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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美术是启蒙主义运动开始的赋予现

代社会的人享有社会平等审美权益并体现艺术

个性化自觉的一种艺术阶段。由于每个国家进入

现代社会的时序不同，而且每个国家解决的现代

性问题各有差异，因而对于现代性美术的解答也

各具风貌各有特征。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是中国进

入现代社会所呈现的艺术命题，它不止于中国从

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所发生的传统

与现代的冲突和转换，而且中国的思想文化启蒙

本身就是五四运动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晶，这便决

定了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必然存在东西美术的冲

突与融合这个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命题。而贯穿传

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全球与在地这些矛盾运

动的，则是如何表现这个现代社会的主体——人

民的精神变迁问题。实际上，直面现实、表现人

性、赞颂光明、揭露丑恶、塑造人民，已成为中国

美术现代性转型最富标志的思想意涵。新中国的

成立更广泛地推动了大众美术运动、更深刻地实

现了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更积极地促进了外来

美术的本土化、更鲜明地在全球艺术发展格局中

凸显了中国现代艺术经验，这正是新中国美术

70年书写的中国现代艺术史篇章。

大众化美术转向：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性审美解放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这里既有对高等美

术学府的接管、对旧的教学体制的革新，也有对

美术创作意识形态问题的疏导和改造。但对于新

政权建立的现代社会而言，人性审美解放最重要

的表现，莫过于让这个新国家的主人劳动人民获

得平等而普遍的审美权益。1949年11月26日，

中央文化部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

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对于美术工作下达的第

一道政令。指示强调，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

流行的形式之一，改造旧年画是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开展文艺普

及运动的重要成果，以传播人民民主主义思想为

内容的新年画，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

育意义的一种形式。这一指示颁布后，全国各地

文教机关、美术团体和专业美术家积极响应。新

中国迎来的第一个春节，就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全

国年画展览。

之所以在“新年画”前冠以“新”字，就在于这

种大众美术必须革除封建迷信、才子佳人等旧年

画内容而更新为新社会倡扬的思想文化。1951

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严正处理旧连环

图画问题》，对各地小人书摊上出现的封建、色

情、迷信的旧连环画提出严正批评，要求改善

并加强连环画的绘编、出版工作，由此在北京

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上海成立的华东人民

美术出版社都把设立连环画编辑室、组建连环画

创作队伍、创办《连环画报》等报刊作为美术

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据1954年统计，年画、

连环画和宣传画4年总销量达到1.8亿份以上，

仅在报刊上发表和出版的年画、漫画、宣传画就

有6800余件；而连环画从1949年至1962年的

出版，就多达12700余种，发行量达5亿6000多

万册，这对于其时6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几乎达

到人手一册。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国大众化美

术的黄金时代。一方面，其时社会普遍教育程度

不高、娱乐活动相对贫乏，年、连、宣、漫等画种在

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月

份牌、小人书的改造，也促生了新的年画、连环

画、宣传画和漫画进行现代性的转型。月份牌画

家金梅生、李慕白等在新中国绘出的《菜绿瓜肥

产量多》和《女排夺魁》等名作，虽仍采用擦笔水

彩这个月份牌绘画的经典形态，但人物形象、题

材内容却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连环画创作，既

有像徐燕孙、刘继卣、任率英、王叔晖、刘旦宅、程

十发等那样运用传统白描绘制的样式，也有像华

三川、贺友直、顾炳鑫、丁斌曾和许勇等将传统线

描与写实造型相结合的方法，更有沈尧伊、陈衍

宁、汤小铭等完全以素描、版画、水粉等西画语言

创绘的新形制。大众化美术并不仅仅指年、连、

宣、漫具有大众传播的普及性以及画面内容的通

俗易懂，而且指创作从业者的低门槛和广泛参与

性。富有意味的是，这个黄金时代既造就了中国

最有影响力的一代连环画大家，也从连环画家群

体里走出了出色的中国画家和油画家。连环画

《枫》《人到中年》等在新时期开启了“伤痕美术”

画风，宣传画《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是生产力》等

激发了一代人的高考梦想，年、连、宣、漫等大众

化美术在上世纪80年代再度热潮叠起，在很大

程度上以其美术的大众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人性

解放的作用。

现实主义人文关怀：
中国画的现代性变革

赋予人民大众以平等的审美权益，这个中国

美术现代性的基本意涵，也必然表现在以人民大

众为艺术审美对象这个美术创作的根本问题上。

中国绘画，不论石窟墓葬壁画，还是院体画、文人

画，在表现内容上不出于宗教信仰、宫仪皇权、贵

族享乐等苑囿，因而中国画的现代性意涵首先表

现为对现代社会的主体劳动人民的审美观照上。

中国画的现代性变革，就是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引进再现写实的造型语言、借鉴现代主义

某些观念来表达现实人文关怀。在新中国70年

的中国画变革历程中，人物、山水、花鸟等画科都

获得了创新性转换，其“创新性”既在生活风貌、

人物形象、气象意境上展现出对现实社会鲜活生

动的表现，也在笔墨语言、形式图像、媒材技艺上

表现出对传统笔墨程式的突破与新创。

徐悲鸿、蒋兆和从20世纪40年代开启的笔

墨加素描的水墨写实人物画，在新中国70年获

得了贯穿全过程的发展，这一方面体现在高等美

术学府人物画教学以这种徐蒋体系为主要教学

模块，另一方面这70年中国人物画涌现的经典

名作、造就的大家名师，基本上是以这个体系为

基础而进行的各种个性化探索。李斛、李琦、杨之

光、姚有多、王盛烈、卢沉、周思聪、杨力舟、赵奇

等均为这一体系的代表。新浙派人物画虽与其不

同，但不是削弱素描，而是较多接受速写式的素

描，其笔墨语言借鉴也不完全像徐蒋体系那样以

传统山水画语言为资源，而是以花鸟画“勾花点

叶”为其笔墨借用的着力点，代表画家有李震坚、

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刘文西、吴山明、刘国

辉、冯远等。而从速写进入人物画的则有叶浅予、

黄胄等，他们一方面以表现新疆少数民族歌舞为

创作主题，另一方面则探索了西画速写线条转化

为笔墨人物的融合度。从《一辈子第一回》《八女

投江》到《祖孙四代》《粒粒皆辛苦》《洪荒风雪》，

从《人民与总理》《太行铁壁》到《一片土地》和《苍

生》，这些作品所塑造的人民与领袖形象，也深刻

揭示了民族崛起的现代中国人物风貌的巨大精

神变迁。

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也深刻影响了这70

年山水画从孤高冷逸的文人画境向歌颂祖国日

新月异的大好河山的转变。1954年李可染、张仃

等开启的写生山水，促成了上世纪60年代初新

金陵画派、长安画派的崛起以及岭南画派的振

兴。傅抱石《待细把江山图画》、石鲁《转战陕北》、

李可染《漓江山水天下无》、钱松喦《常熟田》和关

山月的《煤都》等，解决的不仅是传统笔墨在写生

过程中获得的新创造，而且是他们笔下的山水在

审美意境上呈现的激越、壮阔与崇高这些在传统

文人画里不曾展现过的精神品格。傅抱石提出的

“思想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和石鲁践行的“一

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为山水画在这

70年间进行现代性变革的基本思想方法。在85

美术新潮中掀起的中国画命运大讨论，使中国画

发展打开了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进行横向比较

的视野，中国画变革在表现现实人文关怀的基础

上，进行了实验水墨与形式纯化的探索，都市山

水、抽象水墨成为中国山水画再度呈现现代性的

另种变革路向，它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水墨

媒介如何应对信息社会的图像审美经验而生发

的一次边界突破。

潘天寿、李苦禅、郭味蕖等从写生变出花鸟

画，既表现了一种清新的生活诗意，也体现了他

们富有个性的笔墨探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

对南国热带雨林花鸟的表现，花鸟画的文化审美

内涵也从人格象征开始向自然与生命寓意表达

的转变。由此而引发的工笔画复兴，不仅使花鸟

画拓展到材质混搭与形式纯化的路向，而且工笔

写实人物画的异军突起，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

和21世纪迎来了工笔画的黄金时代。从潘洁兹、

徐启雄、陈白一、蒋采苹、朱理存开启的民俗加装

饰的画风，至此已深入到描绘现实中的民众生活

以及表现消费时代的都市精神生存。从何家英

《秋冥》兴起的都市女性表现，到李传真《工棚》传

写的城市打工者生存状态；从徐累《昼夜平分》呈

现的超现实主义的物象隐喻，到张见以《桃色系

列》深寓的女性主义艺术，工笔画成为中国画走

向当代最具有前沿探索意识的语种。显然，工笔

画的繁盛不仅仅是勾勒与渲染的绘画语言在写

实造型与图像借用上形成的宽广开放性，更为重

要的是它回应了消费时代潜藏于人们内心的某

种精神需求，这些作品在状写人们当代精致生活

的同时都切入了对人性心理的刻画，这才是中国

画更深刻的一种现代精神呈现。

融合与再造：
外来美术的本土化

中国美术的现代性从更深层面上看，是“引

西入中”而形成的文化跨越现象。其中，从欧洲文

艺复兴开始的科学求真的再现性艺术，成为20

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反映现实人生的现代性思想

基础。“科学精神”这个西方现代美术的灵魂，也

同样成为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核心命题。因此，中

国美术对于欧美艺术的引进，不是局部的、短暂

的，而是整体的、长久的，甚至是深入骨髓的。几

乎所有的欧洲美术类型与传统都被中国视若学

习与移植的对象，从油画、水彩到版画、雕塑，从

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国美术的

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这些外来美术在

中国的存活以及重新结出的果实。从1949年到

1977年主要以引进苏俄美术为惟一借鉴对象，

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真正开启

了中国历史与现实题材的美术创作；1978年以

来则是全方位对欧美艺术予以整体性的观照，从

早期文艺复兴到现当代主义艺术，从而形成了中

国当代多元化的艺术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的艺

术景观，也明显区别于欧美以当代艺术为中心的

局面，这从另一角度揭示了外来美术被本土化而

不受“他者”艺术演变时序限制，为“我”所择、为

“我”所用的中国美术现代性特征。

在五六十年代高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

作思想激励下，油画产生了罗工柳《地道战》、侯

一民《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柳青《三千里江

山》、冯法祀《刘胡兰》、董希文《开国大典》、詹建

俊《起家》、孙滋溪《天安门前》、王文彬《夯歌》和

温葆《四个姑娘》等表现革命斗争历史与社会主

义建设的经典油画。这些作品从英雄主义和理想

主义的角度来再现历史、描绘现实、塑造英模，其

真实并非现场或原型的照搬，而是画家真实地表

达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英雄和领袖的敬仰、对劳动

人民的赞美，是艺术家以对新中国的时代激情而

诗化了的历史与现实。因而，这种时代的真诚与

淳朴，也无疑地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中国

化最深厚的底色。真实的艺术，是思想真实的反

射。揭开新时期美术思想解放序幕的，也缘于对

真实的重新定位。当程丛林《1968年×月×日

雪》、罗中立《父亲》和陈丹青《西藏组画》轰动画

坛、传遍神州时，人们感悟到油画艺术的真实魅

力，早已不限于再现性的表现方法，而在于唤起

整个社会潜隐的一种思想情绪。像地下涌动的火

热岩浆，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

油画已承载了这个民族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

时代的精神重力。

新中国的版画既有延安窑洞传统也有上海

亭子间做派，由此与生产建设、地域文化相结合

而发酵的北大荒油套、江苏水印和四川版画这三

大流派，才使新中国版画的面貌更加鲜明和饱

满。晁楣《北方九月》、黄丕谟《黄海渔归》、酆中铁

《大江东去》和李焕民《初踏黄金路》等作品，以深

寓开荒生产的素朴抒写了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诗篇，而其艺术语言的纯熟也因借鉴厚重的油

画、淡雅的国画或汲取中国传统版画养分而形成

独特的中国风貌。八九十年代中国版画的现代意

识更多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原生样态及都市精

神的发掘，王华祥《贵州人》、张敏杰《城墙上下的

舞蹈》和陈琦《荷之连作》等，都试图创造一种陌

生化的视觉图像来呈现某种深刻的文化寓意，现

代性呈现在此已从劳动诗情蜕变为逐步现代化

了的中国社会的精神心理表征。

由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和曾竹韶等留法

雕塑家引进的写实雕塑，在新中国率先垂范创作

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腰座四周的浮雕，其写实而又

典雅的汉白玉造像因浓缩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

程而成为新中国雕塑最经典的国家形象。在苏联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影响下，潘鹤《艰苦

岁月》、钱绍武《大路歌》、叶毓山《毛泽东立像》以

及鲁美雕塑系师生创作的《农业展览馆组雕》等

一批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人物形

象，成为那个时代可以触摸的精神图谱。

不论是引进法式写实还是苏式塑造，这

些雕塑都因凝固了一个时代民族崛起的

精神风貌而具有一种宏大体量。尽管八

九十年代开始广泛接受欧美现当代艺术

影响，雕塑的个性化、观念性及多媒材得

到越来越多的自觉与拓展，但其现代精

神并不止于对抽象性形态的探索上，曾

成钢《鉴湖三杰》、黎明《崛起》、文楼《竹》和田金

铎《走向世界》等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对中国传统

艺术语素的发掘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精神的形

塑。正像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折射的盛唐气

象一样，雕塑、油画、版画和水彩等外来美术门类

早已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中化为中华文化自

己的血肉，而“本土化”的引擎则始终来自中国现

代精神的内驱张力。

与世界美术发展态势
并行互动中凸显中国经验

当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黄永砯展出他

的《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

两分钟》的装置作品时，不止是他运用了其时全

球悄然兴起的当代艺术类型，而且他通过《中国

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的“混洗”所表达

的中国美术与全球化艺术相搅拌的观念，也预言

了此后中国美术与全球艺术混融而互动发展的

时代到来。的确，85美术新潮急切地与世界艺术

并轨的愿景，终于在21世纪中国经济腾飞、综合

国力强盛之后获得了新的转机。21世纪以来，不

仅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巴塞尔艺博会

等这些国际艺术大展与艺博会已少不了中国艺

术家的份额，就是中国境内创建的上海双年展、

广州三年展、北京双年展和台北双年展等，也让

中国艺术家与国际当代一线艺术家共同演绎了

艺术全球化景观。徐冰、蔡国强、陈箴、黄永砯、谷

文达、严培明和邱志杰等已成为享有国际影响的

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以装置、影像、观念等新媒

体艺术——这个艺术全球化标志的艺术类型，创

造了各具他们观念创意与媒介标识的作品。但富

有意味的是，他们这些被称作全球化艺术类型的

作品，却无不充满了中国传统哲思的智慧与文化

的符码，他们的当代艺术在个性创造的同时更彰

显出他们背后隐藏的一个强大的民族文化精神。

实际上，21世纪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才在

真正意义上将中国文化艺术与世界浇铸在一起。

这既体现在中国美术发展态势与世界艺术的相

向并流，其时间差文化差在不断缩小或归零；也

表现在中国美术并非完全被动地追随那些既有

的全球化样式或标准，中国文化的“合和”观、继

承创新的艺术发展观，正越来越鲜明地显现出全

球与在地构成的中国经验。就中国美术的现代性

而言，这个民族十分善于兼顾内修与外拓的文化

策略。“内修”是指对中外美术优秀传统不遗余力

地研习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不是抛弃、颠覆或

另谋出路。以靳尚谊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油画在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兴起，几乎与85美术新潮相并

行，它体现了中国油画在本土化过程中再度回到

欧洲油画传统寻源而生成的一种美学理想；21世

纪全球化视野让中国许多艺术家关注外部世界

的新艺术发展，但恰在此际，以杨飞云、王沂东、

陈逸飞和冷军等为代表的中国写实油画派勃然

而起，方兴未艾。他们对再现性写实油画的探索，

固然是对新兴都市文化那种精致、高贵、富丽的

审美趣味的回应，但更是对图像时代写实油画独

特造型特征审美意蕴的探寻。而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等的实施，正是在中国写实美术的广泛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抑或说，这种写实主义的美学正是

这个民族崛起所需求的一种史诗艺术情怀。

而“外拓”则是指对传统美术媒介进行当代

视觉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油画、水

彩、版画、雕塑等从承传基础上进行的创造，而且

体现在中国艺术家擅长把观念、图像以及复合媒

介这些当代艺术要素转用于传统美术门类。水墨

画和水墨艺术就是从中国画范畴进行当代艺术

转型的案例。水墨画消解了中国画笔墨规约，而

扩大到一个泛书法写意水墨的领地，吴冠中提出

的“笔墨等于零”不仅成就了自己，也让水墨画成

为这个时代最有中国精神的现代绘画。水墨艺术

是水墨的当代艺术，徐冰、谷文达以及诸多外籍

艺术家对水墨观念的创意，让水墨艺术俨然成为

一种流行的国际艺术。对于中外架上艺术的继承

创新以弥补欧美当代艺术的惟一性，无疑是中国

现代美术给予世界艺术发展提供的最有价值的

中国经验。

回望新中国美术70年，中国美术的现代性

演进虽曾全面引进西方再现性写实艺术，有意借

鉴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但中国美术

的现代性价值更多地是和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

铆焊一起，是在现实性的审美关怀中通过呈现为

中华民族崛起而拼搏奋进的人民形象来展现中

国社会这种现代人文精神的变迁。新中国美术

70年的巨大成就，也便在塑造人民形象的过程

中形塑了中国美术现代性这个“剧作者”的自身

形象。

新中国美术70年——

形塑民族崛起形塑民族崛起的艺术精神的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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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 董希文 作

粒粒皆辛苦 方增先 作 女排夺魁 李慕白 作 父亲 罗中立 作

漓江山水天下无 李可染 作

9 月 11日，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牵头发

起、国内各大媒体平台积极响应的媒体宣传联

动机制在京启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

艺术报》《中国旅游报》，以及中国新闻社、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外宣资讯平台、国新客户端等40

余家首批加入的传统新闻媒体、新媒体平台与

文化传媒机构等成员单位的代表出席启动仪

式，并共同签署了《文化和旅游行业媒体宣传

联动机制倡议书》。

倡议书中指出，当前文化和旅游行业媒体

虽已推出了一大批讴歌新时代，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和文化产品，但在统一

发声、整体覆盖的宣传服务方面仍存在资源分

散、合力不足等短板，倡议书呼吁，未来行业媒

体需凝聚共识，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对媒体力

量的整合，使不同媒体在内容与运营层面开展

不同领域、平台与不同形式的联动，充分打造

文化和旅游媒体传播矩阵，搭建起一个资源集

约、结构合理、协同高效的共赢平台，以更好满

足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各城市文化旅游活动

的整体宣传推广需要。

启动仪式上，媒体宣传联动机制项目负责

人时岩对项目的发起、运行逻辑等作了详细介

绍。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王晓峰表示，未来

媒体宣传联动机制应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以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努力为文旅行业的改

革、融合提供更多经验和可借鉴样本。

（路斐斐）

文化和旅游行业媒体宣传联动机制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