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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讯》是我们协会的一个重要交流与分享的平台，感谢投稿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

间分享个人的创作和教学的心得体会与发展故事.更感谢所有会员们一如既往的支

持，浏览和参与。本期《通讯》出版于是在疫情之下，它有着特出的意义和内容。

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和各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这期《通讯》有会员们的分享和感

悟，董事会和执委会的工作总结，更有对协会未来发展的展望和具体事宜。本期还

集中了一个组文献，回顾了我们协会的发展史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希望阅读并

为今后《通讯》的内容和形式提出建议。执委会在此不胜感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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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 我们于2013年11月28日正式成立全美华人美术教授

协会，现在我们自豪的告诉大家，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已经

成功地从“正名、安家、办实事”的方针开始， 成功走上专

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轨道，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努力！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是北美华人高等美术教育界的一个非盈

利的学术组织，是一个通过新泽西州和联邦政府注册和正式认

可的美术教授组织， 也是为协会成员提供分享艺术创作和艺术

教学经验的平台、促进中美高等艺术教育的交流、提升全美华

人美术教授在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组织。

七年来， 协会历任4届执行委员会。我们衷心感谢由丛志远、

龚嘉伟、余震谷和董伟担任的历届执委会主席和代理主席， 感

谢执行委员会委员们：段炼、关志民、张宗帆、李倩、王丽

华、杨能强、傅韵雪、王培力、恽子奇为我们协会的辛勤付出

和杰出贡献！在此我还要特别提出和感谢我们的元老级会员，

我们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筹备委员会共同主席谭莹、汪伊达

和委员恽子奇、关志民和陈伟豪教授。感谢他们不计较个人得

失，能上能下，自甘退到幕后全力帮助扶植我们新的组织。

我们要特别感谢林洁辉女士和严欣铠先生，他们不仅仅是美东

社区的华人领袖，也是我们协会最坚定的支持者和赞助人，七

年来他们不仅参加我们的的各项活动，而且赞助我们协会共 

$22,400。我们还要特别感谢Jenny Chen，中华文化基金会武

晓英对我们的慷慨捐助！ 7年来，我们协会共收到私人直接赞

助28,400美元； 收到威廉帕特森大学中国艺术中心，纽约亚洲

文化中心， 纽约中国艺术画廊， 贵州民族大学，威斯康星大

学， 西俄勒冈大学，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公司等对我们项目间接

赞助148,000多美元。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朋友， 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

履生对我们的支持，指导和参与。他从我们协会成立的一开始

就参与我们的各项活动和给予学术和业务的指导，他还积极介

绍朋友的房子为我们协会安家，介绍中国艺术领军人物加入我

们顾问委员会。感谢时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中央美术

学院院长潘公凯，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馮健亲，贵州民族大学校

长张学立，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董事长徐圻，中国荣氏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荣克敏, 美国北达科他艺术博物馆馆馆长劳

蕊·茹特丝女士等担任我们协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谢谢他们为

我们协会的成长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七年来， 我们共举办四届大型学术研讨会，两次网上学术讨

论会，四个大型国际展览。 这些包栝：2013年由威廉由特森

大学中国艺术中心和新泽西亚洲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全美华

人美术教授协会筹备会协办，在威廉帕特森大学举行的《中

美视觉艺术高等教育比较对话》研讨会；2014年由中国对外

文化交流协会，纽约亚洲文化中心，威廉帕特森大学中国艺

术中心和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共同主办的，在纽约市亚州

文化中心美术馆和威廉帕特森大学召开的“碰撞与交融——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作品展览暨研讨会”；2016年由贵州民族

大学、威廉帕特森大学中国艺术中心、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贵州省美术家协会、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以及贵

州宏立城集团合作和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共同举办的《视

觉与视野：全美华人美术教授作品展览暨研讨会》；2019年

由威廉帕特森大学中国艺术中心、纽约中国艺术馆和全美华

人美术教授协会共同在威廉帕特森大学举办的“跨文化语境

下的艺术发展” - 第四届的全美华人美术教授艺术研讨会；

以及在纽约中国艺术馆举办的“无限的延伸：华裔女艺术家

装置数码艺术展”；2020年由全美華人美術教授協會和威斯

康星大學共同主辦，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展出的“和

與進：全美華人美術教授協會2020年展”。 

我们邀请多名中美著名艺术家和教授举办了7场艺术讲座和

示范，我们出版了四本全美华人美术教授作品画册和论文

集；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出版了十期《通讯》。真挚地 

感谢各届执委会主席，代理主席的努力和领导，感谢龚嘉伟

为协会网站所作出的贡献，感谢段炼主编创建协会《通讯》

，感谢李倩连任两届《通讯》设计排版编辑。

在林洁辉女士和严欣铠先生的慷慨捐助和支持下，我们成功

设立了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卓越奖基金，对我们的教授会员们

在服务贡献、教学成就、以及艺术创作等三个方面的成绩进

行褒奖。

我们非常高兴 胡溧获得首届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卓越艺术

成就奖；董伟获首届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卓越教学奖；恽

子奇获首届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杰出贡献奖。我们还在我

们贵州的展览会上评选了最佳作品奖，金奖，银奖和铜奖共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
工作总结报告

2020.12.20

CAAFA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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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枚。恽子奇，甘一飞，王丽华和韩莉教授代表获奖教授领

奖，宏立城集团共发放24万人民币奖金收藏我们教授的展览作

品。 这些评选活动，见证了各位教授们的优异品质与成就，我

们由衷地为获奖教授们感到骄傲，他们是真正的实至名归、当

之无愧。

我们的活动、事迹在中美上百家报纸、电台、专业期刊和网络

报道和发表。我们的协会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参与，已经崭

露头角，显现了我们华人艺术教授在海外的存在和价值。

人们常说所谓七年之痒， 而我们的协会正是方兴未艾。我们董

事会很高兴，在现任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董伟教授的带领下团结

一心，积极地为我们的协会的发展而努力。不少会员对我讲：

他们认为我们的协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处为协会成员们着

想。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赞扬，为协会成员服务， 这是我们的

初衷，也是我们的宗旨。

衷心感谢全体协会会员，名誉会员，感谢董事会，顾问委员会

和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和所有支持和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们！

祝大家新年快乐！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董事会主席

丛志远

董事会董事

林洁辉、严欣铠、陈履生、董伟、甘一飞、龚嘉伟、汪伊达

CAAFA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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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CAAFA）的董事会成员们，节

日好！ 祝大家在这特殊的一年里健康平安，节日快乐，来年万

事如意。 我作为主席，我谨代表执委会对过去一年的工作，做

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我们要感谢董事会和顾问委员会全体委

员们的指导，帮助和鼓励。 感谢执委会的每一位成员（李倩教

授，傅韵雪教授，恽子奇教授和王培力教授）在各自繁忙的工

作之中给予协会的辛勤努力，无私付出和至上的团队精神。 更

感谢所有协会会员们，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使在这不平凡的一

年里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能及时地为我们的会员们提供了多

种服务并且扩大了协会社会的影响，促进了协会的发展。 

2020年具体汇报内容如下

一. 「和与进：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2020年展」 （Harmo-

ny and Evolution：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

由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 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共同主办，经

过两年的准备，「和与进：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2020年展 

（Harmony and Evolution：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meri-

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 于二月二十六日在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正式开展。 展览主题为艺术与文化的和谐融合与

创新发展。 通过展示艺术作品，呈现在美国大学创作的教授艺

术家们在文化交流旅程中的思索与创作，进而探讨跨文化交流

过程中艺术作品的创作理论和实践”。 展览展出了33 教授/艺

术家的 35 件艺术作品。 这些创作是在近百件申请的作品中由

评委会精选参展的。 他们代表了从不同地方来到美国大学任教

的华人美术教授。 展览日期原定于从2月26日至4月5日，展览

组委会为每一位参展会员提供了正式的参展证明。 原定的展览

庆典活动将有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讲述该校与中国艺术的历史

渊源，然后三位艺术家教授代表将会分享和讲解他们在美国的

艺术作品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届时还将宣布获奖作品，参观者

还可以与前来参展的十多位艺术家教授见面，分享个人的创作

历程，诠释他（她）们的作品。 威斯康星大学还准备了中国传

统乐曲演奏和美味中餐与您共享。 庆典活动的第二天，还将有

三位艺术家教授进行中国传统绘画，书法和水彩画的示范。 但

是由于突发的疫情，取消了所有展览的庆典活动。 我代表展览

组委会，评委会和编委会再次感谢全美华人美术协会董事会，

顾问委员会和执委会的鼓励. 感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的人文生态学院， 物质文化艺术设计中心，东亚研究中心和

露丝·戴维斯艺术设计画廊等部门的通力合作. 更加感谢参展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CAAFA）
执行委员会2020工作报告

2020.12.20

的艺术家和教授们。 由于疫情来临展览在两周后转为线上展

览，至今公众可以继续在线上观展。

二. 「和与进：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2020画册」

与展览开幕同时《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2020年展览画册》

正式出版了。 原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著名艺术评论家陈履生

先生和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董事会主席丛志远教授及威斯

康辛大学教授等专门为展览撰写了前言。 受益于杨能强教

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园和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的慷

慨相助此画出得以如期出版。

三. 「CAAFA网站和《通讯》协会的交流渠道」

执委会对协会网站做了更新和调整。 即增添了新内容又方便

的资料等查询和索引。 CAAFA《通讯》作为我们协会的正式

信息和交流的重要渠道，第十期以新的排版形式于在5-10-

2020发表。 内容包括 ：

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和与进：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2020年展」;

协会网页众多内容的更新;

开启在新社交平台上的（CAAFA on Facebook，CAAFA on 

Instagram）推广和宣传;

提供了本届执委会下一阶段工作计划与会员们的参与活动;

逐一介绍了新的执委会委员;

公布了信息收集表;

完善了新会员申请表......

执委会计划在2021年一月出版下一期《通讯录》，具体内容

大致如下：

执委员会2020工作报;

协会网页众多内容的更新;

公布统一的会员文章/摘要/通讯投稿要求;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鉴于我们在

特定的历史节点，执委会建议我们刊登一组介绍我们协会的

文章，以此来鼓励我们会员们的使命感，自豪感和参与感;

向会员们介绍本届执委会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和会员们可参与

的各项活动......

四. 「疫情下的特出挑战」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了给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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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会员们提供服务和分享平台，执委会在2020年举办了两

次在线会议;6月3日举办的疫情线上教学心得分享会议和8月6

日关于虚拟教学的挑战和策略的在线研讨会，主题为「不是趋

势而是现实」。 

6月3日的疫情线上教学心得分享会议邀请了三位主讲人分别是

傅韵雪教授、关志民教授及丛志远教授。 共有20位会员参与了

此次视频会议。 主讲人发言以后，与会代表积极热情地就当前

线上教学和传统教学、中国和美国美术学生对比、如何发扬传

统美术等展开了讨论。 会议由原定的一个半小时延长至两个半

小时这也反映了此类活动对我们协会会员的重要性。 

8月6日关于虚拟教学的挑战和策略的在线研讨会邀请了八位

主讲人分别是傅韵雪教授、王培力教授、宋晓霞教授、周婷教

授、李女仙教授、许深城教授、李倩教授及恽子奇教授。 共有

25位会员参与了此次视频会议。 研讨会就当前的挑战进行公开

讨论。 主题重点是探讨COVID大流行对于艺术和设计教育和创

作所带来了哪些特殊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法。 大家围绕如何

为学生营造课堂参与的有效学习氛围;怎样以同步，异步或混合

教学模式高效的线上传达课程内容;怎样在虚拟教学中对学生的

学习进度和成果进行评估和评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五. 「扩展协会的社会和专业影响」

CAAFA的脸书主页年初建成，汇报关于CAAFA重要的活动和信

息，目前有175个关注，多位艺术界内人士，也包括CAAFA用

脸书的会员们。 它同时也是在CAAFA网站和Instagram页面之

外外界可以对协会更加了解的一个渠道。 希望今后能通过对于

活动和协会的报道扩展影响，得到更多的关注。

Instagram：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CAAFA）Instagram名

字：caafaart 大家可以输入caafaart搜索并且关注follow协会

账号。 Instagram主要是以图片形式发布并且不能在没有图片

的情况下发布信息。 Instagram对于协会的教授而言是比较方

便的因为可以用图片加上简单的文字展示近期的艺术成果和生

活。 

六. 「发展新会员」

2020执委会讨论通过了接纳六名新会员。

七. 「微信的共识」

CAAFA执委会经过讨论，在2020年十一月中旬重新阐述

CAAFA微信群的初衷目的. 仅限于CAAFA协会会员用于分享重

要个人信息和专业成就。 此微信群作为会员们分享有关专业

信息的交流平台。 此微信群用于协会与会员沟通的重要平

台之一。 每次上传展览、文章等信息不多于三条/组信息/作

品，以免占用过多的空间。 另外CAAFA微信群不适宜分享任

何个人对于艺术和政治上的感慨和讨论。 协会鼓励会员们可

以通过其个人微信群和其他平台阐述个人观点和分享众多的

个人作品。 注明：具体新的微信群性质和章程将在此次公司

后重新公布。 

2021年工作计划

一. 「2021 元月茶话会」

为了庆祝我们去年在疫情下圆满结束了秋季学期，更为了我

们迎接新的一学期到来，同时提前庆祝2021年春节，CAAFA

执委会决定举办 2021年CAAFA 新春茶话会 （Virtual Happy 

Hour）.时间：2021年1月15日，下午3：00 到4：30 （东部

时间）.  我们邀请所有会员们自由参加. 分享和感慨... 这疫情

下的创作，教学和生活经验。 大家相聚和畅想节日、假期和

明天. 期待大家网上相聚。 

二. 「在线学术会议」

执委会提议在疫情没有完全控制下来以及疫苗注射情况的不

明确等等的考虑之下，举办两次左右的线上学术分享会。 暂

且定名为Member Talk Series - 以介绍新会员学习教育背景，

工作岗位，艺术创作等等为主旨，然后有所有会员参与主题

讨论。 目前先计划从四月份开始，每次间隔三个月（April & 

July）。 每次两个小时（时间日期未定），一次介绍三个会

员，每个人30分钟。 剩下的30分钟定为讨论。 七月份以后也

许疫情控制会有一个明确的走向，我们也可以适时做下一步

计划。

 三. 「尝试合作展」

因为疫情原因，本来希望2020年可以申请纽约大学的C3 

Grant来组织CAAFA的展览和在纽约大学的讲座因为今年此基

金被取消的原因没能有机会申请，希望以后纽约大学能重新

启动此项目的征稿。 其他的展览如果要设计，多半2021年前

半年届时执委会提前通知全体会员。

四. 「2021CAAFA创作，教学和服务」

2020疫情给全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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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FA也是如此。 我们的会员们在各自的领域结果艰辛的努力

做出了巨大贡献。 执委会提议恢复「CAAFA创作，教学和服

务奖」。 今后每两年评定一次，以奖状或者适当奖金（如有可

能）的形式评出。 于11月CAAFA 双年大会颁奖。 

五.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CAAFA）双年会」

如果2021年秋天疫情得以控制，社会活动恢复正常。 执委会提

议：于2021年11月中在纽约/新泽西举办CAAFA双年会。 美国

威廉帕特大学中国艺术中心和执委会承办。

再此感谢协会会员们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期待在2021 年在走出

疫情之后我们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的每一位会员，恢复和适

应新的「常态」。 在艺术 创作实践和艺术教学中，双双丰收，

更上层楼！  

董伟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CAAFA）主席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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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0日美东时间下午8:00至11:00点，全美华人美术

教授协会理事会在网上举行Zoom会议，理事会全体理事林洁

辉女士、严欣铠先生、陈履生先生、董伟、甘一飞、龚嘉伟、

汪伊达教授出席，协会顾问委员会主任余震谷教授特邀出席。

理事会主席丛志远教授主持会议。

工作报告：

丛志远首先代表理事会做了协会成立7年来的总结报告。 他在

报告中自豪的告诉大家，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自2013年11

月28日正式成立以来，协会已经成功走上专业的、健康的和

持续发展的轨道，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努力！7年来，协会

共收到林洁辉，严欣铠等私人直接赞助28,400美元； 收到威

廉帕特森大学中国艺术中心，贵州民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

西俄勒冈大学， 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公司等间接项目赞助超过

148,000美元。我们共举办四届大型学术研讨会，两次网上学

术讨论会，四个大型国际展览。我们邀请多名中美著名艺术家

和教授举办艺术讲座和示范，我们出版四本全美华人美术教授

作品画册和论文集；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出版了十期《通讯》

。我们成功设立了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卓越奖，对我们的教授会

员们在服务贡献、教学成就、以及艺术创作等三个方面的成绩

进行褒奖。我们在贵州的展览共发放24万人民币奖金收藏我们

教授的展览作品。我们的活动、事迹已经在中美上百家报纸、

电台、专业期刊和网络上报道和发表。我们的协会通过大家共

同的努力和参与，已经崭露头角，显现了我们华人艺术教授在

海外的存在和价值。

现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董伟教授作了一年来的年终报告和下一年

的工作计划报告。一年来执行委员会和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共

同主辦了《和與進：全美華人美術教授協會2020年展 》；出

版了《和與進：全美華人美術教授協會2020畫冊》和两期《

通讯》；举办了两次网上学术讨论会。新建了CAAFA脸书和

Instagram主页。新的视屏会议和《通讯》即将在新年后举办

和发行。

全体代表对两个报告做了充分讨论， 大家认为报告全面准确

和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我们的成绩和经验，赞扬了历届执行委员

会的工作，对现任执委会在董伟教授的带领下，充满活力， 

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团队表示欣慰和肯定。代表们一致通过

了这两个报告。

工作议程：

1）根据理事会的委托，龚嘉伟教授做了全美华人美术教授

协会章程的修改报告。大家对章程的协会宗旨，协会的组织

结构，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相互从属和制约的

关系、功能和选举程序，进行了细化， 补充和修改。新的章

程进一步健全了组织结构，夯实了组织基础，明确了我们协

会的宗旨和目标。那就是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作为美洲华

人高等美术教育界的一个非盈利的专业学术组织，是一个通

过在新泽西州和联邦政府注册和正式认可的华人美术教授组

织， 同时也是为协会成员提供分享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经验

的平台、提升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在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组织。

为了更进步区别商业和学术组织，余震谷教授提议全美华人

美术教授协会董事会改名为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理事会。

代表们经过讨论和补充，一致通过了修改章程。

2）根据章程原有的规定，理事会主席每三年必须重新进行

无记名投票选举。汪伊达教授主持了选举程序。顾问委员会

主任余震谷教授监督和监票。大家对汪伊达提名丛志远教授

继续担任下一届理事会主席， 和丛志远对协会成立以来的贡

献和能力表示高度赞扬，会议通过选举全票赞同丛志远继续

担任下一届（2021-2023）协会理事会主席。丛志远感谢大

家的信任，表示会继续和理事们一道做好协会的服务工作。

3）会议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委托甘一飞教授起草了《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关于完善微信平台服务动议》。代表

们对该动议进行了讨论， 陈履生先生强调了微信平台应以

教授协会群体交流内容为主，而不应成为私人交流的空间。

理事会认同陈履生的意见，认为这个讨论后的动议全面、准

确、完善了微信服务平台的定义，大家通过了该动议，肯定

了执委会和甘一飞教授为之付出的努力，并授权执委会执

行。

工作规划：

陈履生先生对协会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作为中国汉画学会

CAAFA理事会会议纪要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
理事会会议纪要

20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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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他希望将来能继续为协会在国内

提供交流场所和展览平台作出贡献。他为自己能亲身参与全美

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的工作感到高兴。

林洁辉女生和严欣铠先生不仅仅是协会的荣誉主席，慷慨捐

助协会， 而且直接参加理事会工作。他们表示通过今天的理

事会，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协会的历史使命和协会的专业

性，更加欣赏协会代表们的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希望这样的

会议要经常举办。他们将继续支持协会， 欢迎协会成员明年到

新泽西和纽约开展学术活动。

余震谷教授再次谈到协会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他认为这个特

殊的群体， 要给历史留下自己的足迹和记录。他建议在协会

2023年成立十周年之际，协会要出版一本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

会纪念册， 从而作为历史文献，记录我们的历史。他提议董事

会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由丛志远担任总编辑。董伟和龚嘉伟

提出附议，其他代表表示赞同。

董伟代表执行委员会提出明年在新泽西召开协会会员会议的动

议，以及继续协会的评奖活动，理事会对明年在新泽西举办双

年会的动议原则上赞同；对评奖活动要求龚嘉伟教授根据会议

的讨论和协会已有的评奖标准，整理成评奖条例报理事会批准

执行。

会议要求有关理事龚嘉伟、汪伊达、甘一飞教授们对今天会议

讨论通过的各项文件，尽快整理完善，以便尽快公布于世。

会议总结：

最后，丛志远对理事会会议作了总结。他感谢大家从百忙中

参加这次会议，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林洁辉女生、严欣铠先生

都是80、90高龄的老人，连续坚持参加三小时的会议；陈履

生在深圳参加韩美林画展开幕式的空隙，挤时间参加理事会

议。他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富有成效的会议，是一个帮助我们

协会组织健全结构，明确宗旨，持续发展的会议。

CAAFA理事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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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波士顿不远的塞勒姆（Salem）小镇上的迪美博物馆

（Peabody Essex Museum)内藏有大量的中国外销瓷、外销

画及其它来自中国的货物，还有船长旅行中国的日记。从那个

时候开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就掀开了历史的篇

章。后来，1872年（同治十一年）8月，第一批11至15岁的

少年身穿官方统一缝制的黄袍马褂由上海经日本来到了美国。

这个被称为“留美学童”的历史至1875年，前后共四批达120

人，成为近代中国系统学习西方的开始。中国确实从美国学到

了很多东西，但是，中国的瓷器等凝聚着中国文化的很多内

容，也成为美国人的钟爱之物。文化就是这样通过交流互鉴而

得到了传播，也让各自受益。

1885年，被称为“中国油画之父”的李铁夫到了美国旧金山，

此后一直在北美学习绘画，1912年，李铁夫入美国纽约艺术

大学任副教授兼学生同盟主席，与美国著名画家约翰·萨金特

一起进行油画与水彩画研究并学习雕塑。后来还有一些画家留

学于美国，他们的作品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独特的篇

章。受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美有过合作，也

有过对抗，尤其是20世纪50至70年代之间交流停滞。而到了

80年代借助于改革开放，一个史无前例的更大规模的赴美国留

学研修的热潮在中国兴起，袁运生、陈丹青、丁绍光、蒋铁峰

等一批在国内已经较有声名和影响的画家相继来到美国，他们

在美国都有着艰苦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有许多异国他乡奋斗和

努力的动人故事，也有许多令国人骄傲的成功事例。多少年过

后，他们有的回到了中国，而多数却坚守在美国，继续他们的

艺术工作和人生拼搏的历程。

欣喜的是，一批学习美术的中国学子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如今都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进入到北美的高校等

其他的专业单位之中，不仅发挥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也为

国人争光添彩。他们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以自己的艺术

才华所产生的影响而生根立足。因此，现在北美的华裔美术教

授们在北美洲，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各地，他们教书育人，同时

还不忘自己的创作，他们还作为沟通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使

者，忙前忙后，铺路架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北美的华人教授的美术创作，是一个多元的状态。他们既把中

国的水墨和中国的元素带到美国，同时又吸收了美国现代主义

表现的各种方法，包括各种媒材、技术手段和审美潮流。所

以，呈现在这个北美华人教授首次展览中的作品，既有水墨、

油画、色粉、雕塑、陶瓷等传统美术的品类，也有非常国际化

的装置、影像等当代艺术的品种。在这些多元的作品中，我

们看到了他们以独有的中国文化的情感以及在美国生活的感

受，多数作品展现出了具有中国血缘的美国化的作品。他们

将中国文化融入到西方文化之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华裔艺

术精神和风格，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支特别的力量。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既有融入了像NBA这样一个非常

美国化的题材，同时也有非常中国化的一些元素，如敦煌壁

画、中国书法、中国山水等。这种多种文化的交融，正形成

北美华裔美术教授的一个创作的特色。可以说存留在他们基

因和血液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融合，正在美国的土地上

进行了落地生根的21世纪新一轮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在

这种非常个体化的各自努力之中，华裔教授们的作品已经看

不到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碰撞。他们以发展自我的努力，开拓

北美华裔美术教授美术创作的新篇章。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客观看到这些华裔美术教授们在各自的

教学岗位上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显然，他们生活在异域他

乡，他们要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是有相当的难度。首先是

他们到了美国之后，需要放下已经在国内取得成就的包袱，

一切从头做起。他们需要更多地审视美国艺术的优长，并结

合自身的特点，表现出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所以，他

们只有用自己的艺术感动社会，感动他们周围的人们，得到

美国人的喝彩。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多元化的作品，

正是他们基于美国生活现实的思考，也是他们艺术激情的迸

发，更是他们对于自己所处文化环境和当代艺术思潮的一种

审视和判断。

与晚清和20世纪初华人进入美国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这些

华人教授们也享受着正在崛起的中国给予美国社会的积极影

响，他们可能比前辈们更加扬眉吐气地生活在美国。 以艺术

的方式进入美国、融入美国社会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位教授不管年龄和经历的不同，他们所

付出的辛劳和智慧都是可以想象的。无疑，在美国从事艺术

创作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压力以及现实

的种种可能性，也是一般生活在中国国内的艺术家们难以想

象的。我们非常骄傲地看到了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他们以自

己的艺术，把中华文明传播到美国，给美国人民所带来的具

有中国基因的一种新的文化或者新的样式，无疑，也丰富了

美国的多元文化。这些华裔美术教授的创作也不同于美国本

土的艺术家，这之中的区别正是他们基因中的文化的差异。

回顾我们协会的发展史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 陈履生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纽约展览寄语
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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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现代艺术潮流中，不管他身处于世界的

哪一个地方，要想获得艺术的尊严，他必须有自己的文化立场

和文化态度，必须有自己的艺术作为。北美华裔美术教授们的

各自努力，他们用自己不同的语言方式去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

的感想，或者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或价值判断，这些多样化的

表现手法不管是传统形态，还是当代潮流，它们给我们的感觉

都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具有时代特点的一种艺术探索和追求。

显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北美华人美术教授的群体中，我们可

以看到他们各自的努力和各自的艺术方向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表现出了各自的个性和基于文化的多样选择。其中，有些艺术

家可能更多的连接了他们以往在中国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

们多年所探索的语言方式。

当然，不管是如何表现，这些能为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华人美术

教授们在异国他乡的努力是值得珍视的。他们所取得的各方面

的成就，哪怕是一点一滴，我们都引以为骄傲。

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2014年9月17日清晨于巴黎旅次

回顾我们协会的发展史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 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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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视觉与视野：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展览暨研讨会》在

中国－东盟教育周的多国文化氛围中，在多彩民族的贵州顺利

召开。 衷心感谢中国贵州民族大学，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和中

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这个研讨会和展览！ 

 

《视觉与视野：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展览暨研讨会》是我们近几

年来专门以全美华人美术教授为主体的第四次大型艺术研讨会

和展览。如果说，2013年秋我们在美国新泽西威廉帕特森大

学举办的《想象力与表达力：中美视觉艺术高等教育比较与对

话》研讨会是以东西艺术教育比较为主题；2014年夏和上海威

廉中国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冲撞与交融：中美艺术管理》

研讨会以中美艺术管理交流为主题；2014年冬我们和纽约亚洲

文化中心，威廉帕特森大学，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

的《碰撞与融合：全美华人美术教授作品展览暨研讨会》以中

西艺术有机结合、彼此渗透为主题；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

就是从全美华人美术教授这个特殊艺术家群体的视觉和视野，

来审视在新的时代，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复杂氛围环境里，艺

术的生存、包容、汲取和发展。 

 

为什么我们要以全美华人美术教授这样一个特殊的艺术群体来

主办这样一系列的艺术活动，这个艺术群体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借此机会我做一个介绍。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正式成立于2013年。她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的，服务于海外华人美术教授的学

术性组织。该协会通过举办艺术展览、课程示范、学术交流、

艺术访问，以及专题研讨会等多种活动，为成员提供分享艺术

创作和艺术教学经验的平台；促进中美高等艺术教育的交流；

深化比较艺术和比较艺术教育学科的研究；维护华人美术教授

在全美的正当权益；架设沟通中西文化艺术和艺术教育的桥

梁，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理解。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的发展与成长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命运和

历史紧密相连的。尽管早在1885年，第一位中国美术留学生李

铁夫就自费到北美留学，但是真正形成到西方留学美术的第一

次高潮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李毅士、 

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潘玉良、 颜文梁、常书鸿等一批

有志青年艺术家到法国等西方国家留学，他们从发达国家带回

了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教育理念，例如徐悲鸿所倡导的现实主

义、刘海粟所倡导的现代主义，他们为奠定中国现代艺术教育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视野与使命：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 (摘要）
丛志远

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计划选派大量艺术家到前苏

联学习，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罗工柳、李天祥、 全山石、 钱

绍武等杰出艺术家。他们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苏联艺术教育的

方法和体系，学习和吸收了前苏联现实主义的写生和创作方

法，成为新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的主力军，他们为中国现代

艺术的发展和成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两代人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

历史时期，新一代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工作者走向世界， 来到

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了他们的探讨和反思。他们克服经济、

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如饥似渴地学习，比较中西艺术的差

异，重新思考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定位。几经拼搏，他们中

的一部分精英学成有归，以“跨文化”的身份和视野来思考

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参与和推动了中国当代美术创

作和美术教育的发展。 陈逸飞，徐冰和陈丹青就是这批回国

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与前两代艺术家不同的是，很多杰出

艺术家回国直接加入到中国当代美术的队伍， 还有不少艺术

家和艺术理论家留在了西方。随着时间推移和数量积累，这

批艺术家形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独特群体。2013年我们将

这批进入美国高等艺术教授的群体，在本已初具雏形的组织

基础上，专业化、合法化、正名成立了“全美华人美术教授

协会”。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的成员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等北美高

等院校的华人美术教授，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批站在西方

艺术教育讲坛上的华人群体。他们具有国际当代中西艺术与

艺术教育特征，其视野、视角、判断力、在场性，与中国和

亚洲的东方文化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相呼应。作为一个群

体和机构，他们是东西文化和艺术在西方交流和传播的主力

军，也是促进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在文化和艺术上沟通和发展

的桥梁和纽带，他们既长于向西方主流文化传播东方文化精

神，将中国和东方的艺术和教育引向国际前沿；也长于在自

己的创作和理论探索实践中，直接接触、吸取西方植根于历

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文化精神。 

 

这个艺术教授群体有其特殊性。首先，这个群体是跨文化、

跨国界的双重艺术语境的创作实践者和研究者。他们大多数

接受了东西美术的双重文化、艺术的薰陶。在到西方留学之

前，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中国最优秀的艺术教育，不

少人，不但已经拥有本科学位， 而且还有硕士甚至博士的学

位。很多人在国内已经是卓然成名的艺术家，形成了自己的

回顾我们协会的发展史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 丛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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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思想和哲学体系。来到西方时， 他们直接进入最高的学

位——美术硕士和艺术博士，有机会进入西方最优秀的学校和

学术环境接受教育。他们对西方艺术和艺术教育，不再是全盘

接受， 而是用比较、研究、批判地吸收的态度和方法，使他们

的研究和创作更上一层楼。 

 

其二，这个特殊群体是东方艺术的传播者。出国之前， 他们中

很多人已经在国内各个艺术高校任教， 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是

高校的教育一线的主力和骨干。他们熟悉中国的艺术教育传统

和体系。来到西方，他们经过几年的拼搏和奋斗，又活跃在美

国主流艺术领域，并登上了高等艺术教育讲坛。他们不仅仅向

西方的学生传布他们了解和学到的西方知识和才华，而且还运

用本身对东西方教学的经验，改革西方的艺术教学，达到最大

效用的教学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每天站在高等学府的讲坛

上，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在西方最有效的东方文化和艺术的传

播者。 

 

其三，这个特殊群体又是对中国观众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最直

接，最准确的诠释者。他们生活、研究、教学和创作在东西文

化碰撞与交融的第一线，他们了解和掌握西方现代艺术最前沿

的信息和动向，他们带回中国的，不仅是现代艺术的信息，技

术和原始材料，而且是正在进行着的、向着未来发展的艺术判

断和教育理念。由于东西方的全面开放， 西方的现代社会有如

迷人的森林，其诱惑性令人眼花缭乱。单一视角和狭窄视野有

可能让一些年青艺术家对未来产生迷茫，而多维视角和宽阔视

野则有助于对未来的期盼、辨析、判断。在这样的情境中，准

确的判断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是艺术和教育在未来走向成功的

前提。在这个方面，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西方的跨文化，跨国界

的双重艺术语境的中国艺术家和学者，对诠释西方现代艺术和

对现代艺术的导向，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由于这些特殊性，这批“跨文化”的双重艺术语境的中国艺术

家和学者的视角既非单一的西方视角或单一的中国视角，也非

单一的过去视角或现在视角，而是西方与中国、过去、现在与

未来的多维视界，这是跨界的双向的全方位的视野。这样的视

野更具有包容性、更有利于在繁杂的当代世界里进行甄别和选

择，从而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中，取各者之长；这有利于预览

未来的艺术和教育理念，有利于构建未来的艺术教育机制，从

而使当下的艺术教育机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特性。正是这一

切，他们的视觉与视野成为我们举办此次展览和研讨会的主题

和初衷。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不仅能够和中国国内艺术界， 教

育界的同行， 特别是和贵州同行们以及东盟的客人 交流他们

从国际艺术视觉和视野中学习，研究和创作的心得，经验和

成果，同时也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机会介绍，沟通和促

进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加深和推动东西文化的理解和发

展。。。

 

丛志远 教授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主席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中国艺术中心主任  

 

2016年8月6日

回顾我们协会的发展史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 丛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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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美术教授近 40 年现状之数据调研* 

摘要 

 

关键词 

Digital Humanities, Quantified History, Data Visualization,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Overseas Study 

一、20 世纪早中期美术留学简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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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后美术专业的赴美留学状况

[7]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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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美国华人美术教授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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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华人美术教授在美国各州分布人数(作者使用 d3js 生成动态图) 

 

图 2：华人美术教授任职高校分布图(作者使用 d3js 生成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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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华人美术教授的教育经历

[4] 

图 3: 中美高校培养美国华人美术教授人数一览(作者使用 d3js 生成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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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 40年来美国华人美术教授状况

图 4：美国华人美术教授获得学位时间一览(作者使用 d3js 生成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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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度 
64/65 69/70 74/75 79/80 84/85 89/90 94/95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人

数 
5 19 22 1000 10100 33390 39403 59939 63211 64757 61765 62523 62582 

年

度 
06/07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人

数 
67723 81127 98235 127628 157558 194029 235597 274439 304040 328547 350755 363341  

表 1：（1964-2018）留美中国学生人数数据 

图 5：中国 1964-2018 年留美学生数和 2009-2018 年留美艺术生人数曲线图(作者使用 d3js 生成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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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3,574 5,357 7,373 11,544 14,545 17,026 21,356 21,045 23,981 

表 2：（1964-2018）留美中国艺术生人数数据

图 6：（1970-2018）各年度新增华人美术教授数量一览(作者使用 d3js 生成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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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北美华人美术教授专业分布一览表(作者使用 d3js 生成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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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rt of East: China EALC 16100

Chinese art and material culture

Hidden Dragon—Image and 

Meaning in Chinese Art ArtHist 192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ArtHist 192 Art of 

Intellectuals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rtHist 481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China, Japan, Buddhist, East Asian Calligraphy

History of Japanese Art ART4673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Asia ART4683

Japa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ArtHist383

Silk Road Art ARTH3330

Art along the Silk Road ArtHist481

From Xian to Dunhuang: Following Buddhist Traces in 

Mediev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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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按专业方向划分的新增美国华人美术教授人数（1970-2019）曲线图(作者使用 d3js 生成动态图) 

结论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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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in recent 40 years based on Big Data 
Wang Zheng, Chen Fengming 

Abstract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is a relatively special group in China's study abroad activiti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Different from the role of artists who have returned to China and become leading 

figures in related disciplines in the country, they hav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ecome the 

most effective disseminato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in the West.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unique group is rarely involved. Through the collation and statistics of the publ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in the past 40 year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quantity change and professional 

direction. Among many art students who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ctually played the role of 

emissa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important role can not 

be ignore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overall population of the group shows a shrinking trend from 

the data. Therefore,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enable more relevant people and relevant parties 

to have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group of Chinese-American art 

professors. If possible, they should be given support and help, so that they can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western mainstream cultural circle. 

Key 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Quantified History, Data Visualization,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Oversea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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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

2021 Virtual Happy Hour
(新春茶话会) 

Organizer: Chinese Ameri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 (CAAFA) Executive Committee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 (CAAFA) 于2021年1月15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召开了今年第一次线上2021新春茶话

会。参与此次活动的18位华人艺术教授学者们闲话家常，各自分享了2020学年度线上教学的心得和感想。此次会议由

本届执委会发起执行，李倩教授办理，董伟教授主持，以及恽子奇教授记录。茶话会的一开始，全体与会人员举杯同庆

新春新气象。

 

董伟教授报告了执委会2021年计划中将举办的各项活动，其中包括四月和七月的专题线上会议，以及十月或十一月在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可能举办的主题研讨会丶策展等系列活动 (依疫情状况而定)。丛志远教授同时说明此一计

划正在积极的策划准备中，也得到了校方的支持配合。为增加新年茶话会的传统气氛，执委会提供了由中国国家博物馆

陈屡生馆长赞助赠字的开春贺礼—亲笔福字年历作为新年抽奖活动的奖品。抽奖活动热烈有趣，为整个茶话会营造了愉

快和轻松的活动氛围。

CAAFA2021新春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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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茶话会涉猎到的内容范围包罗万象，每位学者谈到自己学校在疫情下的教学状况和应对政策，也表示线上教学模式在教学

质量和学习态度虽然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方便—例如邀请校外专业人士参与线上评鉴学生作品。另外

学生在数位艺术课程软硬件配套措施不足不齐的情况下，在线上学习就有一定的障碍。传统艺术课程目前线上授课的局限，以

及未来传统艺术专业在专科和研究所的招生丶定位走向丶跟社会接轨等等也都是隐忧。会议中并提到了退休计划的重要性，以

及退休后拥有荣誉教授名称的优点。丛志远教授在会议结束前，表示了董事会的期许和鼓励，希望执委会能持续再接再厉的精

神，继续为大家做事尽本分。

2021新春茶话会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30圆满结束，出席此次会议的学者们包括丛志远，董伟，李倩，恽子奇，余震谷，周

婷，许深城，汪业强，韩蕾，龚嘉伟，李晓玲，高霞，陈毅赟，韩沁，关志民，韩莉，谭立勤，张国清和李磊伟等多位教授。

---本文由恽子奇教授撰写

CAAFA2021新春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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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Tense未来时——抽象奇幻的虚拟3D数字艺术

Snow Yunxue Fu         Yiqing Chen
New York University                        China Academy of Art

第一章：新媒体数字化时代

1.1数字媒体艺术

近年来，数字技术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提及，同时也被广泛的应

用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从传统的新闻媒体、广告到影视娱乐，

从艺术创作衍生到了教育领域，甚至扩散到医疗甚至是军工行

业。数字技术除了作为创新驱动力的角色之外，还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着艺术创作的方向。正是在数字技术不断革新、媒介表

现能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数字媒体艺术，即新媒体艺术，

已经成了当代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范畴和样式也在

不断的难以固化，因此新媒体艺术变成了一个极为宽泛的词

汇。它可以是人类通过摄影、摄像、计算机、网络化及数字虛

拟交互媒体、视像艺术以及多媒体艺术装置进行艺术表现、交

流、联系的创新研究和实践成果，并产生深刻变革的新型艺术

形态。同时，数字科技的发展也极大地拓宽了艺术的传播渠

道，越来越多的视觉图像、影像通过视频媒体、移动设备、虚

拟网络在生活中复制和传播，并与当代的社会现象、文化体

验、艺术思维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数字影像为主体的视觉文化

时代特征，是人的理性思维和艺术的感性思维的激烈碰撞。其

特征为交互性、超媒体、叙事性、综合性以及沉浸性。从最初

的具有实体化、实物化的传播体，发展到存在于一定传播物质

载体之上的信息传达方式，以及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二维空间

定义的3D空间表达的诞生和应用。

图1. 傅韵雪                                                                                  图2. 傅韵雪作品：Karst, VR installation—still image (2018)

1.2艺术与科技

国际新媒体艺术家傅韵雪出生于1987年于中国贵州贵阳。

她目前生活和工作于美国纽约。 她是现任纽约大学帝势艺

术学院副教授，主要承担新媒体艺术和后摄影3D成像艺

术，以及视频装置艺术的教学课程。

宽松向上的创作环境给了傅韵雪质朴随行的艺术起点，再

后来到了美国专攻艺术，美国的求学经历给她更多发展的

可能性和机会，不同的文化撞击使她对于艺术人生有了更

全面的认识。“中国人不一定就要做和中国文化有关的艺

术，网络的发达传媒的多样化，世界已经变成全球村，作

为一个艺术家，你的视角和创作内容可以是多元化，不单

单只从自己的文化中来吸取养料。”因此相比起传统的艺

术创作，傅韵雪开始娴熟地运用3D技术手段以创造抽象奇

幻的自然环境来表达当代人对于世界的看法以及彼此的紧密

联系。在傅韵雪的眼中，3D更像是一个多方面艺术体系的结

合，与雕塑空间、摄影、绘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

现在发展下的3D 动画的“科技＋艺术”给世人以惊艳印象，

而傅韵雪则在不断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希望用其独特的内

心世界和画面语走在科技和艺术的前沿，通过人的有限去看

到无限，去感受到人生每一分钟都是最美。这也是她设计“-

Future Tense 将来时”课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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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Tense未来时——抽象奇幻的虚拟3D数字艺术

Snow Yunxue Fu         Yiqing Chen
New York University                        China Academy of Art

第二章：Future Tense 将来时 - 抽象奇幻的虚拟3D数字艺术

1.1 Future Tense 将来时课程

摩天大楼和工厂，原子弹和电视；机器人，无人机，互联网，

人工智能；新的成像技术以及它们所代表和促成的变化一直吸

引着艺术家。 一些人将近期发生的技术革新视作为最终能够实

现人类潜力的征兆而庆祝。其他人则对大规模生产，调解和消

费主义的疏远感到绝望，跻身于艺术与科技发展之中，着眼于

人类，机器，环境和艺术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以及图像参与

其中的介导性为主题进行探索。借助未来主义者和技术空想主

义者及其批评者的讨论，课程将研究媒体和技术变革对社会，

身体，尤其是视觉文化的影响，我们将审查从第一次机器时

代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初期的艺术家和创作者的作品，包括Hito 

Steyerl，David O’Reily，和Tale of Tales等。而同学们也将通

过学习、感悟，创作与课堂主题相关的新媒体概念艺术作品。

此课程想要达到的目的不只是单向的软件技能灌输，而是学会

利用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而具备

在与自己的工作、同行的工作和正在调查的主题领域相关的智

力和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以及置身于当代全球社会环境中

应有的知识和敏锐度，最终将自己的所学所感用独立的创作视

角表现出来，在这“将来时”的空间里，创新的思维在不断的

更迭，创作的手段也不再只是画笔，也可以是任何东西，因此

美国 Autodesk 公司出品的三维动画软件 Maya，作为3D艺术

媒介的重要工具以及突破口，目前在专业的影视广告、电影特

技及角色动画等方面得到普遍应用，功能完善，制作动画的效

率极高，渲染真实感也极强，在具备了真实精确性、无限可

操作性等特性后，目前也在医学、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使

用。傅韵雪副教授指导学生使用的就是这种先进的软件，来

搭建自己内心的“将来时”。

1.2 通过数字艺术手段来打造一个感性的未来数字艺术场景

思想的碰撞在学生的作品中都有多体现，大多数都基于现实

的反思对未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奇幻构想，风格题材突出。《

坠落》就是其中之一，作者陈韩迅将故事建立在一个环境高

度污染的未来世界，主人公275作为最后一代曾经生活在地球

上的人类，因为常年的污染造成严重的荒漠化，使得政府高

层决定建造一座浮空岛屿，但计划失败后，不得已下他跟随

群体飞向太空生活。但仍然对儿时生活的世界充满依恋。当

他再次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心中的执

念因为现实带给他的压力好像在这一刻破碎了。未来一定是

充满光明的吗？在陈韩迅的作品里答案貌似是否定的。所谓

的“未来之城”并不是海纳百川的未来纪元，人类被分为了

三六九等隔离式的生活着，环境的持续恶劣使得底层人命像

寄生虫一般依附于通往浮空岛屿的阶梯之下，只得靠着从上

面倾泻的残羹剩菜苟延残喘。面对这样的窘境，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政府再一次选择懦弱逃离，最后的沙尘暴就像是死

神一样，合上了奄奄一息的人们的眼睛，也褪去了人类步足

在此的气息。当275再次回到地球，遇到死去已久的朋友358

，两人谈起对现状的看法，对过去的抱怨。最终，275还是选

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和家乡并存的心愿。作品名

坠落则不仅象征着整个地球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劣，同时也是

图 3. 第二季课程海报                                                                                图4. 网络课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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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形象的缩影，面对现实的冲击，他放弃了对未来可能性

的探索。如同一句古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主人公275也

是将他的身体“归还”给了这个生养他的地方。

作品的创作开端源于现在社会的状况，如同新闻资讯所说的那

样如今是一个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化的时代，乡镇人口大量向城

市流动，不同代际之间的人们对所谓“故乡”对态度开始产生

分歧。当人们都在为更好的生活奋斗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所赋

予我们的故土情结和现实状况就产生了矛盾。与此同时就是不

可忽视的且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的生

存而言都是致命且不可逆的。创作的过程也是充满曲折，从文

献的阅读，了解“乌托邦”、“反乌托邦”、“未来主义”等

概念，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去搭建一个想象的世界。再到后来

的着手创作，陈韩迅是第一次使用maya进行创作，最开始的

绑定骨点学习也是尝试了多次才成功，再到场景的搭建，很多

都是即兴的灵光一现，但整个过程是充实的。他曾很打趣的提

到了作品的“彩蛋”，其实最开始的设定里没有358的这一个

人。358只是作为275在岛上时期形象的一个投射，他们的对话

其实也是人在不同时期的想法的差异，这个想法还是源于电视

剧的台词“你说的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你自己？”。

作品《白日做梦》貌似脱离了阴暗画面，采用了温馨可爱的风

格却还是描绘现实的残酷。孤独、可怜、自我怀疑但内心却向

往美好生活的小机器人Hoo，通过“天堂造梦机”这样一台未

来的VR设备，在自己的“梦境”中创造了虚拟的暗恋女友的

形象，却无法自拔的沉迷于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当他醒来后

真实的世界已变为一片废墟。没有特别复杂的故事情节、场景

搭建，但作者谢丝琪把虚拟世界的美好与最后真实世界的破灭

形成的鲜明对比体现的淋漓尽致。作品反应的问题其实比较简

单，电子设备的发展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了，许多人现在已

经成迷于网络、游戏，说到底还是一个虚拟世界，那些逃避真

实世界的人其实很像主人公Hoo，但不同的是目前人们在进入

虚拟世界的时候还是能分得清虚拟和现实的。如果VR的普及，

虚拟世界也越来越不容易被察觉到是虚拟，我们又该如何分辨

虚拟与现实？又如何能从美好的虚拟世界中抽离出来呢？这些

问题都能发人深省。

对于谢丝琪来说创作的开端是困扰着她睡眠的梦，因此利用梦

去代替虚拟的含义，与此同时也收到了Alex Gamsu Jenkins漫

画以及美剧黑镜的影响，从中得到灵感。建模的生疏是课程中

同学们的普遍问题，为了营造梦境中增加更多的梦幻元素，决

定做粒子效果确实也费了很大功夫，其次就是最初复杂的分

镜脚本，除了爱情还加入了友情，转场也仔细设计了，但最

后即兴的依托背景音乐的感觉重新建模、设置摄像机。谢丝

琪感叹过，现在回头看看，更喜欢的反而是后面临时发挥的

场景。

人类、机器与环境的关系不仅具备着发展潜力从而令人向

往，相对的也能激起反思和焦虑，有趣的题材还有很多，《

无机生物》描述了受制于自然的有机生命体的灭亡，与其相

对应的无机数据无视于外部条件而一直存在，形成了意识存

在于服务器中的全息投影新世界，相类似的未来世界描绘还

有《敬自由》中对于乌托邦未来社会的设计，但与《无机生

物》的信息数据社会不同，《敬自由》把关注点放在对现实

社会的反抗以及对自由情感的抒发和向往。“亦正亦邪”、

丰富多样，同学们都在营造着属于自己的将来时，从最开始

的陌生，很多同学之前并没有任何运用这一新媒介进行艺术

创作的基础，一步步的试错激发了每个人的艺术细胞，无论

是规划也好、即兴也好，最后都能看到他们在艺术创作方面

的理念不断成长。

班长陈许源就作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稍有接触过建模软件

的他选课的初衷就是希望对Maya软件不再“面目可憎”，但

最后留下深刻记忆的却是现代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思维。这样

的成长也见证在傅韵雪教授身上，学生的改变就像是给老师

们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教学方针、创作思路以及思维模

式都有了新的看法。

在数字科技发展的今天，数字艺术也是随处可见，小到我们

每日不离手的智能手机就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虚拟数字

艺术空间，当今数字艺术“百花齐放”的场景，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数字手段的推动。也许每个人的数字技术能力是参差

不齐的，但不去参与就没有广阔的视野和格局，艺术也一

样。不论是传统的艺术绘画或是新式的数字媒体艺术，都是

艺术家们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段。数字艺术拓宽了艺术家们对

想象的完成方式，这样的感性思维贯穿了艺术创作的始终，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媒介的思考，其次是驾驭和控制。每

当讨论到艺术与科技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探究其背后的逻辑

和方法。思维方式就是数字媒体艺术的支柱，而媒体技术则

是砖瓦，它们相辅相成，是骨头和肉的关系。时代的更迭瞬

息万变，创作手段的衍生也不会停下脚步。但是创作可能到

这里暂告一段落，但思考是不应该停止的。课程不仅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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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生作品《坠落》                                                                                     图6. 学生作品《白日做梦》

图 7. 学生作品《无机生物》                                                                           图8. 学生作品《敬自由》

图 9. 美国某艺术节参展效果                                                                           图10. 美国某艺术节参展效果

同学们的“现在时”，更能够畅想未来，那个在三维空间中不

断延伸的“将来时”，而不断更新，就是“未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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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of Solitude

Jiawei Go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rt
Texas Tech University
12/26/2020

2020 will be remembered as an unpredictable year, a 
year that was full of crisis and suffering – the Covid 19 
pandemic, intensifying political division, widening eco-
nomic inequality and social injustice, and the climate 
crisis. These challenges have impacted us on all as-
pects of life – mentally, emotionally, and physically. The 
entire global community had to cope with confinement 
and isolation. And the role of art seemed to become 
more central to our lives, for relief and comfort often 
come through artistic and collective expression. 

Removed from society and the regular stimuli, we art-
ists had to find ways to continue cultivating creativity 
despite physical restrictions. “Life has slowed down. 
Perception is heightened” (Hamja Ahsan, 2020). Ret-
rospection and introversion can be powerful tools to 
reexamine what art really means to us and continue a 
form of artistic practice whilst under lockdown. There-
fore, we moved inward, to the vast inner space of our 
thoughts and imagination, a place we have perhaps 
neglected for some time. Many artists took the advan-
tage of this unexpected opportunity to explore new 
mediums, scale, and subject matter, and to foster new 
strategies of artmaking in the slowness that isolation 
brought us. 

The fruit born from my isolation and contemplation 
during this unprecedented time was a series of pho-
tography and video works. In these projects, I used my 
camera as a personal sundial to trace, measure, and 
document the shimmer of light,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he memories they might evoke…

Light Year is a series of photography that constructs a 
stage where personal memories and universal experi-

ences of time and space converge. Whilst in keeping 
with the classical concept of the medium – the art form 
of time, photography, this project bears no relation to 
the idea of capturing the “fleeting moment”.  Instead 
of presupposing an active quest within the structure 
of time, these images offer a meditative practice of 
stillness and timelessness, a resting place for our con-
stant flow of thoughts, desires, and actions. Here, the 
captured domestic scenes appear to be “lived space”, 
which, according to the existentialists, are produced 
through our very existence and only emerge at the 
moment when we inhabit or occupy it. The images 
are meandered and shrouded in the haze of the pho-
tographic process and are distilled and transformed 
into a feeling of disjunction, autonomy, and ultimately 
of perpetuation. These works are continually balancing 
between disclosure and concealment, between entice-
ment and rejection. They support our secret need for 
intimacy and privacy and allow suspicion of mystery 
and ineffability. The images hence are in the form of a 
visual diary, a mindful gaze of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possibly an antidote to the daily flow of attention-seek-
ing images in the media. 

Sustained by memories, our consciousness resembles 
a subjective model of intertwined and interlaced pat-
terns of perception.  It is now widely recognized by 
researchers that memory is not a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past, but instead a creative and constructive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a humble subject matter of 
domestic scenes, Madeleine is a series of photography 
that carefully captures common every-day experienc-
es and bring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ast in a present 
moment. These images abstract the character of the 
object and transform the daily mundane into senso-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龚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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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Year #1, 2020, Digital Photography, 20” x 30”

Light Year #9, 2020, Digital Photography, 20” x 30”

Light Year #99, 2020, Digital Photography, 20” x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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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surfaces. The familiar subject matter, subtle ar-
rays of tonal gradations and color variations evoke 
some universal involuntary memories from a distant 
warm place in the viewer’s mind where intimacy, 
tranquility, solitude, and equanimity reside. The el-
liptical shape of the composition was appropriated 
from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 a motif that traces 
back to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in the history of im-
age-making, suggesting a sense of esthetic lineage 
and visual complexity.

Much of the art that has been created whilst in iso-
lation that documents the feeling of solitude reso-
nates with others in unique ways. When enjoying 
Agnes Martin’s quiet and serene paintings, it must 
be difficult for one to imagine that she had suffered 
from schizophrenia throughout her adulthood. The 
works from what Martin herself called “Untroubled 
Mind” period were in fact products of personal and 
spiritual struggle…

Art sustains us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Yes, indeed.

(To view entire bodies of Light Year and Madeleine 
series, please visit www.jiaweigong.com)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龚嘉伟

Madeleine #20, 2020, Digital Photography, 36” x 34”

Madeleine #10, 2020, Digital Photography, 36” x 34”

Madeleine #9, 2020, Digital Photography, 36” x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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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min Guan/关智民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教授终身教授

Bio: 

Zhimin Guan/关智民,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教授终身教授，生于中国安徽,1998 年

获美国堪萨斯州立海斯堡大学美术硕士。绘画作品先后入选美国各地评审展200多

次，包括纽约、费城、芝加哥、洛杉矶、华盛顿DC、圣路易斯、明尼阿坡利斯的画

廊及博物馆展出。获奖30 余次。作品曾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西

安、济南、沈阳、大连、波兰及新加坡等地展出。2010荣获明尼苏达州杰出艺术创作

基金奖。2016, 2018 两次北达科达州杰出艺术创作基金。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关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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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Arts 
and Life in Critical Times

David Leiwei Li  李磊伟 
Collins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Emeritus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I took earlier retirement from my job as an English professor in the summer of 2020 to return to my first love, art, and 

to work on a memoir that a non-scholarly audience might wish to read. Since then, I have been, like the rest of Ameri-

cans, caught in crises and conflicts, from #MeToo movement, Black Lives Matter, the left and right divide exposed and 

exacerbate by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brought under the limelight by the pandemic. Staying in shelter, I joined 

local Chinese American WeChats only to be shouted down as “race traitors.” To stay sane, I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reflecting on my not short life across the Pacific and in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times. I also devote more time 

to art-projects, using my I-phone as an eye to explore my neighborhood in my daily walks. And I pick up painting, trying 

different media and ideas. 

The photography belongs to both abstract and documentary genres. One is an exercise to sharpen my aesthetic per-

ception and the other is capture social textures of my living environment. In fact, both form and content inform each 

other. The medium is the meaning and the message, right?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李磊伟

 Fallen leaves on streets, signs 

of nature on signs of hu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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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李磊伟

Folks in the streets: essential people 

in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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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李磊伟

An ongoing series 

using my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s as a 

principle of composi-

tion in differen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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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奈绘画作品的视觉变⾰研究
婷橥宝
冖漾备啵氡滟

⻄方绘画艺术本质上来讲是个视觉创新的过程，传统艺术史依据时间和艺术⻛格变化划分，本文所提出了由视觉创新
的驱动力造成的视觉变革的艺术史视⻆。

莫奈所处的工业革命时期是⻄方主导的科技创新的一部分，绘画在这个过程中，既受到了工业革命红利的影响，也影
响到绘画艺术的生死存亡问题，各种视觉机器的出现，例如照相机能够完成客观记录生活的任务，再如各种透镜能够
显示宏观或微观世界，此时绘画的视觉记录使命确实被逼到⻆落，要么死，要么变。绘画艺术家们探索发现新的视觉
真理，视觉的创造力成为艺术衍变的内在驱动力。艺术家作为视觉工作者，其工作方式同科学家一样，通过不断的视
觉探索发现世界的视觉真理，并创造出新的绘画方式，推动了视觉创新的过程。

每个视觉变革和创新的阶段，都有不断积累的艺术实践和探索新的视觉方式的艺术作品产生。视觉革新的绘画实践
结果，并不能为所有保守艺术工作者和大多数非艺术工作者所理解，这种认知的滞后性，就是历史的必然。

本文认为艺术家的类型和科学家一样，分为两类：一种是研究型（创新型）艺术家，一种应用型（实用型）艺术家。
莫奈属于前者——创新型艺术家，致力于视觉艺术的研究创新，革新视觉的方式，探索世界中新的视觉真理。应用型
艺术家，则致力于将艺术理论中的艺术实践部分充分发挥，创造出丰富的实践作品。

莫奈的视觉变革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大的两个阶段，传统视觉时期（1870年以前）和视觉创新期（1870年以后）；中间
经历了几个短暂的视觉衍变、形成的过渡平台期。

一一、、1199世世纪纪6600年年代代，，莫莫奈奈的的古古典典传传统统视视觉觉记记录录的的视视觉觉追追随随时时期期

19世纪60年代莫奈的作品和⻢奈非常相似，例如；1866年莫奈画的他第一任妻子卡米耶·东⻄厄《绿衣女子》。这
幅奠定了莫奈的最初的名声的作品在视觉上延续了古典时期的视觉方式。古典视觉体系下的绘画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古典绘画在专业学科知识的的支撑下呈现出完整的视觉程式，色彩上多采用深赭色背景下的画面人物呈现出几块亮色
块：皮肤或服饰，主观的光线设计（人造光或间接自然光）投射在主体物上，柔和的笔触完成色彩的衔接过渡。与莫
奈同时代的很多艺术家，终身沿用这样视觉方式工作，履行着应用型艺术家的职责。同属印象派的⻢奈曾承认自己其
实是古典主义，这两幅同为19世纪60十年代的作品可以看出，莫奈在这个时期也是古典主义，或者叫古典写实绘画。

1.1 莫奈《绿一衣女子》，1866，不莱梅艺术馆 1.2 马奈《男孩拿剑》，1861年，大都会美术馆 

莫奈绘画作品的视觉变革研究
李晓玲
防灾科技学院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李晓玲

中国应急管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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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1199世世纪纪6600--7700年年代代，，莫莫奈奈走走出出画画室室进进入入户户外外视视觉觉记记录录的的过过度度期期

观察地点和绘画地点以及绘画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到观察结果—-艺术作品，属于视觉革新的外部影响力。19世纪60
年代末到70年代初，莫奈的视觉突破与走出画室（改变作画地点）有密切的关系；作品《蛙塘》视觉方式发生了本质
的变化本，莫奈首先放弃了黑色的使用，如下图，在视觉语言的方面，做了颠覆性的改变，《蛙塘》的笔触清晰，
短促，减少虚笔触衔接，实笔触刻画；色块明确，强对比，少调和，保持色块的高纯度对比，放弃画面色彩的光学
灰的使用（古典绘画可以近距离观看，以便对所产生的色彩光学灰色调、微妙的笔触衔接、细节过度的变化有更好的
视觉体验），《蛙塘》的色彩、笔触是需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进行视网膜上的色彩调和，而这种视网膜色彩调和需要
空间的距离完成。相比⻄方古典传统绘画，有了颠覆性的视觉突破。这种要求观看距离的观看模式，是用色形替代物
形的第一步，这个时期的莫奈，视觉上已经开始与古典告别，不是每个艺术家都有拥抱古典、传统，再分离的过程，
例如培根从开始就已经跨越传统的视觉起点。

2.1 莫奈《蛙塘》(La Grenouillère)，1869年，收藏于大都会美术馆

三三、、1199世世纪纪7700年年代代，，莫莫奈奈告告别别传传统统进进入入视视觉觉模模仿仿的的创创新新期期

主动变革视觉方式，试图使用他人的视觉语汇促进和完成视觉革命，是将外部力量和内部动原力相结合的过程，这是
艺术家莫奈走向视觉革新的道路。

1862年，莫奈在巴黎加入了夏尔·格莱尔的画室，与后来称为印象派的成员相识，1870年9月，莫奈到伦敦后研究了
约翰·康斯太布尔和J·M·W·透纳，创作出代表了早期印象派的作品《印象·日出》，开始了视觉创新和艺术实践的
第一个视觉革命的阶段。

公认的印象派绘画《印象·日出》与《蛙塘》相比，莫奈在视觉上再次与自己的过去（古典写实和户外写实）话别，生
硬短促直白的笔触在画面上消失了，视觉语言与作品《蛙塘》对比在视觉语言的方面，做了颠覆性的改变，首先传
统三度空间减弱，物体塑造也不存在了；其次，整体物形轮廓的弱化，色彩的柔和过度；最后，生硬笔触的消失，笔
法属于大写意，将时间在作品中呈现，描绘对象的瞬间感。这个阶段的视觉平台期很短，也就是说这幅令印象派诞生
的作品，只是莫奈在自我视觉创新革命中的一个小篇章。艺术史中与他相比视觉平台期还有更短的，例如毕加索。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李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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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奈以此画成为了印象派的代创始人，但这个阶段只是莫奈放弃自我视觉语言的短暂模仿期。艺术家也和婴童一
样，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需要一个模仿和形成自我语言的过程。模仿阶段的视觉作品很难被认作一位独立艺术家的
个人语系的代表和标志，哪怕这幅作品被认作是一个艺术史的标志，也不能代表莫奈视觉语言的成熟期。80年代后莫
奈也不再这么画了，而是进入了独立的视觉艺术语汇的形成期，并逐渐显现了更大的视觉自信。

四四、、1199世世纪纪8800--9900年年代代，，莫莫奈奈的的创创新新视视觉觉语语言言的的形形成成期期

艺术家创作实践活动有各种目的，有时候是为了某种记忆或生活，19世纪80-90年代莫奈的户外写生的目标更加明
确，这个阶段的作品告别了《印象·日出》，专注研究光、色、时、空，充满了视觉研究的试验性，是莫奈独立视觉
语言形成和日趋成熟期，莫奈这个时期作品的笔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鲁昂大教堂》、《干草垛》；记录
不同时间和光线下的物像，这批作品逐渐成为了印象派研究光色视觉理论的实践代表，莫奈清晰的视觉创新研究内容
和目标，是探索艺术真理（当然艺术的真理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精神体现。这种光色既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室
内的人设光色，也不同于《印象·日出》视觉语言模仿期的光色记录法，而是莫奈不断验证各种光色时空下物像视觉
特点的实践活动，因此创新后实践结果很难被看作是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3.1 幂府《涛樱 ·⽇出》，1872，岌常伤崭撩 3.2  特纳《奴⾪船》，1840 ，昂晷崭撩厍

4.2 莫奈《沐浴在阳光下的鲁昂大教堂：和谐
的蓝色和金色》，1894，保罗·盖蒂博物馆

4.1 莫奈《日光下的鲁昂大教堂》，1894，奥塞美术馆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李晓玲

五、20世纪10-20年代，短暂、局部突破再现界的视觉创新期。
成像系统的变化也会改变视觉结果，形成新的视觉⾰新，属于由外部影响⼒推动视觉变⾰的结果。20
揽喏10-20年代，晚年的莫奈因为眼睛⽩内障，对⾊彩成像和视觉清晰度均产⽣了影响，导致形成雾状
佟压Ｚ囵叛�嫌抿̂班怩攉嫱 5.1，画⾯明显有⽩雾笼罩的其上。在⽩内障⼿术后，也未完全恢复到原
来的视觉⾊彩系统，似乎能够看到某种紫⾊的光波。物质器官对视觉的影响，使莫奈的作品更加浑然
⼀体，如作品睡莲5.2，不再对细节的刻画，⽽是更加浑厚和庞⼤笔触，这种改变不是因为绘画⼯具、
尺⼨造成，⽽是由视觉器管的成像模糊，形成更加浑厚的视觉整体团块感。第三个变化是打破物形采
⽤光形的视觉结果，出现了突破视觉的再现⽽向表现和抽象发展的迹象。视觉器官物理上的改变，形
成了短暂局部的视觉再创新期，这个时期的作品的视觉创新是⼀种客观因素的结果。

莫奈的作品经历了⼏个时期的视觉创新。有主动探求印象主绘画视觉变化的创新，也有顺应器官变化
的变化创新。我们研究个体艺术家的视觉变⾰，⾸先；将艺术家放在⼤约时代背景下，探讨他的视觉
创新和视觉⾰命的过程，其次；将艺术家的个体视觉探索和创新的历程加以研究，这种研究的⽬的，
是艺术史的时间记录过程之外，找出艺术内在推动⼒，试图提供新的艺术史观看视⻆，解读视觉艺术
的变⾰。

参考⽂献：
1~ ⼤卫·唑外廓.²涕川佟熨揠 ——重新发现⻄⽅绘画⼤师的失传技》.浙江⼈⺠美术出版社.2012-12
2~涝叙 GMC乜ヤ区故.²幂府亏 (坛)³ .嘱笇崭撩乜ヤ捷.2019-01
3~ Daniel Wildenstein.² Monet.or.The.Triumph.of.Impressionism³ .TASTHEN.2014-02-15

5.2《睡莲》2，1914-26，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5.1《睡莲》1，1914-26，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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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2200世世纪纪1100--2200年年代代，，短短暂暂、、局局部部突突破破再再现现界界的的视视觉觉创创新新期期

成像系统的变化也会改变视觉结果，形成新的视觉革新，属于由外部影响力推动视觉变革的结果。20世纪10-20年代，
晚年的莫奈因为眼睛白内障，对色彩成像和视觉清晰度均产生了影响，导致形成雾状的观察结果。例如；作品睡莲5.1，
画面明显有白雾笼罩的其上。在白内障手术后，也未完全恢复到原来的视觉色彩系统，似乎能够看到某种紫色的光波。
物质器官对视觉的影响，使莫奈的作品更加浑然一体，如作品睡莲5.2，不再对细节的刻画，而是更加浑厚和庞大笔触，
这种改变不是因为绘画工具、尺寸造成，而是由视觉器管的成像模糊，形成更加浑厚的视觉整体团块感。第三个变化是
打破物形采用光形的视觉结果，出现了突破视觉的再现而向表现和抽象发展的迹象。视觉器官物理上的改变，形成了短
暂局部的视觉再创新期，这个时期的作品的视觉创新是一种客观因素的结果。

莫奈的作品经历了几个时期的视觉创新。有主动探求印象主绘画视觉变化的创新，也有顺应器官变化的变化创新。我们
研究个体艺术家的视觉变革，首先；将艺术家放在大约时代背景下，探讨他的视觉创新和视觉革命的过程，其次；将艺
术家的个体视觉探索和创新的历程加以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艺术史的时间记录过程之外，找出艺术内在推动力，
试图提供新的艺术史观看视⻆，解读视觉艺术的变革。

参参考考文文献献：：
1、 大卫·霍克尼.《隐秘的知识——重新发现⻄方绘画大师的失传技》.浙江人⺠美术出版社.2012-12
2、英国GMC出版公司.《莫奈传(精)》.江⻄美术出版社.2019-01
3、Daniel Wildenstein.《Monet.or.The.Triumph.of.Impressionism》.TASTHEN.2014-02-15

5.2《睡莲》2，1914-26，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5.1《睡莲》1，1914-26，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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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观与现代性反思
宋晓霞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内容摘要：如何叙述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历史？这是近年来

美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探究了在这个问题的背后，

艺术史观与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关系。从内与外的交互视角分析

指出，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意味着反省我们既有的艺术史观里潜

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就中国美术现代主体的确立，中国文化的

精神价值认同，探讨了全球时代中国美术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艺术史观 现代主义 反思现代性 中国美术现代主体

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在学科上分成了“近代”、“现

代”和“当代”的不同单元。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把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过程来把握，在世界

与中国的关系中重新认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内在连续性，不

难发现无论是中国近现代美术，还是当代艺术；无论是“现

代”还是“全球”的概念，其历史叙述的背后都有一个至今尚

未完成的现代性问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即使有三十万字的篇幅也不足以穷尽之。

倘若在三千字的篇幅里进行阐述，所谓中国美术的现代性问

题，探究的是中国美术现代主体的生成与发展。现代性问题既

体现为在思想史视野下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关键

问题，同时它就蕴含在我们艺术史学科的具体工作中，诸如：

怎么叙述我们自身的艺术历史，怎么认识我们的文化的主体，

在什么样的认识框架和历史进程当中来理解和判断艺术家的创

作……

1999年9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了一场题

为“从中国出发——中国艺术现代性的自我确认”的演讲，提

出要回到中国美术现代展开的历史过程中，具体分析中国现代

美术之路有着怎样的文化建构和具体现象。当时正在那里访问

的许纪霖教授，在讨论的环节以主体的间性给予我的回应，给

予我很大的启发。如何将个体的、分散的、微观的中国经验，

放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下去分析，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

方、边缘与中心的二元思维中解脱出来，在动态的互动中逐渐

养成在世界中重新认识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叙事，

而不是以新的中心取代原有的分析体系。

如何叙述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历史演进，这固然是一个美术

史学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怎样看待中国美术发

展的历史观问题。在这个历史观的背后，是左右着人们认识20

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历史的现代性话语，即对现代美术发展历

史不断认识和反思的观念重建。姑以现代主义的观念为例。

美国学者包华石（Martin Joseph Powers）教授在他的研究

中发现：所谓西方现代主义，在其伊始也曾是一个跨文化的

实践。在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罗杰·弗莱

（Roger Fry ），原本就是要以一种能够适用于地球上各种

艺术体系的普遍性的艺术理论，来代替关于理想美感的欧洲

古典理论。包教授称，“弗莱坚持现代艺术需要先拒绝西方

写实主义的标准才能发展现代性的创造。”弗莱通过跨语际

的宋代文人理论，开辟了一种新的艺术标准，建构了现代艺

术的新理论，赋予现代主义这种非写实的绘画以有意义的阐

释。在弗莱的时代，前卫的艺术实验往往运用了东方的表现

性思想和中国艺术方法。弗莱鼓励艺术家以个人独特的笔法

（gestural brushstroke）来取代写实主义的典范；而且他以

1999年9月14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
文化研究中心，宋晓霞发表题为“从中国出发——中国艺术
现代性的自我确认”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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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韵（当时“气韵”已被译成为rhythm）取代了作为普遍性

艺术标准的古典主义。包华石教授研究的焦点在于，现代艺术

的发展原本是跨文化的、国际性的过程，那么现代主义的艺术

观念为什么现在却都算是体现了典型的西方价值？包华石教授

说：“自从18世纪以来‘现代性’在文化政治战场的功能是将

跨文化的现代重新建构为西方纯粹的成就。”他在《现代主义

与文化政治》〔1〕一文中探讨了文化政治与现代性话语，如

何将跨文化（即“混合”）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与实践，最终

阐释和建构为纯 “西方”的文化标记。他幽默地称这一过程

是“中国体为西方用”。

自从“五四”以来，现代主义的观念在中国始终与西方紧密相

关。特别是在艺术史的领域，“现代”与 “西方”这两个概

念也经常混在一起。“现代”意味着一种新的维度，一种新的

价值标准，中国的过去与传统是在“现代”之外的。这一源自

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时间意识，内在地将同一文化的“今”与“

古”视为对立的价值，不同文明的差异也被表述成了某种“时

代”问题。因此张汝伦先生说，中国美术的现代性问题本身就

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因为“人们是在现代性背景和现代性焦

虑情况下接受西方艺术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艺术的”〔2〕。

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主流是以“科学的写实主

义”力矫明清写意画之离形写意和文人画澹远超世之旨趣，在

入世方向上重整了中国艺术实践。然而以现有的通行的艺术史

观来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实践只有一小部分能够纳入

现代主义的叙事，大部分都在这个叙事之外。甚至无论艺术

风格是写实的还是抽象的，不管艺术媒介是固有的还是新近

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是“现代”的方向；而中国艺术家的

作品，不是归属于“传统”的类别，就是被视为“西方”前

卫艺术的摹习。那么，在现代世界我们能怎么确认我们自身

呢？我称之为“现代性的焦虑”。

中国美术现代主体的确立，是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

它左右着我们的艺术史观，塑造着我们关于世界艺术历史的

认识，也影响了我们关于中国美术的历史叙事，甚至决定了

我们当下艺术实践的方向。以当代水墨为例。在全球地缘政

治冲击下的社会及文化矛盾中，当代水墨的发展亟需建立一

种理想主义的全球价值观和对弱势文化的自信心。尼日利亚

裔艺术史学家、策展人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认

为，需要把现代性 “在地化”，而不是笼而统之地用普世的

现代性去解读和套住“在地”。〔3〕他在自己的实践中，既

坚定地主张多元现代性，努力从非洲、亚洲等非西方文化区

域的艺术发展中寻找自身的逻辑；又将理想主义的全球价值

观建立在多元的相互尊重之上，而非用某种全球化理论包装

之后出现的新西方中心主义。

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首先意味着反省我们既有的艺术史

观里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不祛除这一“现代”的魅影，就

很难真正地去面对我们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以及中国美术

现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现代性”问题。这大概正是我们至

今仍然无力承接陈师曾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取得的思想成果的

原因。

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对文人画价值的现代阐释，就是反

思现代性的一次重要的思想实践〔4〕。综观全球艺术世界关

注的焦点，重新审视陈师曾的艺术史观，深感它比任何时候

都更具有现实意义。陈师曾曾经翻译过《欧洲画界最近之状

况》一文〔5〕，同时代的西方现代艺术以及西方艺术从古典

向现代的演变，诚然是他思考和建构中国现代自我价值的参

照系。他没有像时人那样以西方写实主义为圭臬，而且还巧

妙地借助西方现代艺术向主体的体验与表现的转向，阐释了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意义〔6〕陈师曾首先破除了“五

四”以来对写实与形似的“现代”迷信，复以人品、学问、

才情和思想这四者在现代世界重彰了文人画的价值核心。当

我们反思由理性工具化造成的现代性危机，回顾百年间中国

画独特的精神语言的失落，恍然理解了陈师曾在一百多年前

将中国美术现代发展的基点紧紧地维系在精神本质上的深

2006年4月30日，在香港城市大学，由中央美术学院和香港城
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美术转
型”跨学科学术研讨会上，包华石（Martin Joseph Powers）
发表题为“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中国体为西方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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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日益增长的自我怀疑和自我重估的历史情境下，陈师曾

为现代中国艺术的建构，寻找到根本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为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人文传统的文化依据；更为中

国美术现代主体的建立和展开，做出了精神价值的抉择。

陈师曾在“现代性”里开辟了“性灵”与“思想”的视野。在

这一视野下，“现代性”是一个始终可以反思的概念，显然我

们也不能再以“现代”的历史观去封闭自己对于艺术的认识与

对历史的叙述。全球时代的不确定性，令我们动态地处在开放

的互动状态：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当下与

未来的互动。陈师曾所打开的这条从当下通往中国艺术精神之

道的价值认同之路，突破了“五四”时代的局限，它不是“现

代”的几代人认可的未来，却是适应了全球时代后几代人想象

力的未来。

注释：
〔1〕［美］包华石《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中国体为西方用》，收入
宋晓霞主编，《“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版，第94-114页。文中引文均出自于此。
〔2〕张汝伦《道还是技:中国艺术现代性的若干省思》，载《文汇学
人》，2016年2月2日 。
〔3〕转引自高名潞《哭奥奎》，载《凤凰艺术·文化》，2019年3月
19日 ，原文网址：https://kknews.cc/culture/ejv6nqq.html。
〔4〕陈师曾《文人画的价值》一文，1921年1月刊于《绘学杂志》第
二期。后陈师曾以文言文将《文人画的价值》改写成《文人画之价值》
，又中译大村西崖《文人画之复兴》，合编为《中国文人画之研究》
，192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后70余年间再版十余次。
〔5〕陈师曾《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刊于《南通师范校友会杂
志》1911年第2期。
〔6〕陈师曾《中国画是进步的》，1921年11月刊于《绘学杂志》第三
期。

本文原刊于《美术观察》2020年第12期，如需转载，须经《美术观
察》编辑部授权。

罗杰·弗莱（Roger Fry ）《静物与唐马（Still Life with 
T’ang Horse）》，布面油画, 35.5 x 46cm，约1919–21年，
英国泰特美术馆收藏。

1919年陈师曾挈四子封雄在槐堂

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南希·孔戴(Nancy Cond-
ee)、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主编《艺术与文化的悖
论：现代性、后现代性、当代性(Antinomies of Art and 
Cultur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Contemporaneity)
》，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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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挑战  珍贵的体验 
---- 疫情下的美术教学
孙 焱  

Muskingum University

2020年不是一个平静的年份。春季学期刚开始武汉封城戒严

给人以不祥的预兆，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消息传出，却似乎是遥

远的事情。12月下旬刚刚去过武汉，享用过武汉的特色美食，

之后感冒了很多天，却在开学前恢复了元气。元月20日正常开

学，校园里教学秩序井然，学生们一切活动按部就班，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

元月底以后从各种新闻媒体上看到武汉封城后对疫情的控制，

中国各行各业都在抗击瘟疫的动员和行动中。通过微信我们和

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能在美国买到一些

防疫用品寄回中国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当时我们从

心理方面感到新冠肺炎远离美洲大陆，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即便是零星病原传到美国，靠着强大的科技医疗技术都会将病

毒控制住的。尽管一些医学专家大声疾呼，美国全民都要做好

防御准备，病毒迟早都会在美国蔓延扩散，但是从总统到平民

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很快从西雅图的第一例，由点到面美国东

西两岸发现越来越多病例，继而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从大城市

向偏远的山村扩散。尤其在大学校园里检验出学生感染的数量

快速增加，使得很多大学果断改变教学策略，以远程在线教学

替代校园面对面教学。 

Muskingum University 在三月下旬将所有课程改为远程在线

教学，取消所有校园活动。网路教学给全体教师都带来了挑

战，同时也影响到学生和家长的生活节奏。我立即安排美术系

教师们合理设计好在Blackboard online课程，继续完成学期教

学规划。美术史论课程给教师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以往的课

堂讲授内容不变，现在网路教学却要把每堂课的内容和思考题

放在网上。设计、绘画、素描、陶瓷、雕塑等等课程，改为线

上教学，就是去掉了实体工作室和课堂，重新建构虚拟的、可

以用艺术创作交流思想的更广阔的场所。

春季学期顺利结束，教师们和学生们都在疫情中成功适应了远

程网路在线教学的模式。暑期的疫情似乎有所缓和，我校决定

秋季回复正常教学秩序。真正的严峻考验才开始！

我校秋季学期采取了Remote Learning System和正常教学相

结合的模式，所有的课程都采用面对面教学，只是在教室和

电脑室用有机玻璃相隔离，每日有专人对教室、图书馆、实

验室的电脑、门窗、把手和卫生间等进行多次消毒和清洗。

美术系各个楼层的工作室和画廊门前都放着消毒剂和消毒手

巾。画廊有基本的规定要求强制戴口罩，还多了一项就是在

地板上标定参观者的方向和距离，并且严格限定和控制参观

人数。

大学课堂一直是师生共同建构和交流提升思想的平台，新冠

肺炎疫情下的教学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学生们在大学

校园最注重课堂体验，美术系的课程更是师生在创作中不断

讨论和互动的过程。开学第一天我们就给所有学生固定座位

保持两米的社会距离，并且拨出经费给全系学生提供了艺术

材料，免得学生去商店买材料时受到感染。这个阶段我们每

天带着口罩给同样带口罩的学生们上课，为学生做示范和讲

解，和学生们讨论也都坐在远距离进行。同时，大学画廊的

三个展览按期举行，只是取消了开幕酒会和任何仪式。

随着美国全国疫情蔓延，形势越来越令人悲观，一度被视为

学术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也笼罩在一种颇为压抑的氛围之中。

越来越多的学生被隔离，尤其在十月份总统副总统多次来俄

亥俄做竞选活动，期间全程拒绝戴口罩而引发大规模的感

染。大学被隔离的学生按计划参加了远程学习系统，这样教

师就必须启动准备好的第二套教学模式，同时也增加了很大

的工作量。美术教学的远程在线教学形式一直不被我欣赏，

那种在课堂上即兴发挥的激情在远程在线教学中荡然无存，

以往艺术体验中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不得不以实实

在在的文字去做直白式的解说，作画过程中的很多随意性的

挥洒和下意识地偶然效果所带来的愉悦更是在不断地解说中

变得索然无味。我生性不爱被规范却必须按照规范在远程在

线教学中做一些绘画和素描示范，并且在网路上给予学生作

品进行即时点评和指导。换位思考，被隔离的学生在心理上

已经有了负面的变化，更需要在学业方面和其他方面感受到

被关心、被关注，我对学生们的鼓励和肯定换回了他们极大

的安慰和自信。从学期末学生的课程评估中，可以感受到我

的积极鼓励和及时互动给学生带来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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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在远程在线教学上所作的素描示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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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珍惜这种一直在教室和画室工作的经历，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踏踏实实地画好每一幅画，认认真真地观赏那么多书架上的画

册。以往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疫情期间却凭着耐心尽可能画完，那每一幅画后面都有一长串难忘的回忆和令人回味的故事。

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全球各国都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以往的世界秩序已经被新兴的政经、科技和军事彻底改变，

新型通信技术的革命创造了截然不同的世界，教育模式肯定会在大学校园内外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有幸参与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大变动，

在悲壮的人类历史上接受了严峻的挑战，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带领学生们走过艰难的历程，这也不失为一次人生的珍贵体验。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孙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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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大灾的一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为了安

全起见，从3月中旬起美国各大学陡然转入线上教学。我从来

没有搞过线上教学，参加了一些集训后匆匆上阵。从3 月-5月

的两个月里， 积累了一些线上教学经验。暑假期间，我们大学

就线上教学对学生进行了调查，50% 以上的学生表示不喜欢线

上教学，并表示如果2020年秋季学期仍是线上教学，他们就要

休学一学期直到恢复实地教学。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大学决定

2020年秋季学期校园重新开放，制定了众多的安全措施和不同

的教学模式：1. 全实地教学；2. 实地教学与远程Zoom教学结

合；3. 远程Zoom教学；4. 远程Zoom教学与网上非同步教学结

合；5.网上非同步教学。  根据春季教学经验，我采用实地教学

和Zoom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下面是我的一些做法。

1. 我觉得实地教学和Zoom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可以使学生上课

有一种规律性，减少疫情期间学生心理上失去的依赖感和懒散

的习惯，更好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感觉到班级的存在。

2. 学校的班级网页给疫情期间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在秋

季开学前，我把所教三门课的教案都在班级网页上贴出来，并

把每周的教学计划，作业范画，和在网上能够找到的录像示范

链接都贴出来。这样在讲课时自己轻松一些，学生如果错过讲

座示范，这些资料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作业的要求。我也在班级

网页上建了提交各个作业的文件夹和截止日期，并公布了各个

作业的评分等级要求，建立了分数册，这样学生可以随时看到

自己的成绩进度。

3. 因为社交距离的需要，我把一个班（最多18人）分为两组，

一组周一到教室上课，另一组周三到教室上课。不到教室上课

的一组在同一时间在家里通过Zoom上课。这样，教室里画架

疫情期间的教学
汪业强
华盛本大学美术系副教授

之间的距离可以保持2米以上社交距离。

4. 教室里配了一个连接线很长的相机，一端连接教室电脑，

一端固定在脚架上。每个作业，我在讲座后，都要做示范，

并录下来放在网上, 供缺课的或没弄懂的学生观看。示范时，

相机尽量靠近画面，以便在家上课的学生能在自己的电脑上

看得清楚，教室里的学生则看通过投影仪的大屏幕。我配了

一个无线麦克风，以在讲课时保证声音清晰。

5. 由于隐私的因素，学校规定不能要求在Zoom上的学生全

程打开摄像机，这不利于知道学生在干什么。我每天上课开

始时坚持点名，尽管学生的缺席也没有惩罚，但心理上对他

们有一种要求上课的感觉，也算是每次上课的仪式感。在我

的讲座和示范之后，我给他们一个小时自己画，然后挨个检

查作业进度。这样，在家里上课的学生就得努力画画以便有

东西展示。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汪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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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教室里给学生辅导作业时，我避免接触学生的东西，用

激光笔远远地给学生指出哪些地方很好，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保持安全距离。而给在家上Zoom课的学生辅导时，叫他们把

作业对准他们的相机镜头，我用截屏的方式把作业快速留在

Photoshop上，然后在Zoom里分享屏幕，用鼠标指出作业的

优缺点。这样，学生就对老师的评讲更清楚。

7. 学生作业都有全班性的定期评讲。我在班级网页上做了作业

的讨论论坛，学生上传作业后，大家可以自由留下评语，评语

在期末可以作为奖励分。课堂时间对上传作业集中评讲时，每

个学生都要求发言。对那些在家里上Zoom课的学生，如果不

主动发言，我就点名，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参加。

8. 在教室的规则，除了必须戴口罩外，叫学生尽量减少与教

室的物件接触，以减少病毒传播。我给每个画架配了颜料稀释

剂，纸，一大壶水和肥皂，每次绘画课上完时，学生就在自己

座位上把画笔洗干净，不用去公共洗涤池洗笔。

9. 每次上完课我用杀毒剂把学生用过的画架，桌子和椅子全部

喷一遍。在与几个班共用的教室上课前，我每次要用酒精纸

巾把电脑键盘和鼠标擦一次。

10. 初美国大选后，全美单日新冠感染数超过10万，我把全

部课程转为远程Zoom教学，以确保大家的安全。虽然夏天的

调查说50%的学生喜欢实体教学，但每次到教室来上课的学

生多则6人 (应到8-9人)，通常2-3人，有时没人来，没到教室

来的学生基本都在家里上Zoom课。总的说来，学生的学习质

量还不错，90%的美术专业学生能跟上学习进度，有30%的

非美术专业学生在素描选修课中掉队。至12月15日秋季学期

结束时，全美新冠感染人数超过1600万人，寒假期间这个数

字还要飙升，短时间内要结束疫情恐怕不可能。2021年春季

学期的最初1-2个月我可能都全用远程Zoom教学。之后如果

情况好转很多，我可能改为实地教学和Zoom教学相结合的模

式。非常时期的教学面临太多的问题与挑战，愿与各位同仁

共同探讨。祝各位平安！

介绍会员个人的故事及创作和教学的经验和体悟 - 汪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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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笑话，说不好自家编的还是听来的了: 小孩儿上街打酱油，

一路念叨“花椒大料”; 到店门前摔了一跤，爬起来要“飞机大

炮”。小时候家里常派我打油，有时捎二两“大肉”回来。那

会儿家住北京东城豁口，后来城墙没了，地名随之消失。 那片

儿回民多，居委会上门抄家也是报复汉人无礼吧？后来我去寻

旧，头一次大门不见了，胡同还在 。路边石上坐着衣冠齐整的

白痴，微笑如故。对视那一瞬间我从他眼里瞥见几十年光阴！

如今打油的已是老头儿，“飞机大炮“何在？ 

两年前去弗洛伦萨教学，跟学生年代初去时相差了三十五年 。

记得第一次出了车站先进教堂避雨，现在则处处收门票，大街

小巷被旅游大军挤得像纽约城，中文导游的语音遍地可闻。我

决心再摩写米克朗杰罗的雕塑，与学生时代做个比较；可叹进

步有限。 感触也许深点儿？画者老矣。

当学生时启程的Piero Trail终于由老师完成了。添上Milan, Na-

poli, Mantua和几个精彩的小山城，可以瞑目了！看了那么多

难忘的画面后，Piero在马德里的一幅平平肖像几乎使我兴奋：

大师也会走小差？他那些永恒形象会不会在湿灰渐干过程中比

画布上更得心应手？

教学喜欢用David Hockney的录像，也佩服他肯费气力探讨名

家们用没用机械透视打稿。（见Secret Knowledge of David 

Hockney) 十五世纪初绘画在弗洛伦萨有突变至少属实吧，靠

打酱油有感
萧 桐
Augustan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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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明单点透视，人体解剖和开始用黑色处理暗部 。西耶那

跟弗洛伦萨早就是冤家，至今每年办两次赛马会Palio记念

1260年击败Florence。难怪两地画风有别；后者创新，偏重

明暗写实，前者守旧，喜欢色彩绚丽。像罗马号称有七座小

山，Siena建在三个山头上，而且也有脯育一对男孩儿的母狼

lupa保佑，男孩其一传说是罗马男孩的儿子！西耶那母狼别

于罗马的是直视而不回头。因此西耶那人自以为比弗城人更

牛！我住在城里地势最高兴建最早的老碉堡宅院Castelvec-

chio, 早晚俨如出入天堂，兴奋不已。

西耶那面积比不上半个朝阳区。钻那些保持了八百年原貌的

弯曲胡同时， 狭窄处看去可爱，普通显得特殊，旧的越发

悦目。街面高低起伏大，行人不是爬坡就下坡。我把去课堂

（自中古世纪沿用的圣玛利亚慈善救护中心）的捷径画出图

来，高处用暖色，低处冷色。后来搞出个三度色彩一览，用

明暗冷暖关系表现立体和颜色应用史。原色上方加白是十五

世纪前的Cennini 传统，下面加黑是十五世纪初Alberti倡导

的“创新”。上白下黑代表了以素描为宗旨的Tuscan明暗造

型chiaroscuro，由Caravaggio登峰造极。原色两侧的sec-

图1  米克朗杰罗雕像速写，2018

图2 Piero della Francesca, Retrato de un nino, 1483，Thes-

sen-Bornemisza Museum,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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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ary-tertiary与其和谐，冷暖过渡。Alberti之前和米克朗杰

罗用易色法cangiantismo造型都靠色彩过渡。沿斜线的色块关

系表现冷光暖影或暖光冷影，暗色不加黑，冷暖别于原色，给

学生凭感觉调色的机会，有助体会印象派搭配冷暖色。可惜因

蓝色本身深沉，其明暗过渡难与自身明亮的黄红平衡相称。

给学生讲传统时我比他们热情高, 可信度有限吧? 其实前人怎

么用色造型直接联系咱们的一笔一划。在费城教过我的艺术

史权威Marcia Hall 认为拉斐尔综合了Leonardo的sfumato和

米克朗杰罗的 cangiantismo 达到自己的画风unione。在Bo-

logna的国家艺术馆里看见拉斐尔的师傅Perugino挂在徒弟作

品对面，才发现答案没那么简洁。色彩转换本是Perugino的

伎俩；大师手里总能妙手生花的。

图3 Castelvecchio, Siena

图4   三维色彩过渡

这大半辈子钉子没少碰，岔道也走过，好运常是歪打正着。有

时思量，在大城市里不景气时如果咬咬牙，结局未必坏。想想

故友（如从小敬佩的翁如兰）怨气就没了。 

西耶那大师Ambrogio Lorenzetti 的名画“好坏政府在城乡”

跟弗城同代的Giotto一样运用散点透视，人物塑造已相当逼

真。西耶那连贝壳形的中心广场il campo都起伏不平, 不会成为

单点透视发源地，只有一马平川的弗城适于这一发明。可除了

Hockney 当代还有几个画家把透视当回事？假若Lorenzetti 兄

弟等西耶那画家不死于瘟疫，艺术史会是啥样儿？如果西城不

败在弗洛伦萨手下，仍由商家巨富撑着，跟米克朗杰罗同代的

Beccafumi 和Leonardo的弟子Il Sodoma 会不会名驰天下？

西耶那大教堂里有个洗礼池，立于1427年，四面围有四位雕塑

图5 Perugino, 细节, Pinacoteca Nazionale, Bolo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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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浮雕精品，包括来自弗城的Donatello, Ghiberti和本地

才子Jacopo della Quercia。后者也许算表现派吧，其实细细看

去，哪个大师不先重表现？Donatello的名作Herod’s Feast的

确用了单点透视。但Ghiberti塑造的阁楼跟Giotto的画如出一

辙，线条基本并列横行，平面表现。

在西耶那有过一次“巧遇”。逛圣弗朗西斯教堂的一天，在侧

院墙角发现一个小牌子，记录十三世纪中某贵族假借宴请了敌

对家族，把老小几十口统统杀死埋在石阶下。依墙望去，对

面另有一个牌子纪念在西耶那大学经济系执教多年的 Richard 

Goodwin教授 。名字有点儿熟，忽然想起在书里读过他关于

冷暖色比例和谐的论点，跟歌德不约而同！原来这庭院后面是

西耶那大学经济系。（换上老家和美国肯定会弃旧图新，大兴

土木）我犹豫了一下，推门而入。承蒙一位Leonardo教授友

好接待，我观赏了Goodwin当年业余创作的几幅抽象画，挂在

校长办公室里；尽管风格已不“现代”。后来我又在“天堂之

路”via paradiso上撞见过Leonardo，自觉运气不错。真希望

西耶那没被“武汉病毒” 过分摧残，那我还敢重返？年初弗洛

伦萨的朋友曾寄来该城当时的录像，一条条梦里思念的街道竟

空荡无人，像被De Chirico 的幽魂冲了。

教画和作画一样，靠观察练基本功吧，既得跟上时代又问心无

愧 。塞尚好像没想闹“革命”。透视这一理性发明在近距离内

行不通：铺床擦桌时床桌边缘难以笔直。塞尚论几何形时对四

方好像不感兴趣，却强调不用单色表现平面。他晚年把aix en 

图6 Ghiberti, 浮雕, 1427, Duomo, Siena

provence的画室墙漆成冷暖组成的“能动性”灰调子，促动

室内色调变化，不愧是理智引导感性的一大绝招。他画中的

冷暖笔触一边组合同时分解形体，虚实互补，展开画面平中

有深，静中有动。物象人体和空间在画里联结统一，现代主

义的飞机大炮就此而来。而立体派至少在用色上可能是另开

炉灶了。

塞尚着色虽然能跟米克朗杰罗易色法扯到一起，近现代人

心底的疑惑不安究竟在笔下暴露无遗，少些理想化，对不

对？Hall 对Leonardo的sfumato有精论，说粗浅了，也许是

同时提高冷色和压低暖色的亮度，达到色彩自身明暗度浑然

和谐的“中庸之道“。Leonardo偏爱的黄昏是大自然颜色变

易的时辰。古时室内光线应弱且偏暖，一定影响作画观色。

大师们怎么在烛光里完成电灯下都难以识别的细微变化？信

徒们面对Fra Angelico或Masaccio肯定如见真缔。可怜信仰

到你我眼里没了，只剩下一点儿神秘感，技法和空泛泛的

美！

夏天困在画室里画死鸟地球仪鞋帽和人体，发泄避灾情绪，

捕捉（加想象）逆光里的色调温差 。担忧生态环境逆转和不

满大鱼吃小鱼使我“续写“了Paolo Uccello的Deluge。自己

多年偏爱的怪画已从风吹日晒的外墙挪进教堂装框保存了。

从小缺严教，胡涂乱抹而来。“孩子王”催学生上街，自己

其实蜻蜓点水，不轻易错过机会观摩而已。Velasquez等大

师的佳作必须鼓了眼球去看，饿着肚皮也看，直到腿脚撑不

住为止。靠形象让学生感觉西画演变不难：从过去的主观平

简到后来的客观繁深，再到现代的回归主观。现今艺术总体

图7 , 历史敷色法,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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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的，简繁实虚并行，突出特性，认真浮夸做戏耍赖叛逆呐

喊样样都有，叫人眼花缭乱。绘画媒体里随材料而来的不过

是透明与否，明暗冷暖，平铺还是“深造”吧？把基本因素归

纳清楚，浅显道出，就少误人子弟，也好补先生们不可避免的

片面。人吸收能力有限。老师同行留下不过一两句话，供你琢

磨一辈子。体验生活表达发现是个人的事，有交流被认可是运

气。凭天性直觉先斩后奏比逻辑信仰更可信可靠，成效更好 - 

如果能把名利抛掷一边。醉翁之意不在酒嘛。跟炒股票过瘾比

吧，也是明眼瞎抓，一意孤行的行当。信不信由自己，当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吧！

图8 反看萧草帽人体地球仪

图9  Uccello续篇, 2020

图10  Casato di Sot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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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 线上教艺术
许深城
North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20年是不同寻常一年，由于疫情的原因，从三月份开始美国

各个大学基本上都改成了线上授课。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上网

课只是暂时的，一切很快都会恢复正常。但是接下来的暑期课

程，和刚刚结束的秋季学期，线上教学却已经成了“新常态“

。现在来看，接下来的2021年春季学期也基本确定会继续采用

线上授课的模式。经过这将近三个学期的线上教学经历，让我

不得不重新思考在新常态下艺术教学和创作的可行性。这段时

间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研究一套适合于网课的教学方法，和发

掘一些不同寻常的替代材料和手工技法，用来满足线上教学的

需要。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在线上教艺术的现实，我认

为影响未来艺术教育的变革已经到来。我们可能不得不离开曾

经熟悉的课堂环境，放下自己习惯的教学模式，来试着适应这

种新常态：线上教艺术。在此借着“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

这个平台，把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和感受分享出来。并希望大家

集思广益，聚沙成塔。

美国各大学关于艺术专业线上教学的可行性一直争论不断，我

也曾经参加过一些这方面的会议和讨论。普遍认为艺术史论方

面的网课与实体课几乎可以无缝对接，有些大学这方面的线上

课程早已实施多年了，而且从这些院校反馈出来的教学成果来

看，基本都还令人满意。媒体和设计类专业的课程也比较容易

在线上实施，因为本来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和作品都是通过电脑

和软件来操作完成的。但是大部分传统艺术专业，我这里主要

指的是：绘画、版画、雕塑、陶瓷、及摄影等课程，由于对工

作室的特殊空间环境和工具设备的要求比较高，所以相对来

说，具体实施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其中特别是版画，雕

塑，陶瓷等专业，对工作室条件，以及工具设备的依赖尤为

突出。可想而知，离开某些具体的工具和设备，这些专业的很

多艺术作品创作，从技术到材料上都无法实现。举例来说，自

2003年任职以来，我做为东北伊利诺伊斯大学艺术系的一名

雕塑专业教授，通过对几个雕塑工作室的工作环境调整，设

备更新升级，以及对雕塑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安排，建立了一

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和运作系统。根据每学期的课程安排，

学生们可以分别选择使用泥塑翻制，木工制作，金属焊接等

多种工艺和材料进行雕塑作品创作。本来以为所有的这一切

都会平静顺利的一直进行下去，可是没有想到，如今线上授

课却成了我们每位艺术专业的教授和学生都要面对的实际问

题。网课期间，由于学校对艺术专业的工作室和设备使用的

限制，所有教师和学生们的日常工作和学习都受到了很大程

度的影响。

可以这么说，线上教学对传统艺术教学环境的影响是颠覆性

的。教师和学生首先要面对的是从“工作室”到“演播室”

的转变。这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改变，而且还是功能上的改

变。通常在艺术教学的工作室里，师生们是可以随时随地沟

通和交流的，但是在上网课的时候，师生之间在屏幕前互动

的空间就非常受限。因此传统的师生关系也会受到影响，教

师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持人+ 编剧”的身份延伸。教

师对学生作品的直接参与和同学们之间的相互影响都会相对

减少，可是对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对时间和场面的掌控能

力，课堂节奏和内容编排，以及对学生作品进度和作品展示

效果的把握上等多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全新的挑战。正是因

为工作室里那种舒适便利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不再触手可及，

还有教师职责的扩展，所以我们在过去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需要再从“演播室”和“主持人+ 编剧”这两个不同以往的

角度和身份去逆向思考。把教学大纲当成剧本，按时间和进

度重新编排；把每堂课当成每一集连续剧，在保证课时长度

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加入一些与课题有关的艺术视频和示范

演示内容，争取每堂课都有一些有趣的节目和亮点；教师作

为节目主持人，有序的引导学生参与集体讨论，并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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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提供指导意见。通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和细致的规

则，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表现和参与的机会，也能让每个学生

的问题和想法都能得到关注。

同样，线上教学会对学生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和质量产生影

响。我们都不得不重新考虑艺术作品的制作方法，材料和尺寸

等具体因素，以及作品完成后的展示形式和展示空间。许多传

统材料和工具设备，都无法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进行使用；

大型作品和金属等材料，也都基本无法在线上操作和实现。因

此需要鼓励学生们去寻找非传统材料和一些现成的替代品，来

满足学生自己的创作需求；并要求学生们学会使用几种手工工

具和小型便携式电动工具，来协助完成作品。有时候这些条件

上的局限和改变反而更能激发出一些创作灵感和新颖的想法。

原来那些在工作室里常常被忽略的部分，比如对非传统材料的

研究和尝试，对传统手工艺的掌握和理解，以及作品完成后的

图片展示效果等，都通过线上教学的机会被重新重视起来。大

多数学生的作品，由于选择使用相对单纯的材料和简易的手工

制作方法，在完整性，细节处理等整体质量方面还是不能和工

作室里完成的作品相比。但是学生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反复推敲作品想法和草稿的设计上来，综合来看，网

课对学生作品思想深度的探索，和作品完成后的视觉效果展

示，特别是学生尝试自我解决问题的过程，都还是有很多可

取之处的。

这些线上艺术教学过程中，不期而遇的问题和挑战，对我们

来说也许会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需

要再次审视自己过去的艺术观念和教学理念。无论怎样，艺

术创作和艺术教育都需要不断的创新，所以我们必须要摆脱

掉一些固有的传统观念和思想。一百多年前，杜尚就已经把

绘画和雕塑从传统的主题和材料中解脱出来了。那我们为什

么还要抱着这些传统的技法和观念不放呢？我们总是在不断

的努力追求突破自我，却往往在不经意间又回到了出发点。

我们为什么要搞艺术？艺术为什么能打动人心？其实我们都

知道，这些问题与在工作室里还是在家里；在线上还是在线

下，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杜尚认为“艺术家的状态比他的艺

术更为重要”，我的理解是：不管是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还是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果不热爱，就没有办法做出打动人心

的作品。其他的都是借口。

庚子岁末，于芝加哥北郊唯美白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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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古典油画研究
张乃军
西弗吉尼亚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今天对古典油画的材料和技法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少量存世的手

稿和史料以及现代科学分析的结果。这些科学分析的结果更注

重材料方面的研究，距还原到古典大师的具体的画法还有一定

的距离。手稿和史料也只有对作画步骤的简要描述， 以及一些

配方和用色, 而有关技艺传承方面却鲜有记载。

古典油画与亚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欧洲盛产亚麻，亚麻籽

油是古典油画中重要的媒介剂， 而亚麻纤维织成的画布在古

典油画中被广泛使用，其布纹的肌理效果成为古典油画的重要

特征之一。早期古典油画大师在木板上作画，因尺寸上的限

制，很快被亚麻画布所取代。十五世纪末亚麻布在意大利流行

起来。意大利北方气候寒冷，室内窗小墙面多，对画幅尺寸的

要求较大，这也是古典大师改用亚麻布的原因之一。亚麻纤维

来自植物杆皮，其中粗糙纤维用于制造绳索，细长的纤维纺成

细线，然后织成亚麻布。画布横竖方向的织线形成了紧密的网

格。亚麻布质地坚硬，织线交叉处造成的凸点形成了独特的质

感的肌理效果。织数是衡量画布质量优劣的标准之一。

古典油画采用油性底子。古典原作修复时通过提取颜料标本

做成切片来检测古典油画画布底子的 制作方法。在此之前，

有关画布制作最权威的依据来自于藏于大英图书馆的Mayerne 

Manuscript。 十七世纪初Mayerne 医生依据自己在鲁本斯，

凡戴克以及其它画家工作室的见闻编纂了此手稿。手稿中记载

了如何在木框内拉线绷布，用剃刀剔除瑕疵和线头， 涂一层

动物皮胶， 然后用弧形刮刀刮上浅灰色的油性底料。今天藏

传佛教唐卡绘画制作中仍然使用木框内拉线绷布的方式。据说

这种技术在十五世纪传入藏族地区并一直沿用至今。Mayerne 

Manuscript中记载了几种油性底子的配方， 主要包括铅白，少

量褐色，炭黑和亚麻油。古典油画修复中X光片显示了类似的

做法，古典油画使用单层或双层油性底子。油性底料主要由铅

白加少量藻类化石形成的碳酸钙白色细粉，黑色和棕褐色与亚

麻油混合而成。碳酸钙粉做为铅白的填充剂，而黑色和棕褐色

则起到快干的作用。古典画家根据需要使用油性底料来改进画

布肌理和底色。油性底子吸油的程度与透明多层画法的色彩呈

现有着紧密联系。

古典油画的媒介剂普遍使用亚麻油，少量使用核桃油 和罂粟籽

油。古典画家通过使用不同性能的媒介剂来控制色彩的厚薄和

干燥速度。古典油画修复中使用气相色谱 和质谱分析检测出媒

介剂经过日晒或加温处理来改变其性能，使其平滑光亮，更

容易使用，还有一定的快干效果。与其它植物油不同，亚麻

油是一种“干燥油”，干后能形成表层坚硬的胶质薄膜。

古典油画使用的颜料由颜料粉末混合亚麻油而成。亚麻油与

不同的颜料粉混合时干燥的时间也不一样。有些颜料干的太

慢甚至不干，古典画家通过添加快干剂来获得理想的干燥时

间。电子扫描显微镜 和能量色散X射线探测到古典油画的颜

料里的确使用了一种含铅的快干剂。同时还发现古典油画中

不同色彩与媒介剂混合后会产生化学反应，在画面的肌理上

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这种化学反应造成的颗粒状的肌理

效果一度被认为出自画家技术上的精心处理，现在看来不过

是这些化学反应形成的颗粒状画面表层效果。

古典油画的用色一般不会超过七到八种。古典油画使用铅

白。铅白一直使用到上世纪初才被钛白和锌白取代。铅白较

柔和，与其它颜色调合后色调稳定，不像钛白 和锌白会影响

色彩的冷暖取向，干 燥速度也比其它白色更快。铅白又称碎

片白，与其制作方法有关。荷兰人用卷起的铅皮悬置于盛有

白醋的陶罐内, 陶罐在封闭的空间里周围用马粪堆起。白醋

与马粪中释放出的化学成分腐蚀铅皮后生成白色碎片，经过

清洗和研磨制成铅白粉末。这种铅白色粉颗粒粗细不均， 塑

造力强于其它铅白。伦布朗作品中独特的肌理效果与这种色

粉特征有关。以前的专家学者认为伦布朗作品中的肌理效果

与媒介剂中加入树脂成分有关。最近英国伦敦国家画廊对其

所有伦布朗的油画藏品进行检测，结果发现伦布朗除了亚麻

油外没有使用任何含有树脂的媒介剂。三次赴中国传授古典

油画的法国画家伊维尔根据卢浮宫修复专家Maroger早年的 

配方制作的含有树脂的“黑油”媒介剂，在今天看来也只是

推测而已。因为这种媒介剂会使古典油画失去原有的色彩，

而近年博物馆的油画原作清洗后颜色明亮鲜艳如新。人们印

象中古典油画那种棕黄色调正是因为上光油中加入了天然或

人工树脂所导致。最近的研究发现作为媒介剂的亚麻油在经

历长时间光照后不但不会变色，反而在光线下的作用下会变

的越来越透明。 

很多古典油画使用的颜色今天已经不为人知。锡铅黄在古典

油画材料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被称为“古典大师黄”

。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得到广泛使用。 直到十八世纪才

逐渐被锑铅黄所替代。具有传奇色彩的青金石蓝色今天已不

多见。因只有阿富汗出产的矿石颜色最佳， 这种颜色稀少而

昂贵。由于维米尔在其作品中的大量使用，更为青金石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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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法官钱伯斯肖像，2017，121.92 x 91.44 厘米，亚麻布面油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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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秘感。朱砂在古典油画中被广泛使用，是自文艺复兴至20

世纪欧洲画家调色板上的主要颜色之一。最早的朱砂来自天然

汞矿的 副产品，公元四世纪中国人首先制造出人工硫化汞朱

砂。十七世纪荷兰人又使用新的方法生产出历史上著称的“荷

兰土方”的朱砂。其制作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由于费用昂贵，

朱砂逐渐被镉红取代。镉红虽近似朱砂，但与其它颜色，特别

是铅白混合后无法与朱砂的色调媲美。另一种重要的红色是透

明的紫红。古典油画使用的紫红取自昆虫或一种叫藘的植物根

部, 就如同染布的染料，做颜料时需加入白色粉末以助成形。

这种透明的紫红在古典油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不可取带的地

位， 多用于罩染，也可以与其它颜色混合使用。

油画修复人员使用红外线透过古典原作表层来显现绘画制作过

程。这种办法适用于底层素描的探测。研究人员发现很多古

典油画的底层有素描稿， 以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底层素描最

为精细。这些素描底稿一旦确定后很少再有变动。素描底稿

除轮廓线外，还有明暗的表现。交叉 斜线不但明确了暗部的

区域范围，据说还有指引画笔走向的作用。由于古典油画使

用透明和半透明的画法，很多素描底稿的线条依稀可见。从

视觉上来讲，这些素描线条巧妙地融入到明暗和色彩的处理

中， 画面显得细腻而生动，有着独到的视觉效果。

古典大师使用多层画法来取得丰富的色彩效果。底层素描后

会有底层单色画。底层单色画在古典油画人物肤色处理上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十九 世纪晚期直接画法出现之前这种

方法一直被广泛使用。通常底层单色画在色彩罩染时不被完

全覆盖而成为画作色彩和肌理的一部分。 委拉斯贵支，鲁本

斯，安格尔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底层单色画使用“卡塞

尔土黑”，又称“凡戴克棕”与铅白混合形成冷灰色调， 将

造型与色彩步骤分开， 在技术处理上更加合理。纽约大都会

美术馆收藏的安格尔的“单色宫女”就是一张完成的底层单

色画。古典画家在底层单色画的基础上进行多层罩染以获得

理想的色彩效果。稳定的浅冷灰色使简单的颜色在罩染后变

的丰富沉着。这种画法一直盛行至十九世纪法国学院主义时

期，后来随着印象主义直接画法的出现，这一持续了五百多

年的古典油画技法逐渐消失。近年来对多层画法以及底层单

色画法又受到关注。纽约画家约翰柯林偶然的机会在大都会

美术馆发现委拉斯贵支作品中的底层灰色单色画的使用，随

后在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大胆尝试，在画面色彩效果上取得突

破，作品呈现古典大师风范。

古典画家擅长在画面用笔处理上寻求变化来获得生动的效

果。一方面通过在画面高光部分使用饱和厚堆来强调受光面

的效果，另一方面用松弛薄画来表现中间层次的含蓄生动，

从而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在边缘线的虚化处理上或重叠，

或保留衔接部分底色，来营造画面复杂的空间效果。古典大

师在绘画实践上的熟思与考量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所观察到的

光影效果寻求最有效表达方式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我最早关注古典油画还是八十年代初上大学期间的事。当时

信息资料匮乏，也鲜有机会看到古典油画原作，很难深入了

解古典油画，后来毕业离开学校，与古典油画渐行渐远。我

90年代来美国留学时观念艺术开始盛行，但首次去华盛顿国

家画廊参观又让我开始关注古典油画。国家画廊里的古典油

画原作与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原作画面的质感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画册中的复制图片缺少了原作最有魅力的东西。通

古德温先生肖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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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量观摩原作，开始研究古典油画材料和技

法，也开始在自己的创作中做一些尝试。

我在古典油画创作中使用欧洲专业品牌的单层

油性底亚麻画布，自己会再刷一遍油性底料。

有时也会根据需要按照Mayerne Manuscript的

步骤和配方自制画布。自己做的画布通常需要

放置半年以上干透后才能使用。一般开始用铅

笔起素描稿， 然后使用狼毫圆头画笔按照素描

底稿上的交叉 斜线走笔画底色层，铅笔线条自

然融入明暗中。在用色上尽量使用古典色彩进

行多层罩染，人物肤色以铅白，炭黑， 朱砂，

土黄， 生褐为主，辅以铅锡黄，青金石，紫红

等。调色油采用日晒亚麻油，也尝试伦布朗在

日晒亚麻油中加入蛋黄的方法来改善日晒亚麻

油的属性，使其稠而不粘，运笔更加流畅。 画

面工作结束后至少六个月后才可以上光油。光

油不仅是作品完成的标志，还是技术处理上的

重要一环。光油在提升色彩透明度上的作用是

其它材料和技法无法替代的。画面上的光油日

久变暗后可以清洗掉再重新上光。 

联邦法官费波尔肖像，2017，121.92 x  91.44 厘米，亚麻布面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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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Mothers’ Move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ducators Award 

周 竟
Monmouth University

The year 2020 has been so unprecedented and memorable 

to all of us. While I was learning to cope with the unavoid-

able obstacles like millions of others in the past ten months, 

two of my research and creative projects have gradually 

come to fruition and recently received further internation-

al recognition. One was carefully planned two years ago, 

the other intuitive and improvisational. However, they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nspired by the Mothers’ Movement (

母亲行动)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中国抗日战

爭1937-1945).

The Jiang Jian Website [www.jiangjianz.com/eng]

The seed of this research and design initiative was sown 

in 2016 and I began to build the websit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2018. Furthermore, the content of this website 

assisted the making of the CCTV (中国中央电视台) docu-

mentary film “Dao Yi Dan Dang”《道义担当》(tv.cctv.

com/2020/09/05/VIDEF2hV4YEQecwEmov7E74l200905.

shtml). The core of this project touches upon multiple 

fields of studies such as history, women’s movement, 

storytelling, information design, visual narrative, and 

web development. It unveils the forgotten story of an 

extraordinary woman Jiang Jian (蒋鉴)—the “Mother 

of Wounded Warriors (伤兵之母),” “Mother of Refugee 

Children (难童之母),” and “Chinese Nightingale (中国

的南丁格尔)”—who passed away at age 38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rough her evocative story, 

the project sheds light upon the Mothers’ Movement 

in China, a major achievement of the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Ms. Jiang was from an affluent family. Instead of living a 

comfortable life, she became a nurse, educator, activist, 

and philanthropist during the war. She volunteered to 

serve the wounded warriors in military hospitals and 

established a refugee school for children. In addition to 

actively engaging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harity 

programs, she set up a local Women’s Association. After 

years of assiduous work, she dedicated her life entirely for 

the wounded warriors and refugee children in wartime. 

Meanwhile, from 1938 to 1946, 30,000 refugee chil-

dren were saved and educated in over 60 Relief Schools 

throughout China,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orga-

nized by the Chinese Wartime Refugee Children’s Relief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support-

ed mainly by don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unfortunately, 

the Chinese Mothers’ Movement has been overlooked 

and their voices attenuated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followed by decades of political turmoil and unrest. 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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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no studies in English are hitherto available.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this project was created to share the story 

of Jiang Jian—a heroine of the Chinese Mothers’ Move-

ment, which woul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human experiences and stimulate social change for genera-

tions to come.

Cradlr: A Design Project for Refugee Children [vimeo.

com/465617976]

The stories of the Chinese Mothers’ Movement inspired 

me to question how other countries protected and res-

cued children during WWII. Through research, some social 

patterns gradually unveiled, from which I discovered that 

no digital platforms have hitherto been built for displaced 

children—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 who doesn’t have 

cell phones. Since then, the inception of Cradlr began to 

sprout. Here is the brief statement of this project. 

The growing global refugee crisis in the recent decade has 

reached a staggering height—in nearly 80 million displaced 

people, 26 million are registered refugees—and over half 

of the refugees are under the age of 18. The phenomenon 

of displaced people has existed since the dawn of human 

civilizations caused by wars, famines, mass migrations, 

pandemics, climate change, political persecutions, natural 

disasters, and more. In these calamities, children have been 

the first victims of conflict and displacement experiences. 

As of today, no digital platforms have been built for dis-

placed children—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 who doesn’t 

have cell phones. The Cradlr project was created in the hope 

of developing not only a digital tool but a vision for a global 

network that might help displaced children to overcome 

many adversities in life and receive more love and brighter 

futures. After examining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current 

situations, this project goes beyond the realm of digital 

product design in an attempt to find a humanitarian 

solution for a complex social challenge. The final product 

embraces the conn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displaced children, their families and temporary guardians, 

education affiliation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

zations, as well as volunteers and donors. The stories and 

personal data of displaced children accumulated by adults 

are stored and protected by the Cradlr Network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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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which becomes a collective digital memory. Cradlr 

offers a blueprint whose purpose is to serve as a possible 

testing ground envisioning a digital network system that 

transcends political boundaries so that various parties can 

connect to rescue and nurture young lives collectively on a 

global scale.

* Cradlr is a United Nations Academic Impact (UNAI) project 

at Monmouth University.

This special year mark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Ms. Jiang Jian passed away eight decades 

ago. If there is any silver lining to this difficult time, it’s 

that both projects have received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Jiang Jian Website is part of the juried exhi-

bition Digital Power—Activism, Advocacy, and the Influence 

of Women Online organized by the SIGGRAPH Digital Arts 

Community (digital-power.siggraph.org). Cradlr received 

the Creative Work Award of the 2020 Design Incubation 

Communication Design Educators Awards (designincuba-

tion.com/publications/awards/the-2020-design-incuba-

tion-communication-design-awards). Design Incubation 

is an international venue for educators and practitioners 

of communication design. Each year, eight educators and 

professionals receive its Communication Design Educators 

Awards. Not only am I grateful for the award,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two projects have brought meaning to life. 

The Jiang Jian website is dedicated to the heroines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hile Cradlr demonstrate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ose extraordinary people in WWII.

December 3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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