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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观点
对话学人

5 月 5 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要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自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场合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写入《宪法》。

5 月 5 日，由中国赠送，中国美术
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雕
塑《马克思》被立在马克思故乡——德
国特里尔市。有评论家认为，中国艺
术家创作的马克思像立于德国，不仅
是对中国艺术的高度认可，也是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
取得全世界瞩目成就的认同。

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经典作品会
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就此采访
了吴为山先生。

中国精神是中国经典
作品应该包含的价值观

记者：近来，您的观点“经典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发了广泛的社会
关注。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
为经典作品？经典凭借哪些因素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吴为山：经典艺术作品是国家、民
族的心灵图像，所蕴含的思想及智慧，
反映了民族的品格和时代的特征，刻
载着艺术家的追求和探索历程。经典
作品可以增加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
民族之间的心灵沟通。

经典作品不仅仅反映一个时代的
精神，同时也是永恒的，因为这种永恒
背后饱含着一种真，对生活的真感情，
对人民的真感情，对艺术的真感情，所
以体现着温度。这种温度是艺术家对
生命、对大自然、对生活的关爱，对所
有艺术创作的爱，这就是经典作品能
超越时代，成为永恒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典之所以
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
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体现了
中国精神，包括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博
大精神、人文精神、爱国精神、创新精
神、追梦精神等。这也是中国经典作
品中应该包含的价值观。

事实上，中国的历史文化、革命文
化、创新文化具有世界普遍认同的价
值，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经典作品不仅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经典，也包含具有国家民族和时
代精神的时代文化经典。文艺工作者
只有将中国精神融入灵魂，才会涌动
爱国主义的血液，创作出时代经典。
而经典的传播是让世界正确、深刻认
识我们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前提。

记者：中国经典作品在形成文化
认同方面可以起哪些特殊作用？传统
经典作品和时代经典作品各起什么作
用？

吴为山：比如，中国美术馆建馆
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积累的 11 万件收
藏，是自古以来无数美术家智慧创造
的结晶，饱含着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
和强烈的中国精神。中国美术馆库藏
作品皆为精品、经典，特别是近现代
以来，所有的大师、大家之作构成了
一部完整的美术史章，他们的作品为
时代审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轨迹，比
如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靳尚谊的 《塔
吉克新娘》、詹建俊的 《潮》、罗中立
的 《父亲》 等。

不仅如此，中国美术馆许多重要
作品的入藏源于艺术家及文化人士的
慷慨捐赠。如1964年，《人民日报》时
任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先生，将个人珍
藏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140余件（套）
捐赠给国家，其中有北宋苏东坡《潇湘
竹石图卷》，明代沈周《萱草葵花图
卷》、唐寅《湖山一览图》、吕纪《牡丹锦
鸡图》、仇英《采芝图》，清代恽寿平《桂
花三兔图》、华喦《红白芍药图》等。
2015 年，老舍、胡絜青的四位子女舒
济、舒乙、舒雨、舒立将家中所存父母
旧藏的多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中国
美术馆，其中包括赵之谦的《手札》、翁
方纲的《行书〈吴静岩传〉》、何绍基的

《小楷书》等。
再如，1996 年德国的著名收藏家

路德维希夫妇将毕加索、安迪·沃霍尔
等 82 位欧美艺术家的 89 件 117 幅艺
术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2014 年
11 月达利的雕塑捐赠。还有 2014 年
12 月皮埃尔·卡隆的油画捐赠、2015
年珂勒惠支的版画捐赠、俄罗斯国家
艺术科学院院长祖拉博·康斯坦丁诺
维奇·采列捷利捐赠的雕塑与油画和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史蒂芬·钱伯
斯和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瓦列里·列德
涅夫的捐赠等。

这些作品不仅凝聚了极高的艺术
价值和历史价值，增添了国家美术财
富，还增加了国内外的艺术交流和艺
术家之间的相互了解，闪现出艺术、文
化、情感的光芒。

对于时代经典，我认为中国应该
有自己真正的艺术语言。20 多年前
我提出“写意雕塑”，用写意这个词体
现中国艺术的精神，其实就是把中国
的史学、哲学、艺术学、美术和造型艺
术的本质融汇到对世界文化的吸收
中。这就是，在继承中发展，在融汇中
创新。更重要的是，这种交融和创新
直接形成了中西对话。也就是说，以
中华民族博大厚重的文化为基础，从
当代生活中汲取灵感，平和地与世界
对话，让世界了解、理解我们，让当代

中国艺术的创造走到世界人民心中，
使中华文化的符号、中华文化的精神
生发出新的时代光辉。这是今天中国
艺术的使命。

文化经典有助于树立
国家文化形象

记者：中国经典中所体现的价值
观，在当代中国有什么作用？

吴为山：真正好的艺术，总是歌颂
真、善、美，反映人类最普遍的情感，表
现最深刻的人性，总是在追求人类的
和平、世界的安宁。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美术的殿堂，
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通过一系列艺术展览传
播中华文化的精髓，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切实保障人民的文化
权益，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我们针
对馆藏大师经典作品的梳理、研究，并
策划主题性展览。让所有的观众在参
观展览、接受美的熏陶时得到精神上
的升华，形成对文化的更深刻的理
解。这是向人民“献宝”，也是让大师
与观众进行跨时空交流，让历史与现
实对话。

比如，我们策划了以“人民的形
象”为主题的大型馆藏作品展，许多库
藏作品几十年来第一次与观众见面。
也有不少作者远道赴京，在自己作品
前热泪盈眶，仿佛见到久别的亲人。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
个具体的人之结合，每个人都有血有
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他们活跃
在现实生活中，也被表现在艺术作品
中。当这两种存在相遇在美术馆，它
会告诉人们生活和艺术，现实与理想
的意义。所以，“人民的形象”不仅展

现了人民的风采，也展示了人民艺术
家的创造。

我们将藏品无偿送到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巡
展，在新疆、重庆、广西、宁夏、陕西等
地举办典藏画展，国宝送到了人民中
间。还将表现革命题材的藏品进行复
制，送到延安鲁艺，送到淮安周恩来纪
念馆。油画《延安火炬》、版画《改造二
流子》等大量作品复制件在延安永久
陈列，使中国美术馆的空间得到“延
伸”。配合展览，我们还组织相应的公
益教育活动，用经典作品化育人，提高
全民素质。

记者：中国经典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起什么作用？在推动“一带一路”
倡议中起什么作用？中国之美怎样变
为世界之美？

吴为山：我们看到，在国际上，中
国的文化经典很受欢迎。国际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已在向亚洲特别是中国靠
拢，现在正是我们建构自身话语体系
的好时机。如2016年，中国美术馆在
墨西哥博物馆举办大型展览，以中国
精神为主题，包括 300 多件馆藏经典
作品、当代优秀作品和民间美术作
品。墨西哥志愿者穿着唐装，用西班
牙语在展厅里向观众介绍中国文化。
不少当地观众和学者从作品中感受到
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巴西 2017 年 10 月将大型《孔子》
铜像立于库里蒂巴市政中心广场，该
广场因此被命名为“中国广场”。该市
市长写诗赞美孔子，并把诗歌刻在广
场巨大的石碑上，因为孔子的思想对
他做人、理政都有帮助。《孔子问道于
老子》的雕像也已走入新加坡、法国等
多个国家，向世界讲述中国这个礼仪
之邦的故事。《灵魂之门——杜甫与舍
甫琴科》组雕塑造了两国伟大诗人的
虚拟对话，2017年末立到了乌克兰基
辅市中心。该国副总理称，组雕为寒
冷的乌克兰送去了中国的温暖。

记者：5 月 5 日是马克思的生日，
在这一天，您的雕塑《马克思》立在了
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这为我们带
来了什么样的文化自信？

吴为山：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德国通过议会决定，于 5 月
5 日把中国赠送、塑造的马克思像立
于马克思故乡特里尔市。特里尔市市
长看到塑像后写道：“马克思栩栩如
生，他的思想和理念在21世纪通过视
觉艺术方式得以呈现。”

这些例子都充分展现了文化经典
具有超越性，是推行“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传
播中国文化不仅要靠一级文物的出
访，更要挖掘文化内涵，梳理文化经
典，在保护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组
织反映新时代精神的高水平创作，树
立国家文化形象。走向世界的中国经
典作品，不仅讲述了中国故事，也讲出
了全人类对美的共识。

经典发挥着特殊的价
值观教育作用

记者：您创作的组雕《纪念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主题雕塑》入选韩国小
学美术课本，这说明艺术经典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为山：“南京大屠杀”这一组组雕，
许多国家都把它的模型立在那里，如以
色列、俄罗斯、韩国等，韩国更是把它
载入了教科书。这说明中国人民的责任
是人类共同的责任，雕塑作品中的母
亲、孩子、老人和历史影像记录中的形
象形成呼应，使各国人民在历史的真
实、艺术的表现和心灵的呼唤中找到了
共同的声音——珍爱和平、共同发展。
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人民的灾难
是世界的灾难，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
只有不忘过去，不忘之所以造成过去惨
案的历史根由，才能让罪恶的历史不再
重演，才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
弘扬人性的真善。

记者：可否请您谈谈经典的教育作
用，特别是经典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

吴为山：我讲讲我自己的例子。我
从小生活在文化世家，在“文革”期
间，大家不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父亲
每天让我背一首古诗。中国是一个诗歌
的国度，在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和品德
都在文人、士大夫这些仁人志士的诗歌
当中有所体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
千 里 路 云 和 月 ”“ 先 天 下 之 忧 而 忧 ”
等，都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是诗性
的，诗性文化就是要超越于客观现实，
它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生活与情
怀相融合的文化。为政亲民、廉洁奉
公，特别是作品当中的人民情怀，影响
着我。还有传统诗歌中边塞诗里的爱国
情怀，描绘山水的那种自然情怀，对我
的影响都很大。

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为我打下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础，更多的是加深了我对
人、对世界、对人类生存价值的一种认
识。对于我，这是巨大的动力。以至于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西方去游学，更
多地接触了西方文明之后，我发现东方
文明和西方文明有很多的“共同体”。
在对人类问题的观照上，不管是理性思
维，还是感性思维，不管是西方的现实
主义，还是中国的写意主义，这些都是
一致的，都在讲人的问题，都在讲人与
社会、人与大自然的问题，也就是中国
所说的人与天的问题。这些动力都驱使
着我积极地歌颂人类，通过艺术作品来
启发、激发人们向善、向上、向美、向
高的发展。所以我的作品中有很多是表
现体育运动题材的。

记者：您创作了一些伟人雕像，您要
在这些雕像身上体现什么样的价值观？

吴为山：我想，无论是《孔子》《老子》
还是《马克思》，最终都是把人类心灵深
处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表现出来。这
些人物的思想高度、精神境界都包含着
世界文化最优秀的品格，这种品格就是
爱，就是大爱，就是和平，就是共发展。
中国人的仁爱思想，仁义礼智信，是人类
社会所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所以，承载着
这种价值观的雕塑展出后，全世界都喜
欢、都接受。因为从这些雕塑的形象里，
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和价值的存在，
而这种价值正是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基本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爱，这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个“爱”使
得 你 的 内 心 世 界 必 须 善 良 ， 必 须

“仁”，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体现的就是一种大爱。我想这就是
经典在价值观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经典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访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先生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
国教育的对外开放迎来了历史性契
机，与之相伴随，“教育外交”在国家总
体外交格局当中的角色正在从模糊走
向清晰，定位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对
它的运用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形成
一种相对独立且日益重要的外交形
式，构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
代，布局教育外交急需提上日程。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外交形式。“一
带一路”倡议为推动教育大开放、大交
流、大交融提供了大契机，也为拓展和
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新舞
台，以教育作为载体和形式的教育外
交必将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
实施而顺势兴起。中国需要启动和布
局教育外交，绝非一个应景而空洞的
政治口号，而是一项能够从历史、理论
和时间层面作出深刻回答的学术问
题。首先，从国家实力增长演进的历
史逻辑出发，中国需要布局教育外
交。其次，从持续诠释民族复兴的理
论逻辑出发，中国需要布局教育外
交。再其次，从讲好“中国故事”的实
践逻辑出发，中国需要布局教育外交。

教育外交的本质属性是外交，教
育是其实现形式和载体。教育外交兼
具教育和外交两者自身的特性。教育
外交的主体是一国政府，客体是外国
受教育者，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协
调国际利益，基本功能是促进民心相
通，作用方式是以人才培养培训为主
题的各种人文交流活动，具有联通性、
柔韧性、民生性和长效性特征。在“一
带一路”倡议中推进教育外交，需要坚
持精准施策、育人惠民、构建品牌，保
持适度“中立”和战略定力。

（李孔文辑自《比较教育研究》
2018 年第 4 期周谷平、韩亮《“一带一
路”倡议与教育外交》）

“一带一路”倡议
呼唤“教育外交”

吴为山 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 年获
中宣部表彰的“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
文艺工作者”称号。2018 年，当选法
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成为继吴冠中
之后当选该院通讯院士的第二位中国
艺术家。2017 年，当选为乌克兰国家
艺术科学院外籍院士。2016 年，获颁
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2003
年，获颁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院士。

《雷锋》
入选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下）

（本版雕塑均为吴为山作品，图片由
中国美术馆提供）

《马克思》
该雕像立于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市

无论是《孔子》《老子》还是《马克思》，最终都是把人类心灵深处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表现出来。这些人物的思想高度、精神境
界都包含着世界文化最优秀的品格，这种品格就是爱，就是大爱，就是和平，就是共发展。从这些雕塑的形象里，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精
神和价值的存在，而这种价值正是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核心。

精选：优质生源

黄冈师范学院，是黄冈市仅有的
一所本科院校，承担着黄冈农村中小
学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培养重任。
其中，“教育管理”是黄冈师范学院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方向之一。

“有好的教育管理者才能有好的学
校教育。无论是基于‘黄冈基础教育

品牌’在全国的示范作用，还是从促
进教师专业化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的要
求来看，培养教育管理领域专业学位
研究生在服务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
这个特殊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这是一条激发学校内源性发展力
量的道路。”该校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负责人表示，相较于教育硕士其他专
业领域而言，教育管理专业领域对学
习者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懂教育，还
得懂管理；而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理
论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经验积累的
过程，工作经验必不可少。

为此，教育管理领域提出了有别于
其他领域的招生条件——只招收有三
年及以上中小学工作经历的教师或教
育管理人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
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管理

方法，具有良好师德和较强的教育管
理、研究与反思能力的高素质、应用
型的中小学教育管理人员。

实践证明，优质的生源为人才培
养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基底，也彰显出
黄冈师范学院宁缺毋滥的价值尺度。

严培：优质资源

教育管理领域紧紧围绕人才培养
目标，一方面严格遵循全国教育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性
培养方案要求，同时结合黄冈基础教
育实际，以及本校教师资源的状况，
通过多方面论证，最终形成了科学的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课 程 设 置 上 ， 分 为 学 位 基 础 课
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

实践教学课程四大模块，而实践教学
包括教育实习、微格教学、班级与课
堂管理实务等实践形式。

教学方式上，力求灵活多样，强
调 理 论 教 学 与 实 践 锻 炼 紧 密 结 合 。
理论教学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还
积极引进案例教学、合作学习等方
式，实践锻炼则主要在中小学高端
实践教学基地进行，既保证了理论
教学的时间和有效性，又切实提高
了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生的教育教学
与管理水平。

学校高标准配置师资力量，并实
施“双导师制”，除了遴选一批优秀的
校内导师外，还特别在中小学、教育
行政管理单位中遴选了一批既有丰富
教育管理实践经验、又有较强教育理
论素养的优秀中小学校长及教育管理

与研究人员作为校外兼职导师，校内
外导师全程参与指导教育硕士毕业论
文的选题、开题和答辩等培养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管理领域的
教育教学条件十分优越，不仅拥有教
育学湖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湖北省人
文社科重点基地——鄂东文化与教育
研究中心，还建立有黄州中学、深圳
华侨城中学等多个稳固实习基地，以
及黄冈中学和黄冈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两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

实效：优质成果

优质生源结合优质资源，形成了
丰硕的优质成果。

教育管理专业领域的导师获得教
育部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国家教
育部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4
项，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2 项，湖北
省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全国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托
项目 2 项，其他各类项目 30 余项。

近五年，教师在 《教育研究》《教
育发展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等
核心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50 篇，出版
专著 8 部；教育硕士发表研究论文 30
篇。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 1 项。

毕业生全部就业，1 人考上武汉
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一部分教育硕士
进入到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其余绝大
部分进入中小学工作，教育硕士培养
质量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韩冰清 林永希 王丽英）

黄冈师范学院：“服务国家特殊需求项目”之教育管理领域篇

向管理要发展力 提振教育效能
向管理要发展力，通过高效的

教育管理，让农村中小学有限的
人、财、物等教育资源产生尽可能
高的教育管理效能，是黄冈师范学
院“服务国家特殊需求项目”教育
管理专业领域师生的“发展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