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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多多制作些报道
画，报章杂志也可以多多
采用一些报道画，使报道
画能够发挥应有的力量。
”
（胡考：
《报道画》，
《华商
报》，1941 年 12 月 3 日）胡
考所论不仅是
“报道画”
与
社会的关系问题，也说明
了
“画自己”
在大时代中的社会基础。
而不管是
“报道
画”，还是“报告文学”等，这些文艺的方式在一个大
的时代中的作用和意义，经由这些艺术家的表现而
呈现出来，
所显现的正是叶浅予所认识到的
“画家的
职责”
。
当逃离香港的文化名人中的画家重新聚首桂林
时，1942 年 12 月在桂林举办了让人们刮目相看的
“香港的受难”画展。参加的画家有盛此君、新波、杨
秋人、温涛、郁风、特伟六人。接着该展又于 1943 年
在重庆举行，
并增加了叶浅予、丁聪、林仰峥三人。
通
过展览进一步扩大了“画自己”的社会影响，更显现
了难能可贵的“画家的职责”。如此又可以连接到叶
浅予 1946 年访美的所见，这种“画自己”
的艺术方式
在那个时代像电影纪录片一样，表现了以画家的眼
光所见的社会现实，
也展露了
“画家的职责”
。
“画自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和社会的历史回顾。
1987 年，丁聪画了《东江百日杂忆》漫画组画（深圳
美术馆藏），回顾了“我们一批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
□ 在共产党组织的安排下，经过‘东江纵队’
（即今深圳
宝安地区）向桂林转移。因战争原因道路不好走，在
‘东江纵队’整整待了 100 天，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这就是我后来画的‘东江纵队 100 天’组画中的情
况。”由此，
“画自己”也就成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形象
记录，
弥补了缺少影像资料的遗憾。
当事情过去了近 80 年，我们今天重新回首这一
历史事件时，
尽管其中的文化名人都已经作古，
但他
们的遭遇、他们的磨难，
以及他们乐观地对待人生的
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艺术的方式参与社会现实
给予我们今天以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艺术不能离开
社会和现实，不能失去“画家的职责”。虽然是“画自
己”
，
也应该和社会以及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不
是那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上世纪 40 年代初叶浅
予、丁聪等画家
“画自己”
的表现，
正成为我们今天的
镜鉴。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
也不管量子是如何的叠加
与缠绕，今天的我们都很难把自己隔绝于社会的发
展之外，
除非生活在太空（而今天的太空生活也在受
地球人控制）。
因此，
今天如何用艺术反映社会、服务
社会，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服务于社会的关怀之
中，
表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而不是那种一己
的、事不关己的。
我想这正是今天我们来看
“画自己”
的另外一方面的意义。
当然，
通过这些
“画自己”
的作
品来审视这一场大营救的历史，就能够了解到那些
文化人之所以在那个时代选择跟着共产党走的原
因，
因为他们在危难中见到了真情。
面对老一辈画家的“画自己”，今天的美术家是
否能够用“画自己”的方式来记录这个新时代，为后
人报道这个新时代，
则是美术家们需要思量的。
美术
家面对今天所生活的时代，
画自己的境遇和想法，
画
自己的所见所闻，同样是这个时代中用艺术表现时代的方式
之一。
而这个
“画自己”
并不是那种自我的表现，
而是一种时代
的
“报道画”
，
是与时代关联的一种表现。
相信这种形式如果运
用恰当，那么，人们会在这些时代的报道中感悟到艺术的力
量，
并为多样化的艺术发展增加一个特别的品种。
尽管今天的和平已经没有了大营救中的苦难以及不幸遭
遇，更没有叶浅予和丁聪等笔下描绘的那个时代的不堪。可
是，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历史告诉我们，
只有国家强大，
国家才
不会受到外来侵略，人民才不会生灵涂炭。因此，建设好自己
的国家，用艺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这仍是 21 世纪中
国艺术的发展方向。

恽逸群同志曾多次在草寮的空地上给大家讲“蒋家王朝”
有一次转移住址，领路的是个“小鬼”，不知他从哪里找到
的丑闻，内容生动而且形象，似乎他讲的每桩事情，都是他亲眼 一把二胡，乐得他一路走一路拉，不成曲调的琴声，不停地“伴
目睹的。
（丁聪《东江百日杂忆》，
组画）
奏”着那一次的行程。
（丁聪《东江百日杂忆》，
组画）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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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美术作品中的军人形象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
期期精彩！

精彩阅读·2021 年第八期要目

□黄丹麾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中国发展进程
中的一个鲜明坐标。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笔者拟
对美术作品中的人民军队形象予以盘点解析。
建党与建军关系密切，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第一次大革
命失败后，认识到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掌握
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因此，1927 年 8 月 1 日，以周恩
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
伐部队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
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
开始。新中国成立后，
“八一”这一天即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建军节。
美术作品中的军人形象从广义上讲，
就是表现鸦片战争
以来在民族解放和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形象的红色美术作
品。从狭义上说，是指自 1921 年以来至当下，反映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事斗争题材的美术作品，
主要包括红军题
材、八路军题材、新四军题材、解放军题材、志愿军题材、东北
抗联题材等美术作品。
红军题材美术作品。
“红军”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简称，
是中
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也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前身。1927 年，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农民政
府大门两旁的对联出现了
“红军”
字样，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次用
“红军”
一词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1928 年 5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
正式定名为红军，
1930 年后，
又逐渐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一
种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之血脉，红
军题材美术作品讴歌红军精神，
在美术史上留下了很多优秀
作品。潘鹤的《艰苦岁月》
（雕塑，1956 年）、黎冰鸿的《南昌起
义》
（画稿，油画，1957 年）、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
（油
画，1960 年）、蔡亮的《贫农的儿子》
（油画，1964 年）、高泉的
《毛主席在连队建党》、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
（油画，
1987 年）、沈尧伊的《遵义会议》
（油画，
2006 年）等。
由画家沈尧伊于 2006 年创作的油画《遵义会议》，是一
幅大型革命历史画，
画家在该作中真实地描绘了会议场景和
20 位参加会议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他们均面色凝重、表情严
峻。博古是总负责人，位于主席台，周恩来、毛泽东站在他的
前方，
王稼祥当时生病了，
躺在一把躺椅上，
李德正坐在门口
生气。画家刻画的每个人姿态、位置都有历史依据，环境、人
物及其组合都极为合理。该作得到美术界的一致好评，被誉
为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画的力作。
八路军题材美术作品。
1937 年 8 月 22 日，根据中共中央
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
主力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简称“八路军”，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力量，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1937 年 9 月 11 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
将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
第十八集团军，
但
“八路军”
的称呼仍被沿用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表现八路军题材的美术作品很多，
蔡亮
的《延安火炬》
（油画，1959 年），汤小铭的《满腔热忱》
（油
画，1974 年），杜键、高亚光、苏高礼的《太行山上》
（油画，
1981~1984 年），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
（中国画，
1984 年），王利军、王聪的《火红的歌谣》
（中国画，2000 年），
王孟奇的《吃小米饭缴三八枪》
（中国画，2005 年），全山石、
翁诞宪的《义勇军进行曲》
（油画，2009 年），杜滋龄的《张思
德同志》
（中国画，
2011 年）等都是这类题材中的佳作。
《太行铁壁》借助传统国画技法与当代壁画表现手段，
充
分表现出中国军民以坚不可摧的斗志同仇敌忾、共御外辱的
革命风范。该作描绘的军民形象既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
领，又有众多普通将士和民众。作者采用了将颇具个性风采
的人物造型与太行山势融为一体的艺术手法，
于壁立千仞的
山脉中勾勒众多可歌可泣的典型形象。朱德、彭德怀等高级
将领和众多无名英雄汇合在一起，
和高耸巍峨的太行山同化
为刚强挺拔的抗战
“长城”
，
构建出一种不是浮雕胜似浮雕的
美学意境。在这种纪念碑式的构图中，人物依山就势地纵向
组合成错落有致的行列，
横向间又彼此遥相呼应、关联密切。
画面中，朱德处于中心，其形体于挺括之间尽显质朴平实的
风格特征。立于他身前的是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均侧向
左前方，从邓小平紧闭的双唇和左手插于裤袋的姿态，可见
其内心的强大和坚韧。彭德怀脚下则踏着一块巨石，表现出
其伟岸高大的形象。这幅画融合中西绘画技巧，将写实造型
手法、传统水墨写意与立体主义语言有机统一，成为太行军
民抗日的丰碑。
新四军题材美术作品。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
“新四军”，这支部队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战斗序列，是第二次
国共合作期间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
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也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前身之一。表现新四军的美术作品中，令人印象深
刻的有杨涵的《军民一家》
（版画，1946 年）、张祖英的《创业
艰难百战多》
（油画，1976 年），徐芒耀、来源、李煜明、何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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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燃情岁月（散文）……………… 吴光辉 升腾而起的都是尘埃（组诗）………… 吴开展
家住金融街（散文）…………………… 姜 华 金字塔（组诗）………………………… 缪克构
灯，
绽放夜的花朵（散文） …………… 冷 冰 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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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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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学创作

陈履生

“画自己”不同于画他人，也不同于画他人之外
的社会。
“画自己”
是一种特别的反映社会的方式，
也
是画家在特殊时代中为艺术、为人生的一种特别态
度，更是那个时代中的一篇特殊的社会报道。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日寇的侵略，国民生
灵涂炭与奋起抗争、浴血奋战，谱写了中华民族现代
历史上伟大的抗战诗篇。抗战时期有一大批文化名
人避祸到香港，他们的到来也为后来香港文艺的繁
荣奠定了基础。可是，随着日本人占据香港，这批文
化人面临着生存危机。
其中有 800 多位文化名人、民
主人士及其家属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以及所领导的
游击队的帮助下撤离香港，这就是在当时有着重要
影响的文化大营救事件。当时的中南局书记周恩来
于 1941 年 5 月 7 日在致廖承志的电文中说：
“ 毛主
席告诉我们要重视这支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因为他
们正是群众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和歌颂者。”
叶浅予在
其“自传”
中说：
“香港自 1939 年起已经是一个孤岛，
日寇占领香港，对中国来说影响不大，
不过大批文化
人被困在香港，这个打击却不小”
（
《叶浅予自传——
细数沧桑记流年》）。因此，茅盾先生称其为“抗战以
来（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显然，
如果没有这批文化人参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与
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成就将大打折扣。
“假如你在香港失守以后，还没有办法脱险出
来，不仅看见活市变成死市的气象，而且还会领略到
对于那些自称‘胜利者’的敌人种种骄傲、残暴的姿
态，和那些得意忘形，左臂上缠着一块红圈白布做着
敌人的向导的那种
‘英雄’
的脸谱”
（黄新波:《灵魂的
鞭挞》，叶浅予编《奎宁君奇遇记》
）。
围绕着这一重大事件，与这次撤离关联的一批
画家在此间和此后创作了一批作品，揭露了日寇在
香港的暴行，
也表现了他们在香港的蒙难，
以及反映
了大营救和撤离的过程。
当这些作品于 1942 年第一
次在桂林展出的时候，让人们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独
特社会意义。因为这些作品和整个抗战结合在了一
起。而基于此的创作则一直延续到 1987 年，丁聪先
生创作了《东江游击区百日杂忆》
（10 幅），它和叶浅
予先生 1942 年所画的《逃出香港》组画中的“沙田野
宿”
“避难山村”
“强被拉”
“化装过关”
等，构成了蒙难
与脱险的全过程，可以说这是由当事人创作的一部
图像化的历史，而
“画自己”
也表现出了不同于
“画其
他”
的重要意义。
早在 1941 年 11 月，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
前一个月，叶浅予从重庆回到香港。在这里，他滋生
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
式，在土纸上用墨画成了 200 多幅记录所见所闻的
“重庆行”。这是他在大后方的生活实录，他说“住在
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而在叶浅予看来，
“都是生活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
毫无反应，
未免
有失画家的职责”。
这是
“画自己”
的核心价值观——
面对大时代的
“画家的职责”
。
所以，他把这批画带到
了香港，首先得到了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引起了出版
者的注意。他认为既可以办展览，又可以印刷出版，
以“一新港人耳目”。如此也就引发了后来他用这样
的方法记录了在香港磨难、脱险的过程，这就是他的
《逃出香港》组画。这套组画直接记录了日寇的暴行
及他自己的种种遭遇。
毫无疑问，这些关联到个人行为的画，
虽然画的是个人的
遭遇和经历，
却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背景，
也是整个事件
中文化人集体写照的缩影。
当画面落实到具体事件中，
每一幅
画面所反映的事件的具体细节都关联到一些特别的内容，非
当事人所能想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与这一事件关联的
“画自
己”，正如同当年所论的“报道画”那样，有着独特的价值以及
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影响。
“ 报道画是接近报告文学的一种绘
画，今天这个时代中，此类绘画理应发达，特别是抗战中的中
国。
“
”报道画犹之报告文学煽动能力一定特别强。
从而宣传上
的效果也一定直接些，所以我个人盼望作家和美术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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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铁壁》
（中国画）

王迎春

杨力舟 作

浩的《新四军车桥之役》
（油画，2009 年），肖峰的《芦苇丛中
任我行》
（油画，
2015 年）等。
创作于改革开放前夕的《创业艰难百战多》是描绘陈毅
元帅的经典肖像作品。画面中陈毅面容严肃、刚毅、自信，手
拿望远镜，正在阵地前巡视，表现了陈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
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展示了艺术家成熟而具有个性
的绘画语言，该作不仅是张祖英早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也
成为了我国肖像画创作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解放军题材美术作品。
“解放军”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简
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 中国人民解放
军”称谓最早出现在 1946 年，直到 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央
军委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
团以上各
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从此，
“ 中国人民解放
军”
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表现解放军的美术作品不胜枚举，
比较典型的有刘开渠
的《胜利渡江》
（雕塑，1949 年~1958 年），吴强年的《雷锋》
（版画，1963 年），陈逸飞、魏景山的《占领总统府》
（油画，
1977 年），骆根兴的《西部年代》
（油彩画，2001 年），周补田
的《护航亚丁湾》
（油画，2015 年），许杨、廉南宁的《辽宁号航
母》
（油画，
2019 年）等都是其中佳作。
《占领总统府》描绘了攻占总统府的瞬间壮丽场面。
该作
以三角形构图诠释了解放南京时
“天翻地覆”
的历史场面，
整
幅油画采取俯视角度，
将视点集中在那名胸挂冲锋枪的升旗
战士和那面冉冉上升、迎风飘扬的红旗上。这件作品蕴含着
一股向上喷涌的力量，
让观者似乎置身于汹涌澎湃的历史现
场。
《占领总统府》采用了视平线较高、视野较大的俯视角度
来描绘宏大历史事件，
这也成就了它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
经典地位。
志愿军题材美术作品。志愿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简
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月期间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中国方面部队。这类作品中，蒋兆
和的《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
（国画，1953 年），何孔德
的《出击之前》
（油画，1963 年），郑洪流的《跨过鸭绿江》
（油
画，1977 年），孙国岐的《邱少云》
（油画，1982 年），高虹的
《祖国永远怀念你们》
（油画，1984 年）等都是其中的上乘之
作。作品《出击之前》通过粗放有力的笔触及浓重纯正的色
彩，刻画了守候在防空洞中、随时等待出击的志愿军战士形
象。强烈的光感和洞口上方扑簌掉下的松土，使画面静中有
动，
进而渲染出激战前的紧张气氛。
东北抗联题材美术作品。
东北抗联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简
称，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
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它在 1931 年至
1945 年参加抗战期间，其高级将领皆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担
任，
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
表现东北抗联的美术作品也很多，贺中令的《白山魂》
（雕塑，1984 年），胡悌麟、贾涤非的《杨靖宇将军》
（油画，
1984 年），李武的《赵尚志》
（油画，2015 年）等是这类题材中
的代表。
《杨靖宇将军》表现描画了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的
瞬间情节，表现了杨靖宇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爱国主义
情怀。
《赵尚志》则以较为写实的手法描画赵尚志将军夜间
坐在屋中抽烟的场景，表现出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英
雄主义气概。
综观这些军队题材的美术作品，
它们以美术图像展示人
民军队的历史，实现军史与美术史的有机统一。美术家用艺
术作品将人民军队的建立、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加以真实、
生动的展现，让观众通过美术作品更加了解人民军队的历
史，在美术图像的欣赏过程中找寻那份真情，感念人民军队
为共和国做出的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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