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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从“象牙塔”到公共课堂
20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筑波大

学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时，经常在美
术馆度过周末和假期。学成归国不
久，上海美术馆教育部主任马楚华邀
请我周末到美术馆为市民作有关日本
设计教育的讲座。我得知1999年上海
美术馆设立了教育部门，从此，美术
馆教育在上海美术馆中的地位得到了
应有的保障。上海美术馆开展的教育
活动主要包括：编辑与发放宣传期刊
《上海美术馆之友》，建立专门的网站
“上海美术馆网站”，举办各类讲座，
开展学术研究与学术沙龙，志愿者协作
美术馆教育人员开展教育活动，设置开
放式的电子阅览室和美术图书室，开设

“美术工作坊”等。由于种种现实原因，
当初开展美术馆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
借助美术馆教育，提高社会影响力，吸
引更多的人来馆参观，并为美术馆培养
稳定的观众群。

2008年 6月，当时在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攻读艺术博物馆教育方向博士
学位的杨应时（现为中国美术馆教育
部副主任）得知我在美术馆公共教育方
面已有研究成果，欣然推荐我参加“为
教育的艺术空间——中美美术馆教育
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这次研讨会
还设置了儿童工作坊，开展在美术馆公
共空间中的教育推广活动。我认为，这
一研讨会是我国美术馆公共教育的里
程碑，标志着美术馆公共教育的“春
天”已经到来。

如今，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精神愉悦与艺术修养是自身完善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对美术馆日趋关
心，利用美术馆来提高自己艺术修养

的人数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受邀先
后到上海浦东新区市民馆、喜马拉雅
美术馆、龙美术馆、21世纪民生美术
馆、中华艺术宫等处，以教会上海市
民鉴赏美术作品的方法为重点进行了
多场讲座。许多观众听完讲座后都意
犹未尽，希望能有进一步学习鉴赏美
术作品方法的机会。由此可见，开展
以鉴赏美术作品方法为重点的教育推
广活动很有成效。

1997年至 2017年这 20年间，我
个人参与美术馆公共教育的经历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美术馆公共教育发
展的经纬，也折射出我国美术馆办馆
理念的重大转变，即从陈列经典美术
作品的“象牙塔”转变为让人们能够
直接与美术作品对话、提高艺术修养
的公共课堂，美术馆已成为大众接受
优质美术教育的独具魅力的公共场域。

视觉素养培育：现状与问题
科技进步与传媒发展改变了信息

传播的形态，也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
的方式。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
视觉文化时代以来，无处不在的图像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感知世界
的方式。传统意义上读写能力仅限于
识字能力，如今我们需要以不同类型
的读写能力来阅读或撰写不同类型的
文本，其中离不开视觉素养。无论是
现在还是未来，从事任何一门工作的
人都要高度依赖视觉素养，视觉素养
已成为全体公民的基本文化素养。

站在培养公民视觉素养的角度，
我们来审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现状与
问题。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的美术馆
纷纷设置教育部门，积极开展公共教
育活动。目前，我国美术馆公共教育
的主要形式为：1.语音导览或志愿者

导览；2.公共讲座；3.艺术体验工作
坊；4.开发美术作品的衍生品等。从
总体看，我国美术馆公共教育活动形
式仍然缺乏多样性，大多数教育活动
是单向的。各美术馆主要采用语音讲
解、公共讲座和宣传小册子的方式来
传递美术知识，尚停留在讲解作品的
层面。特别是公共讲座采用灌输式的
讲解方法，在美术知识的传递方面过于
专业化，对于普通参观者来说就显得偏
难偏深，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学会美术
鉴赏的方法、真正体验与理解美术作品
并切实达到提高视觉素养的目的。

近期，一些美术馆为了吸引来馆
者，引进国内外现当代艺术作品，增
强了作品与参观者之间的互动性。但
如果没有通过公共教育对作品进行深
度导览的话，缺乏对现当代艺术作品
解读技能的来馆者仅仅获得了表层的
乐趣，并没有达到解读与理解作品的
层面，更谈不上达到提高视觉素养的
目的。

展望：从欣赏者成长为鉴赏者
我们需要转变美术鉴赏的理念。

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美学家提
倡在进行美术鉴赏时，鉴赏者从日常现
实生活中脱离出来，与美术作品保持适
当的“心理距离”，以获得无私利目的的

“美感经验”。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
些学者认为美感经验并不是一种具有
普遍性的经验，他们提出“艺术体验”的
概念，提倡人们对美术作品的体验与日
常生活以及美术作品产生的历史情境
互相联系。

近年来，国外的美术馆配合展览
推出了与日常生活以及美术作品产生
的历史情境互相联系的公共教育活
动。例如，2017年夏季日本东京国立

博物馆设置了“五感体验国宝”的专
场，观众可以坐在榻榻米上（用当时
日常生活的视角）观赏日本画家长谷
川等伯的作品《松林图屏风》，并可以
闻到松树的气味，感受风吹到自己身
上，身临画家作画时的情境，从而将
对传统美术作品的体验与日常生活以
及美术作品产生的历史情境互相联系。

我们要积极开展以指导来馆者学
会美术鉴赏方法为重点的公共教育活
动。一方面，在美术馆公共讲座中增
设指导来馆者学会艺术体验方法的讲
座，指导他们学习用多种方法鉴赏美
术作品，与作品、艺术家互动。另一
方面，美术鉴赏学习单是一种易行且
有效的公共教育方法，美术馆教育部
门要结合展览积极开发帮助公民尤其
是青少年学会美术鉴赏方法的学习单。

此外，美术作品衍生品的开发也
应转变知识灌输的方法，建议积极开
发引导来馆者学会美术鉴赏方法的文
化创意产品和书籍。

目前，各美术馆主要采取的是美术
馆主导的互动模式。其实，馆校合作模
式有多种，包括“提供者”与“参与者”模
式、美术馆主导的互动模式以及教师主
导的互动模式等。笔者建议美术馆与
中小学进一步加强合作，为达到提高中
小学生视觉素养的目的，根据展览的特
点与中小学生美术鉴赏学习的需求精
心设计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美术馆公
共教育活动，以提高美术馆公共教育的
效率。

“不在美术馆，就在去美术馆的路
上”。通过开展以培养视觉素养为重点
的美术馆公共教育，公民从欣赏者成长
为鉴赏者，所获得的视觉素养对于激发
情感、陶冶情操、在工作中迸发解决问
题的创意，将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

美术馆：培养公民视觉素养的魅力场
钱初熹

⦾审美课堂

编者按
“共享·交融——2018

年全国美术馆公共教育年
会”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 70 家美
术馆的业界同行和特邀专家
学者围绕面对当前校外教育
机构的挑战，美术馆公共教
育如何提升理念，探索馆校
合作路径等问题展开交流、
探讨。其中，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
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美
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钱初熹
的发言由我国美术馆公共教
育的开端与发展展开，分析
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现状与
问题，并进行了展望。其观
点具有较强的启示性，本版
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版画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历
程的一种艺术形式。它脱胎于印
刷术，伴随着印刷媒介的演变，
发展出木、铜、石、丝网版等四
种主要的版画种类。版画在诞生
初期因其复数性便于传播的优
势，被用来表现宗教的内容，以
插画的形式对民众做教义的宣
讲。作于公元868年的《金刚般
若波罗蜜经卷首图》是现存于大
英博物馆最早的、有具体年月记
录的木版画。

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不断涌
现，版画的复制传播功能不再具
有优势，逐渐转变为一种印刷美
学与个人艺术理念相结合的独特
的个人艺术形式，被称之为“创
作版画”。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艺术家更看重版画本身的语言魅
力，以及限量复制艺术品原作的
商业价值。

时至今日，随着整个社会对
美育的重视明显提升，版画因其
独特的复数性、制作性、趣味性
特征，非常适合公众参与和用作
艺术普及。版画教学，作为一种
公共美育教育的手段正在逐渐被
人们所熟知。

与“美术教育”不同，美育
的目标不仅在于知识和技能，更
强调以一种感性体验的方式获得
对美的认知，通过艺术品欣赏和
动手实践潜移默化地陶冶、塑造
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提升人的
文化与教养。我国的美育成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起步较晚，发展
也较缓慢，特别是对公众的基础
审美教育更是薄弱。吴冠中先生
曾经感慨“今天的文盲不多了，
但美盲很多”，说的就是这种公众
审美教育缺失造成的现实问题。
缺少审美的生活，伴随的是无趣
的人生和创造力的枯萎。

“公共美育”是以提升全民审
美素养为目标进行的素质教育。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 中提到“实施素质教
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的各个
环节中”。公共美育需要覆盖从学
龄儿童到大学生的整个教育的不
同阶段之中。特别是大学生，作
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对
他们施以美育的熏陶，对于提升
全民审美素养非常重要。在高校
推动公共美育有助于实现艺术教
育的普及性，消除专业与非专业
间的艺术教育壁垒。

综合性大学与专业艺术院校
相比，有着学科门类齐全、综合
性强的明显优势。隶属于综合性
大学的美术学院在人才培养目标
上也与专业美院、专业艺术院校
不同：既要培养专业艺术人才，
又要注重各学科学生艺术素养的
提升。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
展，现在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
设置了版画专业和相关课程。综
合性大学不仅培养版画专业人
才，同时也承担不同学科、不同
专业的在校生的人文素质课程的
教授，其中对非艺术专业学生的
版画教学成为综合性大学公共美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高校的公共美术课程主
要是美术史讲授与欣赏，很少有
艺术品原作赏析和动手实践课
程。版画教学恰好弥补了这种缺
憾：首先，版画独有的复数性，
使得人人都有机会欣赏到大师的
艺术品原作。其次，版画制作有
很强的灵活性和参与性，有规范
的制作步骤但并不死板，易于学
生掌握。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的严
谨性思维与版画的程序性是契合
的，可以互补启发。再其次，版
画制作每一步骤的改变，都会带
来不一样的艺术效果，趣味性
强，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
力。不同学科的学生同样可以体
会到艺术创造的乐趣，在潜移默
化中提升人文素养。此外，版画
工作室提供使用的机器设备和技
术指导，为学生搭建了良好的自
我学习平台，激发和满足他们对
艺术的兴趣探索。

清华大学是世界知名的综合
性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担
着公共美育的职责，版画工作室
作为学院下属的教学实验室积极
地参与到校园美育的工作中。

清华大学校级公共选修课
“实验室科研探究”是一门跨学
科、以实验为主的认知课程，目
标是促进本科生尽早形成开阔的

科学视野和跨学科、跨院系、跨
专业的思维方式，为学生进入宽
口径的专业培养打下通识基础。
文中言老师开设的版画探究课是
其中为数不多的艺术类实验室体
验课，选课学生涵盖了清华大学
所有院系专业，成为清华大学人文
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目前已开
设6年，选课总人数超过1500人
次。我们欣喜地看到，非艺术类专
业学生对艺术体验充满了热情。

版画体验活动是清美版画工
作室以公益赞助和大学教学改革
项目的方式推动的公益活动。内
容包括：版画常识介绍，版画原
作赏析，木版版画、铜版版画、
丝网版画的动手操作实践体验。
版画体验活动受到各学院学生的
欢迎。其中硕博学历的学员占三
分之一，特别是吸引了包括经管
学院、生命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等众多学院的学生报名参与。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刘
羿佟说，在体验学习的过程中，
深切感受到版画是一种等待的幸
福，可能会等到惊喜或失望，但
在瞬息变化中总会等来一个结
果，版画教会了自己理解与尊
重。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公共教
育与对外关系部打造的“手作之
美”创意坊，则是面向社会艺术
爱好者的一门版画体验课程，使
公众体验到版画制作的乐趣，让
艺术真正走进公众的生活。

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育
青年成为“有教养的文明人”，而
不是“有用的机器”。清美版画工
作室在综合性大学的背景下以版
画教学的多种方式探索公共美育
的可行性，其实践与意义是值得
肯定的。

（作者系版画家，清华美术
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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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
版画教学与创作年会日前在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现场
展出了27所院校的版画作品，26
所院校代表出席年会。本届版画
年会以“向内向外——版画的学
院教育与公众审美”为主题，围
绕学院的版画教学、公众美育、
艺术素质教育及版画工坊与艺术
家等内容展开研讨。

为体现清华大学综合性的学
科平台优势，对清华大学的学科
文理渗透发挥实效性作用，让版
画艺术走进综合性高校，让版画
实践走进人文素质课堂，本届版
画年会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板
块：首届清华大学版画艺术节。
充分利用版画年会举办的契机，
在校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美术教
育活动。

他乞讨38年，建成3所义学；义
学建成，他却溘然长逝；清朝皇帝赐
他黄马褂，社会贤达奉他为“圣人”，
并称他“先生”——他就是中国近代
群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平民
教育家武训。今年是武训诞辰180周
年，作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
特邀演出剧目，近日，上海淮剧团携
都市新淮剧《武训先生》走进北京大
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用古老而独特的
地方戏曲奏响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灵魂
乐章。

该剧通过武训从自发到自觉的行
乞兴学经历，刻画了投身民间教育的

“一代奇丐”形象，诠释卑贱与崇高、贫
穷与富有的深层意义。全剧在形式上
重现淮剧的质朴风貌，衍化一桌二椅的
舞台准则，沿用白光照明的传统光效，
弘扬民乐伴奏的声腔效果，以演员表演
为中心，追求写意的舞台表现。

“他对教育的渴望、对知识的尊
重，用行乞得来的那一点财物，慢慢
积累创建3所义学，让许多上不起学的
孩子受到了教育，在卑微当中体现了一
种崇高的境界，我想，他所做的就是中
国最早的希望工程。”该剧编剧、中国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罗怀臻表示：“现代
戏曲形式丰富多样，剧目也是层出不
穷，然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虚华和繁
复。《武训先生》将淮剧的传统形式通过
都市化的融入感再次提炼，更加注重舞
台的质感，从审美上回归戏曲本体，制
作上回归纯朴本质。我始终坚信，有诚
意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观众。”

“眼中本来没泪水，不知何故涌两
行”，这是“武训”的扮演者梁伟平在

演出结束后说的第一句话。他坦言，
站在百年学府的热土上，化身为“不
畏前路多崎岖，粉身一心建义学”的
殉道者武训，特别是看到台下热烈鼓
掌的大学生们，他的身心似乎与“武
训”完全连通了。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滚动
资助项目，淮剧《武训先生》专家研
讨会也同期举行，与会专家对该剧给
予了高度评价，并从剧本、表演、舞
美等各方面提出了建议。

“作品摆脱了缠绕在武训身上的各
种质疑或评判，而是以‘人为信仰而
活’为轴心，把他放置于一个正常的
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中，回归一个人本
来应有的面目，重新塑造了武训。”人
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刘玉琴认为，淮
剧《武训先生》已经超出了对一个历
史人物的挖掘、书写，可以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予以关注。

这部戏其实讲的是个“义”字，
那么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
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国戏曲
学会副会长万素希望淮剧 《武训先
生》在“义”方面继续深挖，引导观
众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而
不只是获得审美满足。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红侠
则表示，当传统文化的资源意义被当
下再次确认，当中国戏曲经历了都市
化与“再乡土”的出走与回归，当

“再乡土化”成为都市戏剧一种自觉的
创作意识，戏曲恢复的也是自身纯粹
的魅力。“武训这个历史人物，也可以
因都市剧场舞台的再现，而重新充满
现代的光彩。”

淮剧《武训先生》：演绎平民教育家传奇人生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现场⦾资讯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由中国国
家博物馆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
联合主办的“平民情怀——平山郁夫
藏丝路文物展”11 月 27 日在国家博
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了平山郁夫丝绸
之路美术馆收藏的 200 件 （套） 藏品
和1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

平山郁夫是日本当代大师级画
家，以佛教题材绘画在日本画坛独树
一帜。他长期致力于协助敦煌文物的
保护，受到中国政府表彰。在长达数
十年的中亚、印度等国的艺术文化之
旅中，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平山

先生，在战乱冲突地区保护文物方面
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资金。平山郁夫
丝绸之路美术馆的收藏，便是平山先
生毕生努力的结晶，主要收藏平山先
生收集、捐赠的有关丝绸之路沿线文
明的文物。此次展览通过古代文物与
当代艺术创作结合的方式，讲述了自
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 8 世纪，欧亚大
陆围绕陆上丝绸之路上演波澜壮阔的
历史活剧，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各
文明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
鉴，为今天建构“人类文明共同体”
提供了历史镜鉴和启示。

“平民情怀——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展”在国博开幕

本报讯 （肖聪） 近日，由肯尼亚
体育与文化遗产部主办，肯尼亚非中
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承
办的首届“一带一路”非中艺术交流
展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本次展览以“走进肯尼亚·感知
新非洲”为主题，参展的 110 余幅作
品中有一半以上出自肯尼亚、卢旺

达、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40余位艺
术家之手，其中既有反映非洲人民日
常生活、民俗类的油画、粉笔画、雕
塑作品，也有当代艺术表现的作品。
中国有 30 余位艺术家的 40 余幅作品
参展，包括油画、国画、版画、雕塑
等反映“一带一路”建设、非洲风土
人情以及当代生活的艺术作品。

首届“一带一路”非中艺术交流展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有人说
如今京剧不景气，我认为观众是需要培
养的，不能责怪不爱看戏的人，而是我
们提供的优质戏曲太少了，普及推广的
看戏知识太少了。”在近日由北京外国
语大学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
院富连成研究中心承办的“富连成戏曲
国际学术论坛”上，著名戏曲史论家钮
骠表示，富连成社创建的历史功绩是不
容忽视的，提供的育人经验是极其宝贵

的，后人应不断学习经验，发展和完善
当代的戏曲教育。

此次论坛由开幕式和“富连成社办
学经验座谈”“富连成社与戏曲教育研
究”“富连成社与中国戏曲史研究”“近
现代戏曲研究”四个分论坛构成，来自
海内外近20所高校、戏曲院团的专家、
学者、艺术家参会，共同探讨了富连成
社作为中国京剧“第一科班”的历史贡
献与现实意义。

“富连成戏曲国际学术论坛”聚焦传承和发展

⦾聚焦

美术馆已
从陈列经典美
术作品的“象
牙塔”转变为
让人们能够直
接与美术作品
对话、提高艺
术修养的公共
课堂。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