义

建设和新的生活，同时还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白先

生的作品比如像《牧羊女》、《捡棉花》、《向自然进

军》等，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这些人物画都可以写

进当代艺术史的，这部分作品人物的形象塑造，包

括他们表现的一种精神，确实是反映了五六十年代

新的生活以及时代的特征，创造了中国画崭新的形

式，呈现出新时代生活的图象，是新中国初期国画

人物画创作的重要收获。

新中国成立以后，白先生想用新的笔墨来表现

新的山水景物，为祖国的河山来写生。1972 年他带

着国务院的任务，要为一些大的国家机关厅堂创作

壁画作品收集材料，后来他就常到桂林去写生，对

他山水画的风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写生过程

中探索了新的语言，他创造一种适合表现桂林山水

的笔墨语言。创造了一种现代笔墨与审美形式。白

雪石先生以现代审美眼光表现南方山水之秀丽清婉

风格，作品或者是烟雨迷茫，或者是春光明媚。同

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艺术博

物馆策展委员会副主任）：

谢谢苏丹馆长。这次白雪石先生的展览，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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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研讨会现场

时，他也画北方山水，凸显北方山水之峻伟与气势，

作品层峦叠嶂，秋色苍满。他的山水画其总体风格，

我认为是清峻、端丽，雄浑而有韵致，苍郁而又清婉，

气韵生动，墨色淋漓，都是山水画的上品佳作。

另外，我们将这个展览的主题定为“立象尽意”，

这是《周易》里讲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

人立象以尽意”。就是用语言不能穷尽的意思或者

观念，创造形象就可以完整地表达出来，所以形象

有它特殊的作用。山水是天地之大象，山水画乃天

地之大美。所以白雪石的山水画是为祖国河山立象，

为神州山水传神，为天地造化存意。中国画家是立

象尽意，应目会心，感物吟志，神超理得，进入艺

术思维的审美化境。山水画是我们人类和自然的审

美关系的一个最高表现形式。观赏白雪石的山水画，

就像阅读一部自然向人生存的、展开的感性的哲学

书，是在做一种审美哲学上的、人生哲学上的、自

然哲学上的一种艺术理解、体悟和鉴赏。

孙克（美术评论家）：非常感谢有机会来参加

白雪石先生的艺术研讨会。我没有准备，就是讲几

句感想。

首先，看了展览以后第一个感觉，我觉得真正

那个时代过去了，在白先生那一代人的人生和艺术

道路上，他们在解放初期画那么多的人物作品、主

题性的作品，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进步，追求

的是跟党走。因为他们经过旧社会、解放前的那些

困苦，在解放后充满了热心，充满了爱党爱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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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50 年代的画家们的心态就是那样的。

另外，我感觉到白先生的艺术真的下了苦工夫

了，不是那种浮光掠影的，追求一点儿自己的名利，

真的是热爱艺术、献身艺术。白先生艺术天分高，

从传统程式框架走出来，努力追求现代的笔墨风格，

并且通过桂林山水搭建了自己的艺术平台，形成了

独特风格。白先生的成就告诉我们，中国画的发展

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只要大家努力开拓。我记得

50 年代《美术》杂志上曾经有人争论中国山水画

要不要“染天染水”，国画界有人不赞成，就提出

来要不要染天染水。如今看来应该说这是一个伪命

题了，问题在于你有没有画好，画好了就对了。白

先生画的漓江山头倒影、筏子倒影，每个倒影都画

得地地道道，跟整个画又很协调，非常和谐，这就

是本领，了不起！没有这些倒影，漓江山水的魅力

就显示不出来。从这一点来说，白先生创造了一个

非常清雅、宁静、和平、美好的艺术世界。漓江就

是白雪石的漓江，白先生的漓江画得好，把漓江的

美画了出来，而且画出了自己的风格、画出了自己

的样式。他把晚年的精力很大一部分画了厅堂馆所

大画，我在政协礼堂看到他画的巨幅作品，包括国

家各部门里，都是无偿贡献，从来没有听说老先生

有任何怨言。

最后，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亲自聆听过他的

教诲，没有跟他学过画。但是因为美术家协会艺委

会的关系，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向白先生

征求作品，请他参加我们的活动。白先生从来没有

推拒过，而且非常善良、非常谦虚，对人总是恭而

有礼的，令我深为感动，我觉得这是人品和艺品真

正达到完美高度的一位老先生。白先生离开我们已

经很多年了，但是想想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们的

心里，非常怀念。非常感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

同志们和美术学院的老师们，大家为白先生的作品

搞这么一个大型活动，在疫情之后，受到大家的支

持，十分成功，谢谢！

刘巨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资深教授、吴冠中

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我是白先生的学生，在“文革”

之前，我在陶瓷系认识的白先生，白先生那时候负

责上山水课，因为陶瓷需要画很多山水，都需要中

国画，所以陶瓷系有很多中国画的老师，其中白先

生是当时大家非常敬仰的一位老师。我 1965 年进

校，1966 年“文化大革命”，就上了一年课，在上

基础课的时候才能见到他。“文化大革命”我们下

乡到 11945 部队，我跟他住隔壁，我那时经常去看

白先生。白先生少言寡语，一门心思画画，非常专

一的一个人，社交活动极其少。他之所以有这么大

的成就，与他的专一有关系。

白先生对中国画传统绘画的思想吃得很透，

我一直在想中国画的阴阳问题，中国画最大的一

个特点就是阴阳。这一点体现在白先生身上的话，

白先生更注重阳，而李可染更注重阴。他们一个

是知黑守白的李可染，一个是知白守黑的白先生。

阴和阳是中国人观察大自然、和大自然体验感应

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

就是虚以待物、听之以气，所有的万物在中国画

家的心里不是一个实在的存在，不像西方是作为

一个实在的存在，所以一定要描摹实体来开始。

而中国画是虚以待物，所有的物在他看来都是阴

和阳的流动。这种观念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来说，

就会把我们整个面对自然观看的方式，从心里和

西方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白先生和李先生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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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虽然有阴阳之别，但是在虚以待物上，他

们完全是相似的，这特别显现了东方美学的思想。

作为白先生，他是激励走进自然来继承这个传统，

而不是拟古。所以他的画作是用自己的心对自然

山川的一种感应，带有很多他自己心灵的天性和

个性，在中国画上叫心物一元，心和物是一元的，

不分家的。白先生的桂林山水可以说是中国面向

世界的山水画的一张名片，而这个名片是独一无

二的，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枝独秀。他的特点

非常清晰 ：清雅、清凉、清秀，这与他本人的个性、

审美、理想，以及他所向往的有极大关系。所以，

我在想 ：他阳的一面，可能跟他一直在陶瓷系工

作有关系，陶瓷系所有的东西是经过火升腾而来

的，这个气是凝练过的，带有一种阳性。他虽然

也画水，但是他也有很多阳刚性，你看着很清秀，

但是很阳光，他不是柔媚的，这是白先生一个很

大的特点。他为我们现代中国画界的画家们有一

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一定要在继承传统的时候要

走进自然、体验自然，心物一元，不能用别人的

眼睛看世界。谢谢大家！

个是写生课。

白雪石先生现在所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开宗立

派的白氏画风的原因，我认为 ：一是吸收了南北宋

山水画的精华，二是深入生活的大量写生，三是他

后来的系列性创作。另外，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这份艺术土壤、艺术氛围和艺术气息对于白先生的

影响。

从白先生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平面

展开式的构图，他在透视上，不取高远法，仅用平

远与深远。虽然说郭熙在《林泉高致》里说到三远法，

但是白雪石先生只取了其中两法，而没有用到高远

法，所以他画出来的山水层峦叠嶂纵深度远，富有

一定的二维空间性，我觉得这是白雪石先生比较明

显的特点。另外，他的设色是非常讲究的，我们看

到他的青绿山水色彩非常和諧稳定。纵观传统的青

绿山水是以工笔为主的，这种写意的，并且推陈出

新的青绿不多见。他的青绿颜色很纯净，实际上每

个颜色都是复色，也就是说石青石绿里边白先生要

加曙红、赭石，以青绿为主色调。这样调出来的颜

色才非常稳定、含蓄、耐看。这是先生的设色方法

与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了我们。

白雪石先生开宗立派、独具特色的风格，实际

上是对南北宋绘画的最好继承。同时，他又不拘泥

于传统，他很多画是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感受，包括

笔法、墨法都是心中感悟到的胸中丘壑的主观表达。

面对桂林山水这种圆浑的单体造型，先生没有强调

圆浑的体积感，而是强调一种平面性的、带有一点

浮雕式的塑造。这种平面形式语言，就是中央工艺

美院的优长与特色，白先生创造了这样一个语言形

式，也发扬了传统。传统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不一

样的，也就是说传统是一种动态的、是发展的，实

际上对传统最好的继承方式就是发展传统。

最后， 我以 16 个字作为我对白先生的人格的崇

敬与艺术的概括。第一，立德树人 ；第二，开宗立派 ；

第三，南北兼容 ；第四，雅俗共赏。

陈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水墨画家）：

大家好！刚才几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对白雪石先生

艺术成就进行了阐释和论述。我也是白雪石先生的

学生，1981 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那时

候白先生主要教授我们山水画。一个是临摹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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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今天下午天

公作美，下了绵绵细雨，为我们欣赏白雪石先生的

画添增了些许湿度的渲染，也吻合观众对他的无尽

思念。

我们常常说“画如其人”。白雪石先生的画，

仿佛“画如其名”。从他的名字可以理解他的作品，

其中既有带水的“雪”，阴柔，优美，高洁……又有

“石”，阳刚，壮美，挺拔……而“白”则似乎是其

作品中偏爱的一种底色，尤其是画漓江山水时，那

份白色的空灵，美得不可方物！

至于对白雪石先生其人其画如何看，那就是一

个大话题了。我想到了以下的几个方面 ：

第一，对于白雪石这样的画家来说，如果加以

归类，应该有一种重新认知的价值。他是职业画家

出身，而后进入美术学院执教、创作的。今天大学

里的美术专业老师中基本见不到这样类型的艺术家

了，而大多是科班出身，从学院到学院地成长起来

的。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码头”，非有

过硬的本事才有可能过人一筹。因而，他们的笔头

练得极好，甚至有绝活。同时，“画比话多”也是

白雪石先生的艺术理想！从心理学角度看，“画比

话多”的艺术家常常是极为执着的，有追求而从不

轻易言弃。

第二，白雪石先生画得最有意思的是桂林山水，

而桂林山水事实上并不好画。20 世纪，李可染可谓

出奇制胜，异军突起，他笔下的漓江山水卓然一派，

鲜有其匹。细究起来，这得益于艺术家在版画方面

的积累与修为，因而在块面的处理上大胆而又意趣

盎然，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然而，白雪石先生

却是另辟蹊径，他似乎大处着眼，因而开局宏阔 ；

又小处细琢，因而精微有加。那些有景深感的远近

处理、水中的倒影等，均非传统古画的范畴。有趣

的是，这些明显是西画的因子却渗透得那么无迹可

求似的，没有人觉得扎眼或不适。所以，白雪石先

生的“与时俱进”，是悄然而为之，而非颠覆性的

大破大立。这就与李可染的桂林山水作品拉开了足

够的距离。某种意义上，白雪石先生的桂林山水也

为中国画的创新留下了一个极其鲜明生动的个案。

第三，白雪石先生的小品极为大气。开幕式用

的大背板印制的是艺术家作品的一个局部，我以为

是取自一幅大画，可是在展厅里看到原作，颇为惊

讶，原来是一幅小品而已。不少作品经不起放大，

一放大就散了，少了一种元气和力度。可是，白雪

石先生的小品虽小而气度非凡，即使放大了依然饱

满而又耐看，这就是过人的功底！

总而言之，白雪石先生在山水画领域里的建树

就是画出了自我，这与他内心执着的探索精神有关。

他的画，一眼看去就是白氏山水，个人风格何其鲜

明！他的作品中完全没有四王的陈腐，而是极为清

新，奔放中有耐看的精致。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了

不起的成就！他不是在作品穿插时代符号，而是以

其全新的气度给人眼睛洗过般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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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辉（《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论委员会主任）：对白雪石先生的研究毫无疑问涉

及到对 20 世纪整个山水画转型的价值判断，我

们应该看到，在 20 世纪中国山水画中一个最明

显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描绘表现江南文人山水

转向祖国西南、西北、东北这样一种表现对象的

变化。

李可染先生曾经说过，为祖国山河立传。毫

无疑问，20 世纪以来的山水画并不仅仅表现个人

的技艺、个人的情怀，更多是表现祖国欣欣向荣、

新中国社会制度的变化给予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

的一种精神上的变迁。当然，作为新中国的画家，

像李可染这样想为中国山河立传的画家不在少数，

白雪石先生是其中之一。而漓江山水都是李可染

先生和白雪石先生风格的重要载体。

李可染最重要的笔墨载体是积墨法。桂林山

水给李可染先生提供的是植被和山石浑然一体的

对象，在李可染先生的作品里，山石被减少到最

低的限度，他画的大面积积墨实际上是山石之上

的一种植被。当然李可染先生这种积墨的方法也

画到了水面，就是水面的镜面感和桂林山水的山

峰有机地构成了一体。如果说李可染画的是黑色

的桂林阳朔，毫无疑问，白雪石先生画的是白颜

色的阳朔风景。

白雪石先生画的山水画是秦仲文这一类的北派

山水画，用笔苍劲，用勾皴之法来画山石。他更强

调的是那样一种石灰岩的岩层的勾皴的一种方式，

也就相当于把李可染先生画的桂林山水的植被剥

去，露出更多的是它自然的石灰岩地貌。所以在白

雪石的作品里面，画象鼻山或者画具有某种异形特

点的山水是比较多的。

如果说在李可染先生的作品是把传统山水画和

中原地带的灌木丛林画面到桂林里，重新嫁接和移

植，白雪石先生则特别尊重桂林山水特有的植被，

增加了桂林山水凤尾竹、芭蕉林和一些春天的桃花

华天雪（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白雪石先生的

艺术，使得过去我们通常只是停留在其漓江山水的

片面印象得到修正，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的漓江山水

的风格性和面貌的独特性太突出了。

从白先生的山水画发展的角度，我想大致从

1934 年拜师梁树年到建国前应该可以算作他的第一

个阶段，主要以研习传统为主。个人面貌尚未形成，

所学以南宋为主。这与梁树年先生的主张直接相关，

也与当时画坛追崇宋元的风气有关，当时画坛像陈

少梅、溥心畬以及梁树年等，都是北方地区宗宋的

代表性画家，跟流行的四王风不同。1949-1977 年

可以看作他的第二个阶段，致力于由旧趋新的转型，

在将传统笔墨贴合于现实题材方面经历了漫长的摸

的。从真实角度来说，白雪石先生的桂林山水毫无

疑问更加具有真实感。从意境上来讲，白雪石先生

桂林山水更加恬淡优美，不像李可染先生那样画得

这么苍茫浑厚和朴实。这种不同也造成了白桂林和

黑桂林之间的笔墨方法、用色方法和意境上的一种

相关和对比。我觉得白雪石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

永恒的话题，就是山水画也并不仅仅是表现主观世

界的，主观世界的表现或者个性风格的形成是需要

借助于客观对象的滋养，需要通过客观对象找到形

式美的规律，才能够发现和放大艺术的个性。我们

今天看这个展览可能会增加对 20 世纪山水画地位

和作用的一种认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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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或是清代中后期，当时桂林、常州、广东的一些

画家，比如说像李秉绶、居巢、居廉，他们都画过

很多桂林山水。那个时代画的山水很典型的还是“四

王”一派的风格，桂林的风貌不是特别明显。到了

20 世纪以后，桂林山水出现在很多画家的作品中，

像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白雪石等等，还有“岭

南画派”的陈树人、高剑父等都有过画桂林山水的

经历。他们中不少人把中国的传统山水和西方技法

相结合，把传统的山水画构图运用于新的山水画意

象之中。而白雪石的桂林山水是一种典型的南方山

水，非常典型的秀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为

白雪石是南方人，为什么呢？我就是从他的画看出

来的，没想到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但他的画南方人

的气质则非常明显。其次谈一下白雪石的人物画。

这次看到展览以后确实让我很惊讶，之前我对他的

认识只停留在山水画，没想到他的人物画非常专业，

很有时代特征。他有一件《松下高士图》，这是他非

常早年的，大概是在民国早期时候画的，这幅画说

明他具有很深厚的传统人物画的传神写照的功底。

到了后来，他的《棉花丰收》、《梯田筑坝》等在 60

年代的人物画，带有很强的时代烙印，有一种很明

显的政治诉求，也是一种当时流行的红色主题人物

画，表现出他早期艺术探索过程。今天，我们把他

的人物画和山水画融合起来看，就呈现出一个非常

完整的白雪石艺术形象。这是我今天看展览的一点

基本感悟，供大家参考和指教。谢谢！

索，凭借的主要是写生。如果说第一个时期主要是

师古人，那么这个时期就主要是师造化。1977 年

他第二次去桂林，画了近百幅完整的写生，所进行

的写生基础上的创造终于使其个人山水风格得以完

成。之后的整个 80 年代是这个风格的强化期，完

成了很多巨幅大作。

白先生的艺术养成期在民国，这个新旧交替、

中西交融的时代，一方面，传统中国画的生态圈还

很完整 ；另一方面，文化活跃且多元，整个画界的

眼界和思维又有极大开阔。白先生的风格探索期在

新中国成立后，求新是必须面对的课题和必须完成

的任务，对于已经形成了创作语言和习惯的民国画

家来说，就是必须经过去旧求新的转型，写生成为

唯一途径。但是谈何容易，只有少数人真正从写生

中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白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

白先生的画无论多么写实，融入多少西画因素，其

组织画面的逻辑依然是笔墨逻辑，看起来就是纯正

的中国画。另外，白先生对艺术诚实和诚意，为人

诚朴，所谓“画如其人”也正应验在白先生的漓江上。

他的漓江简单明了，不曲折不繁复不累，给人疏朗

感和安宁感。他的漓江出奇的宁静、澄明，而画中

的静气是比较难、比较高的境界。

朱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我主要谈

两点 ：首先谈谈白雪石的山水画，然后再谈谈他的

人物画。很多专家学者刚才谈到了最早的桂林山水，

在我的印象中，现存最早的桂林山水应该是清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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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信息中心主任）：以

前一直做记者，白先生我见过，在政协的活动中

看到他，老先生是一位很平和的人，他确实是属

于我们时代的一个名家，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

时代痕迹，他也是属于新中国画的范畴，他是国

画现代画的样本。所以今天主题叫“立象尽意”

非常好，这一代画家都有吸收西方艺术实践的活

动，但是处理好的这些艺术家坚持了中国传统笔

墨的修养。另外他也把西方写实的一些手法，比

如说白先生的画里面也吸收了很多光影、造型的

一些手法。另外就是注重表现现实生活，我觉得

这个特点是鲜明的，就是他是国画现代画的一个

样本。

看他的作品我有一个重要印象，就是他的画是

大中见小、小中见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往

往画得大就容易空，容易勉强，但是他的画当中这

种小不是小气，我觉得小是指里面的一些情趣性的

东西。你看他的画有生活的情趣，也有笔墨的运维，

也有如诗的意境。另外，他的画小中见大，他画得

一些小画也觉得大。而他大的画因为有那些情趣的

东西在，不会觉得空洞。我觉得他大的气象，是一

种来源于他的画面于繁复当中所取得的那种单纯，

他的画其实很丰富，但是他的画面非常单纯。另外，

他的气象也来源于他那种非常劲爽的用笔。他画了

很多都是像南方烟雨朦胧诗一样的氛围，但是他的

用笔，他的一些真实方法还是北派那种，有一些结

构，但是他画得很劲爽，所以他的画当中还是有大

的气象所在。

另外，今天展厅里的作品，不管是鸿篇巨制还

是小幅作品，制作精良，艺术精湛。这都可以看出

他在创作时非常心平气和、从容不迫，我觉得绘画

的状态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见到他也是这样，

就是那种非常平和从容的形象。所以从他的画中也

能印证对他人的一种认识。谢谢。

王文娟（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尊敬

的主持人、策展人，尊敬的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

白雪石先生（1915-2011）的画以前看得不多，

这次集中看了之后，觉得离我们很近，十分亲切，

我略谈一点心得，也是向各位专家学习。  

有研究者说白先生的青绿表现了新时代的气

象。在古老的中国画史上，青绿山水在唐宋时期

占据的是画坛盟主的，从唐至宋元明清，青绿衰落。

而从成熟滥殇的明清山水画的笔墨程式中摆脱出

来，是二十世纪画家最重要的努力目标之一。其

中色彩的寻求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青绿山水

的再度寻找也就是时代的课题之一。白雪石先生

则汲取古代青绿山水的优长和文人画的积极意义，

形成自己的特殊绘画面貌。他能取唐宋青绿大山

大水的构图（但他未取唐法的空勾无皴，而特别

注重了宋画的雄健苍劲与细笔入胜，以及宋元成

熟的皴法，譬如大小斧披皴、披麻皴，还有古代

画家常用来点苔的点，他也拿来当皴法，形成特

别的点皴法，很有意思），以及使用了重彩石青石

绿等矿物质颜料。但白先生去掉了唐宋青绿浓艳

宝光的宫廷贵族气和明清青绿的民间气，多了几

分文人画的儒雅，却又没有文人画主流“相叫必

于荒天古木”的萧瑟出世隐遁，而有着特别的洒

脱洗练之感。

在他的青绿山水的色彩中，我尤其注意到白先

生喜欢用石绿（当然他的用色是比较全面的），尤其

是二绿。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种用色是和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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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绿不大一样的地方，白先生自己在画青绿山水

和花鸟画中的用色也是有区别的，在花鸟中，他就

多用花青和汁绿等植物色。在中国的五行色中，青

为首，乃五行色青赤白黑黄之首 ；在古代青绿画中，

石青的分量重于石绿应属当然，青为正色，绿为间

色。但白先生却特别钟情于石绿，譬如他的一幅扇

面《无题》画的青绿山头很像任熊的《万笏朝天》，

但他把任熊的石青石绿相间而以石青为重的色调，

换成了石绿为主色调，十分鲜活润泽。而画家在他

的青绿作品中似乎最喜欢的是石绿中的二绿，譬如

他的《穿岩秀色》、《云升幽谷》、《一湾清水碧》用

二绿点山点树点水，顿生柔嫩生机，分外新鲜美丽，

而且不轻飘是新鲜质感之中透露着秀丽、端雅、润

泽一类的风格。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想说白先生这样的用色

突破的是古代青绿“繁彩寡情”的藩篱，是青绿色

彩的理性冷静的概括性向抒情表现性迈进了一步，

这种抒情性使他在画中所表达的生命的活力、喟然

如歌的诗意，都表征着他是如此入世地热爱着这个

世界、山水和人生，饱含着一颗温暖明媚的心，我

想这是将古代的文言青绿转换成现代青绿的关键点

之一。

这是我的总体感受。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白雪石先生的艺术之

路，也是从写生到创作这样一个转化之路。我们知

道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像傅抱石先生、李可

染先生、叶浅予先生、赵望云先生等大家，都有过

从写生到创作的转换过程，在转换的过程中形成了

个人化的艺术语言和形态。我们现在看到白先生画

的《日光瀑布》、《颐和园的扇面店》、《万墨丛中一

点红》等作品，基本上看不到他一点儿桂林山水、

漓江山水的影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会有这样鲜

活的写生，也颠覆了很多人对于白先生艺术风格的

想象。

回头再谈谈白先生的山水画风格，谈一点个人

的浅显认识。

第一，在构图上多利用平远法、深远法来构建

画面空间，而摈弃了高远法，这并非独创，但却在

同题材的山水画中显得十分独特。

第二，色彩上，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明镜如妆，

透亮的颜色中闪烁着光的感觉。白先生笔下的山水

色彩很强烈，但又是十分稳重的，就像陈辉老师所

说的，虽然明丽但并非单纯一种颜色，而是复色渲

染的结果。所以说，说到白先生桂林山水画的雅俗

共赏，我觉得更多体现在色彩上，色彩上有工笔重

彩的特点，又有民间传统的影子，跟传统的写意和

文人画是不一样的。

第三，笔墨语言上，我觉得白先生把传统的笔

墨线条和墨的块面转化为点、线、面的一种结构方

式，这有现代艺术的意味。在视觉空间上融入了西

方绘画的某些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比如客观的空

间关系、水中的倒影等等。

综合来看，白雪石先生风格化的山水画，从写

实、写生出发，吸收了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两端的

营养，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白派山水风格。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仍是中国画

改良、改造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反映了百余年来中

陈明（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院副院长、研究

员）：感谢陈池瑜老师的邀请，感谢主持人徐虹老师。

前面专家已经谈得非常深入了，我和很多专家的感

受是相似的，即白先生的山水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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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的发展、变迁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白

先生的山水画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他也因此成为

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画家之一。谢谢。

感觉。

其二是“线”和“面”，其实也和他的用笔有

关系。在《岱庙古柏》画中，他画了两棵巨大的柏

树，画幅不大，但是气势很强，也是这种线性的皴

法，笔走龙蛇之间画柏树的树冠，而且他是用这种

线性的皴法来取代大写意笔墨的那种“面”。我想与

他后来画殿堂山水，能够把画画大，而且能够强化

这种形式感，是有一定联系的。包括他 1995 年画

的《长江三峡》，在五六十年代表现江峡图景，有

几位老先生都很有特点，比如我们印象很深的陆俨

少先生画的三峡湍流中的漩涡，非常经典。我们看

到白雪石先生画三峡，有他自己的特点，整体上很

清润，而且在画幅之中注重画意。他在画起伏山峦、

江水波涛的时候，依然用线条罗织的方法表现。所

以我觉得同样画桂林，与李可染先生的桂林山水有

“黑”“白”之别。白雪石先生也画山石水影，但是

又不同于宗其香先生笔下的桂林，特别是宗先生笔

下的桂林夜景山水，画水中摇曳的灯光倒影，通过

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来表现。同样画桂林，为什么

白雪石先生又成为一代大家？我认为这与线性的皴

法和他整体的格局把握是有关系的，尤其是他后来

为一些闳阔厅堂、会堂、殿堂画的山水画，实际上

是呈现了“第二自然”，并不是完全对景写生的客

观再现。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

作研究中心副主任）：通过今天这个展览，也是第

一次比较完整地看白雪石先生的作品 , 近距离看了

白雪石先生作品后，主要有两点感触 ：

其一是“南”和“北”，这里的“南北”有地

域上的，也有艺术风格上的。我们以往对于白雪石

先生的评价是“师宗北派，旁及南派”，我觉得这

种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以往我们讲到“临摹 - 写

生 - 创作”三位一体，一说“写生”，我们多指的

是对景写生，但是在白雪石先生的认识中，他的写

生观实际上是一种意象融创的过程，而不是偏重于

对景写生。这又体现在三点 ：一是他对于整体和具

象关系的考虑和整合 ；二是他吸取了中国传统山水

画目识心记的方法与原则 ；三是他的卧游造境的写

生方法。我们知道白雪石先生画桂林、画广西山水，

很多灵感和体验都是来自于京郊十渡，来自于北方

山水。这样一种方法实际上更多的是从北方山水来

领悟到了南方山水的面貌。为什么白雪石先生画桂

林又非常具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我

们去思考。我看到展厅里边他的那幅《十渡秋色》，

表现山石光影、阴阳向背，他是用一种线性的笔致

去积叠皴法，很特别，这种线性皴法很精到，见笔

又见锋，而且整体上是体现出一种奇崛、清峻的

吕晓（北京画院理论部主任、研究员）：白雪

石先生以画桂林山水而闻名于世。桂林山水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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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学术部主任、中国

美术馆研究员）：白雪石先生的艺术研讨会开得很

成功，因为疫情后是我们首次开这么规模的现场

但以桂林山水入画相对较晚，画史记载最早是明末

清初的方以智，但是画没有流传下来，石涛虽人是

桂林人，但他很小就逃离家乡。现在所见最早的

应该是齐白石先生，他在 1905 年时游桂林，画了

一批桂林山水，但是齐白石笔下的桂林山水相对

简单，突出“奇”字，只抽取一些典型形象，比

如馒头山，运用到自己的山水画中，而且他的画

也不适合作大画，后来因为他的山水画不受认可，

他转向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探索。30 年代，徐悲鸿

先生用水墨画过一张《漓江春雨》，借用水彩画技

法，很有代表性。李可染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去桂

林画过很多写生，对其山水画风格的形成奠定了

重要基础。白雪石先生的桂林山水风格与他们完

全不同，真正把桂林山水那种 “江作青罗带，山如

碧玉簪”清新秀丽的感觉画出来了。齐白石画桂

林山水受石涛影响，灵动多姿 ；李可染受黄宾虹

积墨法影响，沉厚大气。白雪石先生早年学过工

笔花鸟画和北派山水画，功底扎实，又引入了一

些水彩画的技法，色彩清丽，开创了漓江山水画派，

是新中国山水画风格的探索者。白雪石先生为国

家重要机关创作的大量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大幅

作品，雅俗共赏，不仅装点了这些会场，而且也

使桂林山水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学术研讨会，很有学术成果。对于白雪石先生的

艺术认识还是有一个过程，展览展出他不少早期

的写生和学习传统作品，这对我们之前只看他成

名后的巨制有不同感受和认识，所以刚才大家都

谈到对他的艺术研究还需要深入。尤其是对 20 世

纪不同阶段，中国画在面对传统和现代，西方艺

术对中国画的影响，还要更深入更具体和需要从

不同层面去思考。

白雪石先生学习宋元山水的态度和改开以后

中囯画界面临的情况不同，他更多的是来自传统

山水的意境以及技法启发，而不是刻意的追摹和

标榜自己的传统根底。所以在他以后的桂林山水

中能看到线条突出表现的生命意态，是一种溢出

古典形态的现代特征，来源于传统而显现为个性

特色。是带着感情、个人生命境界理解古人的世

界观所悟。

他写生里有显示多画种的技法，如素描光影、

透视，版画的黑白平面对比和水彩的用笔用色。所

以他没有现在语境中那种和西方艺术的对立姿态，

他非常自然地将不同艺术所形成的意趣融于一体，

把传统和自然以个人的才华融汇到他的水墨桂林

山水。他的桂林山水给我们生动的感受，如水洗

过的优美明净的世界，有对比清晰的山水和倒影，

有在如镜中穿梭的小船和人物，有丰艳有树叶和

野花，空间的层次感有水彩的透明和版画的简洁，

也有水墨的韵味和自然的生命力……这是“雅俗”

共赏的美好自然，是能触动所有人的内心深处的

景象。

当代中国水墨画大致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

是打碎重组型，是将传统水墨元素提取出来，如

线条形态，水墨意趣等组合入当代文化版图中，

就像考古发掘，让文物离开原有文化板块，让珍

宝浮出。这是当代水墨画家的努力方向，也是当

代文化格局下的一块，有着重要意义。另外一类

艺术作品是坚守传承类型。它们不打碎原来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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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各个时期的珍宝和凝聚它们的因素牢牢结合一

起，艺术家们只在其间加一些这个时代的新的结

晶，如镶嵌一些珍珠或贵金属，使得这些宝贝保留

原有面貌的同时，增加新的韵味。这两种艺术境

界在中国绘画领域里给中国美术史带来争论的同

时，也带来生机和活力，使艺术创作获得丰硕成果。

看来这是好的结果，没有哪种力量能够让艺术单

调和呆板，因为艺术是产生于人的灵魂，是不会

服从单一的教条和规定的。这是白雪石艺术给我

们的启示。

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而且是一个

成功的开创者，因为他的作品，尤其是 80 年代以

后成熟时期的新式桂林山水，已经是风格非常独

特、专属的白先生的风格。我又想起吴冠中所讲的，

风格是画家的背影。一个艺术家这样不停地追求

探索，默默无闻地去创作，最后他的作品留下来，

形成自家的独特风貌，就是他的风格。

白先生的艺术成就，其实在美术界谈论的不

是特别多，虽然今天很多专家都谈到他画比话多，

就是他的作品远远多于他的话，我想这既是白先

生的特点，也是原因之一。就是白先生不擅长说辞，

不擅长演讲，不擅长理论的艺术实践者，从他题

画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很多画题的内容很

少，题的非常朴实，话语都非常质朴，留下来的

文稿文章也非常少，包括授课的时候也没有太多

的说教、太多的理论，毫无疑问这会对一个艺术

家或者说会对一个艺术家在传承、传播过程中产

生影响。但很幸运的是，白先生留下来的大量有

他鲜明风格印记的作品，使得他毫无疑问是在近

百年中国绘画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所有的探索

者当中成功的实践者。从这一点来讲，他终将也

会载入史册，是终将不朽的。

最后，代表艺术博物馆感谢各位专家精彩的

发言！

杜鹏飞（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教

授）：首先感谢各位专家莅临今天的开幕式和研讨

会，我虽然是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但实话

实说我是一个外行，我是来学习的。开幕式的一

些专家发言以及下午很多专家的发言，我觉得非

常有收获。其实我跟白雪石先生本人并没有直接

的渊源，但是对白雪石先生的绘画，很早我就很

熟悉。

今天展厅的展览，我第一次走进去从头到尾

看了一遍，我跟很多专家感受是一样的，原来的

印象当中就是桂林山水的新时代、新风格青绿，

没想到白雪石先生早年人物画的功底，包括早年

山水画的探索如此的多样，传统的功夫如此深厚。

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其实刚才徐虹老师总结得特

别好，就是在传统走入现代这个过程中，白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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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有机会回到母校来分享我对中国近现

代建筑史的研究。

关于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

建筑师展览，童明老师一开始就跟我商量，了解我

的一些想法。他还对我做了访谈，其中内容大家可

以在录像里看到。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展览还

会巡回到清华，所以我谈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在南京

的展览，忽视了清华的部分。这次第三次展览在清

华举办，邀请我来参加研讨会，我就想到应该把这

些学生在清华受到的教育做一个介绍，来探讨清华

母校的教育对他们日后事业的一些影响。

从展览中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些出自清华学校

又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

中国近代的建筑组织、建筑设计、建筑教育、都市

计划和设计，建筑学术、历史遗产研究与保护，以

及建筑行政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他们是第

一代中国建筑师精英中的精英，对中国建筑现代化

的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但是我们不能忘掉，还有

很多早年出自清华的建筑留学生，例如吕彦直、董

大酉、庄俊、黄家骅、张锐、董修甲、巫振英、张

光圻，他们大都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而关颂声是

清华学校津贴留美自费生，也与清华有缘，他们虽

然并非留学宾大，但对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同样作出

了巨大贡献。

此外还有一些与清华有关的建筑工程师，如蔡

方荫、裘燮钧、薛次莘、李铿，他们有的是中国建

筑师学会会员，有的是中国工程学会的会员，当年

都是非常著名的结构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庄秉权也

何以“归成”？
—清华校园文化对中国第一代留美建筑家的影响

赖德霖

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今天在座的诸位可能都不知

道他是谁，我至今也没能找到一张他的肖像照片，

但是如果我说他是郑时龄院士读研究生时的导师，

大家就会知道他很重要。

再如，在 30 年代中国的国货运动中，这批与

清华有关的留美建筑家在宣传和推广国货建筑材料

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薛次莘曾撰文宣传和呼

吁，庄俊、赵深、董大酉、裘燮钧和梁思成则在

1936 年举办的中国建筑展览会中担任了常务委员，

关颂声和赵深担任了征集组的正副主任，林徽因和

董大酉担任了陈列组的主任。梁思成和童寯还做了

学术演讲。（表 1）

事实上，他们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建筑界。如

这张照片是中国科学会成立时的一张合影，摄于

1914 年（图 1），其中有胡适、赵元任等近代文化

名人，还有著名化学家及该社第一任社长任鸿隽、

1 /图 1 1914年中国科学社社员合影，前排左2周仁，左3任鸿隽，右3赵元任，

右 2 杨铨（杏佛）；二排左 2 秉志，左 3 胡明复，右 2 金邦正；右 1 吕彦直；

三排左 2 过探先，左 4 胡适，右 2 杨孝述，右 1 刘寰伟。图片来源：赵新那、

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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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华学校毕业的中国留美建筑家

中国建筑师学会／中国建筑学会
吕彦直（1913）、庄  俊（1910）、巫振英（1915）、张光圻（1916）、杨廷宝（1921）、
梁思成（1924）、王华彬（1927）

建筑设计
庄  俊（1910）、关颂声（1913）、吕彦直（1913）、林澍民（1916）、朱  彬（1918）、赵  
深（1920）、董大酉（1921）、杨廷宝（1921）、陈  植（1923）、梁思成（1924）、童  寯
（1925）、梁  衍（1928）

建筑教育
庄  俊（1910）、杨廷宝（1921）、陈  植（1923）、梁思成（1924）、黄家骅（1924）、童  
寯（1925）、哈雄文（1927）、王华彬（1927）

都市计划与设计 董修甲（1918）、董大酉（1921）、梁思成（1924）、张  锐（1926）

建筑学术 梁思成（1924）、童  寯（1925）

历史遗产研究与保护 杨廷宝（1921）、梁思成（1924）、童  寯（1925）

建筑行政 哈雄文（1927）

建筑工程 李  铿（1916）、薛次莘（1916）、裘燮钧（1917）、庄秉权（1920）、蔡方荫（1925）

国货建筑材料
庄  俊（1910）、薛次莘（1916）、赵  深（1920）、董大酉（1921）、裘燮钧（1917）、梁
思成（1924）、童  寯（1925）

著名数学家胡明复、著名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周仁、

著名农学家过探先、著名动物和生物学家秉志、著

名经济管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杨铨（杏佛）、中国

现代科普事业的奠基人杨孝庶，政治学家刘寰伟等。

但中排还有一位建筑界都知道的人，他就是位于右

1 的吕彦直。这位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

设计者还曾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这个事实中国建

筑界过去还不知道。

吕彦直在 1929 年去世后不到三个月，国民政

府曾颁令对他嘉奖。这是民国时期的国家级奖励，

在 1949 年之前，吕是唯一一位获得该奖的建筑师。

1949 年以后还有一位建筑师在台湾获得这一奖励，

他就是关颂声。二人都是清华校友，非常值得母校

师生自豪。关的嘉奖令高度赞扬了他对国家多方面

的贡献，说他“早岁留学美国，专攻建筑工程，学

成归国，服务社会，贡献颇多。……抗战期间，从

事国防工程，筹划驰驱，不避艰险。比年对海外侨

胞之联系，与手工业之推广，悉力以图，咸收绩效。

更热心体育，培植人才，选拔所得，于国有光。”1

1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褒扬令集（初编）》（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第 12

册，7671 页。

关在台湾有“田径之父”的美誉，嘉奖令对此特别

称赞。仅此一点，就可见其贡献已经超越了建筑的

专业范畴。

总而言之，这批清华毕业或与清华有关的留美

建筑家对中国建筑和社会的贡献体现在诸多方面。

所以我们看这个展览，不仅要了解美国的教育对于

这批中国建筑师有多么大的影响，而且还有必要思

考，为什么这么多对中国社会和建筑的现代化作出

如此巨大贡献的人都与清华有关？所以我现在要讨

论清华母校对他们事业发展的影响，这也是今天上

半场赵辰老师提出的问题。

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 1921 年出版的《清华周

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在这期专辑里，编者介

绍了当时清华学生在德智体三个主要方面所取得的

一些成绩（表 2）。其中德育居首，内容包括自治、

社会服务、爱国运动、救灾，以及砥砺的团体等许

多方面，可见清华对德育教育以及学生的德育发展

非常重视，也非常鼓励。爱国运动中包括“五四”、

“五九国耻纪念”，以及天安门游行等。智育方面包

括会社，其中有“宗教的”和“学术的”两类，而

在学术类中有普通的、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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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学生方面）目录

德育

（甲）
自治发达史

（一）代表团以前／（二）代表团
（三）学生会 （1）校长问题／（2）改良校务运动

（乙）
社会服务

（一）清华社会服务团／（二）青年会社会服务部／（三）通俗讲演团／（四）村人友／（五）一个组织／（六）
平民图书室／（七）孔教会改良乡村教育研究所／（八）成府职业学校／（九）校役夜学／（十）孔教会补习学
校
（十一）露天学校 （1）三旗营／（2）西柳村

（丙）
爱国运动

（一）五四／（二）代表团／（三）五九国耻纪念会／（四）义勇军／（五）救国会实业团筹备处／（六）六三
／（七）暑假期内之清华学生代表团／（八）天安门之役／（九）闽案游行／（十）“力救珲春”

（丁）
救灾

（一）清华赈灾委员会／（二）自己认捐
（三）代募捐款 （1）北京旱灾纪念日／（2）急募赈款大会
（四）灾区服务 （1）山东德县一带／（2）直隶唐县一带／（3）直隶顺德一带

（戊）
砥砺的团体

（一）仁友会／（二）丽泽学会／（三）日新社／（四）昆仑社／（五）明德社

智育

（甲）
会社

（一）宗教的 （1）基督教青年会／（2）孔教会

（二）学术的

（1）普通的
（A）大组织

1. 达德立志学会／ 2. 益智学会／ 3. 达德学会／ 4. 
清华学会

（B）小组织
1. 唯真学会／ 2. 二十／ 3.  ⊥社／ 4. G. O. ／ 5. 济
学会

（2）科学的
（A）自然科学

1. 清华科学会／ 2. 摄影团／ 3. 科学社／ 4. 物理
研究会／ 5. 农社／ 6. 实社／ 7. 数学会

（B）社会科学 1. 国情考察／ 2. 政治学研究会／ 3. 经济学会

（3）哲学 （A）佛学研究会

（4）文学
（A）国学研究会／（B）法文学会／（C）白话文学研究会／（D）小说
研究社

（5）艺术 （A）美司斯

（三）技艺的

（1）演说
（A）英文文学会／（B）文友会／（C）文学会／（D）辞社／（E）达
辞会／（F）辞命研究会／（G）国语演说辩论会／（H）英语演说辩论会
／（I）中二英语练习会

（2）戏剧 （A）游艺社／（B）新剧社

（3）音乐
（A）国声社／（B）铜乐队／（C）童子军军乐队／（D）唱歌团／（E）
高等科音乐团／（F）高等科唱诗团／（G）中等科唱歌班

（4）绘画 （A）美术社

（乙）
出版物

（一）全校的
（1）清华周刊／（2）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号／（3）清华学报／（4）清华年报／（5）
通俗周报／（6）消夏日报／（7）学生会新闻纸／（8）清华十周年纪念册

（2）各级的
（1）课余谈／（2）课余一览／（3）进步／（4）1915级级册／（5）留音／（6）博约／（7）
庚申级史／（8）辛酉镜／（9）进修津／（10）癸亥级刊／（11）辛酉级级册

（3）各会的出版物
（1）达德杂志／（2）智／（3）国学丛刊／（4）崇学杂志
／（5）国潮周报／（6）唯真／（7）科学清华／（8）短篇小说作法／（9）现下中国之
内政与外交

体育

（一）体育课程／（二）体育试验及体育实效试验／（三）体育会

（四）各种运动比赛
（1）周年运动会／（2）中等科运动会／（3）次级运动会
／（4）三角运动会／（5）华北运动会／（6）远东运动会

（五）各种球类
（1）足球／（2）盘球／（3）手球／（4）网球／（5）
抵球／（6）棒球／（7）户内棒球／（8）木球

（六）长距离赛跑／（七）游泳／（八）滑冰／（九）技击

杂项
（一）清华学生西山消夏营／（二）兵操／（三）童子军／（四）演剧／（五）演说辩论／（六）旅行

（七）劳动 （1）植树／（2）筑路／（3）西园工作
（八）清华学校书报社

以下为“学校方面”（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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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以及技艺的。可见当时，清华学生有着非

常广泛的兴趣，而学校也给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

充分的机会。在智育方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训练，

就是“技艺的”，包括演说、戏剧、音乐、绘画。

体育方面的课程和活动更多。2 这三个方面也构成

了我所说的清华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

清 华 学 校（ 初 名 清 华 学 堂 ） 在 1911 年 4 月

29 日正式开学。但在同年 2 月制订的《清华学堂

章程》中已明确指出，清华学堂“以培植全材、增

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

方针”。31917 年 1 月 29 日新学期开学，校长周诒

春给全体学生演讲，训育学生重视反省，克己、务

本、注意功课、操练身体及顾全大局等。同年 2 月，

他又为高等科四年级即将毕业学生做择业问题的演

讲，提出“择业不当贪货利、鹜虚名，亦不可拘于

时事之盲论，及父兄亲友之成见，当以天性之所近，

国家所急需，及能造福于人类为权衡。”4 清华办学

之注重德育亦可于有“清华之父”美称的校长曹云

祥在 1922 年上任伊始对《清华周刊》记者的谈话

之中窥见一斑。他说 ：“余更有希望于同学者，即

平时于讲求学问之外善能于道德上加功。盖学识易

求，道德难修。至道德一端，尤以大量涵养毅力为

立身处世之根本，盖其人学识虽强，而于以上数节

未能修养，则虽大材大用，以其眼光浅窄，贪图小

利，不善容人，不知从大处着想，因此不能成大业。”5

由此可见，从建校伊始，清华的主政者就十分重视

对学生的德育，其中包括立身和处世，即自我修身

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

关于修身，癸亥级（1923 年毕业）的校友梁

实秋（1903-1987，在校时名梁治华，著名文学家、

2 《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 年 4 月 28 日。

3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一百年》（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9 页。

4 同上，21-22 页。

5 “校长谈话”，《清华周刊》，第 248 期，1922 年 5 月 19 日。转引自周宏主编《清

华之父曹云祥》（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11-13 页。

学者、翻译家）在其回忆文章《清华八年》中有许

多具体的记述，其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按时起居的

习惯、对个人卫生的重视、定期给家里写信体现的

家庭观念，以及日常的自律和守法。

如果说修身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斋务教师的严格

管理，处世的培养手段则体现在学校开设公民课，

邀请校外著名人士演讲社会和文化问题，并鼓励对

学生组织社团和参加社会活动。

清华学校为奖励德育曾设有“铜墨盒奖”。日

后与陈植和童寯两位校友合办了华盖建筑事务所的

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赵深（1898-1978）在清华

学校学习时曾在 1915 年获得过这一奖项。梁实秋

在《清华八年》中说到自己因偷看禁书被斋务主任

发现而与铜墨盒奖无缘。不过他依然为清华的教育

而感到自豪。他介绍说，“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

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

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

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

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 ；下

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

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都一律用国语，用中国

的教科书”。其中公民课和修身课应都与德育有关。

1933 年参与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中国馆设计的过元

熙（1904-2005）建筑师也是清华毕业生，他在

1923 年毕业时曾写文章讨论清华生活并特别提到

公民一课对他的影响。他说 ：“我现在所顶喜欢念

的学科，就是公民学。因为那里头所讲的东西，完

全是普通智识，讲到我们应该怎样去造福社会，我

们同社会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都是个个（原文）

人所应该知道的，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对于我将来的

责任，又明白了好多。”6 他的话帮助我们了解这门

课的内容，并认识它对于培养学生公民精神的意义。

6 过元熙 ：“我的清华生活”，《清华周刊（清华十二周年纪念号）》，1923 年 4 月

28 日，155-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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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组织前后有 16 种，其中包括给学校的工友办“校

役夜学”，与周围农村的民众结交“村人友”，还给

附近的民众开办“城府职业学校”（1915 ～ 1921）、

“西柳村露天学校”（1919 ～ 1921）、“星期六学校”

（1914 ～ 1918）、“星期日学校”（1916 ～ 1918）、

“平民图书馆”（1920 ～ 1921）、“改良乡村教育研

究会”（1919 ～ 1921）等。这些组织的名称显示

了清华学生在上学的同时为社会所做工作的性质，

即借助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去启蒙社会。但这些

工作还会有回报而不会仅仅是一种单向的付出，因

为它们有助于这些身在象牙塔的学生走向社会去了

解现实，同时通过策划这样的工作，联络同道，并

提高组织能力。

1916 年第 66 期《清华周刊》曾在《校闻》专

栏中报道“演剧记事”，介绍了学生们自编自演的

《贫民惨剧》。这出剧表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贫民

生活的悲惨状况。该剧在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

会演出，“观者甚众，咸为动容，若亲历其苦境”。9

剧组中的总干事之一是张光圻（1895- ？），他是

1927 年上海（后改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创建时的

发起人之一。爱好美术的朱彬（1896-1971）担任

了布景设计。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洪深，以及后

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和国学大师的汤用彤是这出剧的

编剧。由此可见，这出剧不仅体现了这批清华学生

的社会关怀，还体现了他们各尽所能的贡献精神，

以及团队工作的合作精神。

朱彬留学回国后与校友关颂声和杨廷宝创办了

中国近代最为著名的华人建筑师事务所—基泰工

程司。他在清华时曾以智育“绘造图样”获得清华

学校金牌一面。1918 年他到美国后，曾给母校的

老师 Danton 博士夫妇写过一封信。当时第一次世

界大战刚刚结束，他在费城的生活并不好。但他说 ：

“能够克服的苦越大，我越会为自己高兴。毕竟我

9 “校闻 ：演剧纪事”，《清华周刊》，第 66 期，1916 年 2 月 29 日，14-15 页。

学生们在清华学校上学期间还有很多机会接触

到许多校外著名人士，听他们演讲各种社会和文化

问题。例有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曾讲《中国教

育现状》（1914 年 4 月 2 日），韦尔德博士（西文

拼写不详）讲《知行合一》（1914 年 4 月 16 日），

美国律师罗士（西文拼写不详）讲《学生之爱国

心》（1916 年 2 月 10 日），孔教会会长陈焕章讲

《孔教与中国之关系》（1917 年 3 月 10 日），蔡元

培讲《人道至义及爱国心》（1917 年 3 月 29 日），

胡适讲《我国文学改良词题》（1917 年 11 月 23 日）。

其中影响可能最大的是梁启超在 1914 年 11 月 5

日讲《君子》。他提出“君子之道在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7 之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成为了

清华的校训。不难看出，这些名家演讲都会起到励

志和开阔眼界的作用，非常有助于学生树立人生观

和世界观。如下面我将谈到，杨廷宝 1915 年进入

清华，他是学校孔教会的成员。他很可能听到过陈

焕章的演讲。他还酷爱武术。而他日后坚持探索中

国风格现代建筑，很可能就源自他在清华读书时所

培养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与“德育”类中的“社会服务”相关，清华学

生组织了很多社会团体，目的都是为社会服务。所

以 1923 年清华学校毕业生，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

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禅学家顾毓琇（1902-

2002）和同学梁实秋在毕业时曾对清华的教育做过

一个总结，其中关于社会教育，他们说 ：“不明白

清华内容的人多说清华是贵族学校，我却不愿替它

辩护。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清华实在当得起这个名

词。但是清华学生的生活却不是贵族式的生活，如

果说清华学生大半是贵族的子弟，我更敢大胆说清

华学生大半是托尔斯泰式的贵族子弟。他们的服务

精神却非普通一般平民所可及。”8 他们办的社会服

7 “近年名人莅校演讲一览表”，《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1918年夏，22-27页。

8 顾毓琇、梁治华、翟桓 ：“清华学生生活之面面观”，《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

念号）》，49-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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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政府送我们来不是让我们享福。”10 这就是一名

清华学生的志向，他到美国是为了学习，所以对所

经历的磨砺能泰然处之。

这期《周刊》还介绍了高、中两科的（年）级

长、班长及自修室长的选定结果。张光圻当时是高

四级的级长，梁思成是中等科国文班一乙班的班长。

与张光圻同级的甲班班长是孙克基（1892-1968），

他后来成为著名医学家。由他投资建造的上海妇产

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妇产科医院，也是中国近代

建筑史上的一件名作。它的设计者是庄俊（1888-

1990）。庄在 1910 年通过考试获得庚款赞助，是第

一位留学美国学习建筑的中国人。他在 1914 年回

国后担任了清华学校的驻校建筑师，负责监造校园

建筑。学生们的这些自我管理工作应该非常有助于

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梁思成还在 1923 年担任了学生会交际科的正

主任，当时的主席是徐宗涑（1900-1975）11。徐毕

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学工程系，回国后曾

任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九一八”事变

后他到上海水泥公司任职，对中国的水泥工业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2《梁思成全集》里有梁在东

北大学时与他和陈植的合影。（但把他名字错写成

漱口的“漱”）

1922 年《清华周刊》第 238 期曾刊登一篇署

名为“思成”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见于《梁思

成全集》，当是梁思成先生的一篇佚文。文章的题

目是《对于新校长条件的疑问》。在文中他针对清

华同学们在校长选择上提出的“中英文兼优”、“办

教育有名望”、“没有政党臭味”三个条件一一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于第三条，他说 ：“人类是

有‘群性’的动物，他们群性的产品就是社会，在

10 “朱彬（Chu Pin）致 Dr . & Mrs. Danton 信， 1918 年 10 月 8 日”，《清华周刊》，

第 155 期，1918 年 12 月 26 日，5-8 页。

11 “学生会重要职员”，《清华周刊（第九次增刊）》，1923 年 6 月，38 页

12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上》（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1217 页。

社会上的团体活动就是政治，所以政治同社会是不

能分离的，除非没有社会，有社会便有政治。……

一个人既与政治有关系，他就必定有所属的政党。” 

他针对有人担心学生受政党利用的顾虑说 ：“受不

受人利用，本来权就在学生自己，不是别人所管的

着。若说不受人利用，天下哪有这种事！若说怕人

受利用，那人便是没有意志。”文章还说 ：“我们学

生若是遇着政党要来利用我们，只要是正当的，于

社会有益的，于我们自己有益的，我们自然不反对

他利用，并且应当欢迎。若说不正当的，我们自己

把持住主意，不受他利用就是。有谁能干涉我？”13

这篇文章显示出梁思成对于政党的态度以及他对自

己能够在与政党的关系上保持自主的自信。这一自

信可以帮助后人理解他在 1949 年时选择留在大陆

的决定以及他所经历的命运。

梁思成还是《清华年报》社 1922 年至 1923

年的美术编辑。童寯比他低两个年级，当时是他的

助手，一年后也升任美术编辑，而过元熙则担任了

发行经理。14《年报》的英文编辑主席曾由清代大

儒全祖望的后人全增嘏（1903-1984）担任，他

日后成为《中国评论》、《论语》和《天下月刊》等

中国近代著名英文刊物的编辑和著名哲学家。《年

报 》 英 文 编 辑 中 还 有 江 元 仁（1902-1968）， 他

1926 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国后任

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

筑系三、四年级学生到上海，由陈植向大夏大学磋

商借读，陈植和童寯继续教设计，作为二人校友的

江元仁也曾出手帮助，负责教授工作。15 由此可见，

这些校友学生时代的友谊日后发展成为他们在事业

上的相互支持与合作。

说 到 童 寯 先 生， 我 又 想 到 1925 年 5 月 1 日

13 梁思成 ：“对于新校长条件的疑问”，《清华周刊》，238期，1922年3月3日，2-6页。

14 “1922-1923 年《清华年报》社职员名单”，《清华周刊（第九次增刊）》，1923 年

6 月，43-45 页。

15 童寯 ：“东北大学建筑系小史”，《中国建筑》，创刊号，193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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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周刊》第 345 期上刊登的他致总编辑的一封

信。信中提到 344 期《周刊》刊载消息说 ：“社长

王慎名君随足球队南下，社中职务交童寯代拆代

行。”但童寯特别解释道 ：“王君只委托寯向司达

（德霖按 ：Miss Florence Esther Starr）女士接

洽演讲，其余社务，由梁衍君代理，请为更正，以

免社友误会。”16 就是说他绝对不贪他人之功。这封

信虽短，但足见童寯的君子品性。信中提到的《清

华周刊》社务代理梁衍后来也曾留学宾夕法尼亚大

学建筑系。他还是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第一名学徒生。他在 1933 年回

国后曾任基泰工程司建筑师，抗战后到美国，曾作

为 Harrison and Abramovitz 事务所主要设计师

之一，负责联合国建筑工程设计。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对清华校园文化的影

响也非常大。闻一多曾作画表现当时学生在天安门

前演讲的情形。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也曾说 ：

“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

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

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

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

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

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

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

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

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

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

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 ：一是学生

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五四运动”是由中国民众抗议北洋政府在巴

黎和会上未能捍卫中国权益而引发，但广义的“五四

运动”还包括 1915 年中国民众为抵制日本《对华

二十一条要求》（简称“二十一条”）而发起的游行

16 “来函照登”，《清华周刊》，346 期，1925 年 5 月 1 日，26 页。

示威活动。1915 年 5 月 7 日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

发出最后通牒，中国方面被迫在于 5 月 9 号签字。

“五七”或“五九”因此称为中国的“国耻日”。清

华学校自此每年举行国耻纪念一次。1919 年举行

国耻纪念年会时，“同学激于五四之事，尤觉创巨

痛深，故举会时精神较前更为诚挚恳切”。会上发

出《誓言》：“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

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

土地、主权。此誓。”17 这个誓言掷地有声，十分庄严，

今天听起来都令人热血沸腾。

受其同事和学生回忆的影响，今天人们印象中

的杨廷宝先生是一位与世无争、无可无不可的谦谦

君子。但作为一名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他

至少曾经也是一名热血青年。杨的家国情怀清楚地

体现在他于 1924 年 3 月 31 日发自宾大的一封有

关西藏问题的信。信中说 ：“校中古物陈列所有人

演说西藏之风俗人情，直谓该区为独立国家，界乎

中国与英属印度之间。闻之异常诧异。西藏向为我

国藩属，又为组织民国五族之一，外人何以遽出此

言？岂英人虎视狼食，宁造言惑世，以冀遂其兼并

之野心耶？吾国人似不可不于西藏问题，特加注

意。”这一来信到后，“未数日各报纷载”，而英兵

侵入西藏之警耗，连同随后收到的川边人民来电报

告，遂引起社会关注。18

 一个重视德育的校园对于学生人格和社会责

任心的培养必然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建筑师学会会

员林澍民（1892-1987）晚年致亲友的一封信或

许就体现了这一影响。他 1916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之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工程系，1922 年

获得硕士学位。他在信中说 ：“我们的先人没有给

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他们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比金

钱所能购买的任何东西远为宝贵的遗产 ：读书受教

17 “誓言”，《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号）， 1921 年 4 月 28 日，36 页。

18 “英兵侵藏之质问”，（北京）《益世报》，1924 年 5 月 22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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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脑，慈爱人类的心，和对祖国的爱。”19

艺术是清华学校智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学、

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并重。在 1917 年以前，中

等科一、二、三年级都有图画课。之后三年级图画

课取消，但一、二年级依然保留。爱好绘画的学生

于是组织了一个特别图画班，每周六习画两小时。

1919 年秋天，教师司达女士示意闻一多、杨廷宝、

吴泽霖和方来四名同学发起创办了美术社，起初会

员有 20 余人。他们不仅练习各种工具和各种题材

的绘画，还研究中外图案、美术史及名家传略，并

通过读书报告会相互交流。至 1920 年底，会员已

达 50 多人。20

在清华上学期间，杨廷宝的美术成绩就非常突

出。《清华周刊》曾出版他所在年级的专辑《辛酉

镜》，其中介绍他说 ：

“杨廷宝，字仁辉，河南南阳人。幼无兄弟，惸

惸独居。是以孤静成性。稍长，寝疾经年，故体弱甚。

尝肆业邑之小学，好嬉游，课程多不及格。未几，辛

亥变作，举家避难迁他乡，流离颠沛。廷宝始惕于事变，

恍然知向学。次年秋，海内初定，从戚某走开封，跋

涉山野，备极困顿。旋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钻

坚揅微，三载如一日，学乃大进。四年秋以咨送来本

校，入三年级，居校谨言行，勤诵读，汪汪轨度，有

文雅风。试英文輒列前茅。好拳术，本年校中比赛拳

术，廷宝击剑获第二。尤嗜丹青，作山水人物，惟妙

惟肖。尝得本校图画奖。现任《清华年报》图画副编

辑及孔教会图画书记。”21

专辑中的另一篇文章也说“杨廷宝喜作人物或

以铅或以彩皆可观”，“杨廷宝以图画冠全级，获奖

颇多”，“《年报》有图画副编辑二人，皆吾级友充

19 林澍民 ：“致 1978 年在美举行的林家聚会的贺信”， 《林氏家风》，2018 年 2 月 7

日（http://www.2jiapu.com/wenhua/wenhua-20180207-53979.html）

20 “智育 - 会社 - 美术社”，《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 年 4 月 28 日，

47-48 页

21 “级友 ：杨廷宝”，《辛酉镜》，1917 年 6 月 15 日，32-33 页。

之。闻多（德霖按 ：即闻一多）、杨廷宝是也。”22

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在绘画方面非常优秀的学

生方来（字孟晋，江苏武进人，1900-1922），他

1921 年从清华毕业后也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

筑。但很不幸，他在第二年就因病逝世。

清华学生还在 1920 年 12 月成立了以希腊神

话中司文学和美术的女神“美司斯”（Muses，今

译缪斯）命名的艺术团体，其宗旨是“研究艺术及

其与人生关系”。它的宣言里说 ：“我们既相信艺术

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活底质料，

我们就要实行探搜‘此中三昧’，并用我们自己的

生活作试验品”。23 梁思成和徐宗涑是该社的干事。

图 2 是清华美术社的成员与老师的合影，左起第 7

人是梁思成，他左侧的女士应该就是司达。照片中

右起第 3 人应是童寯。毫无疑问，这些中国学生进

入美国大学后能够很快适应建筑学专业的学习并表

现突出，母校为他们打下的美术基础功不可没。

童寯在 1925 年 2 月 20 日曾参观过在北京饭

店举办的一个画展，并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

《参观惠具利展览会记》一文。24 展览会上的作品

22 “美术”，《辛酉镜》，1917 年 6 月 15 日，美术 -2。

23 “智育 - 会社 - 美司斯”，《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 年 4 月 28 日，

37 页。

24 “参观惠具利展览会记”，《清华周刊》，337 期，1925 年 2 月 27 日，65-68 页。

2 / 图 2 清华学校美术社成员与教师（ 德霖按：当即 Miss Starr）合影。图

片来源：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年），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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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瑞士艺术家惠具利（Charles Adolphe Egli，

1894-1979）之手。他的作品在网上可以看到，非

常现代，有塞尚的风格。这篇参观记不见于《童寯

文集》，其中有他与画家本人就日本绘画、中国绘

画和当代西方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讨论，以及他

对其作品的评论，反映出童寯在学生时代就对东方

美术和西方现代美术非常关注。

1961 年梁思成曾在一篇文章中将建筑类比音

乐，对北京天宁寺塔的建筑设计作节奏分析，25 体

现出他不凡的音乐素养。在清华时董大酉与他先后

是学校铜管乐队的成员，他还是学校唱歌团的成员。

1923 年《清华周刊》报道学校 12 周年纪念，说

到“江元仁、黄自、梁思成、应尚能四君合唱。四

君服一色制服—淡青色的竹布衫同玳瑁边的大眼

镜—歌声亦和谐可听”。26 黄自和应尚能二人日

后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右栏是清华唱歌团

的合影（图 3）。梁思成在前排中，后排右 4 是黄自，

右 2 应是应尚能。前排右 2 当是陈植，他的音乐造

诣也很高。据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的一篇纪念文

章，陈曾“与美国人同台演唱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

乐颂》四重唱，成为中国人在海外以男中音演唱这

首歌的第一人”。27 而母校《清华周刊》对他在美

的报道更为生动 ：“陈植（1923）他倒是个善男子，

一片婆心—希望大家发财，盖新屋。建筑家的功

课，本来就不容易，去年又入本校乐歌团，更见其

难了。这一来，穿起燕尾服、白领结、白衬衣，配

上黑亮的皮鞋，真个‘写意’。”28

除了美术和音乐的教育之外，这些清华学生在

留美之前甚至还有机会接受建筑学的熏陶。第二届

25 梁思成 ：“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人民日报》，1961年7月26日，《梁思成全集（五）》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361-369 页。

26 “庆祝十二周年纪念志盛”，《清华周刊》，第 280 期，1923 年 5 月 4 日，26 页。

黄自和应尚能二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音乐家。

27 宓正明 ：“怀念建筑大师陈植”，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网，2011 年 06 月 27 日

（http://gov.eastday.com/node933/node934/hm/gc/u1a1735771.html）

28 椿 ：“菲城同学新闻”，《清华周刊》，339 期，1925 年 3 月 13 日，41 页。

庚款留学生庄俊是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建筑师。他回

国后在清华当驻校建筑管理员，其间他曾给同学讲

测量课。29 更值得注意的是，1916 年，就在清华

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四大建筑”正

在兴建之时，设计者茂旦洋行（Murphy & Dana, 

Architects）的建筑师雷先生（Charles E. Lane）

进驻清华。他曾给学生介绍建筑学。《清华周刊》

的报道说 ：“高四演讲 ：上周五晚八时，周校长特

请本校工程师雷先生，在物理教室为高四级学生演

讲建筑学事项，极多经验之谈。并由狄铁满先生（德

霖按 ：狄授高等科历史、经济），排置电影机械（德

霖按 ：当即幻灯机），以古今有名建筑，现之壁面。

听者观者如当卧游也。”30 以往人们在谈论梁思成选

择建筑专业时常常以为他是受到林徽因的影响，说

林又是因为受到英国房东的影响。但为数颇多的中

国近代建筑师曾受教于清华这一事实说明，校园文

化对他们的专业选择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我在研究杨廷宝的建筑时曾注意到他设计的很

多立面都遵循了 1 ∶ 1、1 ∶ 2、2 ∶ 3、3 ∶ 5 等

斐波那契数字（Fibonacci numbers）的比例。非

常巧，清华大礼堂的立面设计也暗含了 1 ∶ 1、3 ∶ 5

29 “校闻 ：测量待课”，《清华周刊》，第 50 期，1915 年 10 月 13 日，6 页 ；“校闻 ：

测量进行”，《清华周刊》，第 52 期，1915 年 10 月 26 日，17-18 页。

30 “校闻 ：高四演讲”，《清华周刊》，第 67 期，1916 年 3 月 8 日，16 页。

3 / 图 3 清华学校唱歌团合影。图片来源：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北

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年），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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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介绍，其中涉及到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不乏其人。

如王华彬曾经是棒球队的队员 34。他 1932 年毕业于

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

员会建筑师办事处任助理建筑师。办事处的主任建

筑师是他在清华的学长董大酉（1899-1973），更

是学校一名体育健将（图 5）。据陈从周《梓室余墨》，

董为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董恂士之子，外祖父钱恂

为著名学者钱玄同之兄，清季任驻法公使，民初任

浙江图书馆馆长，整理文澜阁四库全书用力至勤。35

《辛酉镜》中也有董大酉小传，说董 ：

“字长秋，浙江杭县人。生一岁迁苏州，就外

大父家。明年外大父官武昌，举家从之。又明年举

家赴日本。六岁时入幼穉园，七岁改庆应义熟寻常

小学。善运动，尤以棒球著。是时不习国文，亦不

解国语，特一倭人耳。九岁自东京取道上海，涉印

度洋至荷兰，乃习法语。明年至义大利，始学国文。

清（宣）统元年，遍游法德比瑞诸都会及著（名）

城镇，秋至义之拿波里，乘舟返国。居杭县，时年

十有三也。明年正月肄业仁和高等小学。时识字数

甚仅，尚不能缀文语。顾聪明逾恒，所授无不立晓，

于时学日进。明年徙湖州，遂考入府中学一年级。

洎革命起，避地上海。民国元年正月入圣约翰大学

（按 ：原文，疑为中学），课余惟喜击球。五月随父

来京师，六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二年秋，

始入本校辛酉级（德霖按 ：即 1921 级）。居恒不

喜苦读，沉静寡言笑，交接甚稀。好运动，为本校

棒球、足球及网球队员。任事亦勇毅，历为《清华

学报》及《年报》襄理，成绩卓然可观。”36

董大酉对体育的酷爱在他成为建筑师后依旧，

如他设计的自宅中都有网球场。除体育外，他在学

34  《清华周刊》，第 280 期，1923 年 5 月 4 日，30 页。

35 陈从周 ：“董大酉先生生平”，《梓室余墨》，《陈从周全集》，第 12 卷（南京 ：江

苏文艺出版社，2013 年），326 页。

36 “级友 ：董大酉”，《辛酉镜》，1917 年 6 月 15 日，28 页。

的比值（图 4）。31 虽然我们并不能就此推断杨廷宝

受到了茂飞设计的直接影响，但我相信，清华校园

建筑的古典氛围对于培养一代准建筑师的审美并使

他们能够很快适应美国学院派（Beaux-Arts）式

建筑教育一定不无裨益。

清华从办学初期就非常重视体育，延续至今

已是一个传统。清华体育协会于 1911 年 10 月成

立。1927 年与张光圻等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后改

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并任职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

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的巫振英就曾担任过该协会

会长。32《清华周刊》在 1916 年 5 月 10 日发表的

《学校体育之真精神》一文中说 ：“国弱者何？民

不强也。民胡为尔不强？体育之未普而民力无由振

也。”“吾校讲求运动，注意体育，冀使同学皆有强

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以之为学，则学业必进。

以之服务，则治举必张。”33

《清华周刊》中还有很多关于学校体育的报道

31 赖德霖 ：《折衷背后的理念——杨廷宝建筑的比例问题研究》，《艺术史研究》，第

4 卷，2002 年，

445-464 页 ；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史》，第 3 卷（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年），468-481 页。

32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一百年》（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1 页。

33 同上，19 页。

4 / 图 4 清华学校大礼堂立面比例分析。图片来源：赖德霖、伍江、徐苏斌

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史》，第 3 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年），

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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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代还爱好手工，是年级中“最著者”之一。37

杨廷宝是清华拳术队队员（图 6）。他的老师

当是清华拳术和剑术教员、著名的武术教育家李剑

秋。他去美国留学以后，《清华周刊》仍有关于他

的报道 ：“此地同学中，老杨是数一数二的富翁，

他虽是一个建筑学生，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图纸

一出总是洛阳纸贵，得来不少奖金。在清华时，忘

不了老杨的拳术。在此地，却见他剑舞梨花，锦绣

的衣裳，配着红巾、黑皂鞋，在树叶深丛，五色电

光下，几辨不出 1921 级的老杨。”38

关颂声的三弟关颂韬（后为中国著名脑外科医

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是一名体育明星。而关颂声本

人到美国在 MIT 学习建筑工程的同时，还是学校

棒球队的队长和田径队的队员。

其实体育不仅可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还

有助于培养积极进取的生命态度，公平竞争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译为“费厄泼赖”，即

fair play），团队合作精神，以及集体荣誉感。事

实上，这些品德在很多清华毕业的第一代中国建筑

师的身上都能看到（包括“公平竞争”，如梁思成

不以系主任之权录取仅差两分的儿子进建筑系），

反映出母校校园文化对他们影响的又一重要方面。

非常有趣，这几位酷爱体育的建筑师日后都成

为中国现代体育建筑设计的先驱 ：关颂声和杨廷宝

37 “美术”，《辛酉镜》，1917 年 6 月 15 日，美术 -2。

38 椿 ：“菲城同学新闻”，《清华周刊》，339 期，1925 年 3 月 13 日，39 页。

以及他们的清华校友朱彬所办的基泰工程司设计了

沈阳东北大学体育场（1929-1931）、（天津）华

北运动场（1933-1934）、北平公共体育场（1936）39

和南京中央体育场全部场馆（1930-1933）等 40，

后者还包括有国术场 ；而由董大酉主持和王华彬襄

助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则设

计了上海体育场的全部场馆（1934-1935）。终于，

他们借助建筑专业把自己对体育的爱好转化为对于

国家体育事业的推动。

总之，如果要知道出自清华的中国第一代建筑

家“何以归成”，我们有必要追溯他们在清华读书

时的校园文化。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一校园文化对

他们的影响至少有六个方面，这就是积极进取的人

生观、自由多元的个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程、

跨专业交流合作的可能、爱国主义和社会关怀的陶

冶，以及知行合一的作风。我相信，他们留美之前

的经历对其“归成”的影响一定可以为中国今天的

建筑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注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主办的“归成—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与宾

大建筑教育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整理和补充）

（赖德霖 ：美国路易维尔艺术学院教授）

39 “平公共体育场场图大部已决定，将叧绘详细解部图呈宋（哲元）核办，杨廷宝

昨赴京晤关颂声详商” ，（北京）《京报》，1936 年 10 月 28 日，第 7 版。

40 “华北运动会全场图样，第二次会议决由关颂声另绘详图”，（天津）《益世报》，

1933 年 12 月 27 日，第 2 版。

6 / 图 6 “本级拳术队”，左为杨廷宝。图片来源：

《清华周刊 - 辛酉镜》，1917 年 6 月 15 日。

5 /“本级足球队”，前排中为董大酉。图片来源：《清华周刊 - 辛酉镜》，

1917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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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到当代：全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水墨

殷双喜

种中西结合、反映现实民众生活的国画观。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有过一场关于“新中国画”

的讨论，在政府的提倡下，“新中国画”以深入生活、

现场写生、反映工农兵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特点，

开启了持续的对“旧中国画”及“传统型画家”的

改造运动。1953 年前后，新中国的美术学院中的

中国画系科曾经被改称为“彩墨画系”，但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以后，以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为

首，将其又改回为“中国画系”。到了 80 年代后期，

在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时代潮流中，出现了“中

国现代水墨艺术”的群体和运动，展览和出版物相

当活跃。“现代水墨”、“抽象水墨”、“实验水墨”

的概念与实践成为一种显著的现象，反映了西方现

代艺术引入中国后，中国画内部出现的一种追求“现

代”的创新趋势。而“新水墨”、“当代水墨”的概

念则在近年来开始出现，其内涵界定与形态分析尚

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艺术史论界多有争论。但这

一现象至少表明，“水墨画”概念的广泛使用，反

映了“中国画”身份意识（国家意识）的淡化和创

作者欲求走向当代世界的某种趋势。可以说，这些

不同时代有关“中国画”的各种命名与表达方式的

递进演化，也反映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进

程中艺术界推陈出新、不断革命的思维模式。

一、“当代水墨”的概念与现状

中国画在 20 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

期，它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性可以从它的命名上一窥

玄机。检索俞剑华编著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

历代画论多是直接“论画”，也有论“图画”、“画录”、

“画品”、“画说”等，谈到前代画和本朝画则是“古

画”与“今画”，或是唐画、宋画等，尚未见“论

中国画”之类的表述。“中国画”概念的出现和使用，

是在 20 世纪初由“中国之画”转来，它对应的是

“西洋画”这一概念，而开始使用“国画”这一概

念则是到了 20 年代。1 这两个词语的出现与使用，

至少表明两点 ：1. 它是与西洋画完全不同的中国的

绘画 ；2. 它反映了中国画作为一种中华民族的绘画

形式，开始具有“国家”性质。这与当时的“国文”、

“国乐”、“国剧”、“国术”、“国医”等概念的出现

具有相近的背景和原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鸦片

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所导致的国人日渐觉醒的

“国家”意识。30 年代岭南派画家高剑父提出“新

国画”的概念，主张“彻底的忠实写生，轮廓之外，

更要把‘光阴’、‘透视’写到极端准确”。2 这是一

1 有关“国画”概念的产生、内涵与历史背景，可参阅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

产生和变化》一文，见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2003 年第 3 期。

2 见高剑父手书自辑本“画法与画材”。转引自广东美术馆藏高剑父手稿，第 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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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差异，它们是以各种形式体现的作品—绘

画、书法、摄影、版画、视频、装置和雕塑等。展

览主办者指出，在这个以“水墨”命名的展览中，

展示了中国古老的文化模式如何通过富有创造力的

多变的方式来重新解读过去，从而探索文化的创

新。尽管所有的艺术家通过他们新的方式来表达其

初始的意图，参观者仍有可能在他们的创作中识别

出其主题、审美，或者技艺，而这些运用意义深远

地连接着中国艺术的过去。7 美术评论家贾方舟认

为 ：“从大都会这个水墨展的策展意向以及对四个

部分的描述不难看出，水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

志和象征，其当代呈现的方式已经远远不是停留在

纸面上的、由笔和墨的种种规范和技巧完成的传统

样式。其创作主体也不是国内通常认为的‘国画家’

或‘水墨画家’。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水

墨的理解和价值取向不在其技法意义上的推进和变

革，而在如何将其转换为一种当代方式。而这种大

幅度的转换，又主要不是发生在国内的水墨画界。

他们选择艺术家的标准，已经远远越出了画种的界

限。三十五位入选的艺术家，真正在水墨本位上工

作的比例很小（这里显然不排除他们对国内近年在

水墨领域里的优秀探索者缺乏了解），而大多是在

当代艺术家的行列。”8

这表明，国际上的重要博物馆及其策展人，对

于中国的“当代水墨”是从西方当代艺术的角度来

解读和选择的，而并非我们所通常理解的“中国画”

或“现代水墨”的范畴—后两者通常还是属于平

面性的纸本（绢本）绘画。他们所选择的许多作品

只是与水墨画有着宽泛的视觉和文化关联，最多使

人“联想”到中国水墨画的文化与历史传统，这些

“当代水墨”的重点通常在于“当代”而非“水墨”。

7 参见贾方舟《风从西方来 ：即将开幕的大都会“水墨”展》，艺术国际网，

2003-10-28。

8 同上。

“当代水墨”概念的出现和使用，是当下中国

美术界的一个突出现象，它与近年来国内艺术界频

繁使用“当代艺术”这一流行风气有关。其主要的

表现形式，是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不断举

办的“当代水墨”（新水墨）展，以及相关理论家

对当代水墨的深度介入。如 ：鲁虹《新兴水墨的发

展—从现代水墨到当代水墨》；32008 年由文化

部支持、深圳文化局主办“墨非墨 ：中国当代水墨

邀请展”，先后在深圳、北京、美国费城，以及东

欧数个国家进行了巡回展出 ；2010 年 5 月在上海

多伦现代美术馆举办了“水墨彼岸”展 ；2012 年

5 月在上海多伦美术馆和朱屺瞻美术馆举办了“上

海新水墨艺术大展”及“回到地域 ：国际水墨研讨

会”4 等。上述展览等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所

选作品并非都是平面的水墨画，而是有不少与水墨

相关的装置艺术与综合材料艺术 ；再就是这些展览

都邀请到了一些国际上著名的美术史家与艺术家参

与展出和研讨，话题涉及到中国水墨画“进入当代”

与“走向世界”这两个重要问题，一些基本的共识

是，“当代水墨画的探索和实验基本多元化，已经

初具当代意义上的水墨格局，但尚不成熟，不如其

他类型的中国当代艺术成功”。5

近期传来的消息则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将在

其中国书画展厅举办一个名曰“水墨”的展览，策

展人是何慕文（Maxwell K. Hearn）。展览遴选出

过去三十年中活跃于中国以及海外的 35 位中国当

代艺术家的 70 件作品，将在四个专题中分别呈现，

即 ：“文字”、“新风景”、“抽象”，以及“画笔外

的艺术”。6 所展出的作品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水墨”

3 雅昌艺术网 09/11，2009。

4 参加这一会议的国外美术史家如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艾尔金斯（James Elkins）教

授对于中国的水墨画走向世界并不乐观，认为其内涵深奥难解，国外观众有欣赏障

碍，而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包华石（Martin. J. Powers）教授则通过明清两代中西

美术交流的研究对中国水墨画走向世界表现了审慎的乐观。

5 参见蒋奇谷《水，墨，彼岸》，见《水墨彼岸 ：关于当代水墨和水墨画家》，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 页。

6 展览时间预计从 2013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4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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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理解“当代水墨”中的“当代”？

讨论中国当代水墨近年来的发展，应该从中国

当代艺术中的“当代性”来看，即当下的水墨画创

作为何“当代”？如何“当代”？

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对

其“当代性”的实现往往是通过对绘画在视觉艺术

中传统优势的挑战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

艺术大多数是以“反绘画”、颠覆现有艺术类别与

媒材的形式出现的。“当代”的概念不是指所有存

在于此时此刻的作品，而是指一种具有特殊意图的

艺术和理论的建构，其意图是指通过这种建构宣示

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性，而为达成这样的

建构，艺术家和理论家自觉地思考“现今”的状况

与局限，以个性化的参照、语言及观点将“现今”

这个约定俗成的时 / 地概念加以本质化。9 根据巫

鸿的判断，“当代水墨”如果停留在传统的平面绘

画的方式，似乎不属于当代艺术的范围。所以他在

芝加哥大学美术馆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中，

在展厅的一角放了一些水墨画册，是水墨画家申请

参展时提交的。在巫鸿看来，那些水墨画不是当代

艺术，因为水墨画缺乏当代艺术应有的实验性。而

艾尔金斯教授则认为西方对于水墨画的研究非常不

够，需要更多的学习。作为艺术史家，艾尔金斯对

于水墨画产生的兴趣主要来源于 ：1. 水墨画有如此

深远的历史 ；2. 水墨画对当下的实践者提出了严峻

的问题和巨大的挑战 ；3. 水墨画在中国的普遍性。10

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绕

过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当代艺术的

关系问题，它包括中国艺术界如何看待西方艺术，

也包括中国艺术界如何看待西方理解中的中国艺术

（所谓“东方想象”）。或者说，这种对于西方的“东

9 巫鸿 ：《作品与展场——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第 48 页。

10 参见蒋奇谷《水，墨，彼岸》，见《水墨彼岸 ：关于当代水墨和水墨画家》，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6 页。

方主义”的想象与误读，成为中国艺术界一种挥之

不去的“身份”焦虑。

美术批评家黄专在为《画廊》杂志开辟的以“中

国当代艺术如何获取国际身份”为题的讨论撰写的

前言中写到 ：“近几年来，在艺术界中西方对东方

的关注，是国际当代政治版图上‘后殖民主义’、‘非

欧洲中心化’思潮的一种反映，它有没有冷战后西

方中产阶级和文化界对东方的那种‘含情脉脉’的

文化猎奇的味道呢？我们是否应该去迎合这种趣味

抑或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定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

方位呢？以何种姿态进入国际或者说如何深入了解

国际规则，摆正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位置，认识其

准确的国际价值，是从文化意义上真正的‘中国话

题’转化成‘国际话题’的前提条件。否则，国际

机会就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陷阱。”11

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批评家范迪安认为 ：当

今中国已被置于世界文化的共时性状态之中，这是

不容否认的事实 ；另一点也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今

日中国的国力已促使中国艺术家的本土意识抬头。

“需要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开掘和运用本土文化

的资源，在弘通西方艺术精要的基础上复归本宗，

开创当代‘中国艺术’具有特色的整体态势”。12

范迪安就此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三点建议 ：首先，“从

观念角度去联接传统，把本土文化的思维方式（特

别是东方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加以澄照，在思想观

念上遥接先哲的智慧，才能形成当代艺术与本土文

化的真正关联 ；其次，“需要作语言上的转换”；再

则，“需要贴近文化‘现场’（因为‘当代性’的意

义和作用于当代社会，需要营造触及当下文化问题

的‘现场’）”。13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姜苦乐教授（Dr. John 

11 黄专 ：《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获取国际身份》，载《画廊》1994 年第 4 期。

12 范迪安 ：《文化资源与语言转换》，转引自《艺术与社会》，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第 396 页。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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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很早就注意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洲当

代艺术在全球当代艺术中的活跃性。他认为，这一

活跃性来自于亚洲当代艺术的制度与策展人的压力

所形成的对“现代”与“当代”的人为割裂。这种

以“当代艺术”命名的展览潮流往往忽视了亚洲当

代艺术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以西方当代艺术的现

代性观念和主流艺术样式为标准来选择与推出自己

的当代艺术家。在他看来，这种对于“当代艺术”

命名的热衷，部分建立于活跃的艺术市场基础上，

因为它受到了 2005 年以来急剧增长的亚洲当代艺

术市场的吸引 ；另一部分以“中国”标示“当代

艺术”的作法，则反映了民族国家经济强大以后，

对于世界当代艺术版图中民族国家艺术地位的追

求。14 同样，近年来中国美术界的“当代水墨”热，

也具有姜苦乐教授所分析的特点，即急切希望进入

西方主流艺术界以及拓展水墨艺术的国际市场。

从我对中国当代艺术近二十年的观察与参与，

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其最初的思想来源

毫无疑问是受到西方思想与艺术的深刻影响。但是，

在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

持续思考与艰苦工作，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同于西方

当代艺术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反映了中国当

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

性转换与影响。尽管中国艺术家所使用的艺术语言、

材料方法，和西方当代艺术在表现形式上还有许多

相似之处。姜苦乐教授的观察不仅验证了我关于中

国当代艺术的特殊性的看法，而且在一个更为广泛

的亚洲文化视野中，提出了“亚洲现代性”的观

点。这就使得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从欧美中心

向不发达国家单向传播的“刺激与反应”学说中走

出来，获得了从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角度加以重新解

读的可能性。姜苦乐教授得出的结论也是富于启发

性的—“无论外来的事物能在怎样的程度上为当

14 参见殷双喜《亚洲视野中的现代性》，载《美术研究》2010 年 4 期。

地提供可以借鉴或采用的模式，在历史上已知的例

子中，前者决不总是处于统治或支配的地位，主要

是看当地对于不切合当地情况的外来事物的应对方

式”。15 可以说，姜苦乐教授的研究工作，对于中

国当代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个既不同于

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属于中国本土的独特的“第三

者”视角，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参照价值，启发我们

更加关注全球化潮流中的民族国家的地域文化（传

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以及这种地域文化在形成民

族国家的现代性过程中的积极的建构性意义。

三、从现代水墨到当代水墨

中国当代水墨的历史并不长，它可以追溯到

1993 年的“现代水墨”，那一年的 12 月出版了《20

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第 1 辑（共出版 4

辑）。由美术评论家刘骁纯撰写的前言道出了丛书

编辑的宗旨 ：“有感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艰难境遇，

一些青年画家为推进其发展，经过他们共同的努力，

一本现代水墨画系列丛书第一集即将问世。第一集

参与者九人，他们都具个人风貌，但又处在上下求

索的过程之中。” 16 这篇前言反映了刘骁纯对于现代

流派、现代风格、现代形态水墨画的思考。而丛书

第 1 辑既称之为《当代水墨艺术》丛书，又称之为

“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反映了丛书编辑者对中国水

墨画走向现代革新的朦胧而又坚定的立场，以及他

们对于“现代水墨”与“当代水墨”概念尚未明确

的认识。丛书第 1 辑收录的石果、闫秉会、刘子建、

李津、张进、黄一翰、张羽、左正尧、方土等九位

艺术家，并不都是抽象水墨画家，而是在当时的中

国画界具有不同现代风格的水墨画家。但是，正是

由于丛书两年一本的连续出版，集聚了一批当时具

有现代精神的水墨画家（除前述九位以外，还有刘

15 同上。

16 《20 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第 1 辑，天津杨柳青画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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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王川、王天德、魏青吉、梁铨、杨志麟、杨

劲松、洛齐、陈心懋、张浩、一墨、胡又笨、魏宝

荣等），他们逐渐取代了 90 年代初期的“新文人

画”而成为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水墨画坛引人注目

的艺术家。近年来，又有李华生、晁海、张铨、王

南溟、蓝正辉、魏立刚、何灿波、孙伯钧、肖舜之、

李文岗、张卫等一批艺术家在现代水墨方面展开了

新的探索。在港澳台及海外，也有一些水墨艺术家，

如缪鹏飞（澳门）、刘国松（台湾）、刘丹（美国）、

诗蓝（法国）、朱岚（加拿大）等人，在持续地从

事着现代水墨的探索实践。

这是 20 世纪“85 美术思潮”特别是“89 现

代艺术大展”后，“现代水墨”概念的第一次提出。

它不同于我们在“85 时期”看到的以水墨媒材表

达观念的种种“新潮水墨”。在许多“85 青年美术家”

那里，以宣纸、墨汁涂抹进行的行为艺术不过是对

传统水墨画的一种快意反叛，他们关注的不是水墨

画的革新与发展，而是以水墨为手段对“文革”以

来的极左美术进行“美术革命”。其中，只有谷文

达在他那以“畅神”为题材的巨幅书写中，发挥了

水墨材质的特点，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强行

注入中国的文人画传统。同时，这也使他在 1986

年于陕西杨陵召开的全国“中国画传统问题讨论会”

上 17，作为传统型画家黄秋园的对立面，与当时的

评论家李小山共同成为引人注目的传统中国画的

批判者。而在 90 年代中后期展开的现代水墨的创

作，也受到了台湾艺术家刘国松、大陆艺术家吴冠

中、周韶华的艺术革新思想的影响。当然，这批现

代水墨画家与“85 时期”的新潮水墨有何文脉联系，

以及他们在“85 时期”的艺术创作与艺术观念形

成的轨迹，则是另外一个研究课题。

正是由于张羽、刘子建等一批现代水墨画家

17 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研究院、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和陕西省画院共同

主办。

持续不断的工作，以及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吸引

了一批重要的批评家关注中国水墨画的现代转型。

1996 年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走向 21 世纪

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及其相关展览，促使

一批中青年美术评论家（刘骁纯、郎绍君、皮道坚、

邓平祥、陈孝信、王林、王璜生、李伟铭、殷双喜、

易英、钱志坚、顾丞峰、黄专、鲁虹、孙振华、郭

晓川、黄笃、冷林、郭雅希、皮力，以及不幸去世

的祝斌）先后发表了大量有关现代水墨的理论研究

与评论文章，并且通过许多重要的学术性展览（如

1998 年上海双年展、2001 年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中

国实验水墨 20 年展”等），使得“现代水墨”成

为了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最为重要的艺术现象。对

这一现象从编辑、策展、评论、传播、市场等艺术

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史研

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对于“现代水墨”的概念定义及其前景、艺术

史地位、与传统中国画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画发展

格局中的作用、当代社会中的艺术价值等方面，迄

今为止，仍然有众多的讨论与不同的观点出现。有

关现代水墨的争论，其实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

中，中国文化艺术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强

势文化进入后的激烈反应，越是传统深厚的文化，

越是会对外来文化产生更为强烈的反应和更长时间

的碰撞与磨合。当下，现代水墨的发展过程已经不

是一个理论模式和理想预期，而是一个现实中存在

了二十多年的艺术史现象，不管我们如何看待现代

水墨，它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当代美术无法回避的艺

术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水墨，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艺术杂交样态，它是中国水墨画走向现

代过程中的多种发展道路中的一条路径。水墨画走

向现代、走向当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开放性过程，

中国水墨画已经并必将继续出现更加多样化的艺术

类型和艺术语言。进入新世纪，由于消费社会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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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处。90 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水墨画的基本格局，

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传统水墨”、“学院水墨”、“现

代水墨”三大板块。我们首先需要厘清这三个概念，

才能有助于进一步的交流与探讨。

“传统水墨”，是指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延续型

的水墨，其价值理想和审美趣味都是以古典中国画

为旨归的。无论是以宋代院体画为范本的工笔画，

还是以明清文人绘画为根源的写意画，其笔墨技法

和超脱现实、闲适幽远、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绘画

观，代表了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

“学院水墨”的发端，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

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大批新文化的先驱痛陈

中国画的空洞衰败，主张引入西洋画的方法改造中

国画。具体地说，就是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三度

空间的造型观察与塑造方法引入中国，将中国画史

上传统的师徒相授、默写临摹、诗书画并重的承传

方式改造为以素描为基础的学院教育，以科学性、

规律性为理想来建立一种大规模培养中国画人才的

体系。在强调写生的同时，更注重艺术与现实生活

的审美关系，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笔墨技法服从于

整体画面的形象塑造与主题性的构图，作品表达的

思想性和形式语言的统一成为基本的评价标准。

与“传统水墨”和“学院水墨”不同的第三类

水墨画，就是我所称的“现代水墨”，也被有人称

之为“实验水墨”或“抽象水墨”。这三个概念虽

然有语义内涵的差异，但都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中国画创作中具有强烈变革意识的一类创作，

它有着不同于前述绘画的精神内涵与风格形态。实

验型水墨画家的艺术方式，表现为对所选择的艺术

媒介即水墨的态度。将水墨视为一种精神表现的材

料而非一种技术规范，是因为水墨为当代艺术家提

供了多种选择的空间和精神显现的可能。显然，对

材料的态度不仅是物质性的和技术性的，更应看到

艺术家内在的精神意向在选择时起了重大作用。

90 年代以来的现代水墨艺术，不仅在水墨材

速到来，新一代青年画家更多地倾向于以影像文化

为基础的具有消费文化特征的流行艺术和商业艺

术，这使得现代水墨以及其他具有现代主义精英性

质的现代艺术悄然退居二线，而大多数观众和正在

成长中的中国收藏家群体则还处在一个对现代艺术

学习研究的起步阶段，中国的美术学院也还没有将

现代艺术真正纳入学院的教育体系。这种创作、传

播与接受的历史错位，使得中国现代艺术还有着广

泛的发展与传播空间。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呈现出一

种多元并存共生的状态。现代水墨画家的出现和存

在与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及城市变化有密切关

系，但他们的作品价值却不因时代关注热点的转移

而飘浮，近年来“当代水墨”的不断升温并进入当

代艺术的主流，证明了水墨艺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

的重要性。

有关现代水墨的讨论和争论在近二十多年不断

被提起，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家不断应邀

参加世界各地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伴随着中国画界

激烈的“笔墨之争”和中国美术界的“全球化与民

族化”的讨论持续，也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角度

证明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活力与前景。

90 年代以来围绕现代水墨艺术的讨论，主要

集中在现代水墨能否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以

及它在世界艺术中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如果我们希

望中国当代水墨能够在新世纪具有跨越地域而进行

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就不能只停留在纯形式的层

面，而需要将中国水墨画系统内部的问题研究，转

换为更为开放的从水墨角度对现代艺术与当代生活

的关系研究，进而探讨当代艺术何以通过形式的革

新而达至现代精神的探索与表达。分析研究“现代

水墨”的艺术史与文化意义，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当

代艺术，观察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十分必要。

近年来，有人提出“新水墨”的概念。我认为，

“新水墨”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提法 ：首先，

“新水墨”针对的是哪些“旧水墨”；其次，它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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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表达当代人的精神与心理状态、审美趣味为己

任，但同时又坚持现代水墨的变化应该从中国画传

统（秦汉以来的大中国画）中寻找语言的资源与风

格的生长点。现代水墨特别强调艺术创作中“心物

关系”中“心”的方面，这一点又使它区别于学院

式的写生型中国画。当然我们也无须否认，现代水

墨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

结构、色彩、肌理、拼贴、观念等。但是最重要的

是，现代水墨艺术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

是一个急剧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和一个全球经济、政

治、文化日益一体化的工业化、科技化、信息化的

新时代。由此产生了现代水墨艺术的两难处境—

既要保持作为中国文化身份的水墨传统，又要把水

墨艺术融入到当代生活中去，使水墨艺术不至于成

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者”与“局外人”。

面对世界，要坚持中国艺术的文化特色 ；面对中国

社会，要使自己成为现代精神的艺术表征，“现代

水墨”在艺术史上的文化意义由此得以确立。

具体来说现代水墨在艺术史上的文化意义，首

先在于它在国际艺术格局中是多元的民族艺术的一

部分。这种文化身份的确立源于两个基本要点 ：一

是中国艺术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确实具有与西方

艺术不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文化“马

赛克拼图”中的一部分，中国艺术应该有自己的文

化特质，通过与当代西方艺术保持必要的张力，来

促进世界各国艺术的平等交流。二是作为迅速走向

繁荣的中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需要有自尊自

信和强有力的民族艺术，以表达新一代人的精神，

它意味着健康进取、个性尊严，以及富有想象力的

创造。

强调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保

守主义，而是说，要注意研究和发扬中国艺术自身

的特性，这既包含着对东方文化传统的批判性继

承，也包含着对中国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生存环境

恶化、人的心灵日益物欲化，以及人文精神迷失的

料与技术方面拓展了传统，而且在图像结构与符号

组织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有

着与传统水墨不同的空间意识和结构方式，笔墨不

再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而是多种艺术表现方式之

一，在一个更为复杂多样的语言系统中获得了新的

意义。与传统水墨的抒情性、诗意化的和谐不同，

现代水墨艺术家更多地采用了挪用、变异、错位、

拼贴、抽象等非逻辑性的表现方式，以非叙事性的

意念表达，将中国画引入一个与当代社会生存状态

共存共鸣的文化语境。

这里我们注意到中国现代水墨的“非具象性”，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抽象性”，即不少现代水

墨画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不再营造具体的物象，转

而以抽象的图式和多样化的水墨技法来实现水墨语

言的现代性转换。所以尽管用“抽象水墨”来界定

“现代水墨”过于狭隘，但抽象性语言的综合运用

确实是“现代水墨”的一个鲜明特征。

在我看来，“现代水墨”的内涵要大于“抽象

水墨”，它可以包括主观性很强的变形形象、符号

化的图式、表现性水墨、材料拼贴等。而以水墨作

为主要媒材，强调观念的水墨装置与行为艺术，则

可以纳入到“当代水墨实验艺术”的范畴，它已经

不是水墨艺术，而是采用水墨作为观念表现材料的

装置艺术或行为艺术。从进入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大

背景来看，也许“现代水墨”这一说法更能显示中

国当下水墨画实践中正在发生的现代主义流变，即

现代水墨不仅以新的形态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

代化转型，也以独特的面貌参与了当代世界文化艺

术的发展。所谓“现代”，不是时间性的概念，而

是指现代水墨创作中的“现代性”，它是一个文化

和精神的命题，即中国水墨画家对特定历史情境的

自觉反思和回应，表现为对中国当代社会状态的执

着关注和现代性的水墨语言表达。

现代水墨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的产物，它与

传统水墨的区别在于它的人文内涵与精神追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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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具体到中国水墨画，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如

何理解它的“水墨根性”及水墨特质，而理论上的

困惑则是水墨画对表现当代人的精神与心灵状态的

可能性的问题。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艺术媒材并

不具有保持民族文化根性的功能，在当代艺术中，

使用何种媒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何种观念去运

用不同的媒材来表达当下的文化感受。对于水墨画

的功能和前途，有些激进的评论家甚至认为，水墨

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作为一个画种继续保留下去，

而应作为一种艺术的媒介因素融入新的观念艺术整

体中去。与此不同的意见主要来自实践中的水墨画

家。他们认为，水墨的本土特质不仅在于它的媒材，

更是出自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而水墨的当代性

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即对于现代社会物欲至上、心

灵苍白、自然环境恶化的批判，这使得现代水墨成

为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一部分，也具有了在世界艺

术中交流的基本前提。现代水墨的创造性在于西方

绘画没有为中国水墨艺术准备现成的经验，水墨的

流变性、透明性与油画的塑造性、遮盖性是不同

的。中国水墨艺术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的媒材的独

特性，更在于它是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观察方式

和欣赏方式。现代水墨可以作为艺术家感受的载体，

传统水墨中的“澄怀观道”也具有容纳当代经验和

开放文化视野的功能。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对

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现代水墨的艺术史意义，就

在于它的“现代性”，即它对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

表达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可能性。

这样我们就回到一个较为传统的话题，即艺术

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说，现代水墨的艺术史

价值是立足于艺术对现实的反映，还是其艺术自身

的逻辑演进？事实上，这种提问方式也许不很妥当，

提问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框架。

现代水墨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组成部分，积极参与

了反映中国现实的图像重建，艺术家要探讨的是艺

术语言的自足性，即语言如何通过表达的方式同现

实发生关联。从形态学的角度对传统水墨语言进行

解体、重构与再造，通过图像的隐喻、符号的组织

建立起抽象与具象的深层文化联系，这就意味着一

种对传统水墨断裂性和逆向性的继承。从这一意义

上来说，现代水墨在艺术史上的意义就是一个创造

性的转换，即在中国画的历史上完成从传统向现代

的文化转型。因此我将“现代水墨”定位于现代艺

术的范畴，这一定义的内涵是说，现代水墨艺术是

在传统中国画的文脉中发展出来的现代中国画的形

态，追求一种新的现代水墨语言，它的基本价值（艺

术价值和精神价值）是积极的、建设性的。90 年

代初期，现代水墨还被认为是一种形式化的、边缘

化的水墨艺术样式。但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国当

代艺术中形式多样（包括抽象、表现、材料、观念

等）且富有活力的艺术现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使用“当代水墨”概念

的展览与出版物迅速增加，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的

中国水墨画与国际艺术交流的开放趋势，也表明“现

代水墨”的创作与内涵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如何理解“现代水墨”与“当代水墨”的概念差异？

我想可以借用“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概

念进行二者的区隔。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所谓

当代艺术）在西方的分野是清晰的。从勃发于 20

世纪初的野兽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流派开

始，关注的是艺术本体和艺术语言，探讨的是审美

价值，到 50 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达半个世纪，代

表着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的精英艺术。随着老

一辈艺术家的陆续离世，以及 60 年代波普艺术、

观念艺术等的兴起，现代艺术已经让位给后现代艺

术 . 后者更强调艺术的大众化、生活化，从艺术家

的极端自我转向相对客观化，从手工制作转向大量

生产（如复制性的数码艺术），从敌视工业科技到

接纳利用，从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到认同与接受。而

“当代水墨”也具有这种特点，即运用各种材料和

技术，接纳大众文化，生产各种形式与水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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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图像，成为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当代艺术的一部

分。在中国艺术的现实生态中，现代艺术与当代艺

术是错综复杂、综合共存的，对“现代水墨”与“当

代水墨”的辨析区分有一定的困难。实践中不少名

为“当代水墨”的展览，仍然包含着许多现代水墨

画家的平面绘画，其作品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

作品中对当代社会的反思性表达。

有关“当代水墨”的文化价值，可以有不同层

面的理解。首先，“当代水墨”是一种坚定的、不

妥协的变革态度和不懈的探索实验，而“实验”之

于艺术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执意要拓展前人未曾

涉足之处。其次，“当代水墨”的艺术旨归，是要

在传统水墨体系之外，开辟更为宽阔的路径，将中

外艺术资源作为艺术探索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在传

统水墨的基础上实现语言的当代转换，即新的材料

运用、图像形式和语言技法的同步生成。当代水墨

文化价值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一种学术批判精神，

即对某种公认的普遍性的东西加以反思，尊重艺术

家个人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图像表达，在包容性、

开放性的心态下寻求水墨艺术的当代延伸。而“水

墨”的概念，并非拒斥色彩和材料，它不仅是指中

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媒介，更是指一种具有人文关怀

的当代艺术家的生存方式。这方面，徐冰将《芥子

园画传》中的局部技法范图重新组合为山水画卷，

潘公凯以数码形态揭示水墨画的分层与生成，张羽

在宣纸上以手指揿印红色创作出抽象形态的作品，

王天德将燃烧后的宣纸灰、碑帖重构为山水，拓展

了水墨画的表现领域。可以说，“当代水墨”的艺

术价值更侧重于“当代”，它与传统水墨、现代水

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是一种以水墨为媒介的新

的艺术形态，其表现方式虽然仍有平面性的绘画表

达，也有了许多空间中的实物制作，它更多的是水

墨材料艺术而非水墨画。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西美术交流潮流中，“当代

水墨”的发展引出了“东方精神”的命题，对于中

国当代艺术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命

题。有关这一命题的思考和创作，不仅是中国艺术

家所特有的，也是亚洲当代艺术的重要问题。当下

的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断裂和疏离，

仍以西方艺术为标准，学者庞中英指出，我们要走

出对于西方的“追赶”情结，中国的现代化在一些

方面一直是器物、物质、感性、具体东西的现代化。

与此同时，我们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存在着强烈的“追

赶”意识，在 1978 年以来的 30 多年里，持续地

追赶西方艺术，从艺术史流派风格到艺术表达的观

念，从双年展、美术馆等艺术制度的引入到拍卖行、

画廊等艺术市场的国际接轨，甚至有了文交所和艺

术品份额交易这种超前的“艺术金融创新”。近年

来的“当代水墨”热，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放慢“追

赶”，冷静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关键在于我

们能否为世界提供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

价值体系，不仅包含着中国人独有的人文价值，如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观，也包含

着东方的美学价值观。

（全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14 年第 1 期）

（殷双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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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之道：从蜀地到西南夷地区

既然笻竹杖在公元前 2 世纪外传身毒与大夏的

深层原因暂时无法考索，那么，在其出产的中国蜀

地及周边，1 有无其之所以为“神杖”和象征权力之“权

杖”的历史渊源呢？

相当于晚商时代（商代结束于公元前 11 世纪）

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1 号祭祀坑，除了数量惊人、

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之外，还曾出土的金杖一根。根

据考古报告，杖中残留杖木的痕迹，可见此金杖是

用于包裹某种植物的，其上端 46 厘米长的一段，饰

有人首和两组一箭贯鱼鸟的图像【图 15】。2 鸟在天，

为阳，鱼在渊，为阴，鱼鸟组合的图像，在上古以

来的中国，自有其传承有序之传统于意义。3 此杖纹

饰鸟与鱼一箭贯之，或象征贯通天地，考虑到该杖

出土于祭祀坑，将其视作“神杖”当无疑义。有意

思的是，金杖上纹饰皆两两对称或相背，有疑似“节”

的处理。有学者认为这是比拟笻竹杖，此即灵寿之

木。4 金杖是不是灵寿之木，难以考订，但其疑似“节”

的处理，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几株高大的青铜器，

即被称为所谓“通天神树”上，所见就非常明显了

【图 16a】。如二号坑出土的“神树”，分树座、树干、

1  常璩《华阳国志 · 南中志》曰 ：“南中在昔，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

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也就是将包

括四川南部西南部、云南和贵州大部在内的整个西南夷地区，纳入大的“蜀地”范畴。

参见 [ 晋 ] 常璩撰，刘晓东等点校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页 44。本文所言

“蜀地”，也是广义的概念。

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县文化局 ：《广汉三星堆

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0 期，页 1-15。

3  笔者另有专论 ：《古代中国鸟鱼图像的序列与象征意义》，待刊稿。

4  萧兵 ：《张骞大夏所见卭竹杖即灵寿之木考—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疑案》，《中

国文化》，1995 年第 12 期，页 140-146。

张骞在大夏见筇竹杖之谜（下）

谈晟广

三层树枝及九只鸟和一条龙组成 5，其挺直的“树”干，

有学者也注意到其“外形似竹而间隔有节”。6 该“树”

残高达到惊人的 396 厘米，虽说逐节铸造暂时可理

解为或是解决拼接工艺上的难题（其实未必），但同

时也不能忽略其可能存在的象征性意义—不仅是

“树”干有“节”，中空，“树”枝也是逐“节”而生，

枝上另有“节”，“节”上又出枝，这就很像自然界

竹子的生长的规律与状态。至于枝头，或下垂果实，

或果上立鸟。果实呈尖桃状，非常类似自然界竹子

的果实【图 16b-c】。这种现象，如果非要引用中国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 ：《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

录》，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9 年，页 212。

6  季智慧 ：《神树、金杖、笻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89 年第 1 期，页 65-68。

15 /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1 号祭祀坑出土金杖局部

16 / a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神树”线描图

         b 三星堆神“树”上的枝头尖桃状果实

         c 自然界竹子的果实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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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的话，或许可以理解为传说中“非竹实不食，

非醴泉不饮”的凤鸟。7

由于在周边地区均未发现其上承和下传的相关

文化类型，晚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不仅在整个中国，

即使在整个西南地区，仿佛都是遗世独立的。然而

如果从“神杖”文化的视角来看，在战汉时期的蜀

地和西南夷中不仅有所传承，似乎还与一种广泛传

播的信仰相关。

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如此描述蜀地 ：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

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

西近邛、莋马旄牛。”8 文中，除了“巴、蜀、广汉本

南夷”之外，所谓“滇”“僰”“卭”“莋（筰）”实

则都是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属

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

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

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

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

徙、筰都最大 ；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

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

外蛮夷也。9

历史上如果曾经真的存在过一条从蜀地前往身

毒的古道，今中国境内必经的线路就是 ：成都往西

南，沿途经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昆明市、

大理白族自治州，出保山市而入缅甸北部—相对

应的西南夷古国，则分别是古卭国和古筰国、古滇

国、古昆明国、古哀牢国（或即滇越）等【图 17】。

近年，随着西南地区各地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曾

7  在流传的多个版本的轩辕黄帝传中，皆言凤鸟“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西

汉桓宽 ：《盐铁论》则记 ：“鹓鶵，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鹓鶵，尤凤鸟也。

8  [ 汉 ] 班固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

页 1645。

9  [ 汉 ] 司马迁 ：《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页 2991。

经神秘的西南夷，已渐渐为我们所认知。通过梳理

这条沿线的四川省盐源县、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和晋宁区）、大理州祥云县和保山市昌宁县的考古发

掘成果，我们发现了为数众多的与竹相关的青铜杖

和杖首，从而可以初步认定 ：在蜀地周边的西南夷

时代，从四川省到云南省，直至与缅甸北部的交界处，

都普遍存在着“神杖”与“崇竹”相结合的信仰。

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也属于广义概念上的

“蜀地”，此地当存在过两个西南夷古国，即“卭都”

和“筰都”—这里是笻竹杖真正的原产地，张骞

说“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就是从这里计算

的。凉山州境内川滇交界处的盐源县，近年出土或

征集到若干件形制比较特殊的战国至汉初铜杖和铜

杖首，10 如 ：

1. 蛇尾形“干”字状铜杖。两种类型。一种是

单蛇尾形【图 18a】，通高 52.4、宽 34.4、厚 1.5 厘

米，杖身长条片形。杖首如卷曲蛇尾状，饰满圆圈纹 ；

杖身中部饰菱形纹，两侧饰折线纹。整个杖体呈“蛇

尾”形，饰片的两端作回首虎头，上缘对称分布回

首兽，长颈弓背，身体细长。另一种是双蛇尾形【图

18b】，通高 54.2、宽 16.7、厚 1.2 厘米，杖身满饰

10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

器》，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9 年。

17 / “西南夷”分布与“竹之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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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纹和小三角纹，其他形制大体同前。11

2. 九 节 鱼 纹 鸟 首 铜 杖【 图 19a/b】。12 通 长

134.8 厘米，径 1.4 厘米，每节 35-39 厘米，长短

不一，管与管之间用木棍连接 ；杖首顶端为一圆盘，

饰云雷纹，盘上立鸟（鸡形）；杖的最下节底部为尖，

杖身满饰阴刻的小鱼纹。九节鱼纹鸟首铜杖就包含

了与竹类似的“节”和“鱼”“鸟”结合之意象—

这与三星堆神杖“一箭贯鱼鸟”以象征贯通天地有

异曲同工之妙。需特别指出的是，该杖表面银光闪闪，

经检测，表面曾经镀锡，其工艺与云南地区和内蒙

古鄂尔多斯地区发现镀锡青铜器的关联性要远大于

巴蜀地区。13 此杖的“九节”之数，从数字到意象，

当与拟竹密切相关（道教中有竹制九节、七节神杖）。

3. 七节竹节形铜杖【图 20a/b】。分四段共七节，

最下面一节呈尖锥状，最上面一节原有杖首，已残断，

11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

器》，页 127-130。按 ：考古报告将双蛇尾认为是“羊首形”，综合其他出土品和该

杖的拓片来看，该地对蛇有一种独特的崇拜，此当为双蛇尾形。

12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

器》，页 127，图八八，彩版三〇。

13  崔剑锋等 ：《四川盐源出土的一件镀锡九节鱼纹鸡首杖金相分析》，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编 ：《文物科技研究》第五辑，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年，页 18-23。

其形已不可辨 ；残高 138、杆长 130、直径 1.2 厘米，

杆身中空，壁厚 0.15 厘米。发掘报告言“铜杆上端

饰有六道箍形饰，箍有两道和三道情况”。所谓“箍

形”，实则是模拟的竹节形。14 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

的是，杖身的分段处，与“节”的位置并没有关系，

说明此杖上的“节”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而不是出

于工艺层面用于连接的用途。如果前述九节鱼纹鸟

14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

器》，页 171，图一三一。

18a / 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

战汉时期单蛇尾形“干”字

状铜杖线描图

18b / 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

战汉时期双蛇尾形“干”字

状铜杖线描图

19a / 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

战汉时期九节鱼纹鸟首铜杖

19b / 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

战汉时期九节鱼纹鸟首铜杖

线描图

20a / 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战汉时期七节竹节形铜杖

20b / 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战汉时期七节竹节形铜杖线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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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铜杖尚不能确定是否拟竹的话，那么此杖则确凿

无疑地证明了铜杖与拟竹之间的关系。

4. 除了上述较完整的铜杖之外，盐源还出土或

征集到了若干件树形铜杖首【图 21a】15，这种形制的

杖首，以及在该地区发现的有柄镜【图 21b】，16 与中

亚、西亚类似器物十分相近，当可作为蜀地通身毒

之证据的辅助说明，碍于文章主旨，此处暂不作讨论。

另有一种铜杖首，表现的是三个背水女子，其下站

立的平台，作“节”状处理，周身并饰有卷云纹【图

21c】，此类手法，大量见于下文所涉云南出土的西

南夷铜杖首。17

盐源往南，即进入云南省界，渐渐进入古滇国

之势力范围。今昆明市西南的滇池周边，如昆明羊

甫头、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处发现的数个古

滇国高等级墓葬群，则向我们展示了高度发达的西

15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

器》，页 135，图九六。

16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

器》，页 140，图一〇〇。按 ：此镜之渊源，与近年在四川和云南发现为数不少的有

柄铜镜密切相关。关于西南地区有柄镜出土分布的情况，可参看霍巍 ：《从新出考古

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0 年第 4 期 ；郭富 ：《四川地区

早期带柄铜镜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13 年第 6 期。

17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

器》，页 132，图九三。 

21a / 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铜树形杖首

21b / 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有柄铜镜 21c / 四川省盐源县

发现的铜杖首

南夷文明。

位于滇池北岸、昆明市官渡区的羊甫头 113 号

大墓，出土了数量惊人的文物。其中有较为罕见的

两件漆木杖首，动物站立于逐“节”升高的顶端【图

22a/b】。又出土数件铜杖的残件【图 23】：其中一

根残断的铜杖，杖首铜质，乃一侍女跪坐的形象，

杖身纹饰按照“节”分段表现 ；还出土有鱼形杖首，

其寓意，或与三星堆金杖和盐源铜杖上的鱼纹有一

定的渊源。考古报告中所谓“镦”，实际是残杖触地

的下端（参见盐源竹节铜杖），原本是否联通于鱼杖

首，则无法确知。有意思的是，杖身上的彩绘纹饰，

也是按“节”分段构成的。18

1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 ：《昆明羊甫头墓地》，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5 年，页 201、203，图一八〇。

22ab / 昆明羊甫头 M113 出土漆木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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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羊甫头相对的滇池南岸，则是晋宁石寨山古

墓群，在第一本发掘报告中，九座墓共出土杖首 27

件，外形上除了有牛、鹿、兔、孔雀、女俑等，大

多有“节”的处理【图 24a-c】，还发现多有与三

星堆金杖和盐源铜杖上鸟鱼组合近似的鸟蛇组合纹

饰。19 

晋宁石寨山再往南，玉溪市江川李家山古墓群，

是古滇国或古滇南国的文化遗存，第一次发掘曾出

土完整铜杖两根，另有杖首若干件，其中包括与盐

源近似的鸡杖首和人形杖首，只是铜杖的具体情况，

因考古报告未有图示也未做说明而不知其详。20 江

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在几座大型墓葬中出土若干

件铜制、木制杖首，它们与昆明羊甫头和晋宁石寨

山发现古滇国杖首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杖首底部

与杖身连接处“节”的处理，大多呈现出“鼓”状

样式。综合来看，“鼓”形器在古滇国可能有着特殊

的象征意义，主要用于祭祀，而又和古滇人之核心

19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 ：文物出版社，1959

年，页 94-95。

20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页 138-139，图版二十 ；张增祺 ：《滇国与滇文化》，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 年，

页 222-224。

23 / 昆明羊甫头 M113 出土的人形铜杖残件、鱼形铜杖首和铜制杖杆残件

24a-c /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杖首

信仰密切相关—而鼓之“节”的原型，我们认为，

可能是竹之“节”。21 仅以江川李家山 M69 大型墓为

例，该墓一椁二棺，为二女性合葬，在主棺头端位置，

21  按 ：铜鼓是西南夷（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出土文物中最具区域特征性的器物，

可比之北方的鼎。铜鼓的使用可能与“祭天”有关，其起源、用途与象征性意义，

仍是一个广泛争议的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事实上，中原地区的所谓“建鼓”，同

样与“天”有关。

25a / 江川李家山 M69 叠

鼓形铜贮贝器

25b / 江川李家山 M69 出土

鼓形贮贝器

25c / 江川李家山 M69 出土系列铜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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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执伞铜俑为中心 22，两边分置铜鼓、叠鼓形铜贮

贝器上再叠加铜鼓（以呈节节向上之视觉）、铜杖首

等，显示鼓形器的特殊象征意义。23 该墓出土叠鼓

形铜贮贝器两件，顶面有四凤鸟绕圆心纹饰，作二

鼓相叠状，其间以子母口扣合，通体形似二节竹【图

25a】；24 一件鼓形贮贝器，顶面塑有人物祭祀场面，

中央位置有圆孔，穿孔立一圆柱，底部为鼓形，柱

上部略粗，顶端作圆盘状，柱身饰雷纹，当是通天

柱之象征【25b】；25 该墓出土铜杖首 12 件，从资料

公布的数件来看，顶部为鸟、鸡、人三种类型，皆

立于鼓节形的器端上【25c】。

从昆明出发再往西，则是大理白族自治州，该

地多座早期墓葬中发现以鸟和鸡为主的杖首，如弥

渡县苴力战国石墓中，发现鸟形杖首 1 件和鸡形杖

首 2 件 ；26 位于洱海东南的祥云县大波那木槨铜棺

大墓出土二兽相抱状杖首 1 件 ；27 祥云红土坡一座战

国至西汉早期的墓葬，竟然不可思议地出土了鸡形

和鸟形两大类铜杖首共计 197 件。28 这些站立在杖

之顶端的鸟或鸡，大多都有“节”状处理，而铜管

上面，亦大多饰有卷云纹，或象征鸟或鸡站立在云

端【图 26a/b】。在昆明市周边发掘的古滇国大型墓

葬中，通常只出 1-2 件或最多为 10 件左右的铜杖

或杖首，小型墓葬中几乎不出杖首，如昆明羊甫头

发掘的 777 座小型墓葬中，未见公布任何杖首出土

22  按 ：通常情况下，执伞俑也是跪于鼓形底座上，如江川李家山 M51:260、

M47:25。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江川李家山 ：第二次发掘报告》，页 133-

135，图九一。

2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江川李家山 ：第二次发掘报告》，彩版十六。

2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江川李家山 ：第二次发掘报告》，页 15-126，图

八五。

2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江川李家山 ：第二次发掘报告》，页 123-124，图

八三、八四。

26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 年第 7 期，

页 25-30。

27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槨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 年，

第 12 期，页 611。

28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 ：《云南祥云红土坡 14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2011 年

第 1 期，页 4-14。

的资料，29 说明杖首当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大

理州祥云县 13 号墓谈不上什么大墓，而且从其他出

土文物的情况来看，除了一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

和兵器之外，并无等级特别高的大型物件，这就说

明墓主并非是王侯级的人物。而此墓又出现如此之

多的杖首，实在令人费解。或许一个解释是可行的，

祥云 13 号墓墓主，可能就是司马迁《史记》中所说

的“蜀贾奸出物者”，即将蜀物私下贩运到身毒的人。

大理白族自治州在西南夷时代，就是《史记》中记

载的古“昆明”，也正是那个让汉武帝派出的汉使最

终止步的地方，“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

2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 ：《昆明羊甫头墓地》，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6a / 云南省祥云县红土坡 14 号墓出土鸟形铜杖首

26b / 云南省祥云县红土坡 14 号墓出土鸡形铜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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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使，终莫得通”。30

从祥云往西便至大理，从大理再往西南方向，

则通往中国西南边陲保山市，这里曾是地跨今云南

省西南部和缅甸北部的古哀牢国之统治中心，也是

蜀地经过西南夷通往身毒的最后一道屏障。《史记》

云昆明（今大理）“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

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从地理位置上来判断 

“乘象国”滇越，或即哀牢。31 古哀牢国（又称达光

王国前期），约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势力范围

相当于今中国云南省西南部、缅甸克钦邦东部和掸

邦东部，统治中心在今云南省保山市周边 ；公元 69

年，哀牢王柳貌率部归附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 ；

76 年，哀牢王类牢起兵反汉，失败后，其残余势力

西迁，在怒江以西及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另建“掸国”

（又称达光王国后期）。如今，整个缅甸和与缅北毗

连的印度东北七个邦，均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占主

体的地区。来自中国云南和缅北的哀牢人后裔曾在

今印度阿萨姆（Assam）邦建立一个维持了 600 余

年的阿洪王朝（Ahom，1228–1826），直至 19 世

纪英国人的入侵而灭亡。32

哀牢之地通西方，在中国史书中屡见记载，如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汉顺帝永宁元年（公

元 120 年），掸国国王向汉帝献来自大秦（按 ：古

罗马）的魔术师 ：

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

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

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33 

又，魏鱼豢《魏略·西戎传》：

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

30  [ 汉 ] 司马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页 3166。

31  有学者认为滇越在今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参见汶江《滇越考 ：早期中印关系

的探索》，《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2 辑。

32  印度阿萨姆邦和阿洪王朝的历史，可参见 Edward Gait, A History of Assam, 

Calcutta: Thacker, Spink & Co, 1906; Lila Gogoi, The History of the System of 

Ahom Administration, Calcutta: Punthi Pustak,1991.

33  [ 南朝宋 ] 范晔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页 2851。

部（按 ：蜀地古称益州）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

蜀人贾似至焉。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大秦道

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

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34

据晋常璩《华阳国志》，哀牢国开国之主的诞生，

颇具传奇 ：

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

妇人，名曰沙壶（一作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

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

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 ：“若为

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

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

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

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 ：“元隆能与龙言，而黠

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元隆死，世世

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

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

之……35

从“南中昆明祖之”句来看，大理一带的“昆

明国”的族源可能也是哀牢人。所谓“绝域荒外，

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的确，到了

汉武帝时期，相对封闭的哀牢人与中原王朝仍未有

正式的官方往来，以至于汉使行走至此被杀。针对

汉使受阻于“昆明”，余英时先生曾经分析，“第一，

汉朝的使者不能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因为道路

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受到四面八方众多西南夷的

封锁 ；第二，尽管他们无法完成使命，但汉朝使者

也发现了一些关于印度—缅甸—云南贸易通道的情

况”。但为什么阻止汉朝使者使用这条通道对于蛮夷

人来说如此重要呢？余先生的解释是 ：

根据其有效性和普遍性二者判断，这种封锁看

起来像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为 , 而不能理解成仅

34  [ 晋 ] 陈寿 ：《三国志 · 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北京 ：中

华书局，1959 年，页 860-861。

35  [ 晋 ] 常璩著，刘晓东等点校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页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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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蛮夷人原始的残暴行为。不过,根据前面的讨论，

我忍不住想冒昧做出这样的猜测，即西南夷有意识

地封锁汉朝使者，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汉朝政府对

贸易通道的干预和控制，会不可避免地剥夺他们现

在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中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如此

一来 , 这种封锁就很好理解了。36

余先生的分析是合理的。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

陆之间种族的流动性显示，中国云南和印度之间也

并非没有通道，只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种族冲突、

经济操控与自然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自古以来，

乃至今日，外人皆难以进入缅北和印度东北地区。

因此，在该区域考古材料并不明晰的情况下，中国

云南保山市境内发现的古哀牢国相关文物就显得相

当重要。

与祥云红土坡的发现较为一致的是，保山地区

的铜杖首也多是鸡形或鸟形，偶见鹿形与其他动物

形，底座也皆有“节”的表现【图 27】。37 除了常见

的两个“节”之外，最为奇特是其中的一件，鸡（或

鸟）站在四个“节”之上，而“节”又有上一圈麻

点，这就显示此种“节”的确是拟竹之生态，从而

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前文所推测的“鼓”之“节”

36  余英时著、邬文玲等译 ：《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页 99。

3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山市博物馆、昌宁县文物管理所 ：《昌宁大甸山墓地

考古成果及保山市域哀牢青铜文化》，无版权页，页 184-185、210。

27 / 云南省保山市发现的古哀牢国铜杖首

28ab / 云南省保山市发现的哀牢国铜杖首上明显的竹节形表现

29 / 四川与云南发现的早期鸡形杖首

30 / 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发现的鸡形等动物形器首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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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型可能是竹之“节”【图 28】。同时，保山地区

发现的鸡形铜杖首之渊源，从地理上，可沿保山、

昆明而回返至四川的盐源 ；从历史上，则可追溯至

三星堆祭祀坑中所出的铜鸡【图 29】。非常巧合的

是，远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遗址，也就是大夏国

通往身毒的第一站，也同样发现了鸡鸟形器物【图

30】。38 保山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的两枚在西方再常

见不过的有柄镜【图 31】，39 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证明，

所谓“永昌出异物”，也绝非妄说。

小结

综上所述考古之证据，四川和云南多地发现的

竹形铜杖和杖首表明，以蜀地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地

38  John Marshall, Taxil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p.587; pl.182.

3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南昌宁坟岭岗青铜时代墓地》，《文物》2005 年第

8 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山市博物馆、昌宁县文物管理所 ：《昌宁大甸山墓

地考古成果及保山市域哀牢青铜文化》，页 96-99。

区，至少从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的三星堆文化开始，

就已经产生了将神杖与竹相结合的某种信仰，并在

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杖之制，要么

用竹，要么拟竹 ；那些体现王权、身份或与祭祀相

关的铜杖首，下面的杖身也当是竹。当然，体现早

期蜀地崇竹观念的相关文物，也绝不限于从竹之杖

的角度，例如，四川省什邡市战国墓出土铜矛上，

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蜀地对于竹的崇拜，该矛通长

21 厘米，两面矛脊的中部均呈竹节状凸起，竹节饰

共 18 节，自龙形动物口中吐出，直达矛锋处，由下

至上渐尖，骹口处雷纹一圈，骹上部右侧一面刻有

竹节状的“ ”图像文字【图 32】；40 又例如战汉时

期出现的多枝灯和东汉时期蜀地大量出现的摇钱树，

我们认为其原型也都是竹，这有待我们在将来有更

多深入的研究。

从文献的层面而言，西南地区也一直流传与竹

有关的神异传说，如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记“竹生夷王”与“竹神”之祀 ：

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

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

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

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

王祠竹林是也。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命作羹。从

者曰 ：“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王水是也，

破石存焉。41

一直到唐代，西南地区尚崇祀“竹神”。唐道

世《法苑珠林》卷七十九 ：“汉夜郎遯水竺王祠有竹

节神。”司空曙《送柳震归蜀》诗曰 ：“白日双流静，

西看蜀国春。桐花能乳鸟，竹节竞祠神。”又，刘禹

锡《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诗曰 ：“形象

承鸟翼，蛮陬想犬牙。俚人祠竹节，仙洞闭桃花。

城基历汉魏，江源自賨巴。”可见竹被赋予特殊的神

4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博物馆 ：《什邡城关战

国秦汉墓地》，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 年页 247，图二六八。

41  [ 晋 ] 常璩撰，刘晓东等点校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页 44-45。

31 /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坟岭岗出土的有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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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自有其可考的悠久传统。

西南地区的崇竹文化，随着古蜀与古印度之间

贸易的开发而外传至中亚地区。很多学者相信，特

立独行的三星堆文化，有着诸多的外来因素，蜀地

当很早就存在交通西方的通道。不过直至公元前 2

世纪，随着张骞的到访，方为中国的史料所记。可

以肯定的是，大夏人、身毒人进口蜀地的笻竹杖，

绝不是简单的经济贸易行为，而只能是此物隐含了

某种象征性意义或神异功能。从物质的层面而言，

笻竹与蜀布均是易耗品，难以久存 ；然而从观念的

层面而言，不产竹的中亚地区，却将竹节形的杖上

升至某种与信仰关联的神圣之物，看起来难以置信，

却似乎既可以理解为是蜀地输出笻竹的一个结果，

也可以理解为是大夏输入笻竹一个原因。我们不妨

将这条贸易通道理解为张骞凿空西域之前的“竹之

道”【图 33】，尽管久已湮灭，但其背后曾经暗藏的

东西之间思想与观念层面的流动性，其意义，恐怕

也要远远大于“丝绸之路”物质层面的流动性。

严格意义来说，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新石

器时代以降，历代王朝并无使用权杖的传统。42 除

了上述西南地区以外，中国西北和北方的长城地带

也曾发现大量权杖的杖首，或为陶制，或为石制。

有学者认为它们的来源是西方，此类文化因素沿着

近东 - 中亚 - 中国西北 - 长城沿线进行传播扩散。43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西南地区的权杖 / 神杖

传统则是通过西南的通道外来的呢？如果是外来，

令人疑惑的是，权杖 / 神杖又何以在蜀地会与竹产

生关联？这就需要我们去追溯，在中国古代，竹子

到底曾经被赋予何种隐秘之象征。

（谈晟广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学术部副主任）

42  按 ：《礼记·王制》：“大夫七十而致仕 , 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周礼·罗氏》：“罗

氏掌罗乌鸟，蜡则作罗襦，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后汉书·礼仪志中》：“王杖，

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到了西汉，就出现了尊

老敬老之物鸠杖，因以皇帝所赐鸠杖为荣，故又称“王杖”。1959 年甘肃武威磨咀

子 13 和 18 号汉墓、武威旱滩坡汉墓， 1984 年武威五壩山 23 号汉墓，2003 年江苏

连云港华山盖西汉晚期墓等，皆出土过完整的鸠杖。鸠杖的形制或源于外来的权杖，

却与权杖的象征意义无关。

43  李水城 ：《权杖头 ：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

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2 年 ；

杨琳、井中伟 ：《中国古代权杖头渊源与演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7 年第 3 期。

32ab / 云四川什邡城关战国墓

M10 出土的铜矛及拓片

33 / 蜀地与大夏之间的“竹之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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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一个具有崇高价值感和内涵的理念，

结构着社会与人类的意义，也引导着人类的精神追

求及行为向往 ；而“生产”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

也正发生着扩充和变化，它不仅适用于物质领域，

而且也被应用到精神领域乃至知识的范畴之中。与

物质的生产相似，“知识生产”同样是人类在一定社

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活动，也同样要借助于一定的

物质条件和资料。如果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

来观照美术馆，美术馆就不但因其特殊的空间而成

为知识生产的一种物质性场域，并且也因其综合的

职能而转变成为知识生产的一种主体。

美术馆具有多方面的功能需求，也以综合性的功

能实践体现美术馆的社会学、文化学意义。而当代的

美术馆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社会的关系，也越来越趋于

平面化和娱乐化。但是，在这种平面化、娱乐化的公

众社会中，在一个公众社会尚未自觉形成知识的认知

高度和普及性的情境下，尤其是在像中国或亚洲的文

化现状中，作为艺术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尤其应该

承担起“知识生产”的历史责任和专业职能。

知识生产：美术馆的功能和职责

王璜生

“知识生产”是美术馆的核心动力，是美术馆的

发动机。也就是说，美术馆是由“知识生产”而构

成其运作系统，以“知识生产”为出发点，从而展

开具有目的性的知识制造、传播、交流、保护、再

生产的一系列工作，形成有效的知识生产机制。而

更确切地说，美术馆应该是一个“知识生产”的综

合体，在美术馆里发生的一切与艺术及文化相关的

行为，都可能并应该构成“知识”的意义及价值，

美术馆应该以“知识”的生产为出发点，而成为美

术馆的意义之所在。

一

“知识生产”的机制、功能及特点在美术馆的具

体表现为 ： 

1 . 展览及相关的学术性建设是“知识生产”的

重要工作，如 ：展览策划的学术问题意识和实践，

关注和参与当下文化问题的探讨与建构，推动相关

学术问题的开展，等等。其实，一个展览的策划、

组织及实现的过程，就是一次知识生产的过程。而

1 /“首届 CAFAM 泛主题展：超有机一个独特研究视角和实验”展览现场 2 /“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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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可作 “有效”和“无效”的区分，有“大效”

和“小效”之别等。因此，如何使我们的展览及学

术活动成为“有效”和“大效”，就是检验美术馆是

否真正具备“知识生产”机制和能力的标准。美术

馆的展览是作为学术论述的最有力的方式和媒介，

通过展览的策划，促发新的观点，启发新的学术导向，

催发新的知识增长点，在一种视觉的交互作用场中

形成新的表述意义。

2 . 对历史文化和资源的学术梳理、合理利用及

当下阐释，尤其是对美术馆藏品及文献资料的研究、

整理、保护和相关理论建设。藏品及历史文献资料中

隐含丰富的信息，处理和保护这样的信息，从而构成

新的知识点。我们往往忽视这样的历史资源，尤其忽

视历史资源的当下意义，即历史延伸到当下的意义和

当下对历史作出再阐释的价值。而美术馆更主要的功

能是，通过对美术文化知识的新的集合，特别是对历

史及藏品的深入而结构性的研究，形成一种“艺术史”

的书写。一个美术馆如果没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展览

和收藏构成“艺术史”的表述结构，并在一系列的表

述过程中不断地推演着一种知识的立场和文化的信

念，那将是失败的或没有尽到责任的美术馆。

3 . 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动态，以主动的态

度积极参与其中，包括关注年轻艺术家动态，推动年

轻艺术家成长，以“进行时”的思维参与艺术的发生

活动。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对当下的阐释和介

入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的重要方式。“艺术史”是

发生发展着的，对于相关知识和艺术问题的发现，将

是美术馆的职能及职责所在，而对于正在发生的现实

作出具有立场和判断力的关注及参与，是一个美术馆

进入当下艺术且同时参与建构艺术史的重要行为。因

此，在这样的过程中，美术馆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慎重行事。但是，这正是检验一个美术馆的“知识

生产”能力及对艺术史的判断力的重要标尺。

4 . 美术馆应具有兼容、开放、多元的学术精神，

应重视知识的交流、对话、互为互动，要从知识生

产的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做起，从而形成开放、多元

的“知识生产”机制。知识是在开放而自由的精神

氛围中，才可能有效地体现及发展其有效的价值。

因此，美术馆不仅要自身成为一个可以开放思想和

学术、可以在自由民主的争论中发展美术馆自身的

学术立场和影响力的平台，而且应该为社会公众和

知识界提供一个轻松自在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

生长生产着多元的学术思想和艺术精神，这样的空

间应该是一个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

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

5 . 知识的应用和研发，使知识深化、变通、催

生，从而产生知识新的可能性。知识如何转化为现

实，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体现价值、共构作用，并

深化意义，这将构成知识的再生产。其实，当下社

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新的知识在不断地出现

和发展，新媒介的发展更是不断催生着新的视觉及

新的思想的感受和表达，并形成着美术馆与知识社

会、社会公众等的新型的关系，这是合作和再规划、

再重组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美术馆的“知识生

产”不仅关注当下，而且以“返观的眼光”挖掘过往 ；

不仅立足当代社会的知识生产语境，而且放眼国际，

洞悉知识生产的全球网络 ；不仅反思即成的知识系

统，尤其捕捉正在生成着的知识的态势。

6 . 公共教育是美术馆知识生产及再生产的重要

途径和方式。普及性传播和专业性传播是公共教育

3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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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大功能和职责。具备专业艺术知识结构的受众

是美术馆的常规造访者，他们既是美术馆知识生产

的受益者，同时又敦促美术馆的知识生产高质高量，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术馆知识生产的“质检员”。

非专业的社会公众则是美术馆知识生产的“温度计”，

美术馆的知识生产通过普及性的公共教育与社会广

大公众产生互动。尤其在当下后现代的语境中，各

个人文学科对于“受众”的研究程度越来越受到重

视，而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天然地以“受众”为核心，

在后现代的知识生产情境中，可更好地发挥其效能，

使知识生产通过公共教育转化知识的形成方式和传

播途径，形成多元多层面的知识面向，使知识成为

丰富的多棱镜，在丰富的多棱镜中折射着不同阶层、

不同向度的文化需求。而同时，多向度、多层面的

知识需求，促使美术馆对自身的知识建构及知识生

产机制提出种种新的要求，美术馆在与社会公众的

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文化民主化”的新关系和新特点。

7 . 出版计划也是美术馆知识生产及再生产的另

一重要途径和方式。展览，藏品研究，学术交流、研讨，

专题讲座等的现场参与性固然重要，然而因时空限

制而影响受众及知识传播的广泛性，系列出版物则

会有效弥补这一不足。出版物是人类活动的“文化”

化物化形态，超越时空局限而使人类活动得以长存，

使一时一地的知识生产得以最大限度地扩展、延伸、

再创造。尤其在中国当下，美术馆界普遍不重视出

版物这一知识生产形态，认为出版是出版界的职责，

不是美术馆自身该重视的领域，没有将系列出版计

划纳入日常的美术馆学术规划中，更遑论将出版计

划作为美术馆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8 . 赞助体制的当下意义和美术馆的引导功能。

从美术馆发展的历史看，赞助体制几乎是美术馆从

诞生、发展到繁荣的基础性体制之一。在当下的中

国美术馆界，公私赞助体制也逐渐从无到有，正日

益成为一个新的引起学界关注的知识点。从美术馆

发展的立场看，赞助体制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美

术馆可能依靠赞助得以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美术

馆可能受制于赞助而丧失其文化立场和学术判断。

从赞助方的角度看，美术馆也有其两面性 ：一方面，

美术馆像一个巨大的吞金器，只进不出 ；另一方面，

美术馆为赞助机构树立其文化形象、传播其社会影

响。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美术馆独立的学术立场

和文化意识是关键，通过赞助，美术馆将企业、机

构和个人纳入知识生产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赞助

不是使美术馆市场化，而是引导机构公益化、“文化”

化、社会化。美术馆日常工作中对赞助问题的态度

和解决方案，结合当下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美术史学

界对“赞助”制度的研究成果，可充分挖掘赞助体

制的当下意义和发挥美术馆的引导功能。

9 . 交流和互动是“知识生产”的另一种有效的

方式，无论是专业的交流，还是跨行业、跨学科的

互动，都可能借助于美术馆这样的平台轻松地进行，

并获得潜移默化的效果。跨学科的互动方式为美术

馆的知识生产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构成了新的机会

和意义。尤其在中国当下，美术馆学与美术史学的

学科壁垒分化日渐严重，二者进行知识生产的目的、

意义不尽相同，双方的知识生产系统、结构也有诸

多异处。如何整合美术史学界以及各人文学科领域

的知识生产系统的资源并纳入美术馆学界，使其在

美术馆平台上得以融合、交汇、产生新的知识点，

不仅对于美术馆学自身发展极为必要，尤其对于整

个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意义深远。4 /“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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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美术馆学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体系。上世纪

70-80 年代，欧美美术馆逐渐从西方美术史界分离

出来，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社会，尤其是文化地位。

这种独立的社会、文化地位的典型标志就是美术馆

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出现，以及由此生发的美术

馆系统的美术史的历史写作。尤为重要的是，在现

实的实践层面上，美术馆的运作、管理、运营等，

以及对这样的工作内容及方式的研究，构成了可以

不断深入延伸的知识系统，包括行政管理系统，藏

品征集、保护、修复、研究系统，资金募集、运营

系统等。其实，这样的知识系统，既是技术性层面、

操作性层面的东西，涉及复杂而专业的细节，而同时，

更是综合体现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美

学观等的问题，也即从社会和时代宏观的角度切入

于这样的一些技术性、专业性的知识操作，从而构

成一种新的“美术馆学”知识体系。 

二

那么，谈了这么多美术馆与“知识生产”的关系，

回过头来说，我们有必要谈点何为“知识”及“知识”

与“生产”关系的问题。

“知识”往往被认为是“认知模式”，或可称为“结

构模式”，也就是说，从知识与外部关系来讲，它体

现为“认知”关系，通过“认知”，通过在不同的时

空、不同的人群及对象所建构的“认知模式”，而使

“知识”社会化，使“知识”形成具体的作为，并有

效地形成能量及发挥能量。就如美术馆，其“知识”

的建立和建构，是围绕着如何产生“认知模式”， 形

成相关的“认知”的知识系统来展开的。这种“认

知”系统包括视觉的、思维的、精神性的、感官的、

理性的等，从展览的策划、展示、灯光、文字细节、

表述方式等，到美术馆空间的气氛、设计、标识等，

都无时无处不在制造、提醒和暗示着一种“认知”

的模式及系统的存在，也使人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

感受到“认知”与“知识”的关系，形成了对“知识”

的一种理解和获得。“认知模式”的建立是“知识”

与外部之间的一种关系。

另外，“知识”本身是一种“结构模式”，结构

即物与物之间所构成的系统关系。结构自身及部件

之间、关系之间具有逻辑及互为共构的特点及意义，

从而形成一种表述、语法、惯性、指向，甚至话语。

所谓的“知识”，就是在这样的逻辑关系和共构共生

的结构中生发为它的语义，也凸现为表述力量和价

值体系 ；同时，也逐渐有序地形成“知识”的系统。

美术馆中，展览本身的结构、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

系，展览与展览之间的叙述方式及价值指向，表述

中的理论节点与学术含量，构成了“知识”生产的

过程。这样的过程有如“搭积木”，每块积木相支撑

相咬合的关系构建为“结构模式”，从而也建构起“知

识”的大厦“知识”的系统。“知识”是由这样的“结

构模式”被结构出来的。美术馆是在这样的“结构”

中运用相应的“结构模式”来形成“知识”，来进行

知识生产的。美术馆以它的藏品、研究、学术定位、

展览方式及指向、表述角度、呈现特征，以及公共

教育方式等，形成它的“结构模式”，以呈现知识生

产的走向及过程。

然而，无论是“认知模式”还是“结构模式”，

也就是说，无论是知识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还是知

识自身的结构关系，都处在变化与活动、处在动态

的过程之中。“认知”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要求着

“认知模式”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更来自于“知识”

与历史、社会、群族、政治、诉求、性别、个体、时代、

职业等方面，也来自于对“知识”本身的“认知”，

及对知识的“结构模式”的认知。 

我们对待“知识”及“认知模式”的理念出发

点，应该是在于“文化民主化”，在美术馆这样的知

识平台上，多元共构的文化指向，促进着在对话和

尊重中构建“知识”、构建“文化”的可能性。“民

主化”或多元诉求，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扁平化和世

俗化，这也就要求应该重视于“知识”的“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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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知识”是来自于人类理性的需求及对于外

部世界的欲望，知识的建构过程自觉地体现着这样

的理性和欲望，从而也构建了一个“知识”的积木

式的大厦，“大厦”是非扁平式的，而是具有结构和

高度的。“知识”是在这样的结构和高度中体现其作

为“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不过，“知识”同时是对已然“知识”的挑战、怀疑、

批判，以不断地获得重构。也就是说，“知识”的“认

知模式”或“结构模式”，本身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系统，

“模式”系统的开放性决定着“知识”建构的当下和

未来，以及可能的广度和高度。“解构”这样的现代

理论表述方式，标示的正是“知识”的“建构”和“解构”

的双重性，“知识”本身就存在着这样的双重性。我

们以理性的需求和方式来解构曾经用我们的理性建

构起来的知识大厦，这正是人类理性的“问题”和“魅

力”，我们敢于去怀疑和批判我们的理性，而这样的

基础正是人类拥有的理性。这样的理性存在于我们

“知识”的认知模式和结构模式的生成、建构、解构、

再造的过程之中，这是一个“理性链”，而同时是一

个“知识链”。

因此，“知识”及“知识生产”在一个作为文化

机构的美术馆中，其担当的角色和具备的涵义就不

仅仅是一系列的技术性问题和实操性工作，不仅仅

是维护性地对已然文化方式、体制、思维和行为的“建

设”工作，而更应该承担起“建构”与“解构”、“解

构”与“建构”的双重职责，承担起在开放的知识

结构中释放开放的公共文化职能的角色。

三

中国在近十来年间，美术馆的建设及发展从数量

和规模上看，可以说是极为神速的，由美术馆引发的展

览及学术活动也非常之多，真可谓目不暇接，众声喧哗。

但是，应该承认，中国的美术馆目前对于“知识生产”

的意识和具体的工作还是处于非常基础的层面，对学术

策划和学术高度、深度的认识和工作都相当表面，对藏

品与历史、当下的关系的认识和工作也相当不足 ；同时，

更缺乏一种“进行时”的思维和工作热情及责任感，因

此也使美术馆缺失知识生产的机制和活力。

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严重缺乏美术馆“知识生产”

的意识，普遍认为，美术馆只是一个简单做些展览的

场所，而展览是艺术家向社会亮相的一种手段。殊

不知，就是一个“展览”，其实包含着美术馆的一种

“知识生产”的运作系统，策划、角度切入、作品选择、

相关研究及论述、作品与空间关系、空间与观众的

关系、视觉接受的特点及过程、交流与互动，等等，

每个环节都是一种知识，种种知识的集合成为一个

系统工程，而系统的运作构成了“生产”的过程并

形成了“生产”的成果。“展览”只是美术馆知识生

产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子系统，而“研究”、

“公共教育”、“典藏”、“交流”等都可能是美术馆系

统工程中的子系统 ；同时，支持着美术馆整个知识

生产系统工程的有效运作。如果我们缺乏这样的“知

识生产”的意识，则无法主动地建构相关的美术馆

知识，更何谈“知识生产”！

而美术馆的知识生产更是一个知识“建构”与“解

构”的发展建设过程，这本身就体现着“知识”之

于人类和社会应有的价值及意义。因此，美术馆应

当具有承担这样的知识生产的职责和能力，同时也

有效地健全这种知识生产的系统机制。

中国的美术馆工作任重道远！

（王璜生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5 / 第三届 CAFAM 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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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集合了

对人类文明创造物的认识和成就。可以这样说，美术

馆的出现和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在某

种意义上，是现代文明的一种体现。尽管它也是一种

社会意识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但总体上，美术馆

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标志。

一、美术作品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创造了大量的视觉物品，这

些以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图形、器具等方法存在

的对象越来越多，但它们通常都分布于社会生活的各

个层面和物理空间中，尽管人们对它们形成了丰富的

认识和了解，但依然是碎片的、局部的、单个的，尚

未形成人类历史的整体的美术概念。但美术的创作持

续不断地在进行，它们与人类的自我价值认同和自我

形象塑造紧密联系着。中国有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

画记》，它详尽描述了唐代前的绘画流变沿革，列举

了历朝历代的画家名字。读它的文字，我们不得不叹

服中国古代绘画的源远流长和丰富，但是它们仅仅存

在于文字里，大量的书画在张彦远写作时也早已泯灭。

那时的帝王往往收集天下的书画，但是归于帝王家，

寻常百姓不得观览。《历代名画记》记述了隋炀帝收

集了大量书画，出访扬州时，随船携带了这些名画，

结果在行船中间，船翻了，损失了大半的藏品（炀帝

东幸扬州，尽将随驾，中道船覆，太半沦弃）。这样

的历史让人唏嘘不已。

意大利文艺复兴有瓦萨里著《画家雕塑家建筑师

名人传》，洋洋洒洒记述了意大利艺术三百年的历史，

美术馆与美术史建构

王春辰

提出了“文艺复兴”一词，对后世了解这三百年的艺

术历史是不可或缺的著作。到了 1764 年，德国的温

克尔曼撰写了《古代艺术史》，这部书大大地拓宽了

艺术研究的领域和时代，包括研究方法。温克尔曼根

据人们收藏的古物或挖掘的文物来推断、总结古希腊

艺术的特点和历史线索，对后人进行的艺术史研究和

考古都大有裨益，被视为是后来的美术史的鼻祖。但

是他的研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他希望去庞贝

古城挖掘现场去考察，被拒绝 ；他希望看到的作品被

拒绝，甚至还有人向他提供了假作品，这些无疑影响

1 / 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在古根海姆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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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更深入的研究和结论。这些都是历史的遗憾，也

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局限。

二、美术馆的产生

历史上，一般都是帝王、皇族王公、教廷教堂

贵族收藏这些绘画珍宝，一般人难得一见，即便有

所著述，也是零光片羽，对于美术史的系统性、专

题性、时间性很难与今天的史学观、广阔范围相比。

好在社会发展了公共性这样的价值理念，也将绘画、

雕塑或其他奇珍异宝收集起来，这便是向公众开放

的博物馆、美术馆的出现。历史上第一家公共美术

馆是 1683 年英国在牛津成立的阿什莫尔博物馆，此

后在欧洲大地上就成立一个又一个博物馆、美术馆，

它们的出现对于保护、整理历史上的美术作品功莫

大也。如果没有这些公共的美术馆的存在，大量美

术作品无法完好、永久地保藏保护 ；所以对于美术

馆的存在，说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并不为过，没有这样的美术馆，就无法想象我们今

天有可能看到那些历史上的作品，也无法面对实物

去展开具体、细致的研究。

随着美术作品被收集、收藏的作品越来越多，对

之的陈列和研究就不得不有了具体的时间性和特征研

究。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美术历史的研究，再加

上 18、19 世纪的其他人文学科，如考古学、社会学、

世界历史、哲学美学的研究，对美术的研究日渐成为

独立的学问，1813 年德国哥廷根大学设立了第一个

艺术史教席教授，意味着“美术史”正式进入现代学

科发展中。在美国，各个大学相继成立美术史学科和

专业、课程 ；同时，又非常重视建立博物馆、美术馆。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的美术史研究和教育非

常繁荣，成果卓著，而美术馆更是遍及全国各地，与

美术史教育和研究相得益彰。 

2 / 徐冰在哥伦比亚大学美术馆的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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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术馆对书写美术史的作用

没有美术馆之前，对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依托依

据文献、考察、记忆、寻访来进行 ；而有了美术馆，

除了这些方法以外，可以在美术馆看到实物，可以通

过美术馆的收藏来加深对美术作品的比较和深化理

解。同时，美术馆自身开始独立为具有主导性、前瞻

性、未来性的学术机构，它可以自觉地对藏品进行研

究，来书写自身藏品的美术史。如果这种收藏具有经

典性，而对之的研究又具有示范性，那么这样的美术

史就可能成为一种范式和典范。

如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是 1929 年成立，聘请了

哥伦比亚大学巴德学院的青年教师巴尔担任首任馆

长。这之前，巴尔对欧洲的先锋派进行了研究，深有

心得，现在又有了美术馆做平台支撑，就系统地开始

收藏这些在当时还不是特别得到首肯的先锋派艺术作

品。由于他的灼见和美术馆的平台，使得纽约现代美

术馆在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的研究和书写上成为

重镇和典范，至今我们许多耳熟能详的作品和现代艺

术史脉络都是由这里建构的。

或者说，美术馆从开始出现是以古代作品为收藏

重点，形成对历史的梳理和整理 ；而进入现代艺术以

来，美术馆则扮演了确定艺术发展趋向、首肯创新艺

术，而不再是被动接受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

着当下的艺术状态和认知。美术馆具有了自我意识，

越是关于当下的艺术发展判断，美术馆越能体现出自

觉的学术定位和能力。像大型的美术馆，如泰特、蓬

皮杜、纽约现代美术馆、新美术馆、古根海姆等，它

们都对当下的艺术进行着选择，这种选择意味着学术

理解力的表达，这也是重要的美术馆都以学者、专业

3 / 德·库宁在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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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的研究和判断为主，也就是因人而有了当代的

美术馆收藏、研究与展览格局。没有这些专业的研究，

当下的艺术呈现为一片碎片化、无序、不明状态，而

现代艺术以来的艺术恰恰需要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不

断打破艺术的边界，不断将艺术与生活对话对峙等。

在这些方面，美术馆作为明确的学术平台，对于书写、

研究当下的艺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建设

好美术馆需要多方面思考、反思，要不断适应时代对

艺术的要求和变化。因此，美术馆的命名有了区别，

传统艺术的美术馆一般多以“美术馆”命名，而追求

现代艺术的则称为“现代美术馆”（MoMA），而今天

直接面对当下艺术的则称作“当代艺术馆”（MoCA），

从 M 到 C 的命名变化是艺术历史自身的逻辑结果。

四、美术馆与美术史的互动及矛盾

美术馆从无到有、从少数到普遍、从一国到世界，

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文化平台和机构，它一方面对

塑造大众的审美趣味、增加艺术知识、丰富精神生活

厥功至伟。但另一方面，它的矛盾性也伴随着它的发

展、它的选择性和排他性常常遭到人们的诟病，但这

又是美术馆自身的特点所致。在历史上，美术馆与美

术史形成了互动，彼此挑战。

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女性艺术家对纽约现

代美术馆的抗议，抗议它展出和收藏的女性艺术家作

品不足，是典型的男权主义美术馆。随着这种女性主

义对美术馆的介入和美术馆体制批判，现代的美术馆

都非常注意性别问题，也通过策展和收藏来改变男性

中心主义对美术馆的影响。另外对美术馆的批评是它

被资本所控，由于艺术的市场化和某些作品的价格高

昂，一般的美术馆都无法承受收藏，甚至在独立策展

时也受到借不到作品的影响。这些都影响了美术馆对

当代的艺术的独立学术研究。

美术馆自身作为一种艺术的权力机构，它的排他

性也经常拒绝了很多未明的艺术家，至今美术馆难以

做到民主化，它也受到外界的其他干扰，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入流或很一般的作品进入到美术

馆的展览或收藏中，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今天我们常常讨论 21 世纪的美术馆如何如何，

在数字化时代里，美术馆该如何与公众互动，如何增

加观众来馆数量，甚至是以观众量来考核美术馆办得

成功与否。无形中，美术馆作为美术史的一种评价系

统变得削弱，美术馆变得嘉年华起来，是网红打卡的

地方。那么，这些新变化对美术馆的影响是怎样的？

美术馆如何既能保证学术性，又能兼顾公众化，都需

要考量。但有一点是事实 ：美术馆已经分化，有的偏

学术，如古根海姆 ；有的偏实验，如巴黎的东京宫 ；

有的偏娱乐化、现场体验，这方面的趋势越来越普遍。

对于中国的美术馆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更大。

一是美术馆的理念需要深化 ；二是美术馆的社会意义

要深入讨论 ；三是美术馆的学术独立性要得到落实 ；

四是美术馆需要的是社会资源的整合支持 ；五是美术

馆作为美术史的学术平台如何能胜任这个使命，需要

大批人才来完成，等等。国内的美术馆对当代艺术的

梳理、收藏刚刚起步，这方面的工作千头万绪，需要

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和评估。美术馆是多种新艺术的集

结地和守护者，在某种层面上，它是新思想的发动机

和后援，这个功能不能丧失，这也是普及创新的机会，

增加对艺术思辨和创新的价值观认同，而不是重复展

示俗套的东西。美术馆在塑造现代人的审美与视觉认

知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它是当代精神生活

的高地，它对艺术的接纳高于一般的场所，它呵护审

美的自治性和艺术的独立性。这一点上，那些著名的

美术馆都在践行这些，这也是我们思考美术馆文化与

运行的课题。

人类的文明进程充满了矛盾，对于美术馆，它的

存在也许也是一种矛盾。但矛盾性使得它充满一种精

神的前瞻性，对于感知的塑造和丰富是美术馆的使命

之一，新的感知即是美术史的组成部分。

（王春辰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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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美术馆公共空间职能的维度与界限研究

任珊珊

中的核心探讨。虽然哈氏理论更偏向于政治讨论，在

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与时代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他对公共领域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大环境

下，关注于对于“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探

讨 2。但是，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立意中，人与政治是

有机结合的，政治的解放本身就是应该与人的解放想

互依托，互为整体。因此哈氏理论同样可以在很多层

面上对现行国内的公共领域细分产生某些借鉴意义。

特别是公众参与公共行为方式，及公众与空间的关系

上。“公”既为公，其最关键的核心就是与“私”的

分离，因此一个合理又健康的公共空间应该首先是公

私分明、权属清晰、界限明确的 ；另外，因为人的行

为方式的复杂性，与之产生关联的公共空间也必然是

多维度的。

美国哲学家丹托在 1964 年的一篇文章《论艺术

世界》中重新探讨艺术生态关系 3，他认为艺术应该是

整个艺术体制，而不仅仅是艺术家与作品组成的本体。

后来，美国哲学家迪基将原先的艺术世界观念修正为

艺术圈子，即艺术家与其观众之关系的相互关联结

构，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延展性元素。因此，“人”与

“公众”作为与美术馆产生关联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应

该被更正为细化的研究与解释。1978 年凯利首创公

共史学 (public history)，并提出“公共进程” (public 

process) 研究的新思路 4。而美术馆及艺术博物馆中的

很多研究人员恰恰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的参与者与书写

2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 [M]，曹卫东（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

3 丹托，论艺术世界 [J]，本文最初发表于 1964 年 10 月美国《哲学杂志》（61，

19）上。—译注

4 1978 年《公共历史学家》的创刊号，美国

一、中西方“公共空间”概念的比较

 对于“公”的思考早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就开始

孕育发芽，古希腊先贤们的视角主要来自于他们城邦

制的政治模式中，这里的探讨核心立足于“公平”“公

正”的政治利益诉求，就像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指出的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政体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1 ；

也就是说在早期西方学者的理念中，“公”的概念主

要是指对社会准则的维护，就像康德在其《历史理性

批判》中所论证的“公共性”才是社会正义的基础 ；

“公”与“私”的行为相对立，形成一种社会统一的

道德规范。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执政指导思想，儒家

学说中大量探讨过对于“公”的理解，其中孔孟学说

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在探讨社会人际与伦理关系，这些

都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公平”“正义”的直接思考。

由“公”而衍生出的“公共”与“公众”这两个

词汇的用法，在很多日常语境下二者常被混为一谈，

但在公共空间维度的问题探讨上，对于以上两个概念

的界定决定了公共空间的延展与界限的框架。公众指

人，公共指代的范围更广，可以是物也可以是场所。

因此可以理解为 ：公共空间是指代我们生活中的一个

特定分区，在这个区间下所有的关联人都可以参与其

中，且与之发生联系，在这种联系的过程中也就自然

形成了公众性与大众舆论。因此“公共性”与“公众

性”的概念也必然成为政治哲学中探讨的核心范畴。

同时，上述概念的探讨也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的著

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 1961 年的论文《公共领域》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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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当代美术馆发展史的书写方式也势必与“公共性”

的探讨产生交叉性构建。

在上述角度上看，美术馆的公共空间的维度已不

单纯指代我们常规探讨的建筑空间，而具有更多延展

性功能，也就是现在所探讨的复合型公共空间。无论

此空间以何种形式出现，最终都将与人发生关系，因

此对美术馆公共空间的研究，更多的应该从探讨其公

众属性的基础入手，也就是说探讨美术馆将从哪些维

度与参与其中的公众产生关联。承担着典藏与研究、

保护与展示的场所在历史的脉络中不断演进，但唯有

化私为公才形成了现代的美术馆的概念。对美术馆

的“公共性”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全球性的命题，

其理论源起与发展的过程十分复杂 ；虽然大多前期理

论来自于西方，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探讨此命题更有

广泛性代表意义 ：现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公

共空间”的研究将更有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

之前，西方对于公共空间的探讨一直是在资本主义的

背景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的公共空间研究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是局限于其“精英化”体系之下的作为

利益集团的“公共”；对比而言，特殊的政治文化与

地缘环境决定了“公众属性”在我国当今时代下的受

众面更大，国内的美术馆所面对的“公众”普及范围

更广泛，因此以我国的公众群体与公共空间为对象的

相关研究与界定也将更为客观。

二、美术馆的公共空间维度划分

1. 普世意义下的美术馆复合维度

借用目前被应用最广泛的 1974 年国际博物馆协

会给出的定义 ：“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

务，且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它作为研究、教育

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见证进行了

搜集、保护、研究、传播与展览。5”从这一概念中可

5 蒂莫西 · 阿姆布罗斯， 克里斯平 · 佩恩（郭卉译），博物馆基础 [M]，译林出版，

2016，p10

以细分，美术馆将在如下几个方面与公众产生关联 ：

典藏、展示、教育、服务与观念引导。从这个定义属

性上来做细分，美术馆与公众建立对话的空间平台至

少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第一维度—公共展示空间 ：美术馆的首要作

用就是积累大量的优秀艺术作品，并向公众进行开放，

在中国很多优秀的公立美术馆平台都是免费的，这种

不设门槛的政策性引导也决定了其将吸引更多的观众

进入这个空间。因此这就是第一维度的美术馆空间，

是美术馆的基础职能，也是核心功能。在这一维度下，

此空间所承担的并不是单纯的汇总与陈列现有的信息

与作品，而是对已有的物像或信息进行加工、整合及

再造的过程，对公众而言这一维度的空间的最大价值

在于“知识的生产”6、“文化的发生场”7，其职能将从

展览策划、典藏研究以及美术史的建构等方面体现出

来。这个空间主要以建筑的形式与公众产生最直接的

对话，是公众进入空间的最初体验感。这个平台所展

示的不仅仅是艺术作品，而更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复合

体，集聚美育、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因此，美

术馆第一维度的空间的设计承担着诠释该机构对待其

展品的知识传播思路，且复合型功能更扩大了公众的

范围，使得进入本空间的观众变得更为主动与多样化。

第二维度—公共教育空间 ：这一维度是作为公

共空间的美术馆与其他社会性服务空间的本质区别，

作为知识的发生地，美术馆空间本身就应该是知识的

推广与传播空间。美术馆所承担的艺术教育并不单纯

像专业院校或课程那样专注于“美育”，而是具有更

广泛的社会性，例如西方国家的美术馆在早期承担着

新移民、弱势群体与社会构联的纽带作用，现当代的

美术馆超出更优于宗教所承担的道德引导意义。图像

是超越文字、语言、文化等一切的，其社会意义极为

重要，因此美术馆的公共空间应该归置于公众的思想

6 王璜生，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 [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7 王萌，美术馆“作为文化发生场的启示”——一种新思维的提出，北京 ：知识产

权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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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美术馆的知识传播在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所谓“可见”指的是上一维度所谓的展示空间，也就

是美术馆在空间内呈现给所有观众的展陈物像，这些

物像是每位步入空间的人都可以接触到的。但是另一

层的“不可见”元素，就是通过展陈的物像想要去传

递的审美意识、相关知识、文化素养等就不是所有公

众能够接受的，这就是西方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传播

的区别。但是在我们国家如何通过美术馆的教育平台

完善大众美育，让更多的公众通过接受知识传播从而

达到素养提高，这对于整个国家审美意识、道德素养

的完善与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维度—公共虚拟空间 ：数字博物馆、智

慧型博物馆是现在博物馆学领域非常重要的课题，美

术馆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因此其空间维度

又比之前很多经典论述中递增了一层，也就是虚拟空

间。这一维度将美术馆的空间职能进一步延伸与推

进，公众与美术馆空间的接触打破了以往的物理空间

的概念，从而使美术馆影响张力无限扩大，且参与的

公众阶层日益复杂。虚拟空间的特性与一般意义上的

建筑空间并不相同，首先在这个空间中公众与物像和

他人并不一定产生接触性沟通 ；另外，在建筑空间中

的 “智慧型”技术运用如何考虑以人为本等，这些在

时代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都是在空间维度细分

清晰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2. 国内美术馆公共空间维度的特殊性

我国大多美术馆的对外语言中，更习惯使用“art 

museum（艺术博物馆）”作为自身的定位，略有别

于西方的“gallery”的概念，从这个界定上国内的美

术馆在建馆之初，更偏重于作为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

分支，其核心维度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维度特征。同时，

美术馆与一般博物馆又具有明显的区别，同为“生成

教化的具象形象”，美术馆所展示的具象形象是可被

随着时代发展创作的，可作为公共进程的一部分随时

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脉络中。

另外，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国内美术馆的发展维

度目前还存在比较多的缺陷和特殊性，需要更深入的

研究界定。中国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在早期的区分更偏

重于年代而不是内容 8 ；在不成文的规定下，博物馆承

担了古代文物的收藏、保护与传播 ；美术馆承担 20

世纪后的美术作品的收藏、保护与传播。这本身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也为系统的美术创作历史的学术性梳

理造成了很大的难度。但这种政治诉求、官本文化对

美术馆的建设也会起到正向的影响，例如在公共性的

界定、引导与建设中，这种优势就变得比较明显。

不同于西方较早展开的对于美术馆为代表的公共

空间的多维度利用，我国早期公共空间职能的缺失导

致了很多公众对于空间使用方式的错误理解。在国内

公共空间中，部分民众难以区分“公”与“私”的界

限，从而产生了一些干扰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而对

于这些行为如何去正向的引导，目前仅依靠场馆自身

的能力是远远不足的。

另外，正是因为公共空间发展的滞缓性，新时期

下的公众对于空间延展性的要求更为广泛。根据调研，

很多观众进入美术馆的动机并不都是单一的欣赏艺术

作品，更多的诉求成为公众进入美术馆的理由，在问

卷中，公众对美术馆空间的喜好元素 ：餐厅、咖啡馆、

艺术商店等复合机能被大量提及，这也进一步印证了

国内美术馆空间复合性维度研究的迫切性。而对于更

进一步的教育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建设，目前也是国内

很多美术馆从无到有、从泛至精的发展与深耕阶段，

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很多问题与思考。

三、美术馆公共空间中的公众界限

1. 美术馆的公共职能

美术馆的核心职能是公共文化推广与传播，这与

其作为公共空间职能的探讨是一致的。目前很多针对

美术馆的研究和实践都将其公共职能界定在公共教育

8 建国后的公立博物馆大多藏品来自于地域性调拨规划的分配方式，有别于学术

性的系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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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诚然，作为公共事业机构的美术馆将教育

职能看作与公众产生联系的重要部分，是美术馆在发

展过程中的重大进步，是美术馆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发

挥主动性力量的直接体现，但是多维度的空间特性决

定了美术馆的公共职能并不单一局限于常规意义上的

公共教育。如果仅仅把美术馆看成是“教”与“育”

的主体，这本身就让美术馆站在了知识传播的制高点

上，与公众产生了不对等的关联，这会让公共空间的

作用变得狭隘。因此，这里所探讨的国内美术馆的公

共职能应该以“公共服务”的概念来定性，详细来说

可以包含公共教育、公共娱乐、公众休闲、体验的复

合型职能。

公共服务在常规意义上是由政府作为主要提供者

的社会服务项目。但目前我们国家面临的现状是日益

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供给能力不足所造成的矛

盾，要缩小这种需求差距或者基本消除这种矛盾，就

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公共空间的改造与公共管理的改

革，而以美术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空间恰恰是未来这

一系列改革的核心阵地之一，对于其维度和界限的研

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美术馆公共空间界限的规范化建构

公众维度的多层次扩展也势必导致公共空间的边

界性探讨，对于美术馆的研究大多都在关注其外延特

性，即如何与公众更大维度的接触，相反对于其边界

性的探讨一直很模糊，事实上边界的界定也是对空间

维度更明确的解释与划分。

“公共”与“公众”并不是一个无边的概念，虽

然其与“人”产生大量重叠与融合，但是“公众”指

代的是具体化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分布着不同阶

层、种族和专业领域的“人”，因此对公共平台的研

究势必要首先界定其针对的对象及其维度的边界，这

是理清“公共文化政策”的先决条件。作为公共空间

的美术馆并没有资格去界定进入其中的“公众”构成，

因此可以说在这个空间中的公众范围是没有界限的，

不管是年龄、文化接受程度，还是社会阶层，“包容

性”可能就是这个空间最大的“公众”维度特征。对

于这样博大的一个群体，美术馆如何服务，如何介入，

如何有效地进行知识传播等都将成为极具挑战性的课

题。提升更广范围下公众的审美与文化水平是美术馆

与公众接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这一维度的推进意义

重大，将以最柔性的方式解决很多的隐性或显性的社

会矛盾及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及原因，无界

限的“公众”更需要边界清晰的空间管理来进行可持

续的引导与规划，也就是“公共政策”的合理制定与

介入。

政府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者，如果在公共管理的

过程中出现失当的行为，例如按照固化传统的逻辑来

进行公共管理或是根据与文化组织的亲疏远近分配资

源等，势必会造成对于“公共性”的负面影响，这一

影响甚至会造成很多重大的负面连锁反应，因此在执

行公共空间管理与文化推广的过程中，合理而完善的

政策制定势在必行。

2015 年由国务院颁发的《博物馆条例》是现行

美术馆与博物馆领域的最重要的行政法规，其中第四

章专章强调了博物馆的社会服务细则 9。主要界定了博

物馆向公众开放的细则及展览内容、文化传播方式等。

美术馆逐渐脱离了制度大于法治的时代，我国美术馆

领域法律的缺失一直是其公共性进程中的巨大障碍，

从现行的与美术馆相关的文化政策中可以看出，各种

规章制度大量存在，但是法律法规极少，这就增大了

展馆发展中的变量与不稳定因素。例如国内很多美术

馆往往把典藏部的收藏看成是各馆的“自留地”，收

藏作品属于内部管理研究使用，很难达到与外界学者

观众的有效沟通，学术梳理往往更针对的是某一个展

览，展示出来的作品更加注重序列性（时序、内容等），

而不太关注其在场馆整体建构中的学术性位置。再如，

很多博物馆、美术馆曾发布的重大消息，在清理库存

9 《博物馆条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 2015 年 2 月 9 日发布，自 2015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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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重要文物，这不应是值得赞扬的事情，因为其

恰恰反映了这些展馆系统管理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在

公共性的职能上更为明显，美术馆的人本化关怀、公

众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尺度……这些仅靠一个机构的

规章制度是很难把控的，因此美术馆空间公共界限的

模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立法不足及场馆对现有法规

政策的解读不够深入。

我国现行与美术馆产生关联的法律法规主要分为

三大类，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笔者简单罗列了常

规使用的法律法规，虽然不尽完善，但能大致体现出

当今美术馆的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具体如上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美术馆的公众界限问题在现行

法律法规中被提及的比例相对而言是偏少的，特别是

公共性与社会性部分，日益复杂的公共空间必然吸引

更多样性公众的介入，规范性的操作方式将会产生更

为正向的引导作用。探讨美术馆公共空间的界限的核

心本质，还是要首先回归到基础文化政策中。

自 2008 年起至今，国家已基本实现了公立博物

馆的免费政策的推广。“政府主导、法律规范、社会

参与”的博物馆体系是国内美术馆发展的根本思路，

多个政策提到了公众的参与和监督的重要性，公众属

性势必是未来博物馆、美术馆的建馆与发展的重要考

评标准。2015 年《博物馆条例》中明确指出的陈列

展览应具备的社会性主题特征 10，也体现了美术馆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社会教育作用。

10 《博物馆条例》第四章第三十条

公共空间是开放的、平等的、多维度的，但是也

应该是有界限和规范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公共空间的

健康生态化发展。公共空间的维度不是固定的、一成

不变的，在公共进程的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延展性影响

不断扩大，因此对空间维度细分的研究工作会被持续

地进行下去。同样，维度的扩展不代表无界限感，界

限与维度在美术馆的公共空间中从来就不应该是一组

悖论，在我国这种界限的确立，必将与文化政策的导

向性产生紧密的关联。作为公共空间的美术馆在未来

的发展中若想完善公共职能、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用，

对于空间维度的界定以及公众参与界限的细化研究，

都将成为重要的命题。

（任珊珊 ：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

表 1 我国现行与美术馆产生关联的法律法规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行政法规 《博物馆条例》

行政规章

《文化部关于印发〈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办法〉（修订稿）等文件的通知》、《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博物馆
管理办法》、《关于公益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文物出
境展览管理规定》、《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暂行规定》、《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

主要参考文献（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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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传家，忠诚为本”
—跋千唐志斋博物馆藏《殷亮墓志》

陈花容

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原为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民

主爱国人士张钫先生所建，目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国家 AAAA 级旅游景点，全国唯一的一座墓

志铭专题博物馆，以馆藏两千余方历代墓志石刻著称，

尤其以唐代墓志为主，故章太炎题额 ：千唐志斋。并

有跋语曰 ：“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

属章炳麟书之。”

2017 年仲夏，千唐志斋博物馆从民间新征集到

一方题为《唐故正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

史上骑都尉殷公（亮）墓志铭并序》的墓志（后简称《殷

亮墓志》）。志文由殷亮的弟弟殷永撰写。志文共 46 行，

满行 46 字，总字数约两千，每字大小仅 1 厘米见方，

其文书写密度在唐志中少见，且文笔俱佳，小楷书法

端庄俊美，有颜书遗风。

殷亮是颜真卿的内侄，也是颜杲卿、颜真卿传记

的最早作者，颜殷两家世结秦晋，维持两大家族的繁

荣昌盛。殷亮本人的资料，见诸传世文献者则寥寥数

语，且分散于列传中，无法对其有完整的了解。而《殷

亮墓志》为我们提供了其完整履历和生平事迹。这方

墓志入藏千唐志斋，不仅丰富了馆藏石刻，而且与我

馆典藏的《蒋伦墓志》（殷亮撰文）有着直接联系。

这对于考证唐代京畿之地新安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远

意义，更是挖掘补充唐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佐证。而且

对于志主及其家族和颜真卿的研究都至关重要，值得

引起人们的关注。

“西邻阙门，东望古关”的龙涧原

志文记载“（殷亮）合祔于先茔之东北次”；颜真

卿撰《曹州司法参军秘书省丽正殿二学士殷君（践猷）

墓碣》（后简称《殷践猷墓碣》）称“（殷亮）与弟今

荥阳尉永匍匐徒步力护双榇合祔君夫人于新安县之龙

涧原三子茔”。因此，殷亮与其祖殷践猷、父殷寅的

1 / 张钫遗像 2 / 章太炎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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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茔都应在新安龙涧原。

新安龙涧原在哪里呢？ 1999 年 8 月，在新安县

新城职教中心工地出土唐《胡思夫妇墓志》：“公讳思，

即东京新安县之杞梓者。”“粤以天宝元年岁次壬午

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改葬，于新安县龙涧乡韩朋

岭西平原卜兆，礼也。” 又载，新安县城西南约三十

余里，距龙涧正南约十五里与宜阳交界的陈村，有一

座古道观 ( 庙 )，观内有元代创建碑，亦称此地为龙

涧乡辖属。另据唐《柳鋋墓志》记载，“柳府君（铤）

违世于新安县龙涧乡之别业”。可知新安在唐代有龙

涧乡，那么龙涧原当在龙涧乡的范围。查阅新安县地

形图，发现在今天新安县城西北方，铁门镇东北方有

龙涧村。龙涧村西不远，有方山，方山的南部，有一

条干涸的河道，两侧为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带。据《文

苑英华》卷九五六《权隼墓志》载 ：“（隼）遘疾厉终

于新安之别墅……得吉卜于新安方山南龙涧原。” 关

于龙涧一名的来源，当地有一个传说 ：“其处有小溪，

因隋代韩擒虎之甥李靖出生于此，旧有九龙庙。”龙

涧古时为风景秀丽之地，武则天曾有诗《同公主游九

龙潭》称颂其地。而这条干涸的溪水可能就是龙涧水，

两侧的平原地带应当就是唐代的龙涧原。综合以上信

息可知，龙涧原应位于方山之南，在铁门镇庙头西至

县水泥厂，东至高平附近，今 310 国道两旁的岭地上。

另外，龙涧原地势平坦，西临阙门（即今天的

铁门镇），是唐代两京往来的重要官道必经之地，地

理位置极为重要。志文载，“前依先垄，东望古关”。 

“古关”即汉函谷关。反映出函谷关在一千多年前的

唐代已是人们景仰的向往之地。同时，对于宣传弘扬

丝绸之路和函谷关历史文化，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经“丝绸之路”东方第一关—汉函谷关，曾经的很

多胡商用浩浩荡荡的驼马商队，带着来自中亚甚至欧

洲的商品，入东方大都市洛阳，开展贸易往来。因此

可知，当时一定有名门家族在龙涧乡修建别墅，于赋

闲时或居住于此。《殷亮墓志》称，“别业东溪，卜山

水之胜……”，“东溪”，或为龙涧水之东，又曰，“还

乡，仁也”。所以殷家当时在龙涧乡当有别墅或是庄园，

因此说殷亮居新安，似不为过。

“礼法传家，忠诚为本”

《殷亮墓志》称 ：“初，郎中临终，以太夫人年尊，

虑阙供养，哀叫累日，不忍辞决。公默奉遗旨，铭之

在心，迁祔之辰，截指断发，置于圹内，誓将此身，

3 / 原石 4 / 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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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疎远兄弟有不能自振者，皆分宅以居之，温言教

示，成其身名”。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他所撰《家

谱》一书在于惩劝后人，重视宗族亲戚的关系，相互

扶持。对于那些较为疏远而地位卑微境况凄惨的同宗

兄弟，则分给他们宅子居住，并教示以学行，以期成

名于将来。

文中还记载他撰写《乱臣诗》三十首，并得到肃

宗皇帝的嘉赏。从这一点看，他是一个极为正直、深

明大义之人。

殷颜两族，相互携助

志文记载“（殷亮）时陷贼中，家素贫馈。公同

气四人，及从姊妹，并颜氏姑子廿余人，推居厚薄，

率先励己，孜孜劝谕，无不欣从”。在此数句之中，

揭示了殷颜两族同居的事实。结合相关资料，我们可

以知道，殷颜二族最晚自南朝梁时，即结为婚姻，至

唐依然秉承山东旧族之传统，沾溉江左士风之浸染，

门第家风姻娅，均有可称道者，且留下许多相互携持

扶助的佳话。

颜真卿幼年丧父，随母长育于舅舅殷践猷家。后

长奉左右。太夫人感公之诚，忘己之痛，辍哭者累旬，

因以至孝闻。”这一段，在《殷践猷墓碣》中也有类

似的记载。殷亮在父亲去世后，依旧供养祖母萧氏，

孝发于心，即便是在以孝治天下的唐王朝，也是极为

可贵的。因此，志文中称贼将李归仁感殷氏纯孝，而

告诫部帅不犯其居里，因而殷亮虽身陷贼境数年，其

家族均安好无损。

《旧唐书·来瑱传》记载，来瑱被代宗皇帝赐死

后，门客四散，曝尸坎中，只有殷亮哭于尸侧，货所

乘驴，以备棺衾，后为县令感动，跟随殷亮一起夜葬

而祭。这件事为士林广泛称道。转运使刘晏与殷亮相

互器重，推举为判官。刘晏被陷害致死后，殷亮依然

能“人独畏避，公独如旧”。坚守故吏应尽的操守。

从这两件事来看，殷亮能忠君事主，对于曾经有

恩于自己的人，虽没落或陷于不复之地，他都能不畏

权柄，独守大义。

被服儒训，谙练谱学

《殷亮墓志》记载殷亮“著《家谱》廿五卷，分

为五宗，美恶必书，以示惩劝。重于宗亲，急于拯

5 / 博物馆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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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颜真卿对于殷亮的仕途也多有关照。例如“颜鲁

公节制荆南，请与从事。改寿安县尉，充节度推官”。《颜

鲁公行状》一文署“门客殷亮述”，并自称“密亲懿友，

动相规用以成其务者”，用辞谦恭，当仁不让为颜的

传人。由此也可看出唐代世家大族之间相互约为婚姻

的用意，在于宗族之间相互扶持，共同维护世代遗留

下来的基业和共同的社会地位。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仕

途之上，对于文化教育也是如此，《殷践猷墓碣》云 ：

“长妹兰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遗孤

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训奖，皆究恩意，故能长而

有立。”可以相信颜真卿的早年生活和教育都是在舅

家度过，得到殷家许多关照，包括他早年习书的经历。

《颜鲁公行状》又载，颜真卿在其舅父殷践猷的指导

下练习书法，没有纸张，就采用黄土埽墙，用毛笔蘸

水在墙上写字，因而臂力雄厚，故古来相传其字有“力

透纸背”之称誉。当然，颜真卿少年时代是否有新安

经历，仍需待考。但至少其幼教和书法启蒙与殷家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此，颜真卿父祖辈亦多蒙殷氏

一族的照顾并传授笔法，颜真卿的书法在继承唐初诸

名家的基础上登峰造极，与此有重要关系。殷亮的成

就虽然没有臻于第一流，但也完成了家族传统的守护。

（此文原载《洛阳日报》2017 年 7 月 13 日）

附墓志录文 ：

唐故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

上騎都尉殷公墓誌銘並序 

弟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永述／ 

公諱亮，字亢明，陳郡長平人也。成湯之後，以

國命氏。漢魏王軍師敬、章武太守褒，遺文餘論，載

美前哲。晉永嘉中，羨、敞南／渡，其後有融、浩、師、

康、仲文、仲堪俱有重名於世。陳司農卿不害兄弟五

人，並以孝行稱，《陳書》有傅。五代祖聞禮，唐中

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武德中與魏征、孔穎達等同

修《五代史》。高祖令言，秘書省校書郎、淄川縣令。

曾祖子敬，太常傅士，出為吳／縣令、朝散大夫。王

父諱踐猷，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策試高第，曹州

司法參軍、秘書省、麗正殿二學士，開元初與元行沖、

／韋述等同修《王儉七志》及《群書四錄》。烈考諱寅，

以文學孝友稱。天寶初宏詞高等，授太子校書、永甯

縣尉，有文集。建中初／以公之恩賜追贈工部郎中。

公即郎中之塚子也，少警悟，凡所舉措，必先於

禮敬。及長好學，尤明《史》《漢》及百家氏族。尋

／丁內外憂，哀毀骨立，每慟皆絕。親鄰感傷，不忍

吊諺（唁）。初，郎中臨終，乙太夫人年尊，慮闕供養，

哀叫累日不忍辭訣。公默奉／遺旨，銘之在心，遷祔

之辰，截指斷發，置於壙內，誓將此身長奉左右。太

夫人感公之誠，忘己之痛，輟哭者累旬，因以至孝／

聞。時陷賊中，家素貧匱，公同氣四人及從姊妹並顏

氏姑子廿余人，推厚居薄，率先勵己，孜孜勸諭，無

不欣從。豈童稚知／方，實公之感化也。室有白燕為

巢，家有狸雞同處，縣令韋霸親自撫之，標其閭為純

孝裡。賊將李歸仁誡其部師不犯鄉／境，因而獲安者

凡數百家。李太尉屯于邙山，官軍失守，遂間道歸闕，

因上《亂臣詩》卅首，肅宗嘉之，命使於襄陽郡。節

度／使來瑱深加禮敬，洎登臺輔，特表稱焉。侍中苗

晉卿欲以諫官相授，公以累世名高，筮初芸閣，固請

從卑，因拜秘書省校／書郎。顏魯公節制荊南，請與

從事，改壽安縣尉，充節度推官，尋改夔州錄事參軍。

初太夫人薨于邠州，未獲歸祔，公自邠／及洛徒步千

里，躬自營護，遷於新安。既竭純誠，克遵先志。手

植松柏，心捐宦情。

轉運使劉晏雅相器重，請為判官，每謂／人曰 ：

“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遠，其在茲乎！”遷監

察禦史、殿中侍御史，轉工部員外郎，判司封事，尋

遷司勳員外郎。時／方選集，南曹闕人，上尤慎斯舉，

詔丞郎已下，各薦所知，僉以公為稱首。相國常袞喜

謂眾曰 ：“此所謂允膺公選矣。”拜吏／部員外郎，判

東都南曹。窮理化之源，正古今之體範，經微宏遠，

迥出常情。時人許以淹通，九流服其淵博。加以明於

案牘，／長於批判，雖駁放之人亦甘心自愜。進階朝

散大夫，以舊府累，貶吉州司馬。劉公重責，妻子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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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人皆畏避，公獨如舊，信／所謂能守義矣。江西

節度使嗣曹王景慕高名，請攝行軍司馬、知觀察節度

留後、兼知洪州事。時李希烈倡狂汝、蔡，張伯／儀

喪敗安、蘄，所在軍興，疲於賦役。江西管內，流散

居多，俾公知留務，三軍畏威，百姓懷惠，旬月之間，

繈負而歸者僅數萬／戶。曹國頻奏，事皆留中，鑾輿

出狩，追赴行在，遷考功郎中。吏部侍郎劉滋選補江

淮，請公判南曹，遠近交歡，士林相／賀。事畢，遷

吏部郎中，尋遷給事中。省奏駁議，抗辭竭誠，忠讜

之稱，藹然而茂矣。特加正義大夫，勳上騎都尉，尋

知吏部東／銓事。公上敷德澤，下盡群情，先收滯淹，

次錄書判，條例聞奏，帝皆俞之。後因公事切直，悮

於權臣，惡清名之出人，疑／直道而異己，出為杭州

刺史。 公榮既不耀，退亦不慍，澹然履順，欣然就途。

下車之日，舉孝興廉，循條秉信，官吏皆被服其／風，

悅而承流。逾月之後，闔郡清肅，遠近稱美焉。不幸

感疾，以貞元八年（792）八月十六日薨於州之寢堂，

春秋五十八。闔境士／庶，罷市哭巷，若喪其親者焉。

洎凶問至，朝野流慟，行路失聲，況於同氣。以及宗親。 

嗚呼！公被服儒訓，優遊禮法，懿茲名實，／為

世楷模，國程邦教，洞然明達。與其質臺階，登揆路，

弘宣至理，光闡大猷，斯皆不及，天何可問！所制文

筆，務以雅實，以／情理為先，精密溫暢，得古今之中。

世傳譜學，尤所諳練。著《家譜》廿五卷，分為五宗，

美惡必書，以示懲勸，重于宗親，急於拯／恤，疎遠

兄弟有不能自振者，皆分宅以居之，溫言教示，成其

身名。群從姊妹有未婚媾者，擇良士以配之。資裝豐儉，

悉同／已女。以是多費，家常屢空，人皆不堪，公樂

如也。名位既顯於禁掖，服完不異於隱居。人皆難之，

公晏如也。別業東溪，蔔山／水之勝，栽桃植竹，為

休退之所，謂之桃源，竟以出官，未就素志，痛矣！

夫人琅耶 1 王氏，倉部郎中方泰之曾，襄垣縣尉

至凝／之女。四德具美，先公而亡，銘志皆公自敘，

今則存焉，不復重述。生五子二女，阮奴、崇德，簡簡、

恕恕，皆聰明孝順，孩幼而亡。／至小名振振，頗有

志操，以掖垣之寵，補僕寺進馬。閑娘適扶風竇易直，

行高識遠，芳年夭折。小閑方笄，性亦柔順。長子素，

／次子止，並所生楊氏。素，太樂丞 ；止，汝州參軍。

並經明行修，能守風度。小子軾奴，未有所識。以明

年歲在癸酉二月十二日，／合祔於先塋之東北次。公

先擇此地，烈 2 植松柏，及茲宅兆焉。還鄉仁也，薄

葬禮也，皆稱遺旨，敢不奉之。 

夫銘志所以／敘述世業，載楊 3 官婚，豈在於文

然後為美。近代多以財貨托諸詞人及顯位者，褒貶既

由其厚薄，美惡曾非其實祿，每承／論議，切所非之，

故不敢違也。至如立朝之忠益，為郡之簡惠，南曹之

精識，東掖之讜議，閨門孝友，終始操節，留於台閣，

遍／於聽聞，豈俟斯文，當具於神道碑矣。永無文學，

無以昭于盛德，親承至行，不敢遺其事實，銜涕敘論，

豈申萬一。銘曰 ：／

于惟我祖，聖王之祚。一德咸歸，三仁永慕。永

嘉南遷，英賢繼踵。東陽荊州，名高望重。太常叔侄，

／司農弟兄。陳書晉史，俱有令名。洎我王父，學洞

古今。文標翰苑，行載儒林。明明烈考，世推文藻。

／孝重揚名，德深雅操。降生府君，孝友溫恭。截指

誓志，感應玄通。器稱王佐，才為閑生。不登公輔，

／竟屈專城。五教在寬，六條在察。人不忍欺，吏常

奉法。容而能分，泛而能獨。名則昭彰，行乃淳篤。

／天道甯論，景命不融。無狀斯出，有道斯終。宅兆

伊何，言歸舊山。前依先壟，東望古關。儉實為德，

／謙而居正。不假高文，實遵理命。風儀永往，歲月

難追。形影誰吊，日夕長悲。泉路有期，陟崗望絕。

／冀立豐碑，載揚盛烈。／

（陈花容，洛阳市文联副主席、洛阳千唐志斋博

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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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纤丝染绫罗 十指春风生万物
—“丝绣撷英”清华艺博藏珍织绣精品赏析

高文静

我国是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的国家，有“丝国”

之称，丝绸和古人的生活十分密切，是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此种纤细柔美、舒适透气的材质带

给无数人美的感受，又通过“丝绸之路”广泛输出而

闻名于世，备受赞誉。本文将以“丝绣撷英”清华藏

珍织绣展的主脉络为依据，着重介绍展线上的个别织

绣精品，以便读者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了解馆藏织

绣展，加深对展览的印象，体会传统织绣之美。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艺术品共计 4837 件

（套），藏品以明清及近代藏品居多，丝织品种丰富，

云锦、蜀锦、宋锦、壮锦均有涉及，尤以云锦妆花

最为多样，1949 年以后的外销织物样本也相当丰富，

深具特色。馆藏的刺绣则主要附丽于清代的服装、配

饰和日用品，针法含锁绣、打子绣、戗针绣、戳纱绣等。

这些藏品原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旧藏，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它们都曾作为实

物资料被应用于学校的日常教学及学术研究工作。

清华藏珍“丝绣撷英”展于 2016 年 9 月正式开展，

首展共计展出 151 件（套）藏品 ；在 2019 年 11 月

织绣展进行了局部更换，共计撤展 26 件（套），包含

1 件“无量寿尊佛”缂丝佛像及 25 件（套）U 形区

所展示的织绣服饰 ；新布展藏品共计 28 件（套），包

含 24 件（套）织绣服饰及 4 件（套）织成袍料。截

至目前，清华藏珍织绣展厅共计展出藏品 153 件（套），

共划分为四个章节 ：章节一为“虔敬礼佛”；章节二

为“千丝异彩”；章节三为“服饰风华”；章节四为“日

用精雅”。

“虔敬礼佛”展示了 36 件大藏经丝绸裱封 ；，“千

丝异彩”展示了 8 幅妆花匹料 ；“服饰风华”展示了

65 件服饰及附饰类藏品，包括 10 件官补、8 件肚兜、

24 件服装、14 件挽袖、3 幅彩帨及 2 幅马面及 4 件

织成袍料 ；“日用精雅”展示了 44 件实用及装饰类织

绣，如荷包、扇套、帕袋、眼镜盒、钥匙套、名片夹、

剪刀套及镜芯、条幅、帐沿、团花……这些织绣品无

不反映出古人的审美及品位，印证了织绣与人的密切

关系，观者也可以很容易从这些织绣艺术品上看到“图

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风格。

第一章节所展示的 36 件套大藏经裱封，其年代

多为明代，也有 2 幅为清代。此幅“黄地团龙万寿无

极锦经面”（图 1）乃沈从文先生的捐赠品，应为清

代宫廷所用之物，其主体色调为正黄色 ；据《礼记·月

令》所载 ：“天子，着青衣。”至秦朝，因受阴阳五行

之说的影响，以水、火、木、金、土与黑、赤、青、白、

黄相配“五德”，由于周朝“色尚赤”，故而秦人尚黑，

取以水德克火德，以黑胜白之意。汉承秦后，当为土德。

因土德胜水德，故服色尚黄。自此之后，黄色逐渐成

为统治阶层的象征。据宋人王楙的《野客丛书》卷八

《禁用黄》所云 ：“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

服黄袍，遂禁土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到

明代，黄色已成为皇帝的专属之色，除皇帝外，其他

人均不可以黄色为服。《清史稿》有载 ：“龙袍，色用

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此幅

经面的主体纹饰为“正龙纹”，也称“坐龙纹”，指龙

首正向，龙身呈盘绕踞坐之姿，属于龙纹中最为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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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很轻薄的金箔贴于刷好鱼胶的特制纸张之上，再

裱成双层，然后切割成金丝条，后作纬线织入锦缎内。

此锦同时在纬向上安置了 8 种彩色丝线，逐花异色地

交替织出各色纹样，主要纹样的凤凰，其身躯与翅膀

均可见圆金线显花。圆金线也称“捻金线”，是用蚕

丝线作芯，涂抹粘合剂之后，再将片金线螺旋捻制于

芯线之外，后织造于所需处，呈现出光泽饱满的视觉

效果。匹头有“江南织造臣七十四”款识，可知是江

南织造臣子七十四督造上贡的妆花锦缎。

在第三章节“服饰风华”的展线上，最先看到的

便是官补类的藏品。清朝的补服制度的确立是在乾隆

二十八年（1763）。依据清宫典籍《钦定大清会典》《皇

朝礼器图示》可知，清代文官一品至九品的补子纹样 ：

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

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

官一品至九品的补子纹样 ：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

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和八品犀牛，九

品海马。都御史、副都御史、监察御史、按察使及道

员的补服绣獬豸。这次展出的官补类藏品年代均为清

代，多为背补，绣法丰富，缀珠绣、盘金绣、打籽绣、

戗针绣、平绣等均有涉及。此幅“蓝缎地平针绣仙鹤

补子”（图 3）为清代一品文官的背补，长 32.5 厘米，

宽 33 厘米。前胸的补子中间开缝以适应对襟朝服 ；

1 / 黄地团龙万寿无极锦经面

清 康熙 长 24.5 厘米 宽 16 厘米

的一种纹饰。依清代礼制，此种纹饰是皇权的象征，

常被用在清帝王的“御用品”上。经面底纹为万字曲

水纹，又以缠枝花卉纹环绕主体纹饰，间饰一“寿”字，

以方圆组合连接各纹样，圆中有正龙腾飞舞爪于九天

之际，方中有如意莲花绽放于曲水之地，当也取“天

圆地方”之意，从侧面彰显出帝王的霸气与威仪。

第二章节展示了 8 件妆花缎匹料，妆花是云锦的

代表品种，尤以明清之际为盛。在清朝，宫廷在江南

设有江宁织造（南京）、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专门

负责宫廷及官用绸缎的造办等事宜。为了满足皇室御

用的奢华，云锦的织造常常不惜工本，织金带银是其

一大特色，所织成品金光熠熠，富丽堂皇。妆花是云

锦集大成者，尤为华美，最具代表。妆花是以“挖花

盘织”技法在绸、缎、纱、罗等织物上妆出彩色的纬

花图案，因为原有的地纬组织不变，而图案部分的纬

线组织是多重的，可谓“逐花异色”，故而织料较比

厚重，且配色丰富，光彩夺目。织造云锦的机器为大

花楼木织机，每次在织造时需要两个工人同时配合，

提花工在上，织工在下，两人一起协作织造一天可织

出约 5 厘米的云锦。“如要织造一幅 78 厘米宽的锦缎，

在它的织面上就有 1.4 万根丝线”。此幅“白地织金

凤穿牡丹妆花缎”（图 2），幅宽 78 厘米，通纬是由

白色丝线与片金线构成，以片金做“金绞边”，片金

2 / 白地织金凤穿牡丹妆花缎

清 幅宽 77 厘米 纹样回头 78 厘米

3 / 蓝缎地平针绣仙鹤补子

清 长 32.5 厘米 宽 3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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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为一整块，不开缝。此补服的仙鹤采用“珠绣”，

也称“缀珠绣”，所用的珠子为珍珠。这种颗粒大小

相近的珠子打孔成功率较低，十个或可成一粒，可见

其颇费功夫。打孔完毕后再用丝线挨个缝缀于仙鹤的

羽翼处，使仙鹤的表现力更加饱满绚丽。仙鹤的四周

还装饰有寿桃树、如意连云、五蝠、红日、绿松、花

卉、杂宝、海水江崖等纹饰。整体观之，此补绣工精

致、配色丰富、层次多样、寓意吉利，为同类展品中

的佳作。从不可逾越的补服制度即可感受到古代森严

的等级制度与尊卑意识。此外还展示有 8 幅肚兜类藏

品，此类藏品较为民间且相对私密，既不同于皇家御

用之物的豪华富丽，也不比官员补子的等级有序及精

工细作。虽大多数技法较为简约、色彩艳丽，但其纹

饰内容活泼生动、丰富多样，不仅紧贴生活，还充满

古人对各种美好事物的期盼之情。肚兜的主体纹饰为

“五子夺魁”“蝶恋花”“庭院人物”“狮子滚绣球”“丹

凤朝阳”“莲年有余”“虎镇五毒”“榴开百子”等。

目前展厅所展出的服装类藏品均为新换展藏品，

它们无一不显示出古人的审美潮流，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 U 形展柜内的 7 件马面裙，尤以此件“藕荷暗

花绸地平金绣花卉纹百褶鱼鳞裙”（图 4）最为出彩，

此裙以藕荷色暗花绸为地，在前裙门处以平金绣花卉，

并镶嵌有机织蝴蝶花边，两侧打褶，褶痕细密，并按

规律在每条打褶处采用同色丝线进行点式钉缀，故而

其褶皱处受力后，张开便如鱼鳞般，故名鱼鳞裙。裙

褶上加饰 16 条飘带，飘带尾端做如意云头装饰，并

缀有金属珠及月白色线穗。此类裙流行于清代咸丰、

同治年间，在光绪后期出现了裙上加飘带者，飘带裁

成剑状细条，尖处缀以金、银、铜铃，走起路来叮当

作响，清脆悦耳，鱼鳞处丝光闪烁，波光粼粼，令人

眩目。

第三章节的中心区域还展示了四件（套）织成袍

料，袍料是指按照所需袍的具体款式、尺寸、图案等

织成的面料，制作时只需按照式样裁剪缝制即可成为

一件完成的袍子，从外几乎看不出缝合的痕迹，故而

也称“天衣无缝”。如此件“杏黄地彩云金龙纹妆花

缎袍料”（图 5），它以杏黄缎为地，织云龙纹，并用“八

吉祥”点缀其间。八吉祥是佛教象征吉祥的八个图案，

分别为 ：“华盖、金鱼、宝瓶、莲花、右旋螺、吉祥结、

尊胜幢、法轮”；华盖也称宝伞，置于佛顶，遮蔽魔障，

荫护众生。金鱼自由自在，畅通无碍，常以一对的形

式出现，象征脱离困境，复苏重生。宝瓶内盛有甘露

与宝石，代表疾病消除，福泰安康，俱宝无漏。莲花

圣洁高贵，代表终成正果。右旋螺代表佛音悠扬，声

名远播。吉祥结代表佛法无边，永无止尽。尊胜幢代

表魔障消除，终获解脱。法轮代表旋转不止，永生不

灭。除八吉祥图案外，此袍还饰有日、月、寿等纹，

表达了吉庆有余，万寿无疆的美好愿望。匹头织有 ：

“金陵涂东元玉记本机”款识。光绪三十年（1904 年），

江宁织局奉旨裁撤，故宫廷所需云锦均派专员去民间

采办，南京常见的经营云锦的“号家”有“涂东元”、

“张象发”、“王家和”等，这件“涂东元”款识的匹料，

4 / 藕荷暗花绸地平金绣花卉纹百褶鱼鳞裙 清 身长 87 厘米 下摆宽 60 厘

米

5 / 杏黄地彩云金龙纹妆花缎袍料 清 长 580 厘米 宽 76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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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侧面印证了御用锦缎转向民间采买的历史事实。

第四章节“日用精雅”为我们呈现了古人的实用

装饰类织绣品，像扇套、剪刀套、帕袋、眼镜盒、荷

包等。它们都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可以呈现出

古人的审美品位，亦可映衬出古人的精神意蕴。扇子

自古便是文人骚客的最爱，那扇套自然也是雅士们的

随身之物，往往被悬挂于腰带之上，颇显品位。虽物

件不大，却甚为讲究，极具趣味。因使用人群的关系，

故与民俗常见的“瓜瓞绵绵”“榴开百子”“连年有余”

纹饰有所不同。扇套的纹饰多数展示出文人的喜好与

期许，这次展出的扇套纹饰有“高山流水”“教五子”“岁

寒三友”等。此件“彩缎地盘金铺绒绣高山流水扇袋”

（图 6），长 33.2 厘米，宽 6.2 厘米。其正反两面都是

古琴造型，颇为别致。正面用蓝缎、白缎、黄缎拼接

而成，呈琴形，设七根短弦，弦下安七条白穗 ；背面

设七根长弦，安两条蓝穗，并用平针绣绣有“古琴”“高

山流水”字样。正面的红日、背面的花卉均为铺绒绣。

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故此古琴形的扇袋象征着

对知音的赞誉，想来此扇袋或是挚友所馈赠的礼物。

清华艺博藏珍“丝绣撷英”展，（图 7）为我们

呈现了馆藏织绣品类的丰富、技法的多样，无论是实

用性还是观赏性的织绣品，它们都承载着古人的审美

情趣及精神面貌。这些不仅可以向我们展示出织绣与

人的密切关系，也能让我们回味、感叹传统织绣的迷

人魅力，借由摩学古人的审美创造，启迪今日的非遗

创新。

6 / 彩缎地盘金铺绒绣高山流水扇袋

清 长 33.2 厘米 宽 6.2 厘米

7 / 清华藏珍“丝绣撷英”展厅图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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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圣域—藏传佛教绘画与造

像艺术展

日期 /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0 月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十七至二十世纪的唐

卡精品，包括反映本尊题材的大威德金刚，充满图像志含

义的吉祥天母，黑唐技法的财宝天王，以及沈从文先生所

捐的降龙文殊等。首都博物馆为北京地区大型综合性博物

馆，收藏有近两万件古代金铜造像，此批精美的造像既体

现出北京地区佛教发展的特色，又展示了我国汉藏两系佛

教艺术演变的全貌，深受广大佛教艺术研究者及爱好者的

推崇。此次展览将首都博物馆收藏造像与清华艺博收藏的

唐卡并置展出，呈现唐卡绘制的流程、仪轨，展现唐卡与

造像艺术之美。

展览预告

窗口 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

案展

日期 /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5 月

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

合主办的“窗口 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展”于 4

月 26 日在清华艺博三层展厅开幕。本次展览面向公众

征集了 5000 余件疫情期间拍摄的各种与“窗口”有关

的影像，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响。经过三轮评

审，最终选出 200 余件影像作品，分为“空间的窗口”、“相

识的界面”、“探寻的通道”和“表达的舞台”四类主题

进行展出。

云朗读

《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展览期间，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特邀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学者以及

公众，朗读展览中呈现的吴先生手稿及相关文章，以声

音表现与图像叙事相结合的艺术方式，传播和共享吴冠

中先生的艺术思想。阳光媒体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

杨澜女士朗读了吴冠中先生的手稿《速写与怀孕》，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包林教授朗读了《笔墨等于零》。

云欣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套志号为T56 的特种

邮票《苏州园林—留园》。邮票图案分别为：“春到曲

溪楼”、“远翠阁之夏”、“涵碧山房秋色”、“冠云峰晴雪”。

设计者以精细的线条和清丽的色彩，淋漓尽致地描绘出

了留园那小巧、俊秀而富于变化的景色，体现了苏州园

林高深、曲直、虚实、分合、明暗等富于对比的艺术特点。

公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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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讲国宝

5 月 18 日，清华艺博在“窗口 2020—疫情时期

图像档案展”展览现场举办学术沙龙“‘窗口’外的讨论”

并做网络直播。沙龙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专家徐虹主

持，发言嘉宾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陈岸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

教授李德庚，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研究员董冰

峰。五位专家学者分别从视听媒介、窗口展、美术馆档

案和社会档案的差异性，以及档案再生产等话题，分别

从新闻媒介、社会学、行为学等角度做了深入探讨。

艺博典藏部杨旭在艺博官网撰文介绍其中的第二张邮票

“远翠阁之夏”。

日本铜镜自平安时期起，逐渐摆脱中国唐镜的影响，

出现了“和样化”的镜胎及纹样，由此逐渐形成了具有

日本风格特色的铜镜—和镜。日本江户时代是和镜发

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和镜题材丰富、铸作精良，

而游鲤纹和镜寓意祥和，更是受到珍视。在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 2019 年 4月举办的“扶桑止水—王纲怀捐

赠和镜展”中，有《樱花游鲤纹柄镜》和《龙门铭双鲤

柄镜》两面和镜尤为优美典雅，是江户时期和镜的经典

之作。艺博典藏部高宁在艺博官网撰文《鲤鱼纹和镜赏

析》，为高考学子表达鲤鱼跃龙门的美意。

英文导赏

7 月 10 日下午，艺博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外事

主管王瑛在艺博官方微博、一直播和在艺直播以英文进

行了馆藏及展览的导览。英文直播导览的方式是艺博加

大国际传播力度、塑造国际品牌、增加国际影响力的新

尝试。

7月 12 日，《光明日报》第 10 版刊登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的文章《发现美.创造美.奉

献美—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使命与追求》。文章

从重教育、渐开放、好展览、走出去等数个角度总结了

清华艺博 2016 年 9月开馆以来的管理思路、运作经验

和艺术追求，也介绍了疫情期间的新举措、新应对和新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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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征集

8 月，艺博面向公众征集以清华艺博为主题，由展览、

藏品、人物、雕塑等与清华艺博有关的元素创作的表情

包作品。经过评审，最终选中 9份投稿的精彩作品。表

情包在开馆四周年之际于微信表情包平台上线。

云手作

8 月 30 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李哲通过

腾讯会议开办了一期“新学期第一课.·.馆长带您写书

法.”课程。课程为报名者悉心准备了材料包，课程中

讲授了楷书的笔法、字法和章法等知识，介绍并示范

书写时笔墨运用及技法，和学员们共同书写了团扇。

教师节夜场参观

9月10日，艺博为清华大学校内师生（含附中/附小）

开设了夜场。清华师生（含附中 / 附小）凭本人工作证 /

学生证，均可入馆参观，并可领取精美小礼品一份（计

100 份），当晚 1911 咖啡厅、艺术商店同步开放，校内

师生消费均享九折优惠。

清华艺博战略发展基金

9 月 10 日，适逢清华艺博开馆四周年，世纪金源

集团向清华大学捐赠清华艺博战略发展基金。清华艺博

战略发展基金将聚焦清华艺博的建设与发展，汇聚社会

贤达、杰出校友、精英企业的力量，支持举办高水平

展览、收藏及征集重要藏品、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

提升博物馆知名度及社会影响力，从而打造清华艺博世

界一流大学博物馆的形象，助力清华大学的人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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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

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

展馆：故宫博物院.

展期：2020 年 9月 1日—10月 30日

展览的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共展出 78 件

/ 套。通过“胜事传说夸友朋”、.“苏子作诗如见画”、.“我

书意造本无法”和“人间有味是清欢”四个部，分从不

同角度展现苏轼的精神世界，勾勒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

苏轼形象。展览的空间设计和色彩引导与展品呼应，力

图给观众创造沉浸式的体验。

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

文精华

展馆：国家博物馆.

展期：2020 年 8月 14日—10月 14日

展览精选宝鸡及其周边出土的青铜器140余件，分

海内艺术资讯

艺术沙龙

9 月 14 日，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小水井苗族农民

合唱团为校内师生带来了西方古典风格的合唱作品。小

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多次获得国内外合唱大奖，参加

过央视“青歌赛”、国家大剧院“国际音乐周”、“澳门

回归 10 周年庆典”等多个国内外大型演出活动，多次

与国内外著名乐团及艺术家合作，他们的精彩表演曾

受到过各界专家学者和全国乃至世界观众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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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的艺术、金文中的故事、金文中的智慧三个单元，从

历史、艺术、社会、信仰、文明等不同角度展示商周秦汉

时期的青铜文明。何尊、利簋、墙盘、逑盘、秦公镈等一

批极具代表性的文物精品悉数呈现在这次展览之中。艺博

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受邀出席了开幕式。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

品展

展期：2020 年 9月 15日—2021 年 1月 10日.

展馆：上海博物馆

“黑石号”沉船是一艘往来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商

船，中国唐代制造，它是9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东南亚、中

东地区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展现了亚洲先民扬帆

远航、劈波斩浪，创造海洋文明的辉煌历史，揭示了当时

海上丝绸之路熙攘往来的盛况。展览为纪念中新建交30

周年策划，共展出248件 / 组文物，其中包括新加坡亚

洲文明博物馆邱德拔展厅精选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

168件，以及来自上海博物馆馆藏与国内9家借展单位的

陶瓷、金银器、铜镜等各类文物80件。

米修与木心

展期：2020 年 9月 9日—10月 11日.

展馆：木心美术馆

米修酷爱东方文化，曾于上世纪 30年代泛游亚洲，

极度迷恋中国的书法、水墨和戏剧。他坦承自己前往中

国并非寻觅异国情调，而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渴望获得

一种新的观照、新的语言。上世纪 40 年代就学上海艺

专的木心，则毕生向往整个欧罗巴文化，在诗中徜徉巴

黎，在默默无闻的漫长岁月中，保持诗学与绘画的世界

主义。展览包括两位作者近50件画作，以及各自的诗集，

旨在呈现其米修与木心的内在关联和迥异之处，构建一

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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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艺术资讯

愿景2020——照片，1840s-1860s 
2020 Vision—Photographs, 
1840s–1860s

展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展期：.2020 年 7月 20日.-.2021 年 1月 3日

2020 年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立 150 周

年，“愿景 2020”即为 150 周年庆典系列展览之一。展

览希望展现摄影诞生之初的照片样貌，呈现在摄影术诞

生的最早年月，摄影作为一种动态的媒介是如何观察世

界的。展品不仅包括博物馆最近收到的个人捐赠，还有

部分作品是为庆祝博物馆 150 周年而特别提供的。作品

包括摄影师抓拍的肖像、如画的风景、当时颇具先锋色

彩的旅行摄影以及新闻类摄影，勾勒了早期实践者们对

摄影术的各种兴趣和创新。

多萝西·兰格：文字与图片 
Dorothea Lange：Words & 
Pictures

展馆：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展期：2020 年 3月 22 日 -9月 9日

多萝西·兰格是 20 世纪美国杰出的纪实摄影师，

因童年患小儿麻痹症而终生残疾。兰格以其反映美国大

萧条时期的纪实作品为人所知。她曾经说：“所有的摄

影作品都可以通过文字来加强。”这句话也成为展览的

起源。展览选择了多种文本：摄影书、大萧条时期的政

府报告、报纸、杂志、诗歌，以及当代艺术家、作家、

思想家等多个群体的文字，用摄影和文字的叠合呈现了

兰格的思考和工作。

古伊拉克的新发现 
Ancient Iraq: new discoveries

展馆：大英博物馆.

展期：2020 年 9月 1日 -10 月 1日

伊拉克的战火纷飞多年，而文物研究者的工作没有停

止。展览展出的80件文物展现了对伊拉克的两个4000

年前的古城所做的考古工作。展览还展现了近年来极端宗

教组织破坏古伊拉克文明的情况，以及国际文物界对之所

做的教育、抢救和呼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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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2020：来自自然的工艺之美 
Kōgei 2020 – The Art of 
Crafting Beauty from Nature

展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展期：2020 年 9月 21日 -11 月 15 日

山海连绵、四时分明的地理条件为日本的传统文化

提供了鲜明的自然视角，而日本的传统工艺中也有着幽

微中见神明的审美偏好。展览选择的 82 位艺术家虽然

使用了不同材料和不同技法，但都体现了对自然之美的

倾慕和敬畏。展览体现了日本的工匠精神自古至今的

传承。

正念与艺术 
Mindfulness and Art

展馆：美国耶鲁大学美术馆.

展期：2020 年 9月

“正念与艺术”是耶鲁大学的长期项目。这个秋季，

该项目推出了“光中真理：艺术中的光线”在线系列课

程。耶鲁大学焦虑研究中心的正念教育主任安·达特

（Anne.Dutton）挑选了几幅作用，利用作品中的光线

作用和诗歌来启发冥想、正念与对话。

皮特·里弗斯博物馆藏品的道德

展示 
Collections in Pitt Rivers 
Museum

展馆：美国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

展期：2020 年 9月

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已经有 130 年历史，是全球

领先的人类学、人种学和考古学研究机构。博物馆中包

括人类遗体在内的不少展品为英国殖民海外期间收集所

得。自2017年以来，博物馆对馆内藏品进行“道德审查”，

与藏品来源地、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的土著部族，以及

秘鲁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学者就馆内收藏的干皱人头

等展品展开讨论。博物馆最终决定，从展厅撤走 120 具

人类遗体展品，以体现对殖民地文明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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