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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X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1980S

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
1980

郑胜天 (1938.1—) 别名郑圣天，出生中国，现居温哥华。华裔加拿大学者、策展人和艺术家。
1958 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曾任杭
州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圣地牙哥州立大学客座教授、梁洁华艺术
基金会秘书长。
自 2002 年起担任英文当代中国艺术学刊“YISHU”( 典藏国际版 ) 的总策划，兼任温哥华
当代亚洲艺术国际中心创会理事、温哥华美术馆亚洲馆总监、上海“艺术当代”编委。近年
策划的重要活动与展览有“江南 - 现代和当代华人艺术展览与国际学术研讨会”( 温哥华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艺术”( 温哥华，多伦多，温尼帕 )、“上海摩登”( 慕尼黑，基尔 )、
2004 上海双年展、
“中国生意”( 温哥华 )、
“转世”( 多伦多 )、
“艺术和中国革命”( 纽约 ) 等。

从中国油画的发展之路来看，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
义两条线索，其实都对 80 年代的中国艺术进行了
照应。但起初齐头并进的两条线索，在后来的时事
浮沉中经历了诸多变局，现实主义逐步成为主流，
现代主义则走向没落。
主讲人 / 郑胜天
整理 / 刘龙
Lecture Given by Zheng Shengtian
Edited by Liu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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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980s, Chinese oil painting is developed in two directions:
realism and modernism. However, through many changes in the
next decade, real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mainstream while
modernism has declined.

今天谈论 80 年代，我可以从我个

虽然 1952 年契氏体系已经进入了中国，但在 1955 年，苏联苏里柯夫美院教授

人的一些经历中开始说起。80 年代我

康斯但丁·麦法琪叶维奇·马克西莫夫被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执教于中央美院的“油

在美国游历后回到浙江美院任教，见证

画进修班”
，当时称为“马训班”
，却是对中国油画影响更加深远的事件。从这个班

了 85 新潮时的各种运动，包括“新空

培养出的艺术家名字我们就能很直观地知道这件“油画进修班”的影响力。靳尚谊、

间”展览等等。可能至今都有很多人觉

詹建俊、侯一民、秦征、魏传义、冯法祀、汪诚一、谌北新、王恤珠都出自这个班，

得 80 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全盘

所以这个班也有“院长班”别称。而后来的画家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陈逸飞、

西化的产物。但从中国油画的发展之路

刘小东等人的艺术都离不开马训班学员的精心培养。马克西莫夫影响中国半个世纪

来 看， 从 现 实 主 义 和 现 代 主 义 两 条 线

油画创作，影响一个国家美术史，中外都罕见。

索，其实都对 80 年代的中国艺术进行了
照应。但起初齐头并进的两条线索，在
后来的时事浮沉中经历了诸多变局，现
实主义逐步成为主流，现代主义则走向
没落。

强势的现实主义，没落的现代主义

马克西莫夫

朱德等领导人与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师生合影 1958

当时不仅苏联教授来到北京传授现实主义，中国也派了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
这批人后来成了现实主义的主力，全山石担任了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齐牧
冬和周本义分别成为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建系元老，邵大箴、奚
契斯恰科夫 Pavel Chistyakov

静之夫妇成为中国美术理论界的泰斗级人物，李天祥、肖峰、张华清和郭绍纲后来
曾分别成为中国美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的院长。

中国现实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契

现实主义的影响深远，不仅随后的文革期间，现实主义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甚至

斯恰科夫的“契氏体系”
。
“十月革命”后

到了 1980 年代初期，
最出名的一些作品包括罗中立的《父亲》
、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

苏维埃政权推行“革命现实主义”创作

等还是和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作品，其主流地位几乎延续至今。

原则，
“契氏体系”也成为了艺术教学的
“官方体系”
。1952 年，中央美术学院华
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与苏联美院学
生素描作业展后，
“契氏体系”被引入中
国，到 1955 年文化部召开全国素描教学
座谈会，向全国推荐介绍了“契氏体系”
。
时值举国上下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
的“先进体制与先进经验”
，
“契氏体系”
也顺理成章的也成为了中国艺术教育的
不二法则。其实“契氏体系”
（也有人
叫“全面因素素描”
）不过是艺术教学的
方法之一，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也不过
是艺术创作的方法之一。在中国出于某

罗中立 父亲 1980

陈丹青 西藏组画之一 1979-80

种目的需要，
“之一”后来变成了“一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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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的另一位旗帜性人物是林风眠。林风眠 20 世纪初到西方艺术之都巴黎

启蒙最初是从浙江美院开始的，重要人

去学习，目的在于吸引西方艺术文化的优长，带回中国。一方面使国人得以了解近

物包括倪贻德、林风眠、方干民等一批

代发达起来的西方文化 ；一方面使古老的中国艺术接受西方的刺激，重振创造力 ；

艺术家。

又一方面，是有志使新艺术思想与表现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以开创现代中

讲 起 倪 贻 德 先 生， 很 容 易 联 系 到
1932 年他与庞薰琴等人组织的决澜社，

国艺术。他自己的创作，也循着这个方向，以西潮沃土，探索中国艺术新生命的开
创之路。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徐悲鸿被奉为当时的主流，但林风眠依然如一只孤鸿，
在断断续续的教学生涯中，将现代主义的种子培育成材，他的学生，包括吴冠中、
赵无极、朱德群、苏天赐、席德进，事实上都用行动实践了他“调和中西艺术，创
造时代艺术”的理想。

倪贻德 (1901-1970)

决澜社应该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真正

林风眠 (1900-1991)

林风眠 卖菜 粉彩

自觉的现代主义社团，以表现新艺术形
式在 3 年间先后举办了四次画展，向当
时沉寂、庸俗、衰颓的画界构成了冲击。

还有一位与我切身相关的老师是方干民。他也是早期留法学习的艺术家，从他早

虽然决澜社后来解散了，但倪贻德先生

期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分鲜明的现代艺术痕迹。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国立艺

还是将现代主义的思想带入到浙江美院

专任教，他努力追求进步，甚至尝试改变画风，学习苏联历史画的风格，创作了《毛

的教学中，让现代主义在中国得以生根

主席和斯大林》等画像，还给南京军事学院创作了一些作品。他主观上积极想向社会

发芽。但很遗憾，在文革初期，倪贻德

现实靠拢，可悲的是方干民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积极表现都未得到承认。文革中他受

先生便遭迫害去世了。

尽红卫兵的虐待和侮辱，他朝向写实画风的努力也只是得到更尖刻的嘲笑。有幸方先
生熬过了文革十年的磨难，不像倪先生在文革早期就去世了。我们从他晚年的风景写
生中，还能体会到现代主义的余韵。

方干民

倪贻德 风景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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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民中山先生授嘱图 油画 1936

倪贻德、林风眠和方干民是现代主
义老一辈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其他值
得关注的还有吴大羽、关良、庞薰琹、
常书鸿、张光宇、刘海粟、奚静之、胡
善馀、秦宣夫、周碧初、关紫蓝等一大
批的受现代主义影响的艺术家。作为忍
辱负重的一代人，他们已经离开人世，
他们遗留的作品慢慢开始在市场上得到

毛主席会见万徒勒里夫妇

重视。但是我们对他们现代主义的探索，

1953 年起智利艺术家万徒勒里作为亚太和会副秘书长
长期住在北京，曾为和大办事处创作大幅油画

和艺术成就直到现在也没有展开充分的
研究和承认。二十世纪艺术史上“没落
的现代派”
，其地位应该获得改变。

动了智利和中国建交，智利也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不仅如此，他还是
一个艺术家，他曾在美院展览馆展出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是 1962 年他应切
格瓦拉（Che Guevara）的邀请到哈瓦那去创作的《西恩富戈斯》的壁画手稿，
这个壁

隐藏的历史
中国现代主义中的外国艺术家
这里我想提一下我的老师董希文，
我是 1961 年到中央美院学习，当时董希
文是我的老师，董希文的老师是方干民，
所以我觉得现代主义的传承在中国没有
中断。通过董先生以及很多同辈艺术家
的努力，现代主义的影响也被继承了下
来。但在中国艺术家之外，一些外国艺
术家因为机缘巧合起到了传承中国现代
主义血脉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智利的何
赛·万徒勒里（JoseVenturelli）
，1952 年
他到北京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大
会，会议后，他作为副秘书长留在中国，
一住就住了十几年。他是个政治家，社
会活动家，后来参加了和大的活动，推

画现在还保存在哈瓦那。
当时美协举行了讨论会，北京很多美院去参加，特别是工艺美院，张仃副院长
带领一批老师学生去参加座谈会，据袁运甫回忆 ：
“我清楚地记得 60 年代初，万徒
勒里的壁画在美协展出时，我们很受震动”
。张仃在会上动情地发言 ：
“他语言壁画
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肯定会在我们国家绘画的宗教壁画传统之后而再度兴起并发扬
光大，但他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壁画形式”
。万徒勒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所以当时
参加会议的工艺美院师生专门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叫《复兴中国壁画的建议书》
。
当时就是将万徒勒里当做一个把革命的艺术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一个模范。
万徒勒里虽然是外国人，但在中国居住活动很长时间，他的献身说法，对当时
和后来的中国艺术家都有直接的影响，也深刻地刻入了当代的集体记忆。作家铁凝
曾经称万徒勒里的作品是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结合，黄燎原也说 ：
“聂鲁达是我最热爱
的诗人，给他做插图的万徒勒里也成了我第一个热爱的版画家”
，2005 年 10 月在中
国美术馆给万徒勒里的壁画展，我们应该从美术史的角度重新评价万徒勒里对中国
当代艺术的影响。
另外对中国很有影响的还有墨西哥。1956 年在北京上海都举办过盛大的墨西哥
展览，一个是绘画一个是版画展览，因为在 1955 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想要在外交
上打开被孤立的局面，特别是要发展和亚非拉美国家的关系，所以 1955 年后，中国
举行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艺术的展览。墨西哥是最大规模的，
当时展览了几百幅作品，
周恩来总理也曾去参观。这个展览对中国影响很大，现在去访问老一辈的比如袁运
生那一代人，大多数人对这个展览记忆犹新，并对他们的艺术生涯起到了影响。
除了作品，墨西哥艺术家在那段时间也有些人访问中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西盖罗斯
（David Alfaro Siqueiros）
，
西盖罗斯曾经做过墨西哥共产党的书记，
也是非常
出色的壁画家，他在 1956 年之后和夫人来到中国，参观了很多展览和机构，还专门
去了云冈石窟。西盖罗斯到中国后还与中国艺术家做了一个座谈会，他认为中国盲
目的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一定合适。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学习，
而且他说应该向一切过去的历史流派来借鉴来创作新的革命时代的艺术。西盖罗斯
当时的观点由后来美协用内部文件形式印发给大家，成为当时很重要的资料，在师
生间传阅。像董希文先生就非常推崇墨西哥壁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提到中国的艺
术应该走民族化、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三化结合起来。他的观念和墨西哥壁画
运动的方向完全吻合。
此外还有罗马尼亚的画家博巴
（Eugen Popa）
，
他曾经在 1961 到 1963 年通过中罗

董希文（1914-1973）哈萨克牧羊女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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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个特殊的文化协定，让当时的浙江美院成为一块“飞地”
，在那里可以进行现
代主义的实验，所以博巴在那两年，教出了一批各院校的老师。我将博巴称为一
个能够连续中国现代主义文脉的人，比如后来杭州有他的学生，金易德、徐平原
老师，他们的学生又是张培力、王广义、耿建翌。另外一位博巴的学生夏培耀回
到四川美院担任了系主任，四川美院在 80 年代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油画家也不是
偶然。
除了国外艺术家来中国教学外，还有少量的学生在 50、60 年代被送往东德、

1956 年 7 月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的大型绘画和
版画展览在北京开幕。
展出 138 幅油画及 258 幅版画。

捷克这些东欧国家学习，他们学到的技术思想和苏联的有所不同，我这里介绍三
位。第一位是梁运清，他是董希文的助教，也是我的老师。他在东德学壁画时首次
把欧洲的壁画制作技法介绍到国内，对教学贡献很大。另一位是舒传曦，1955 年
从华中艺专毕业后，他被派到东德的莱比锡艺术学院学习版画，回国以后在浙江美
院版画系任教，他的素描完全不同于苏式，不画明暗重结构，强调分析理解，这
种方法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法，影响到很多院校。还有一位是全显光，他早年从
云南贫困的家庭单枪匹马来到鲁美，后来被派到莱比锡艺术学院，回国后先被分
到中央美院版画系以及后来的鲁美执教。他不仅在教学上有广泛贡献，还是一位
出色的发明家，有很多产品创新，是很有成就的老师。上海大学的一位学者王新
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新中国艺术教育中的德国学派研究》
，他在文章中写德国学
派是将中国艺术传统在教育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流派，他们的教育体系体现了融
创中西的理论，尤其是前者，在新中国苏式教学一统天下的情景，打开了符合艺
术本真的广阔的教学空间，为艺术教育提出了可能性。国内现在有些学者愿意研
究苏式以外的，从东欧来，或者其他国家来的艺术家。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
方面。
文革结束后，第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运动就是壁画引发的，所以这也是跟

1957 年出版的展览作品选，并刊载墨西哥全国艺
术阵线主席阿奎列的文章《墨西哥绘画运动》

我们刚才介绍的 50、60 年代墨西哥壁画影响相关的，当时还发生了一个重要事
件，张仃院长在北京新的国际机场创作了壁画，那些壁画无论风格题材都突破
了现实主义的框架，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袁运生《泼水节》
，生命的赞礼，在社会

两国的文化协定，到中国美院办了一个

上引起争议，非常有影响。袁运生无论写作访谈都反复提到墨西哥壁画对他的

短期油画训练班。这个油训班恰恰和 50

影响。

年代的“马训班”遥相呼应。因为“马
训班”影响很大，文化部决定进行第二
次苏联画家的训练班，流程都已经订好
了，各个院校都选拔，但正在筹备期间
中苏断交了，切断了一切文化科学技术
的联系。所以文化部就从其他的东欧国
家挑选艺术家，当时中国和罗马尼亚有
文化协定，所以就从罗马尼亚邀请了博
巴到中国访问。地点设在杭州，这是考
虑到博巴的风格比较现代，不太适合放
在北京。
当时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潮
流，艺术形式上也以现实主义为主，所
以 无 论 从 教 学 大 纲， 还 是 创 作 方 法 都
不 可 能 有 现 代 主 义 的 机 会。 但 就 是 这
博巴曾为潘天寿画像

罗马尼亚艺术家博巴于 1961-1963 年在浙江美术学
院举办油画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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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因为资料缺乏而十分欠缺，我们的美术史只能讲到印象派。
我就请了凡罗斯科到杭州来做为期一个月的讲座，讲西方现代主义。他为了中国的
这次讲学做了非常丰富的准备。我们专门邀请了全国各个院校的老师来参加培训班，
所以前几年费大为在 UCCA 做的对 85 的回顾曾经把这个事件给列做 85 期间很重要的
事件，因为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对西方当代艺术的讲座。

袁运生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1980 年代的西方当代艺术家在中国
随 着 改 革 开 放， 西 方 的 当 代 艺 术
开始进入中国。一些西方学者曾经认为
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在改革开放后完全受
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但这个说法比较片
面，这是我刚刚为何要提现实主义和现
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实际上中国
当代艺术是在这两条脉络的基础上成长

劳生柏于 1992 年访问中国

起来的，西方当代艺术的语境不过是激

1985 年凡罗斯科教授
（Roman Verostko）
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西方现代
艺术系列讲座

发他们的一个诱因。在上世纪 80 年代
初，有一些西方当代艺术家开始进入中
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84 年来北京的
劳森伯格
（Robert Rauschenberg）
，
他在中
国美术馆举行了他的个展，是他国际巡
回展中的一站。当时这个展览对中国当
代艺术家影响很大，主要是他们看到当
代艺术的媒介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绘画，
而应该去突破，去使用装置和现成品。
劳森伯格的展览给了大家一个面对面的
启示。
还有一些艺术家来过中国，比如大
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
，南西·格
蕾丝（nancy grace）
，
很多西方有名的艺
术家都曾来到中国，但是他们没有留下
详细的纪录。更加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安
迪·沃霍尔（Andy Warhol）于 1982 年来
到中国。沃霍尔到北京大约呆了 3 天，

安迪沃荷于 1982 年访问中国

随身带了一个摄影师，留了很多照片，
但是关于访问的资料非常少，也没有北
京艺术家和他见过面。

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活动就是赵无极的学习班，大约是罗斯科教授之后。

此外，比较有影响的倒是有两个活

赵无极是中国美院毕业出去的，所以他一直有心愿能回到杭州来教学。1985 年在美

动。一个是 80 年代在杭州举行的，
凡·罗

院的邀请下赵无极回来办油画学习班。短期训练班在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形式，但是

斯科
（Roman Verostko）
对现代艺术史的

很有效果，赵无极的这个学习班，也从各个院校请来一些老师，当时湖北就派了尚扬，

讲座。当时我 1983 年从美国回来，发现

他们来到杭州等赵无极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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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讲堂

Guardian Lecture

黄山会议来自杭州的与会者和栗宪庭、廖雯 1988 年

“新空间展”
，展出了一些作品包括手术椅这样很重要的作品。美院出去的学生，比
1985 年赵无极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绘画讲习班

如黄永砯在外地非常活跃，
参加了各种社团活动，
这样就慢慢形成后来我们称之为
“85
运动”的一个潮流，当然我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经历，在上海、南京、西南、北方

当时我担任油画系的主任，负责这

都有相应的不同的活动萌发，也有很多展览出现。1988 年高明路、栗宪庭在黄山组

个班，可是赵无极一到学校听说要教这

织了现代艺术的研讨会，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头一次聚集在一起，这个会议主要成就

批老师就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老师的思

是筹划了第二年的“89 现代艺术大展”
，所以 80 年代的整个形势和面貌不是突然发

想和风格已经比较定型，比较难接受新

生的。

的事物，教起来效果不好。当时情况很

栗宪庭曾在一个访谈时说到 ：
“80 年代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一定程

为难，后来我想出来一个方法，就是把

度我也同意。因为有理想主义是其中一部分人，但大多数人只是对现实做出自发的

我当时教的一班学生混进去，组成了一

反馈，他们都有改变的要求，除了年轻前卫的，包括传统水墨的画家大家都在这个

个混合的班级，既有老师又有学生，赵

时代有改革的要求，如果要对 80 年代做一个概括，我倒可以借用现在流行的一个名

无极同意了。所以这个班变得非常大，

词，我觉得 80 年代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年代，我觉得上世纪 50、80 年代是充满正

除了各个院校的老师，还有浙江美院 85

能量的，80 年代的正能量，表现在人们的怀疑和叛逆。争议和辩论，投入和专注，

届的学生，像耿建翌魏光庆都是这一班

希望和追求，正是这些能量在空间中的流动，让那个时代非常具有活力，我以为这

的学生。赵无极学习班最大的影响在于，

才是 1985 年回顾的最重要的价值。

头一次在美院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教学方
法来传授绘画理念和手段。赵无极虽然
教的不是抽象画，但他切入的角度以及
他的观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当
时的校园内外，都是非常震撼。
当时在杭州为了传递更多的信息，
我们还出版了一份刊物，叫《世界美术
信息》
，经常把国外的信息带过来。当时
在杭州 85 前后，整个气氛比较活跃，像
张培力、宋陵组织的一个“池社”
，借美
院展览馆举办的相当大的一个展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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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浙江世界美术研究会出版
《世界美术信息》

中国美术馆举行现代艺术展 198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