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责任编辑：路斐斐 电话：（010）65389204 电子信箱：wybmeishu@sina.com 2021年5月19日 星期三世纪美术

南
湖
留
胜
迹

朱
屺
瞻

作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时代之变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时代之变
□□陈履生陈履生

为了缅怀曾经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烈士，

为了让后人铭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伟业，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旨在表现

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和伟业的美术创作开始兴

起，而在象征新政权的天安门广场上兴建人民英

雄纪念碑，则把这一代表新政权的国家意志表现

在各种方式的纪念之中，因此，与革命历史和革

命伟业相关的美术创作就成了新中国美术史的

第一个篇章。

在新中国的新气象中，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

雕标志着一个时期中美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既

是开端也是高峰。在70年来的新中国美术创作

中，在表现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历史的进程中，其

数量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持续

不断，其时间之久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罕见，而时

代之新与时代之变则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

一

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相关的美术创作是

新政权建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与新政权紧密

关联，既是一项政治任务，又是关系到新政权长

治久安以及缅怀教育的长久大计。因此，在上世

纪50年代初，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与

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期并进。早在1950年的

1月23日，南京市就成立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

会，准备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

物馆”）创作革命历史画。而建立中国革命历史

博物馆的规划则更早于美术创作的发动。1950

年5月，中央美院就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

命历史画的任务，创作了一批表现中国共产党历

史的最早的作品，其中有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

军》（油画），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油画），李桦

的《过草地》（套色木刻），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

（油画），董希文的《抢渡大渡河》（油画），艾中信

的《一九二〇年毛主席组织马克思小组》（油画），

蒋兆和的《渡乌江》（水墨画）等。1951年8月1

日，《人民日报》的“人民画刊”以“庆祝中国人民

解放军伟大的建军节”为题发表了莫朴、李振坚

的《南昌起义》，韦启美的《三湾改编》，金浪和曹

思明的《平型关大捷》，王流秋的《淮海战役第三

阶段总攻》等一些作品，成为早期表现中国共产

党历史的一些经典之作，这些作品的题材丰富，

内容广泛，其创作的方式和语言特点也和那个时

代紧密相连。

195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纪念美术展览”上，出现了一批从不同的方面表

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历史的作品，其中有

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

征难》、恽圻苍的《贺龙在洪湖》、冯法祀的《刘胡

兰》、王盛烈的《八女投江》、潘鹤的《艰苦岁月》

等。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为中国

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陈所开展的革命历史题材

的美术创作，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革

命历史主题的创作，涌现了大批在新中国美术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其中有罗工柳的《地道

战》、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蔡亮的《延安火

炬》、石鲁的《转战陕北》等。这一系列作品基本

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10年内在创作上的具

体成果，以及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所达

到的一个历史性的高峰。其后围绕着全国美展

所出现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更是一直持

续不断。2005年，历史上首次规模最大的国家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国家财政投入

了1亿元专项资金，可以用投资大、规模大、声势

大、画幅大来总结这一划时代的工程。尽管人们

对工程中出现的百件作品的评价不一，但从推动

创作方面来说，其影响是巨大的，其在全国范围

内的示范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从2006年起，

浙江启动了“浙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全

国领先一步组织浙江美术家用美术形式反映本

地区重大历史文化题材。其后，筹备了两年多时

间的“广西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也正式启动。如此，很多省市都先后启动了区域

性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每一工程出品

的作品都在100件左右，而革命历史题材则涵盖

了区域性的起义、暴动、解放以及相关革命历史

以及地方性的领袖人物。

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的辅助陈列而组织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包括

《开国大典》等一系列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的作品，如今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要

藏品。而“浙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作

品则成为当时新开馆的浙江美术馆的藏品。各

地相继启动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最终都为

当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虽然，这与过去和展

陈相关的美术创作在功用上不尽相同，但随着各

省市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建设，进入美术馆和博物

馆收藏体系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都成为重

要的馆藏。这除了表现革命历史之外，也在一定

程度上丰富了各省市美术馆的收藏。

在各级政府的推动方面，还有像浙江嘉兴市

启动的名为“红船颂”的中国画创作，不仅收获了

一批表现红船以及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的作品，

而且还形成了嘉兴市“红船颂”的文化品牌。还

有重大的纪念日所组织的创作，也将专题创作提

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如2005年为纪念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

年，各地积极组织创作，主办专题展览，而由中国

美术馆主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国际艺术作品展”，以系列展的形式，将抗战

这一主题的创作做了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检阅，

蔚为大观。

二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

对于历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理解，以及在艺术

表现上的不同要求，是新中国美术创作的一个

重要特点。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也

表现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其中的修修改

改，包括构图上的变化等，都有其与时代相关的

内在规律。

最具典型性的是围绕着董希文《开国大典》

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的印刷品上都有着画面上人

物的变化。因为现实的要求，有的消失了，而有

的又在违背历史的基础上做了更改，等到回归到

始初的状态，历史则翻过了几个篇章。这就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这个不同的理

解就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对于人物的一个历史的

判断。在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

创作的一批作品中，蔡亮创作的《延安火炬》（中

国国家博物馆藏）所表现的是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的军民打着

火把在黑夜中欢庆抗战的胜利。后来这件作品

在十年“文革”中受到了批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1945年的抗战胜利并不标志着革命的成功，

因为还有“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而这个时候

放下刀枪就意味着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

画家于1972年又创作了名为《八一五之夜》的同

一题材的第二幅作品（中国美术馆藏）。同样是

庆祝抗战胜利，但是，《八一五之夜》中的延安军

民抬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而画面上正前方的小

孩拿着红缨枪，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举着枪或扛着

枪，一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景象，这与《延安火

炬》中的“刀枪入库，兵马入林”明显不同。同样

是欢庆抗战的胜利，可是对于艺术的表现却有着

不同的要求，这就有了两幅不同的画面。显然，

现实中不同的时期对于艺术有不同的要求，尽管

这是表现同一个事件，却在同一个事件的判断和

表现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就是时代的

要求。

黎冰鸿1959年创作的《南昌起义》，是诸多

表现南昌起义题材中最为著名的一件作品，现存

有5个版本以上。比较不同的版本可以发现，随

着时间的后移，画面上红旗的数量逐渐增多，并

由早期自然下垂的红旗变成了迎风招展。1970

年以后的版本中还增加了参加起义的工人，而画

面的色调提亮，曙光变红，一眼就能看出时代的

特色。

还有杨之光1959年创作的《毛泽东同志在

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有6个版本，从刚开始的横

构图到后来的竖构图，经历了不同的时间，其间

近10年，杨之光不断在画同一题材。1959年的

版本用传统的笔墨塑造毛泽东的形象，非常自

然，画面人物之间有着非常生动的组合关系，毛

泽东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之间也是非常的

随和，这里只看到一位教员和学生的关系，而不

是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场

地、环境的渲染等方面，都在传统中国画的范围

之内有着很好的表现。1971年的版本中出现了

红旗，而且人物画得很红，是典型的“红光亮”的

产物。1972年版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师和

学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领袖和群

众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学员们

行走在上桥的坡路上，而不是停留在桥上交流、

交谈。因此，这个时候的变化实际上已经表现出

了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氛围对主题绘画创作新

的要求。到了1976年的版本，依然是行走在桥

的上坡路上，但是，画面改成了竖构图，其与横构

图相比，是树可以画得更高，毛泽东的形象则更

加伟岸，这就是现实中对于表现领袖人物创作的

变化。而这个时候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农民已经

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农

民的武装力量。画面中的他们拿起武器，而且还

出现了士兵的形象。这种主体形象发生的变化，

实际上也让人们看到了在一个历史时期之内如

何来看待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而画家笔下

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

出了不断的变化。从1959年到1976年这十多

年的时间之内，画家在《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

讲习所》这一画稿的基础上六易其稿，这里面有

着巨大的变化，反映的是从1959年之后在一个

特别的历史时期之内所显现出的变化。

三

“建党”题材与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中的其

他题材有所不同，首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起

点，其题材的意义不同一般，而在创作上也表现

为不一般。这就是这一题材中的时间、地点、人

物都是固定的。限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发生在

1921年的特定时间、地点和相关人物的具体细

节有不确定性，则就成为创作中的难点。今天人

们所了解的党史中一大会议所经历的两个会场，

其表现都是有相当难度的。具体的代表、会址、

场景、氛围，以及人物的主次，历史的真实与现实

的要求等，在创作上都相当困难。主要表现为两

个方面：第一，与建党事件直接关联的上海一大

会址和嘉兴南湖的游船，谁为重点？第二，中共

早期领导人与建党相关的革命活动应该是什

么？其中的难点和重点，以及可解与不可解的这

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尽管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

到21世纪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建党”题材的绘画作品一直延续不断，表现出了

这一题材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经典性的特

质。1959年为了建党这一重要的事件，在嘉兴

南湖建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以湖中的烟雨楼

作为馆址，并按照当年中共一大代表乘坐游船的

样式仿制了“红船”。一大会址作为革命圣地是

建党题材中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南湖中的烟雨楼

和红船也是主要的表现对象，所关联的是“南湖

烟雨”“南湖早春”等等，都显现出了与建党相关

的一些内容。

朱屺瞻1961年创作的《南湖留胜迹》，以传

统山水画的方式表现了南湖这一特别的题材，所

呈现出来的基本的样态还是以传统山水画的形

式来呈现，基本上就是从元代倪云林开始的山

水画的模式。其画面的中景比较突出，画上已

经有了南湖开会的那条船。关于南湖中的烟雨

楼，是一古一今，也是亦古亦今，始建于五代后

晋年间的烟雨楼于明嘉靖二十八年复建，现存的

则是“民国”七年在原址上的重建。面对“多少楼

台烟雨中”，人们看到烟雨楼能联想到乾隆皇帝

南巡江南中曾经有8次驻足于此的情景。这可

以从《乾隆南巡图》上看到烟雨楼的景象。可是，

1921年在这里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不是

那种历史遗址和历史名胜，而是变成了新中国的

革命圣地。

1961年，钱松嵒表现的烟雨楼正如同《乾隆

南巡图》中的烟雨楼一样，是平常所见的名胜，也

就是普通山水画，或山水画中的一边一角。作为

画面的主体以非常完整的画面构图显现出了传

统笔墨的神韵，用笔精简，小中见大，表现出了烟

雨楼不同一般的特别气韵。将其与此前江苏画

家旅行写生中余彤甫的南湖写生相比，可以看到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所出现的变化

和画面的不同。在此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以烟

雨楼所构成的湖心岛这一景象的变化，在钱松嵒

1957所画烟雨楼上并没有那条纪念船，和《乾隆

南巡图》的景象相当，近景的岸边也是打鱼的渔

船，行走在湖面上的也是渔船。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都是画的南湖和烟雨楼，钱松嵒这个时期同

样所面对的都是中共一大会址，在表现上却有了

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是因为有了纪念船，有了

属于一大会址的那条船，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

对于这一历史的新的认识，以及社会对于艺术的

新的要求。此后，钱松嵒多次画南湖，纪念船却

成了主体。同样是杨柳依依和杨柳掩映，画面中

景或突出地位上却是那条纪念船。而纪念船同

样是静谧地栖息在水面上，却表现出了钱松嵒的

新山水的样式，这是新时代的风格和追求，再也

不是旧文人表现山水的格局和气度，更不是旧文

人画所表现的传统山水的笔墨。这是一个时代

的巨大变化，也是一个时代中画面格局和意境的

变化。

中国绘画艺术与书法艺术、文学书

写一样，有着很强的规范性和大致固定

的审美诉求，甚至有着“程式化”的普遍

倾向。规范性以至“程式化”不能简单

地理解为“坏词儿”，认为是创造力匮乏

的表现，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

中，规范性、程式化有着强烈的合理性，

其合理性在于，一、它深刻而内在地反

映着一个区域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美的

认知”和普遍接受的美学观念，是一个

沉积、涤荡之后的美学结果；二、它是在

绘画材料、工具、构图和造型方法等一

系列相应因素影响之下的“合理结果”，

是前人反复试错并寻找到的基本的“理

想状态”之经验综合，是这类艺术表现

的“黄金规律”。中国绘画重笔墨技巧，

这一技巧本质上包含对事物概括性的

取舍，包含从传统审美中衍生出的规范

和标准；而中国绘画的另一看重则是内

在的、精神上的，是意境、韵味、淡然和

由此延展出去的悠长回声。

当然，“程式化”所带来的问题也不

可忽视，即传统的力量可能太过“强大”

了，以至于后来人求新求变的个性表达

往往容易习惯于在规范性的范围内“局

部完成”，而缺乏力量移动和变幻这一

规范系统。是故，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

中国山水画，极富个性特点而又能被我

们的审美接受的其实并不多见。不过，

试图接续传统又寻求突破，为自己的作

品打上强烈的个人印记的画家们也一

直在不断尝试。

在笔墨技巧、色彩使用等诸方面，

李明久可以说是传统的，他深谙这一传

统的内部肌理并能熟练、充分而自如地

使用这一技巧，他有意地利用已被我们

传统所归纳、接受的规范性，让自己能

够进入这一审美体系之中。但他的着

力点又并不在此，他的突破更多地体现

在了别处：

与传统山水画中山峦叠嶂、强烈体

现的散点透视原则不同，与传统山水绘

画有意建造的峰回路转和它所带来的

曲折迂回不同，李明久的“雪域山水”往

往是“抻平了的局部”，有意将构图近景

化，因此在他的画作中你看不到远山、

近山和更近处的近景之间的交织分层，

看不到山路曲径的多层迂回——在这

点上，李明久冒险地做足了减法，他让

画面尽量多地照顾一个平面，一个略有

斜势的局部，而减去了以往山水画中有

意强调的“多层次”。妙就妙在，李明久

的冒险减少是经历了“深思熟虑”的，他

知道自己冒险的减法不能造成减弱，造

成美感和意韵的缺损，是故，他利用了

雪，利用雪的薄厚，覆盖与不能覆盖来

“重新组织”层次的丰富与画面的迂

回……2013年的《雪后》表现的是一个

局部，是积雪覆盖下的平原，从画面上

看那栋低矮的民房应算是其中的一个

“高处”，他所取下的景甚至比弘仁、倪

瓒或石涛的绘画“更为狭小”，但却不乏

层次和旷远感；2010年的《万峰雪色》

以数笔的寥寥勾勒“远山万峰”，但占据

核心画面的依然是山坡“一隅”，它依然

体现的是李明久的减法原则。

另一减法则是雪的使用，李明久计

白当黑，带来了雪域山水的崭新画法。

“雪”在这里有了更强的实体性，包括它

所占据的“空白”。在油画创作中，克劳

德·莫奈也曾有意地“虚实颠倒”，将光

看作是丰盈、充沛的实在物，而被光照

耀的日出、睡莲、教堂和麦秸垛则虚化

为呈现光的背景，这是了不得的创举，

而李明久的“雪”的画面运用与此也堪

类似。在以往的中国传统绘画中，“雪

景”是山水形体的“虚化补衬”，它依附

于山形、树形，并未以真正的实体样貌

得以体现，但在李明久的绘画中，它被

重视、强调，成为表现的重要组成和有

机体，而这有机体又是以减法的方式、

空白的方式来呈现出的。像2007年的

《雪国人家》、2008 年的《雪岭寒青》

等。这一方式，在一向看重充分利用空

白，以及利用空白所建造的意韵“言说”

的中国传统绘画而言也是“新变”，是

“未有”之延展。

在专注局部、做足画面层次的减法

之后，在“雪”的运用为山体皴擦做了减

法之后，李明久开始做“加法”，他或叠

加雪中的树，或叠加雪中的高杆植物

等，和以往中国山水画法中的树木叠加

不同，李明久的这一叠加有着强烈的个

人诉求：他有意让自己的叠加“疏朗地

布满”，让叠加布局于整个画面，而不是

以往绘画中的团簇方式，形成疏密对

比；他的叠加同样有轻重疏密和远近关

系，但李明久充分利用着“近景”并和近

景匹配，他的轻重、疏密、远近都是适度

而精心的，一边弱化对比性一边又从结

构关系中调整出来；他的叠加时有“重

色”，这种重色与雪的留白既构成对比

同时又将雪的留白有效地化为实体，成

为承担这种重色所带来的“重量感”的

独特部分。在这里，在言说李明久所做

的独特创造的同时我必须要再次强调

对艺术规范性的尊重和反复掂量的艺

术精心：无疑，李明久的“雪域山水”极

为独特，个人标识强烈、“独创性”明显，

然而它的每处变幻，每种个人的突破都

是反复掂量、反复试错和调整之后的结

果，始终保持着意外中的合理，保持着

对于艺术规范的熟谙和平衡把握。“每

当我打开明久的画集，或者看到他发表

在一些杂志上的画作时，便感到一种耳

目一新的喜悦；而且这种喜悦会经久不

衰。这就是说他的画作不仅使我耳目

一新，而且也使我耳目常新、百读不

厌。能够做到耳目一新固属不易，能够

做到使人耳目常新则更是难事。对一

个画家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后者。”画家

孙其峰曾如此评价。耳目常新，耐看耐

寻味，必须是突破了某些旧有困囿的同

时又暗合审美法度，有一种内在的艺术

平衡。

写下一隅、山坡或平原的“局部”，

李明久的雪域山水却属于“大画”。因

他会为这一隅或局部赋予惊人的旷

远、静寂和苍茫，使其自有一种雄浑而

透彻的力量穿透其中。譬如2008年的

《雪国冬日》、2009年的《佛境》、2013

年的《山居》等。这些作品取景不大，

但画面却大、气势却大、内在的力量却

大、意韵却大，李明久的这一赋予让他

的画生出了更强烈的“别样”。而2010

年的《冬日》，他又有意更“小”，减少了

树木和玉米杆等个人标识的存在，绘

下裸露的土地、田埂、衰草和积雪，这

些几乎是中国山水绘画的“最小景

致”，然而它们渗透出的依然是旷远，

是静寂与壮阔的苍茫。他懂得“小”与

“大”的辩证法，并将这一辩证法运用得

格外巧妙。

中国绘画强调“境”，即意境和情

境，以及由这境所传达出的意味、情感

和情绪，由这意味、情感和情绪所带来

和表达的人生思考、人生体悟。它既有

个人，也包含着共有。艺术家的个人赋

予使艺术进入化境和高格，并赋予独

特；而共有则是通过普遍的审美理解而

与读画者共同营造，唤起共鸣。在意境

的营造上，李明久写下了自己的体悟和

理解，通过绘画的语言传达给它的阅读

者，让他们一同进入，沉浸其中。在我

的阅读理解中，李明久画下的是一种

“旷境”，这种具有寒意的孤寂的气息并

非“雪景”所致，而是其更深处的蕴含所

带来的一种况味。“雪”的存在使他的绘

画中这一蕴含加重，“雪”是丰富而不是

主体，李明久绘画中的主体一直是“那

个孤独的个人”，尽管，“那个孤独的个

人”并不曾出现，连影子也不曾刻意留

下，但它的独立和独自及其背后的倔强

确实被表现了出来。

旷境、寒林、苍茫、“那个孤独的个

人”。由此判断李明久的绘画“寒气逼

人”却也不对，如果我们仔细体味，他的

这部分绘画的内部其实暗含了暖色，暗

含了交流的渴望，对有人来聆听的渴

望，因此上，他在绘画的某个局部会悄

然地注入些具有“烟火气”的存在，譬如

一栋隐藏在雪地中的房子，未曾收获和

伐尽的玉米秆，一头踩到雪堆里去的

牛，悬挂在门外的红灯，抑或一个走进

空旷和寒冷中的红衣人……正是这些

细节的存在，使李明久的绘画再次多出

了一重“反向”，一种欲言又止的渴念。

他的绘画于是在这些点上更获得了浑

厚的可能。

旷境寒林写苍茫旷境寒林写苍茫
————观李明久观李明久““雪域山水雪域山水””有感有感 □□李李 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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