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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的光辉历程在中国现代美
术发展史中有着重要意义，它的创立
和抗日救亡有着密切关系。在当时，
叙事性绘画作为宣传、教育与激励的
艺术载体，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传播作
用，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从延安鲁艺到东北鲁艺，作为
生活与时代精神的解读者，鲁艺始终
走在时代的前列，关注生活，关注现
实，关注历史，在艺术实践中勇于创
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鲁艺传统
和鲁艺特色的叙事性绘画作品。

延安鲁艺：艺术的大众化
与艺术的民族化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图像对宣传
的直观性作用，叙事性绘画得到了广
泛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延安鲁艺的绘画创作，极大地提
高了叙事性绘画的宣传与教化功能，
使其上升到了大众传媒的高度，对普
及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和鼓舞全民
的抗日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全面论述了中
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和延安文艺思想
的主要方向，阐述了“艺术大众化”的
内涵就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
民大众的”，并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关
系、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诸多问题，为
鲁艺工作者指明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和
方向。在解放区和敌后艰苦的条件
下，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深入民
间，将生产劳动作为实践课堂，以抗日
爱国和老百姓的生活为叙事主题。叙
事内容上既有人民群众和鲁艺师生们
的日常生活和大生产运动的场景，也
有符合年俗特有的节日情境，还有我
军战斗杀敌时的场面，更有融入抗战
主题的图文宣传，充分地体现了在艺
术题材上的“大众化”。由于版画制作
较为方便和可大量复制的特性，木刻
版画成为延安鲁艺最主要的艺术形
式。比如王式廓的木刻版画《改造二
流子》，刻画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改造

“二流子”的典型场景，起到了移风易
俗和思想改造的社会教育作用。著名
的作品还有：木刻《延安鲁艺校景》
《饮》（力群）、《开荒》（王式廓）、《儿童
团检查路条》（罗工柳）、《减租会》（古
元）等，木刻连环画《民兵的故事》（彦
涵）等等。

延安鲁艺比较清晰的文艺特征，
一是关注现实，为人民服务，表达社
会生活与时代精神；二是“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叙
事方式，并呈现出“艺术民族化”的倾
向。以木刻版画为例。鲁艺师生们
在左翼木刻版画（上世纪30年代，特
别是德国的柯勒惠支、梅斐尔德，比
利时的麦绥莱勒等西方艺术家的作
品，因鲁迅先生的大力推广受到左翼
美术团体的喜爱）的基础上，“吸收我
国木版年画以线为主的传统形式，逐
渐求得新的发展”（古元语），加之传
统套色木版年画颜色鲜艳，符合老百
姓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从而创造
出了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民
族形式的艺术作品。如曾任东北美
术专科学校（鲁迅美术学院前身）副
校长张晓非的木版年画《识一千字》，
其装饰性的饱满构图，鲜明的民族风
格，鲜而不艳的设色，“有健康朴素之
美”，是对民间艺术吸收和运用的典
范。在积极探索艺术“民族化”的过
程中，将木版年画和剪纸、门神、挂
浪、牛印等民间美术形式相结合，也
是鲁艺工作者向传统学习的结果，从
而在语言方式上更加贴近人民群众。

由此可见，延安鲁艺的叙事性绘
画自觉地追求艺术的“大众化”和艺
术的“民族化”，以平实、素朴、鲜明、
有力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传递
出真挚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充满活力
的生命气息，形成了全新的、更具民
族审美趣味和时代特征的延安鲁艺
艺术风格，同时也昭示着新中国东北
鲁艺叙事性绘画的未来走向。

东北鲁艺：时代的文艺与
生活的礼赞

中国绘画有着悠久的叙事性传
统，西晋陆机说：“宣物莫大于言，存
形莫善于画。”叙事性绘画表现出文
学叙述和视觉语言相融合的特性。
从历史的层面上看，叙事性绘画是展
现时代思想情感与审美意识最为直
接的载体。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东北鲁艺
延续了延安时期叙事性绘画特征：一
是关注现实，坚持深入生活，表现生
活，生活实践始终摆在教学和创作的
第一位。鲁艺在鞍钢、沈阳郊区、辽
南农村长期设有写生基地。当时的
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感到鲁艺是一
个新型学校，具有先进的文艺理念，
派侯一民、李天祥到鲁艺，下乡、下厂
了解和学习鲁艺的创作方法和思路；
二是古今中外的艺术语言皆为我所
用，以表现手法上的兼容并包和浓郁

的时代气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
见。这是从延安鲁艺到东北鲁艺在
叙事性绘画创作上的最大特点，是文
本叙事和图像叙事两种不同表意媒
介在绘画形式上的高度契合，也是鲁
艺在全国各大美院之中的立身之本。

作为新文艺的代言人，东北鲁艺
的艺术家们满怀着新时代的创作激
情，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在叙
事主题上紧随时代潮流：关注革命历
史题材，描绘伟大的民族精神；关注
现实生活，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
貌。在那个历史时期，以宏大叙事为
主题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思想观念
的绘画构成了东北鲁艺创作的经典
意识。国画：王盛烈的《八女投江》，
许勇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群众歌
手》，王绪阳的《黄巢起义军入长安》
《运河上》，贲庆余的《瓦岗军开仓分
粮》；版画：路坦的《高玉宝》；连环画：
路坦、王绪阳、贲庆余等的《童工》，王
绪阳、贲庆余的《我要读书》⋯⋯提起
东北鲁艺，这些经典叙事性绘画至今
依然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东北鲁艺
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了叙事性绘画
创作的鼎盛时期。

在叙事方式上，东北鲁艺遵循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艺术创作原则，强调艺术表达的思想
理念要能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在艺术
语言的层面讲究叙事方法和叙事策
略，并逐步走向自觉。王盛烈先生的
《八女投江》堪称近代叙事性中国画
的巅峰之作，画面敏锐地抓住了纪念
碑似的特质题材和东北抗战史上的
高光时刻，具有叙事性绘画瞬间性、
戏剧性、情节性的典型元素，在表现
手法上进行了中西融合的探索，将西
方写实造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与传统水墨画技法杂糅在一
起，以细腻入微的刻画和撼人心魄的
艺术感染力，彰显了叙事性绘画感人
至深的写实力量。《瓦岗军开仓分粮》
中既写实又写意、既现实又浪漫的表
现手法；《黄巢起义军入长安》中运用
的传统艺术长卷式构图与工笔淡彩
和工笔重彩的设色；《郑成功收复台
湾》中写实因素和民间年画勾线填
色、永乐宫壁画的结合。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王绪阳、贲庆余的连环画《我
要读书》，凝重的线条和阴郁的黑白
对比，强化了悲怆的主题和饱含文学
叙事精神的写实主义传统。《我要读
书》运用国画和版画相结合的手法，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连环画风格，并在
首届全国连环画大展上获得一等奖，
使得连环画这种最具叙事性的绘画
方式上升到了学院艺术创作的高度，
成为堪与国版油雕专业比肩的画种，
并且由于它传播的广泛性和对于各
画种的兼容性特点，一时间成为了鲁
艺师生们竞相采用的创作手段。

“艺术中的自我与民族、国家、社
会的需要和责任是息息相关的”（原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韦尔申语）。鲁迅
美术学院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延
安鲁艺和东北鲁艺的叙事性绘画传
统，创作出如国画《耕者》《生民》、连
环画《白求恩在中国》《人到中年》《嘎
达梅林》《可爱的中国》《靖宇不死》、
油画《吉祥蒙古》等一大批体现民族
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叙事性绘画精品，
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多了许多温暖
的气息和心灵的叙事，展现了生活与
时代精神的多重维度。

如上所述，从鲁艺的历史发展脉
络看，其绘画创作有着强大的叙事性
传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
设时期，鲁艺始终站在现实的大地
上，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现实的、现世
的、朴素的艺术精神，直面生活，反映
时代精神，走出了一条为人民服务的
文艺道路。

（作者系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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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美术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几代美术家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执守艺术创造的初心，创作了一
大批反映党的奋斗历程、中国社会沧桑巨变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经典之作。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无声诗里颂千秋——美术
经典中的党史主题展》以百年党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为时间线索，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多家单位的馆藏中遴选出一
百件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美术经典作品展出，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个艺术门类。

为使读者通过美术经典了解党史，领略经典美术作品的艺术内涵，本版选取该展览中的部分重点展品进行展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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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海燕
潘嘉俊 油画(1972年)
127cm×85cm (广东美术馆藏)

1971 年 9 月，画家跟随广州军区“海上军需服务
队”到万山要塞体验生活，见到海岛上的线路维护兵
为保证战备线路畅通无阻，不畏艰辛的工作情景。作
者援引高尔基散文诗《海燕》的形象为作品命名，狂风
中翻飞的军用雨衣像展开的翅膀衬托着女战士的飒
爽英姿，犹如勇敢搏击风雨的海燕，表现出战士们勇
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胜利的行列
戴泽 油画（1957年）
160cm×22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0 年 10 月到 1931 年 9 月，红一方
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采取“诱敌
深入”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连续粉碎了
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与此同时，湘
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

“围剿”的胜利。1932年底至1933年3月，
红一方面军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
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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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战
罗工柳 油画（1951年）
144cm×169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41年起，日军对冀中平原发起大规
模“扫荡”“清乡”。在反“扫荡”、反“清乡”
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
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
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
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
略战术。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
陈逸飞 邱瑞敏 油画（1977年）
147.5cm×173cm （中国美术馆藏）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
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
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孙中山和李大钊
吴作人 油画（1959年）
186cm×14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22 年 8 月至 9 月间，李大钊与孙中山在上海多次
会晤，共同商谈国共合作问题。1924 年 1 月，孙中山在
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李大钊
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此次会议上，孙中山正式
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
共合作的形成。

无声诗里颂千秋
——党史题材美术经典作品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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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
高潮 秦岭 油画(1959年)
150cm×32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48 年 11 月 29 日，东北野战军、华北解放军发起平津
战役，历时 64 天，共歼敌 52 万余人，华北地区获得解放。
1948 年 12 月中旬至 1949 年 1 月中旬，国共双方在三次谈判
后签署《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1949年1月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秋收起义
马常利 油画(1975年)
200cm×35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27 年 9 月 9 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在湘赣边界发
动秋收起义。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
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
定意义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