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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描绘中华民族新史诗奋力描绘中华民族新史诗
——访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 □本报记者 路斐斐

2021年五一劳动节刚过，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就全力投入
到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中国美术
家协会组织的重大美术创作工程“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
术创作工程”和“二一”工程主题雕塑创作（5组）
的相关布展、布置工作中。做好这些工作，是“今
年中国美协的头等大事”，徐里说。近年来，作为
中国美协重大主题性创作工程及重要展览等工
作的参与者、见证者与推动者之一，他有哪些新
的观察与思考？日前在中国美协办公室，徐里接
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承担的建党百
年重大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日前已进入最后的
布展收官阶段。此次工程的创作规模之大、组织
工作之专业细致，在新中国美术史上都是一个壮
举。作为这项工程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可否请您
谈谈相关情况？

徐里：今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头等大事就是
要完成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和“二一”工
程主题雕塑创作这两个重大创作工程的最后收
尾工作。其中建党百年美术创作工程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国家第一次有组织地通过美术作品全
面完整地展示党的百年历史中各历史时期的重
要事件与重要人物的重要美术创作工程。整个
工程历时5年、涉及30多个省市区，有近3000
名作者通过全国征集跟邀请相结合的方式参与
到初期创作工程中来。通过对这些作者提交的
创作草稿进行初审评议，最终近300人进入复评
阶段，共创作了239件作品，复审后最终留下了
200件巨幅作品。这些作品将作为中国共产党
历史陈列馆党史馆的收藏，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期间展出。此次工程作为新中国历史上参与
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也最重要的美术创作工
程，在创作工程的动员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
出席并作重要讲话，这在新中国美术创作史上也
是第一次最高规格的动员，大家都备受鼓舞、深
受感动。

为做好这次组织创作工作，我们借鉴了以往
重大主题创作都专门成立创作指导委员会的经
验，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吸收了党史专家、军史专
家成为创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在初审后的创作
阶段，工程办公室先后组织30多名专家，历经半
年，赴全国10多个省市区200多个画家工作室
进行多轮审稿和帮带，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使
新老画家经过指点都能有所顿悟、启发和收获。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为几个重大主题创作精
心、反复地做了从选题到美术创作素材的大量

“翻译解读”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中央领导、中宣部领导、中国文联领导靠前指挥
把关，深入创作一线具体把关，成为打造重大主
题美术创作精品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证。特别
是在重大主题雕塑工程的生产创作中，专家与美
术家一起多次面对面，逐项逐事逐人深度研商创
作方案、选题内容、语言风格、尺寸材料，深入京
郊、河北、辽宁、浙江等地指导雕塑创作工作，把
创作指挥的“中军帐”直接开设在创作前沿的“第
一线”。去年5月份，成立了雕塑作品创作指导
组，先后3轮召开10多次会议，对每组雕塑的整
体形态，每个局部、事件及人物进行“拦网式”审
稿，总计提出近万条修改意见建议，为主题雕塑
等比例泥稿定稿发挥了专家指导的重要作用。

目前，这些美术创作与雕塑作品即将与广大
观众见面。百年苦难，百年辉煌，百年奋斗，百年
荣光。作为新时代的画家和文艺战线的工作者，
我深深感受到了用美术经典图述百年党史的参
与感、责任感与自豪感。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美术事业繁荣
发展，特别是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继承与创新方
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对此您有哪些思考？

徐里：自古以来，反映一个国家文化历史的
文艺创作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是文学，二就是美
术。美术创作的导向问题是事关文艺战线意识
形态领域建设的大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美协注重导向引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在传承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优长，从创
作形式上和内容理解上实现主题性美术创作的
创新创造，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同类题材创作中曾
出现过的标签化、表面化等问题。

在这些重点美术创作工程及重要展览中我

们已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除了这次建党美术
创作工程外，“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也是填补空白的一项重要工程。此外如“真理的
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创作”

“最美中国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主题美术创作”“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全军美术作品创作”等创作工程
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创作成果展出后被国家
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已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
分。今年，为了更好地接续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传
统，进一步推动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我们还新成
立了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作委员会，希望通
过相关工作，在新时代推动美术家更好地用美术
作品来表现中国的辉煌历史。

也因此，创作规模大、创作周期长就成为这
些工程的一个共同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在党的领
导下，我们依靠制度优势，能最广泛地动员全国
美术家及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参与完成一个重大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任务。通过这些长达三五年
乃至更长时间的美术创作与组织动员，我们可以
尽最大可能地集中一批优秀人才把我们国家历
史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那些值得去表现的、能够
给人民提供重要精神力量的重要历史事件及历
史人物，通过美术创作加以记录与反映，用美术
作品展现时代精神图谱。

对于这类题材的美术创作，组织评审的关键
与创作的难点首先表现在作品展现的历史内容
是否准确、真实。在此基础上还要看艺术家采取
的创作形式、技术技巧与画面的构图、艺术表现
力等是不是能跟作品表现的内容相吻合，是否能
精准、贴切并且有力地表现出创作的主题。比如
以五四运动为题材的美术创作，要看作者是否能
把当时的社会氛围、学生运动的气势、革命浪潮
带给人们的震撼表现出来，要看面画的力量、力
度够不够。当然，对于历史画而言，画面中每个
出现的人物还需要有清楚的交代，每个人物的性
格表现、代表元素等都不能出错，在历史画断代
问题方面，画家还需有历史学家的考据精神。比
如在红军题材的创作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
军的人物长相、着装特点、武器装备等就各不一
样，创作前需仔细研究了解历史，否则作品就会
失真。因此，相比其他题材创作，主题性历史题
材的美术创作难度更大。从选题确定、选题理解
与解读、创作培训、美术创作构思形成，到采风、
小稿、初稿、送审稿、终稿，至少有十几个关键环
节需要用心把握，创作者需在实战中去学、思、
悟、践、行。

另一方面，在推进这些创作工程的工作中也
切实地感受到，我们已迎来了创作历史画的一个
最佳时期。我们不仅创作产生了一大批精品力
作，拥有了一批正处于创作丰年的优秀美术家，
不少已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画家也显露出欣欣向
荣的创作气象。他们在美术创作的技术技巧，创
作的思想观念、表现手法及各种形式的语言表达
方面已比过去有了长足进步。曾经历史画的创
作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而今我们却可

以看到很多用现代艺术流派的、表现力很强的表
现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比如画红军“过草地”，
过去可能是表现“红、光、亮”，但今天我们的画家
可能会通过对“困难中的胜利”、“难以胜利”的胜
利等的表现，带来更真实、丰富、震撼的艺术感
染。艺术创作的丰富与多元体现出当代艺术家视
野的开阔与思想的日趋成熟，也督促我们更应最
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国美术家、美术工作者努
力参与主题性美术创作、奋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
诗的政治热情、爱党深情、爱国之情与工作激情。

记者：近年来，中国美协通过组织的一系列
重要创作与展览，在发现人才、引领创作潮流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当代美术界新人新作新
思想的呈现提供了重要展示平台，作为5年一届
的全国美展评委会主任，您有哪些新的发现？

徐里：是的，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在中国美协的组织和全国美术工作者的自发
创作下，我们共收集到战“疫”美术作品76,000
件，并从中遴选出近100件在国家博物馆进行了
展出。这些作品记录、反映了疫情发生以来，中
国人民如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众志
成城取得了抗疫的重大战略成果。疫情期间，全

社会涌现出众多感人事迹与模范人物，从优秀共
产党员、医护工作者到社区大妈、外卖小哥，从最
美逆行者到复工复学的各种生产劳作，中国人民
为抗疫展开的各种行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感人故事，在我们的美术创作中都有所体现，甚
至在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中国医护工作
者前往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帮助世界人民共同战

“疫”的情况在作品中也都有生动反映，这展现了
近年来我国美术家以人民为中心、紧跟时代的创
作导向，彰显了民族危难时期艺术作品凝聚民
心、提振士气的重要作用。

2020年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十三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暨第三届中国美术奖作品展也是对5
年来中国美术创作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展
示。这次展览主要在13个展区展示了13个大
画种、数万名作者的数万件创作，其中有的展区
还展出了年画、连环画、漫画等多个画种。在记
录时代、反映时代，发现人才、推出精品力作等方
面显示出全国美展的重要作用。联想起我自己
的创作经历，当年也是通过不断参加全国美展从
而被美术界发现并肯定的。

自从我调入中国美协并担任全国美展评委
会主任一职以来，我愈发感到，新世纪以来的中
国人越来越自信了。反映在美术创作中即是，美
术家在艺术表现的风格、内容及绘画语言的表达
等方面都体现出更多文化自信。美术界在推进
重要创作工程的同时，也解决了一直以来美术创
作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比如我们利用科技手段在
美协举办的展览中极大地解决了抄袭和重复作
品的问题，确立起靠真本事、硬功夫创作入会的
导向。在各类展览的参选作品中，我们也发现，
照抄照搬的作品变少了，充满模仿他人作品痕迹
的作品变少了，甚至在当代艺术的实验艺术、前
卫艺术领域我们也主动出击，引领艺术家们打了
一个翻身仗，令当代艺术中展现中国元素、中国
形象，体现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作品明显变
多。这些新时代的艺术创作中展现的新观念、新
表达体现出新一代美术工作者对历史新的认识
与思考，以往一些创作门类中出现的过度自由
化、娱乐化等倾向得到扭转，一些消极负面的、猎
奇的、标新立异、短视的作品明显变少。通过组
织创作与展览，我们让优秀的人才有了更多展示
与交流、碰撞的平台，起到了学术引领与导向作
用，同时通过这些平台，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的
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创作探索的道路上也变得
更加自信起来。

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85新潮”兴起，表现乡土、乡风的写实主义美术
创作等也开始流行起来，美术创作在民族化与向
西方学习的双重探索中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与
思考，这对当时青年创作者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
带来了哪些影响？

徐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打开国
门，西方几百年来的美术史和现当代思潮一齐涌
入进来，对当代中国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影
响。我所从事的油画创作作为一种外来画种，所

受影响尤甚。如何在更好地表现中国当下的同
时也找到自己独特的创作之路？中国美术界前
辈在民族化艺术创作道路方面的精神传承又激
发着我去探索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从中寻找艺术
创作的答案。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
“三进”西藏体验生活。期间对中国壁画、中国
画、民间绘画、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等各方面都做
了很多梳理学习工作。在西藏写生的过程中及
回来之后的美术创作中，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
考，同时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艺术创作要想真
正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表现方法和道路是非常
困难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各种尝试，更多的时候
是失败。寻找的过程是曲折的，只有在不断的失
败与尝试中才可能慢慢形成适合自己的表现手
法，然后再慢慢走向成熟。在此过程中我也认识
到，中国的美术创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美
术家就要在民族性、时代性和个性这三性的体现
与结合中去寻找。体现民族性需要研究历史，体
现时代性就要把握时代特色以及掌握当下技术
技巧的创新。同时，老一辈美术家的创作实践也
给了我很大启发。如徐悲鸿《愚公移山》中对民

间神话元素的表现；董希文在西藏用“中国线条”
创作的很多人物写生与风景画；又如赵无极、朱
德群等艺术家对中国宋代绘画的解构，对东方意
境的表现；再如吴冠中作品中大量的留白与点线
面的极致提炼，对勾线填色技法的运用等。他们
的创作对西方油画艺术进行创新改造，把更多的
中国元素融入作品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使自
己的绘画跟世界各国的画家拉开了一定距离。
在这些前辈画家的启发和个人努力下，画出了
1989年获奖的《天长地久》等一系列作品，并随

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探索与学习，使通过中
国文化的内涵来表现中国人精神的意识贯彻得
更加彻底了。

近年来，在我为大兴机场创作的油画《新辉
煌》中，这种创作观念就体现得更加典型。这幅
作品中，我用一个具象的表现高原雪山在阳光下
呈现金色光芒的那种神圣的、瞬间的人间仙境似
的画面，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思想表现出来了。“金山银山”对应着大
自然最美的景观，绿色又代表着一种蓬勃向上的
生命力。这样一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当年我在
西藏的亲身体验，也来自一个画家多年来对艺术
创作的深度思考。

记者：今年结合党史学习，您认为美术创作
走向经典的关键在哪里？

徐里：对于美术创作而言，其经典性与题材
选择无关、与创作时代无关，关键在于艺术家的
能力和创作水平，在于其作品能否代表一个时代
美术创作的特色与贡献。今年结合党史学习我
们可以看到，美术作品中表现党史的经典创作有
很多。从当年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南陈北
李”、“一大”红船，到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
题材，如《起航——中共一大会议》《转战陕北》
《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人民和总理》《夯歌》《脱
贫攻坚》《二一工程主题雕塑》等作品，均在不同
的时代背景、美术语境下，用具有经典性的美术
创作，着力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不同时
期、重要时间节点发生的重要事件及相关人物。
这些创作完成了从史料到史诗的升华，用美术作
品镌刻了百年来中华民族最深刻的历史记忆，绘
就了一部凝聚精神力量的视觉史诗。

在我看来，美术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
每个历史足迹的忠实记录者。用美术经典铭记
历史，不仅能让一个民族对抗遗忘，也有助于我
们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历史观，以正确认识和科
学评价党史、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旗
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美协坚定地配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
多个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了多个大型美术创作工
程和展览等，共产生优秀美术作品3000余件，其
中鸿篇巨制作品就有500余件，这些作品为国家
留下了记忆，其艺术价值需要经过历史的淘洗由
后人来评判。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富强起来，
中国人对中华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发展新中
国的革命文化的自信，对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实践的自信等，都在美术创作中有了
更多表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创造了伟大奇迹，
这是由英雄楷模以及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中
国人民共同铸就的。发现并表现这样的历史与
精神，表现民族的偶像、灵魂与价值观是艺术家
的责任与使命，也是美术创作走向经典的现实依
据与精神基础。

记者：今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并发表重要讲话，在美术界引起
强烈反响，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美术事业全面发
展，中国美协还有哪些重要的工作目标？

徐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术
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中国美术界的
重要任务。学习总书记的讲话，我们要牢牢把握其
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把学
习总书记在清华美院的重要讲话与学习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的其他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论述结合

起来，将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内容，切实武装头脑，推动工作。就当
前中国美协的重要工作而言，我们既
要围绕“政治工程、千年工程、精品工
程”的标准完成好重大主题雕塑组装
修整任务和建党百年美术创作工程，
同时还要围绕乡村振兴、城乡规划，做
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美术工作，
围绕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
际文化交流，做好以举办第九届北京
国际双年展为重点的对外美术交流工
作等。要采取最坚决、最有力的措施，
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对于中国美协来说，我们既是全
国文艺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一
支重要生力军，也是负有推动美术事
业蓬勃发展的行业组织；我们既要做
好组织服务工作，也要起到专业引领
的作用。1949年中国美协成立，70多
年来我们通过建立的会员制度、展览
制度等，通过我们的联络协调、服务、

管理、维权等工作，为全国的无论体制内还是体
制外，无论身处哪个工作岗位的美术家跟美术工
作者服务，为国家发现、培养并造就了许多优秀
的美术人才，遴选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留在了国
家艺术展览与收藏机构，使这些精神财富成为了
新的国家历史。

在推动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培养新人新作方
面，近年来我们也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比如
2018年我们专门成立了新文艺群体展览与推广
中心，帮助发现、培养、推介新文艺群体美术家，

至今共举办20多场展览及多场学术研讨会。同
时我们还在中国美协官网增设“青年美术家之
友”栏目等，为青年艺术家搭平台、建渠道、推作
品，着力做好青年美术工作者和新文艺群体的联
络服务工作。在加强文艺评论特别是美术评论方
面，我们也注重思想引领，通过组织相关的学术
交流活动、提供意见表达的平台等，号召广大美
术评论家、青年学者要多关注当代的重要问题与
重要现象，呼吁文艺评论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要
用新思想、新观念引领时代，提升文艺评论和艺
术创作的思想力。在推动具体画种的繁荣发展方
面，美协下设的26个艺术专业委员会近年来持
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一些传统的艺术门类的创
作得到发展，如连环画、水彩画、综合绘画材料等
近年来都发展较快，同时，如何创作出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精神、中国境界的作品又是各画种共
同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不断地推进这些专
业委员会及美协组织的各种重大艺术工程的创
作、评审展览工作，就是想更好地调动并集中当
代最优秀的一批美术人才，用丰富、多元的作品
来繁荣美术创作，把经典的美术作品留给国家、
留给后人。

访谈录

新辉煌（油画） 徐 里 作 天长地久（油画） 徐 里 作

徐 里

飞夺泸定桥（油画） 井士剑 郭健濂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