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迪安團隊第三日來到昂船洲軍營寫生范迪安團隊第三日來到昂船洲軍營寫生。。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A23 人 物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8年10月5日（星期五）

20182018年年1010月月55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8年10月5日（星期五）

從中央美術學院（央美）副院

長，到中國美術館館長，再帶着

新使命回到央美就任院長，范迪

安在每一任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創

新和態度，為美術教育的發展貢

獻力量。時值國慶，他率央美藝

術家團隊來港，與香港青少年共

同采風寫生，描繪香港的城市風

貌和文化特色，也刻畫香港的精

氣神。他盛讚港青熱愛藝術的態

度，表態央美願意今後多支持香

港青少年的藝術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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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香港牽動我的心」主題美術
作品創作活動，范迪安日前專程率

十五位藝術家團隊來港，兵分三路分別
於中環碼頭、香港中文大學、太平山
頂、昂船洲軍營、蘭桂坊等二十個各具
特色的景點進行一連五日的采風寫生，
為將於12月17日至22日在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及明年1月2日至10日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展覽館舉行的展覽做好準
備。

寫生摩天輪刻畫港面貌
范迪安稱自己已多年沒來過香港，對
香港的印象還停留於過往的經驗，而這
次來港采風寫生則是在一個新的形式和
背景下進行，也是受到了「香港牽動我
的心」這個重要主題的感召。他說：
「內地和香港的美術交流從不間斷，開
會時藝術家們都很興奮，期待在過往的
公務和旅行之外，會有一次與別不同的
香港之行，更深入地感受香港，更直接
地描繪香港，也更有創作意識地表現香
港。」
據范迪安介紹，寫生活動日程的計劃
安排別具心思，側重於三個方面：一是
體現香港一個多世紀以來積澱的人文歷
史，二是選擇適合以油畫表現的都市繁
華景象，三是描繪香港街區和小巷豐富
的日常生活。「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將
『香港牽動我的心』的感情通過繪畫表
達出來，寫生時通常要面對景色四至六
個小時，一層層地看進去，找到最好的
光線、輪廓和色調，用畫筆去觸摸香
港，刻畫出香港的精氣神。金秋十月，
東方明珠浪漫依舊，穩定繁榮發展。香
港這個大都市具有濃郁的國際氛圍，高
樓大廈與日常生活融為一體，處處生機
勃勃。」首日他在中環碼頭選定了摩天
輪作為寫生對象，「摩天輪是香港的地
標式建築之一，周邊是林立的高樓大
廈，是香港繁華的城市景觀，也能夠代
表香港的面貌。」他說。

讚港青愛藝術愛香港
在「香港牽動我的心」主題美術作品
創作活動的啟動禮之後，央美藝術家團
隊即帶領三十名香港青年學生啟程寫
生。范迪安表示，藝術家每人帶着兩三
名學生，邊畫邊指導，自己從活動中感
受到了青年學生和志願者們對香港和藝
術的熱愛之情，對見到這些香港未來的
藝術人才而感到欣慰，而央美也願意今
後多支持香港青少年的藝術發展。
今年恰逢央美一百周年華誕，范迪安
稱，習近平總書記在寫給央美八位老教
授們的回信中特別提到「加強美育，讓
祖國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長」，「通
過美育，可以培養青年美好的心靈，激
發想像力和創造力。而這次我們與香港
青年學生在一起，意義遠遠超過了寫生
本身，既是一種主題創作，也是對習總
書記所提出的要求的實踐。」

視美術館為終身美育課堂
范迪安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美術研
究、當代藝術批評與展覽策劃、藝術博
物館學研究，他在央美碩士畢業後留校
工作，後調任中國美術館館長，近九年
的任期內策劃過多次大型主題藝術展
覽。他認為，自主策劃展覽，便可以選
擇最好的藝術家和作品，關鍵是可以確
定主題，使觀眾欣賞畫作的同時思考主
題的意義。「我一向認為，社會美育非
常重要，正好可以彌補學校美育的短
板。我將美術館視作終身美育的課堂，
開展了一系列的公共教育活動，通過展
覽和講座使各個群體都有機會欣賞藝
術，更好地發揮美術館的公共文化服務
職能。」
四年前，范迪安帶着「出人才，出作
品」的兩大任務回歸央美。他表示，央
美百年歷史，學科結構最大最全，作為
院長的自己責任重大，要多培養人才適

應社會需求，以藝術服務社會和人民；
另一方面，央美是美術創作的「國家
隊」，幾百位教授、副教授，更要多畫
出有技術、有思想的精品佳作。同時，
當院長要眼觀全局，堅持正確的辦學方
向，他自認沒有門派之見，對團結藝術
家隊伍更具裨益。
曾任美術館館長的經驗，使他意識到

「藝術是要為最大多數人服務」，「不
能孤芳自賞，而是要面向社會。」他為
央美陸續策劃了多場藝術展覽，又將短
短幾日的畢業作品展轉變成為「畢業
季」，將畢業時分的校園打造成一個大
型美術館，幾千甚至上萬件作品同時面
向公眾展出，「這既將學生的作品轉化
成為公眾欣賞藝術的資源，又為學生畢
業後的發展作好準備，每幅畫下面都有
二維碼，觀眾可以將反饋傳達給學生，
或者直接收藏作品。」

冀科技和藝術更好結合
作為央美院長，范迪安認為中國高等

美術教育的優勢在於四個方面：一是條
件位於世界前列，校園面積大，電腦設
備和實驗室齊全；二是生源豐富，他舉
例說，今年央美招生八百三十名，是從
四萬一千名考生中選拔出來的，平均五
十個選一個，保證了美術專業學生的質
素；三是中國很多頂尖的畫家都在學校
擔任教授，從而保證了美術教育師資的
高水平；同時，中國在國際上的藝術交
流活動也愈來愈頻繁。
但他也提到，現時美術教育的專業劃
分還是太細緻，而其實不同學科的跨界
營養對創作發展有益，過早專精於某一
學科實際上限制了發展。「另外，新的
專業和學科還要抓緊建設，隨着新科技
的發展，新的材料、媒介和人工智能的
出現，科技和藝術如何更好地結合，這
個課題在現今的美術教育中還不夠，但
這是未來發展的趨勢。當有一天人工智
能都會畫畫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或者
機器人的外觀是否有更多樣的設計？」
原來去年年底，央美已經舉辦了首屆

「EAST-科技藝術季」，邀請來自英
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荷蘭以
及港澳地區的頂尖大學、藝術院校、藝
術機構、科研機構和創新企業，通過兩
個頂級學術會議、三個國際工作坊、系
列重磅跨界講座，展開一場頭腦風暴，
探討技術與創造的關係，既包含豐富深
刻的理論探討，又引入直接的產業實踐
交流。范迪安透露，今年11月央美將舉
行國際美術教育大會，邀請世界各地美
院院長、教授以及知名設計師、建築師
等齊聚，探討全球化背景下美術教育的
未來發展。

央美造型學院副院長張路江教授，希望
通過此次參與「香港牽動我的心」主題美
術作品創作活動的采風寫生，對香港的人
文歷史和自然風光做一次宏觀概括。他早
前來港多是參展、觀展或是參與藝術品拍
賣，而如今次這般承載着主題，並以自己
的畫筆多維度表現香港還是第一次，「我
們每一位教師都心繫香港改革開放四十周
年的變化，心繫『牽動』這個概念，迎接
這次挑戰，通過作品將香港每一處牽動神
經的點描繪出來，表現香港情懷。」
在國慶時節來港，他感受到了香港的

「繁榮富強」，也看到了香港所呈現的祖
國概念。據他所述，內地很多城市國慶節

是沒有地方放煙花的，

恰恰在香港這個國際化的窗口城市，有這
樣一場盛大的慶祝活動。
談起對香港景色的印象，他認為，香港
的景色可以用「豐富」二字去形容，「在
這裡可以見到密度很大的城和市，市是交
易，城則是生活居所，特別是在香港島留
下了一種很好的城和市的關係，街道尺寸
不大，但每一處都表現着生動的市井生
活，讓人感到很舒服。而另一邊，在新界
還有着很多漁村，形成了一種和香港島完
全不同的漁民原生態生活，而我去寫生的
香港中文大學，環境優美，可以望到觀音
像、寺院和海景樓盤，將自然山水與現代
人的居住生活融為一體。」
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寫生時，感受到中大

學生自由的生活狀態，而在幾日與青少年
學生共同寫生的接觸中，他同樣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他說：「我帶的幾名中學生畫
得非常好，讓我感到震驚。通過看他們的
作品，我能感受到他們的聰明，心、眼、
手的控制力強，具有才華，以及在美術學
科繼續發展下去的潛力和素質。」

難忘渡輪喚醒香港記憶
張路江對香港的觀察細緻入微，他猶記

得活動首日描繪的中環碼頭渡輪，他回憶
道：「我還記得最早來香港的時候票價是
兩塊錢，現在已經漲到了兩塊七和三塊
七，七毛錢的零數在內地已經不常見到，
但在香港這可能體現出了公平和合理價值
換算。這期間相隔了十多年，船票漲了
價，但那條船還是一模一樣，這本身就喚
醒了香港的歷史和記憶。」他又提起銅鑼
灣、鯉魚門和中環石板街，還有在一些上
了年紀的的士司機眼中，對香港又會有怎
樣不同的理解。

央美黨委副書記王少軍教授，
在寫生活動次日於灣仔會展中心
二十二樓通過玻璃窗鳥瞰維港景
色，他直呼視野極好，機會難
得。同日他受邀為「全港青少年
繪畫總決賽2018」擔任評委，
印象最深刻的是活動主辦方和贊
助商對這件事的認真態度，他直
言：「此前對香港的美術教育沒
有深入認識，通過這次的接觸，
我見到香港對美育有着很好的社會意識，有
很多人會將自己的財力、物力、精力用於培
養青少年的美術發展，讓我深受感動。范院
長也與活動主辦方達成了初步的合作共識，
希望香港優秀的美術愛好者可以到央美學習
提升，央美也願為支持香港青少年美育出一
份力。」
團隊選擇國慶時節來港，王少軍感受到了

香港社會整體對祖國的情感，他說：「絕大
部分香港人都很清楚，作為中國公民怎樣才
能更正能量地發揮自己的社會作用，為祖國
賦予的身份作出正向貢獻。」寫生活動首
日，他接觸了眾多的青少年學生和義工，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好學懂禮，對知識
的渴求健康而單純，從他們身上我能看到香
港的文明程度很高，這也是年輕人應該具備
的素質。」

深入認識香港傳達評價
關於團隊寫生地點的選擇，王少軍表示，
各景點都極具代表性，可以使藝術家們間接
地通過藝術的形式，將城市化建設發展的成
果與歷史、人文景觀全部轉化為視覺的語
言，傳達香港百年來的變遷和發展，「我邊
畫邊有着很多的感慨，香港的百年積澱和變
化難以言說，作為國際化的窗口城市，香港

匯集了世界級的經濟和文化交流，豐富反映
出了中國在當代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實
力。」
他又提到：「作為教師和藝術家，我們對

藝術的理解不會局限於藝術本身，其實藝術
是很好的反映和認識世界的形式。從學藝術
開始到現在，我感到藝術也是最好的生活方
式，通過藝術的眼光和手段，可以更好地認
識世界，深入地了解世界，深刻地反映世
界。這次團隊的主題寫生活動，實際也是想
要通過藝術的形式認識香港，也向社會大眾
傳達對香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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