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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百国参与的国际视
觉盛宴近日登陆中国美术
馆。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
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以“丝
路与世界文明”为主题的

“2017·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
美术双年展”于9月24日至
10月15日展出。这是全球
迄今为止首个达到一百个参
展国家的美术展览，表明北

京双年展的国际知名度、影
响力和吸引力日益提升。

本届北京双年展以“丝
路与世界文明”为主题，旨在
弘扬丝路精神，提倡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以当代艺术形
式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据
组委会介绍，本届北京双年
展成功征集到120多个国家
的万余件投稿，最终共有来
自五大洲102国的 567位艺

术家入选，参展作品共计601
件。其中，外国(含特展)作品
411件，中国作品190件，涵
盖当代绘画、雕塑、装置、影
像以及其他多媒体作品。

除主题展外，本届北京
双年展还开设了格鲁吉亚、
希腊、印度尼西亚、蒙古国当
代艺术特展及“从丁托列托
到利兰加的艺术之旅”“北京
双年展历届捐赠作品”6个特

展，观众既可以领略丁托列
托、达利等闪耀世界美术史
的大师力作，也有缘目睹从
500多件北京双年展藏品中
遴选的历届各国捐赠作品。

为填补大型“一带一路”
主题美术作品的空白，组委
会专门组织国内美术家在有
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两件大体
量的主题作品：一件是郑百
重先生创作的6米长国画《海

上丝路新篇章》，一件是冯路
敏等合作的8米长油画《丝绸
之路新篇章》。

经过近 15 年的发展，
北京双年展已成为中国美术
界乃至国际美术界重要的交
流和展示平台。无论是古道
明月、梵音涟漪，还是援非
医疗队；无论是神秘的燃灯
节、苦水社火，还是今日的
微生活；无论是罗盘、指南

针，还是海上丝路的全图胜
景，都或高亢、或深沉地讲
述着丝绸之路这条人类历史
上最为古老、世界上最为绵
长的互通共荣之路。中外艺
术家从视觉艺术的角度呈现

“丝路”与“世界文明”的
时空画卷，探寻人类文明交
融的脉络，展示文明交汇的
成果，续写世界文明融合发
展的新篇章。

图观丝路神韵 共享世界文明
——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开幕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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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学期初，江苏省
天一中学国际部的孩子们惊
喜地发现，学校丰富的社团
活动课程中又多了一项新的
内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留青竹刻。

竹刻最初只是平面雕
刻，将图文部分留下，其余
部分刮掉，虽然竹皮留去分
明，但所刻的纹饰，也只是
进行阳文或阴文雕刻，只有
花纹的变化，而没有雕刻技
法的变化。到了明代，竹青
雕刻技法更加完善、纯熟，
雕刻时，雕刻大师们通过对
竹皮的全留、多留、少留，
雕刻出深、浅、浓、淡的变
化，犹如在纸上作画，有水
墨之分五色的韵味。竹刻艺
术家以刀代笔，以竹子为载
体，将书、画、诗、印等艺
术样式融为一体，赋予竹子
以新的生命。

无锡留青竹刻起源于明
末江阴留青竹刻大师张希
黄，他在唐代留青刻竹的基
础上进行改进，他利用竹
筠、竹肌质地色泽的差异，
以竹的外皮(即青皮)刻图
纹，将剔除青皮后的竹肌做
底，首创出阳文浅浮雕的留
青技法，故名“留青竹刻”。

无锡竹刻作品精细，富
有装饰性，以留青、浅刻、
浮雕、圆雕等各种雕刻技艺
为表现力，质朴清雅，格调
高古。品种有老臂搁、书
镇、扇骨、书联、挂屏等，
属实用价值较高的工艺品。
2008年6月，无锡留青竹刻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
目。近代以双契轩相传四
代。近年来，以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乔锦洪先生为代表的
双契轩致力于留青竹刻的传
承与公益传播。

今年暑假期间，天一中
学的老师走访考察了无锡地
区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最后在传统工艺美术
方面确定把“留青竹刻”引进
校园，并邀请到了乔锦洪老先
生的三位弟子顾志磊、李雪
刚、杨忠亲自到学校授课。

天一中学国际部的学生
毕业后大都去往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深造，因此，学校
意识到，让国际部这些孩子
带着本国传统文化，带着文
化自信走出国门，更能加深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而孩子
们通过系统的学习和传承非
遗文化，将来作为传统文化
的使者走出国门，与各国文
化进行交流，更有了一种责
任感和使命感。

“留青竹刻”教学第一
步先从雕刻单字入手，大小
字结合练习基本刀法，如走
刀、铲底、平底等，然后深
入到古诗词（真、行、隶、
篆），揣摩技法；第二步学
习图案，钱币、瓦当、青铜
器纹样等；第三步学习花
鸟；第四步学习人物；第五
步学习山水。遵循竹刻教学
五步法，由浅入深掌握刀法
和技法，以刀代笔，用刀去
诠释毛笔的书意和画意，诠
释书法、绘画上的空间感和
立体感。

短短几节课的学习，孩
子们感触很多——

周振：“非遗”进校
园，真的很新颖，因为新
奇，误打误撞进入这个社
团，一开始傻傻以为是用刀
刻进去就可以刻出图案，看
到作品后，我才惊奇地发现
原来是阳刻，所有字体和人
物都是浮出来的。

王若愚：在课堂上，我
们不仅欣赏到了巧夺天工的
竹刻作品，也知道了每一件
竹刻作品背后的艰难和漫长
的制作过程，还认识了各色
竹刻刻刀。当我拿起小小的
刻刀，在半弧形的竹块上刻
画，我发现雕刻并不轻松，竹
子特有的坚韧对于女生来说
并不是能轻松驾驭的。每一
根线条都要花上许多力气，
一不小心还会“滑刀”。老师
不断提醒我们“慢就是
快”，我学着把心思沉进
去，把自己融入进去⋯⋯

目前，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可谓遍地开花，但
在实践中，专业师资匮乏、
学习内容碎片化、不系统，
课程紧、难安排，不持久、
不整合等等，是几乎所有学
校都要面对的问题。天一中
学国际部把非遗项目安排在
学校课程中，除了留青竹刻
社团外，还开设了古琴、陶
艺、书法等课程。非遗开课
后，不仅吸引了学生，也吸
引了一批老师前来“蹭
课”，传统文化的魅力可见
一斑。

留青竹刻进校园
周晔

2015年12月，王逊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活动在京举行。纪念座谈会
开始前，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李军匆匆赶到会场，把我拉到一旁
说：“有重大发现！”他取出一份文
稿影印件，告诉我，广州美院艺术
与人文学院李清泉院长处，收藏着
一份王逊手稿——《吴门四家》。
这份手稿原是陈少丰先生保存下来
的，陈先生去世前，把它托付给了
自己的“关门弟子”李清泉教授。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意外，
同时又很激动。王逊去世后，他生前
撰著的大量手稿去向成谜，甚而成为
学界一桩有名的“公案”。许多前辈，
如启功、徐邦达等先生生前都向我提
及此事，一些纪念文章中也有所涉
及。这次纪念活动中，他从前的学生
们说起先生，都不禁哽咽泪流，他们
称王逊先生人品高洁，“魏晋风骨”，生
前蒙受不白之冤，死后虽经平反，著
作出版仍遭遇重重干扰，是美术界、
学术界“悲剧的典型”。

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搜
求王逊遗著，最初也只能是去图书
馆的故纸堆中一点点翻检，那时还
没有电子查询系统，不得不从一摞
摞发黄霉烂的旧报刊中慢慢查找线
索。一些学界前辈得知我在整理王
逊遗著，也都热心提供线索。美学
家刘纲纪先生来信告诉我，滕固主
编的《中国艺术论丛》（1938年商务
印书馆出版）中，收有王逊早期很重
要的一篇论文《玉在中国文化上的
价值》；薄松年教授回忆，1948年沈
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
刊》上有一篇《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
术》；李松、张蔷先生说，《王羲之父
兄考》收录在《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
纪念论文集》（1951年香港龙门书
局）中；任继愈先生提到，王逊40年
代参加过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
译委员会”，译有一些西方哲学论
著。先生老友，如冯至、卞之琳、王
勉、王佐良、赵俪生、王永兴等也都
回忆说，王逊在西南联大时，曾在
《云南日报》《自由论坛》等报刊发表
过不少文章⋯⋯就这样，一点点集
腋成裘，我陆续搜寻到王逊各类论
著200余篇，并于2006年整理出版
了《王逊学术文集》，使几乎湮没在

历史尘霾中的先生学术再度呈现在
世人面前。

家人回忆说，王逊被划为“右
派”后，除监督劳动和在美院任课
(1960-1964 年间)，其余大部分时
间，都关起门来埋头著述。他那时
住在美院附近的两间平房里，外间
是书房、卧室兼会客，里面一个几平
方米的小间，堆满了他的手稿。当
时，他曾让学生薛永年为自己刻过
一方“上水船”的印章，印文取自黄
庭坚的《花气薰人帖》：“花气薰人欲
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
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以此勉
励自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困顿的
人生逆境中奋力前行。他还对人说
起，自己是“因祸得福”，正好可以避
开干扰，沉潜于学术。在生命的最
后几年中，他的成果是惊人的，不仅
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新修订了《中
国美术史》这部经典著作，还撰写出

“中国古代书画论”课程讲义，系统
梳理古代书画理论，构建起他的美
学思想体系。这些穷尽心力、代表
着他最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如
能妥善保存下来，对于他所钟情的
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无疑是有重
要意义的。

不幸的是，即使是这样的研究
条件也“好景”不长。1964年秋季
开学，中央美院开始“社教”运动。
不久，王逊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
关进“牛棚”，他多年积存的手稿和
研究资料被查抄得片纸不留。这次
为筹备先生纪念活动，美院组织专
人走访了他生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

等单位，所得也极为有限，仅找到王
逊在西南联大时写给潘光旦先生的
一纸短笺和一份聘用证书，即使这
样，也已十分难得了。

在此情形下，忽然听闻还有一
份完整手稿被精心保存下来，欣喜
之情可想而知。2016年春，在尹吉
男、李军二位院长介绍下，我专程到
广州拜访了手稿的收藏者李清泉教
授。清泉教授介绍说，手稿是他的恩
师、广州美院终身教授陈少丰先生临
终前郑重托付给他的，同时交他保管
的还有一份陈先生自订年谱，足见这
份手稿在陈先生心目中的位置。大概
是为了隔绝南方潮湿的空气，手稿用
一块厚厚的蓝布精心包裹着，时隔半
个多世纪，纸张虽已泛黄，但平整洁
净，完好如初。手稿线装成册，订有蓝
色皮纸的封面封底，封面上有陈少丰
先生墨笔题写的书名、作者。少丰先
生的原稿写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红格稿
纸上，王逊先生重新改写的部分则使
用的是标有“龙门”字样的绿格稿纸，
猜想应该是龙门石窟文保机构印制的
稿纸（龙门文物保管所曾翻印王逊《中
国美术史讲义》），两种均为600字方
格稿纸，总计84页。这份手稿内容
完整，誊写清楚，个别处还有红色铅
笔的标注，应该是付印前刻印者所
加。巧合的是，就在见到手稿后不
久，我偶然从网上寻到一册题为《吴
门画派》的写刻油印本，经比对后发
现内容与手稿完全一致。油印本封
面上还标注有刻印时间——1964
年7月，从时间上推断，应该就是手
稿誊清后交付刻印的。

1956年初，为在高等艺术院校
筹设美术史专业，文化部委托王逊
先生指导各地艺术院校教师进修。
时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教师的陈少
丰被选派进京，随王逊学习中国美
术史，历时一年半之久，这成为他学
术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与中
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结下不解之
缘。1957年8月，他回到中南美专
开设美术史课程，翌年学校南迁广
州，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1962—
1963年间，他再度赴京旁听王逊在
中央美院开设的“中国美术史”和

“中国古代书画论”课程，并在王逊
指导下参加了《中国美术史》教材明
代部分的编写工作。《吴门四家》手
稿就是这部教材中一个独立的章
节。这些经历，都详细记录在陈先
生自订年谱中。陈少丰对自己美术
史道路上的启蒙恩师王逊先生始终
怀有深厚的感情，和薄松年等先生
一样，他们为恩师著作的整理、出版
往来奔走，付出大量辛劳，他“竭尽
弟子之谊”的行为，在美术史学界传
为美谈。这种学术传薪的美德，同
样也体现在陈先生的学生辈如李伟
铭、李公明、李清泉诸教授身上，
少丰先生身后，他们不仅承传了他
的学术衣钵，也传递着这样一种尊
师重道的精神。眼前这份精心保管
下来的手稿，可谓是三代美术史家
学脉承传的象征，其精神价值更远
胜它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王逊先生之侄。本文
摘编自 《吴门四家》 影印版后记，
该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一部手稿 三代承传
——王逊遗稿背后的故事

王涵

本报讯 （伊湄） 由文化
部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吴桥国际
杂技艺术节 9 月 29 日在河
北省石家庄市开幕。吴桥杂
技节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
将迎来创办30周年。

据介绍，本届杂技节将
在石家庄市和沧州市两地先
后举办。本着“技艺高难、崇
尚创新、同类领先”的原则，
邀请到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 个代表当今国际杂技艺
术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的高
空、地面、滑稽、魔术节目参
赛，共同角逐金狮奖。

艺术节期间，除了举办
纪念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
节创办 30 周年座谈会、第
十届国际马戏论坛等一系列
活动，还将推出一系列惠民
演出。

第十六届中国吴桥
国际杂技艺术节举办

⦾资讯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鸟巢文化中心与意大利米开
朗基罗故居博物馆日前联合
在鸟巢艺术中心举办米开朗
基罗国际艺术展，展览邀请
意大利湿壁画大师安东尼
奥·德维托策展，引进展品
105 件，系统介绍了米开朗
基罗的素描、雕塑、建筑、
诗作、湿壁画等艺术成就，
呈现了这位传奇天才 70 余
年的艺术生涯，让观众从中
感受历经500多年的文艺复
兴经典艺术的传承。

此次展览为国内首次最
完整呈现米开朗基罗在绘
画、建筑、雕塑及文学领域
的全面艺术成就。其中，雕
塑作品大卫像高达 6 米，是
由已故意大利翻模制作权威
大师安德烈·基耶西按照

《大卫》 雕像 1∶1 全力打造
的复制品，是世界上现存的
3 件 《大卫》 像原件复制品
之一，也是安德烈·基耶西
留存世间的最后一件翻模作
品，极为珍贵。

米开朗基罗国际
艺术展在鸟巢举行

王逊（1915—1969），著名美术史、美术
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奠基
人。历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兼《美术》《美术研究》执行编委，在
哲学、美学、美术理论、美术史与考古、建筑
学、敦煌学、工艺美术、民间美术等多个领
域卓有建树。曾主持和参与国徽设计、景
泰蓝工艺改造、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
永乐宫壁画研究等重大课题。1957 年主持
创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为美术史在
中国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作出了重大贡献。

⦾纪念⦾资讯

青年时代的王逊

“仁爱”文化品牌的打造者

今年 6 月 11 日，由滨州医学院发起
的“承光心汇”全国大学生器官捐献志
愿服务联盟在北京宣布成立。暑假期
间，“承光心汇”组织多支实践队在全
国巡回开展器官捐献宣传和线上推广，
志愿者已突破千人。这一爱心义举，得

到了著名医学专家黄洁夫教授等的高度
评价。

“承光心汇”是滨医的一个学生社
团，创始人刘杨是一名重残学生，学校
为他实施了多次康复手术，作为对社会
的回报和对生命的渴望，他用“以爱之
名、反哺社会”的行动诠释了滨医特有
的文化传承。无论是特教事业的开拓，
还是康复教育的探索，这种“仁爱”文
化始终薪火相传、贯穿其中。

滨州医学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
精髓，以“仁心妙术”作为校训，通过
开展“精神铸魂”“典型引领”“修身养
德”“实践育人”“科研创新”五大育人
工程，将“仁爱”精神融入育人各环
节，实现了医学教育和生命教育的深度
融合，形成了“大医精诚、大爱无疆”
的文化特色和“扶残助残、关爱生命”

的文化品牌。扶残助残的风尚、人道主
义的自觉、对生命健康的敬重，已深深
融入滨医人的血脉，成为师生的文化特
质和行为自觉。

在滨医主办的全国康复医学教育学
术大会上，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
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敖丽娟教授对滨
医人的精神文化风貌印象深刻。“既建
设独具特色的康复学科体系，又强化东
方气质的康复文化支撑”，滨州医学院
的做法得到了业内专家学者的广泛赞
誉。

中国特色康复教育模式的探
索者

当前，“健康中国”已经成为凝聚
国民生命热情与家国情怀的宏伟目标。

作为承担培养康复人才重要使命的滨州
医学院，在这个伟大征程中，必将大有
可为。

对下一步的战略构想，学校已有明
确定位，即：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
学科”建设要求为标准，凝练学科方
向，突出学科特色，汇聚国内外资源，
形成以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为基础和依
托，以“大康复”学科体系为特色和方
向的学科架构，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技术创新、智库研究、转化服务为
一体的学科专业集群，成为一所服务

“健康中国”战略、学科专业特色鲜明
的大学，一所肩负特殊使命、面向特殊
服务为对象、具有强烈文化使命和人道
主义情怀的大学，一所展示我国文明进
步成就和良好国际形象的窗口大学，努
力成为国家康复人才培养、康复科技创

新和康复服务创新的引领者，实现从
“探索者”向“引领者”的跨越。

要实现这一跨越，首先要与国际标
准接轨。为此，滨医将参照国际标准
设置核心课程体系，聘请国内外康复
领域顶尖学者来校任教，积极参与国
际康复医学专业认证。据介绍，目前
滨医与美国、芬兰、瑞典等国家的著
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了深度合作 ，
接受世界物理治疗联盟 （WCPT） 国际
专业认证工作也已经全面启动。学校
还 会 聚 了 美 国 凯 斯 西 储 大 学 著 名 教
授、“泰山学者”郑庆印博士，美国乔
治 亚 医 学 院 终 身 讲 席 教 授 路 新 云 博
士 ， 美 国 北 得 克 萨 斯 大 学 谭 曰 清 教
授 ， 悉 尼 大 学 物 理 治 疗 学 院 Alice
Jones 教授，国际知名专家任晃荪教授
等一批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建立了一

支国际化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要实现这一跨越，还必须做足“特

色”。滨州医学院院长王滨对此有深刻
的认识和感受。他表示，在“国际标
准、中国情怀、滨医特色”的发展思路
引 领 下 ， 康 复 学 科 发 展 要 精 做 “ 加
法”，将中医思想融入康复治疗，使现
代康复医学理念技术与中国传统康复疗
法相融合，坚持走国际化办学并有中国
特色的康复人才培养道路。同时，还将
大力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着力构建

“医、理、工、管、教”等多学科门类
协调发展的“大康复”学科专业体系，
努力建设一批国内领先的品牌学科和专
业，在推进“健康中国梦”的进程中实
现社会价值、成就大学梦想。

（王忠彦 王朝荣）

滨州医学院

中国特色康复教育模式的实践者（之二）

多年来，滨州医学院在“国际
标准、中国情怀、滨医特色”的发
展思路引领下，全面对接“大健
康”理念，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
康复教育模式，在推进“健康中
国”梦的进程中实现社会价值、成
就大学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