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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闻是一位旅美华裔艺术史家，
1930年生于上海，因不幸罹患急性白
血病，于2018年10月3日凌晨在美国
普林斯顿去世，终年88岁。他早年就
读于交通大学，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
士学位，任教于此直至退休，致力于中
国艺术史研究，并推动美国两所博物馆
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他借鉴西方艺术
史研究方法，将形式结构分析引入中国
古代书画研究之中，形成富有阐释力的
艺术理论，尤以风格分析法成为自家面
目，取得卓越成就。

从2015年秋天开始，我在同济大
学在职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受导
师张生教授启发，选定研究主题为方闻
艺术理论，当时发现国内尚未有以方闻
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在阅读资料、
撰写论文过程中，似乎与方闻朝夕相
伴，感受着他的思想和智慧，如今论文
刚刚脱稿。导师建议我与方闻先生联
系，我心中则期望以一本完成答辩或正
式出版的论文向他致敬。遗憾的是，方
闻先生已驾鹤西行。

方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罗汉与
天桥》，意喻罗汉是信仰的守护者，为信
众架起天桥。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召
开东亚艺术史国际研讨会，亦以“天桥：
向方闻教授致敬”为题，含义隽永。方
闻以他的艺术史研究和风格理论，如同
发心护法的罗汉那样，架设了一座通往
中国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天桥”。

迄今方闻已出版23种英文著作，
其中9种为独立创作，17种系为美国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
学艺术博物馆完成的展览图录。他的
主要著作包括《心印：中国书画风格
与结构分析研究》《超越再现：8世纪
至14世纪中国书画》《表现的图像：
艾略特收藏的中国书法》《两种文化之
间：安思远收藏的19世纪末20世纪
初的中国画》和《艺术即历史：书画
同体》等。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
方闻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成果陆续引入
中国台湾及大陆，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6年起推出的《方闻中国艺术史著
作全编》规模尤为宏大。

方闻的艺术理论围绕风格分析、
表现与再现、书画同体等关键词，是
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艺术现实的融
合，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书画艺术、
重构中国艺术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他
也成为海外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中
成就卓著的一家。

如果说方闻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有
一条主线，那就是风格分析，抓住风
格，也就找到了通向方闻学术世界之
门的钥匙。他反复对中国古代书法绘
画作品展开研究，进而构建艺术史、
阐释思想文化，核心工具便是风格分
析。可以说，要从总体上认识方闻的
艺术史研究，进而归结出一种理论，
那就是方闻风格理论。

方闻认为，风格的核心内容是
“形式+结构”，有别于一般论者将作
品的内容、品质亦归为风格的做法。
风格分析通过探究视觉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揭示作品的构成规律，寻觅

“这一件”区分于“那一件”的根本之
处。方闻倡导风格分析，与民族学、

社会学批评构成了艺术研究之“内部
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野。

在方闻的理论架构中，风格分析
具有三重功用。第一是进行艺术作品
的辨伪鉴定与断代。某些视觉要素及
其组合方式只能存在于某一段历史时
期或之后，视觉形态的变化带来新的
时代风格。第二是在风格分析的基础
上构建艺术史。方闻倡导从作品出发
而非从概念出发的艺术史写法，专注
于艺术“内部”，认识特定阶段的艺术
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艺术史“时代风
格”的真迹序列。第三是阐释思想文
化。破译中国书画的视觉语言后，有
望形成系统的发展历史，进而将艺术
品的证据与思想史相关联。方闻坚信

“中国绘画是历史”，这里的历史具有
“艺术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含义。
方闻有一种宏大的愿望，通过艺术分
析把古代文化资源发掘出来，让传统
获得新生，成为重建现代生活和人类
创造力的源泉。

方闻少年时代生活在上海，大半生
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开展研究工作，他的
艺术风格理论得到中西两方面的滋

养。他受到李健的书画启蒙，不仅学到
创作的技法，而且学会了如何看、触和
感各种艺术品，获得对视觉艺术的深刻
理解，乃至影响个人世界观的确立。一
大批西方艺术史家的理论成为方闻借
鉴的资源。他在课堂上通过罗利接触
到现代风格分析，学会用这种方法观望
中国绘画。方闻曾受教于潘诺夫斯基，
在风格分析的“起点”与“终点”两方面
都得到启发，即始于物质形式而归于思
想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方闻的风格分
析是沃尔夫林形式分析法的“中国化”
应用。方闻借鉴并改造了夏皮罗的风
格理论，弃其两端而取中间，让风格专
注于艺术作品造型结构本身。贡布里
希的“先制作后匹配”学说也带给方闻
直接影响，重视作品“制作”层面的形
式，然后才匹配现实、阐释意义。

方闻开展风格分析的重要目标指
向，在于越过形式结构层面，而探究书
画的表意言志功能，由“术”的层面上升
为“道”的层面。表现的实现既与形式
结构有关，也与实体内容有关，方闻通
过书法性用笔、色彩比例、内容母题、与
绘画相配的诗文等方面阐释表现的实
现过程。书画同体的最终落脚点，在于
书画两者精神文化属性一致。当绘画
舍弃描摹绘样的目的，追求表意，就与
书法有了更高层面的融通。书法与绘
画都带有历史传承的意味，用笔与结构
等体现出某种内涵与旨趣，写与画的动
作过程最终服务于“表现”的目的。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方闻
建立了一套宏大完善的风格理论体系，
对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提升中国书画
国际地位作出重要贡献，也在东西方艺
术文化交流中架起一座天桥。如今他
遽然远去，是中国艺术史研究和中西艺
术交流领域的一大损失。愿方闻先生
在天堂里与中国古代书画为伴，与中
国艺术史为伴，他留下的学术财富定
将造福学界，启迪后人。

（作者系本报记者、同济大学人文
学院博士生）

方闻：架设中西艺术交流的天桥
董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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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的《父亲》、靳尚谊的《塔
吉克新娘》、潘鹤的《开荒牛》⋯⋯这
些为人们所熟知，有些甚至是出现
在美术课本上的经典名作，近日正
在中国美术馆以“东方风来满眼春”
为主题集中展出。

自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改革
开放新时期，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社
会进步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
他们突破曾经较为单一的创作模
式，以新的观念和手法反思历史、直
面现实，创作了一批具有深厚人文
内涵和浓郁生活色彩的作品。这些
作品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呼唤，对
新时期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讴
歌。如罗中立的《父亲》，吴冠中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雪》，潘鹤的
《开荒牛》，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
詹建俊的《潮》，何多苓的《春风已经
苏醒》等，呈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美术取得的辉煌成就。

展览遴选创作自1978年迄今的
中国美术馆馆藏珍品共101件，分为

“春风又绿”“春潮涌动”“春意盎然”
三个部分，涵盖水墨画、油画、版画、
水彩(粉)画、装置等门类。“在展览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各民族同胞多彩多
姿的生活状态，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拥抱，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而努
力前行。通过这些精彩的作品，我们
看到了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欣欣向
荣的中国。”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在展览前言中写道，这些经典作品不
仅仅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而
且彰显了艺术家们关注现实生活、反
映社会发展、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取
向。每一件作品都饱含着艺术家对
于生活美的向往，对于人性美的赞
扬，对于生命美的讴歌，谱写了一曲
时代美的华章。

“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

经典美术作品展现时代之美
缇妮

2012 年 6 月，
方闻在普林斯顿
寓所。

沈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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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建俊《潮》1984年

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校的创新之路
——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发展纪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2010—2020 年）》 指出：“教育
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
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
本途径。”涪陵职业教育中心作为一所
全国职业教育的先进典型，如何完成
党和国家提出的“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的育人宗旨，为全国同类学校的
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示范。

——以价值观教育为统领，培育
学生学做真人。近年来，涪陵职业教
育中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
教育教学之中，培养学生“学会做
人、学会成才、学会求知、学做真
人”。为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
校在教育方法、育人模式、培养目标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学生素质，军人品质”是学校的
闪光点。学校将学生行为习惯教育纳
入军训之中，在学生站队集合、文明
守纪、课间跑操等方面进行系统规
范，准军人的风范和文明之风，成为
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

“健康心理，育人魂魄”是学校的
又一特色。近年来，学校重点打造了
学生心理咨询室和学生训导室两大育
人基地，突破了中职学生管理上的瓶

颈，使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现
在，学生的心理品质、心理素养、心
理文明、心理追求和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理想观，都得到了精彩
的绽放。

如学校心理咨询室健全了“一人
一档”“一班一册”“一校一台账”的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学校以心理咨询
公众号为平台，先后为 500 余名师生
开展个体心理辅导，为 1500 名学生开
展集体辅导，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赞誉。2017 年学校获得第
十三届全国中职学校文明风采大赛

“优秀组织奖”，在全国校园电视台节
目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以养成教育为基础，培养学
生成人成才。近年来，涪陵职业教育
中心为全面提高广大学生的服从意
识、集体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
识，从新生入学开始，就组织学习

《开学第一课》《安全防范知识》《文明
守纪规章》 等规章制度，提高了学生
的责任担当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

学校的主要做法是：开展“文明
寝室”“星级寝室”“标兵寝室”创建
活动，全面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认真开展阳光体育活动，以学
生社团为载体，积极开展社团书法、

篮球比赛等体艺活动，
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和个性成长。2018 年，
学校在德育工作中又不
断改进班会课、升旗仪
式、校园活动、学生社
团等内容，在理想信念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优秀传统文
化 教 育 、 生 态 文 明 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
面，为学生的成人成才
积累了宝贵经验。

——以规范管理为纽带，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涪陵职业教育
中心在常规教育教学工作中形成了八
大特色。即“3+4”教学班、“3+2”教
学班、中衔专班和学前教育免费师范
生的教育形成品牌；高三年级精细化
管理和教育质量连年攀升；国家、市
区各类大赛精彩纷呈；公共基础课英
语市级抽考辅导质量上乘；教学质量
评估和教育研究稳步推进；听课、备
课、作业检查和常规督导扎实有序；
学校“两操”和早晚自习纳入正课授课
管理；“2.5+0.5”学制改革成效显著。

2018 年高考，学校 14 个高三班
576 人参加高考，本科上线 77 人、专
科上线 474 人，高考成绩名列全市前
列。其中，学前教育专业、电气技术
专业本科上线人数名列重庆市之首。
学生参加重庆市第十届技能大赛，获
得了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13 个、三等
奖 25 个的优异成绩。2018 级 410 余名
学生被安置在海尔电器、宗申动力、
重庆轨道交通等名优企业就业，赢得
了企业的好评。

用学校领导的话说，这些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涪陵区政府部门和教育
主管部门的关心厚爱，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全体教职员工
的共同努力。他们在深化内涵发展、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道路上，培养
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新型技
能人才，为重庆市和国家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学校
正在积极争创重庆市高水平中等职业
学校项目建设，围绕高水平党建工
作、高水平治理体系、高水平专业
群、高水平师资队伍、高水平技术技
能人才、高水平服务能力和创新创业
等七个方面进行整体推进⋯⋯

（涪 陵 职 业 教 育 中 心 殷 安 全
况海 罗先勇）

蔚为壮观的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蔚为壮观的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

2018年2月，重庆市教
育部门发出贺信：涪陵职业教
育中心于言、赵晓雪等3人组
成的团队，代表重庆市参加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
赛”，获得中职组信息化教学
项目设计一等奖，充分展示了
教师的风采和信息化教学改革
成果。此次“全国职业院校信
息化教学大赛”是由国家教育
部门举办的一次检验全国职业
院校教育教学成果的展示活
动。重庆市共遴选22件作品
参赛，一举夺得大赛奖项19
个，其中一等奖5个、二等奖
9个、三等奖5个。涪陵职业
教育中心就是本次大赛脱颖而
出的佼佼者，学校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专家的高度评价。

涪陵职业教育中心取得如
此骄人的成就，得益于重庆市
教育部门、涪陵区政府部门和
区教育部门的正确领导。近年
来，学校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抢抓机遇、乘
势而上、凝聚力量、开拓进
取，积极探索职业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新途径，在专业建设、
课程设置、精细化管理、校企
合作、师资建设等各个方面实
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全面提
高了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核心竞
争力。学校荣膺“国家重点中
等职业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全国职
业技术学校职业指导工作先进
学校、全国温暖工程基地、全
国职工培训示范点、全国国防
教育特色学校”等数十项荣
誉，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职
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之路。

涪陵职业教育中心是一所国家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其
声誉与影响享誉全国和西南地区。
如何实现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突破？
学校党政一班人认为，国家教育部
门对国家示范学校明确规定，要在
2020 年率先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
为此，学校以创建国家中职示范校
为契机，实施“示范引领，内涵驱
动”战略，使学校成为了享誉全国
的职业教育一面旗帜。

——优化专业结构，实现内涵
创新。近年来，学校紧紧围绕社会
需求和重庆市产业发展需要，以调
整优化专业结构为抓手，建成了国
家级别示范专业 3 个，学前教育成
为市级重点特色专业，建成“3+
4”“3+2”分段人才培养专业 8 个。
2018 年，汽车运用与维修成为市级
骨干专业，高星级酒店运营与管理
成为市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计
算机专业成为市级实训基地建设项
目，全面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
2017 年学校又新增美发与形象设计
专业 1 个，专业设置达到 13 个，分
别与信息技术、交通运输、旅游服
务等产业实现了紧密对接，为职业
教育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学校又与企业合作创办
工业机器人专业，建成拥有 51 台计
算机的仿真实训室，广东卓瑞科技
教育出资建设的 3 台工业机器人已
全部安装到位。为实现创新发展，
学校组织 78 名教师到企业学习先进
技术，一批“双师型”教师成为了
学校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同时，聘
请企业专家和高技能人才 126 人担
任专业教学任务。2016 年在重庆城
市发展新区车工技能大赛中，杨思
帆教师获普通车工之冠，被授予

“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

——校企深度融合，实现精准
创新。职业教育说到底是社会产业
高位对接的精准教育。近年来，涪
陵职业教育中心积极引入名凯汽
车、金剪刀美容美发中心、高峡机
电厂等企业，采取学校提供场地、
企业投入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等方
式，共同建成了汽车服务、美容美
发、机械加工等三大实训基地，实
现了实训工位和实训工种的精准对
接。这种形式，不仅为企业生产创
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使学生在
企业一线得到了锻炼，形成了校企
双赢的可喜局面。

如：学校与亚东亚集团、仓兴
达创新合作机制，把校内实训室改
建成为加工生产车间，承接加工社
会急需的产品，变消耗性实习为生
产创效型实习，实现了学生作品和
企业产品的精准对接。学校创新的

“学校+企业+行业+学生+产品+效
益+社会⋯⋯”的合作模式，为职
业教育的发展探索了新路。

——订单共育人才，实现模式
创新。根据市场需要、企业需求，
全面开展创新型人才订单培养，是
涪陵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大特色。学
校与企业共同制定培养目标、教学
计划，企业参与实习实训指导，学
校定期安排学生到实训基地实习，
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与学生结成师
徒关系，学生在“学习—实训—再
学习—再实训”的过程中，全面提
升了技能水平。

目 前 ， 学 校 开 设 有 订 单 班 12
个，学生达到 579 人。学校还与华
晨鑫源等 100 余家企业和 89 所幼儿
园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建成了校
外实训基地 67 个，实习岗位达到
2300 个，为培养一专多能的创新型
技能人才搭建了舞台。

“示范引领，内涵驱动”实现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