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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山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改革开
放的东方风来，美术创作在社会的发
展和时代的浪潮中力求创新。在中
国画方面，将富有装饰意趣的造型与
西方现代派的抽象、变形相结合，产
生了形式新颖、颇具时代气象的彩墨
画，成为多元纷呈中的特征之一。其
时，杨明义先生以明快清新、极富江
南情韵的风格为画坛所瞩目。
艺术家的风格是艺术家生命的
印记、情感的轨迹、审美的定式、能力
的表征，是艺术家本质的外化。尽管
生活变迁，但这种本质总是以其初心
不改而泛出底色。
杨明义先生出生于苏州。这里
水流潺潺，拱桥弯月，杏花春雨，湖山
相望……数千年建城史让这片土地
古韵流芳。尤其在画坛，吴门丹青，
代有巨擘，他们用诗性笔墨绘就的水
乡天堂滋养着这里世世代代的从艺
者。杨明义早年就读于苏州工艺美
专，曾心摹手追韩滉、李公麟之牛马，
沉醉于王叔明之山水，在《八十七神
仙卷》和永乐宫壁画的线韵中神会飘
逸之美……而这些，都为他水印版画
的创作积累了造型与色彩的经验。

《江南晨雾》 纸本水墨 杨明义 1982 年作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杨明义的版画
以姑苏女子和水乡风景为题材歌颂
劳动。江南姑娘的俏美，从身段到服
饰，从姿态到表情，在他生动的描绘
下沐浴着水乡春天的惠风，成为社会
主义城乡新貌的写照。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杨明义又将水印版画的表现
自觉地与水墨结合，既有版画造型的
肯定，也有水墨的灵动朦胧，在内容
上则重视情节性、故事性。如 1978
年创作的彩墨画《水乡节日》，以真切
丰富的生活场景，体现出在艺术追求
上所受到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影
响。尔后，随着美术界关于“内容与
形式”的大讨论，画坛逐渐重视艺术
形式语言的表现。杨明义于一片烟
水空蒙的江南韵色中寻觅米友仁的
云山意境。从《兰江雨》
（1982 年）、
《水乡晨雾》
（1985 年）等作品中，可
以看到他在水墨语言审美上的自我
觉醒。

出国，是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许
多艺术家的梦想。随着“二战”后世
界艺术中心由欧洲向美国的转移，国
内众多艺术家都将目光投向了美
国。杨明义作为一位艺术的追梦者，
内心也始终藏着看“世界”的梦想。
1987 年，杨明义远涉重洋，赴美游
学。他浸淫于全新的文化语境中，开
始追求艺术语言的“世界性”。经友
人引介，杨明义在纽约结识了旅居美
国 多 年 的 同 乡 王 己 千（1907—
2003）。王己千先生为明代名臣、大
文学家王鏊（1450—1524）的第十四
代嫡孙，吴湖帆先生亲炙弟子，是著
名的收藏家、鉴定家和书画家，笔墨
既有深厚之传统底蕴，亦借鉴西方现
代 艺 术 之 技 法 ，自 出 机 杼 ，别 开 新
风。1998 年，我在美访学期间曾拜
访王先生。王先生的抽象水墨和收
藏之奇石，是构成其审美与创作的重
要部分。杨明义赴美后，曾借住王先

生家中一年有余。一边是形形色色、
日新月异的现代艺术潮流，一边是民
族文化和乡思乡愁，寄寓环境产生的
文化驳杂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促使
杨明义开始深入反思自身从形式入手
所寻求的“世界性”艺术语言。是啊，
离开内涵的形式，何以有历史？何以
有文化？何以有生命？
1999 年，杨明义回到契阔十载的
故乡。此时的苏州，正走在改革开放
的前列，工业园区的现代文明与历史
悠久的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现代的速
度、现代的理念，
构成了归国后杨明义
眼中或有形或无形的流线，块面与星
星点点，也酝酿出他再度描绘姑苏新
貌的激情与豪迈。于是，
他创作了《今
日苏州人间天堂》
《桥之乡》
《蔚蓝色的
夜》等表现时代新象的作品，
并在其中
实践自己的艺术创作新方法、新理念，
用氤氲朗润的艺术语言，纵情畅叙着
游子的心声：
月是故乡明。
而今，杨明义住在北京城郊的画
室中。年近八旬的他，徜徉于多年收
藏的青铜器、陶俑、佛像及近现代字画
中，
与古人通息，
与前贤对语。这些藏
品造型所呈现的楚韵汉风、唐意宋神，
时时激荡着他的心魂。而他珍藏的与
诸多当代艺术家交往时留下的画像、
书信，也常令他百端交集，感慨不已，
每每忆及与众师友的交游情谊，总是
娓娓道来……
杨明义告诉我，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个人展览是他多年的夙愿。我听后
提议，还应该连同所收藏的字画、书
信、图片等资料一起展示。因为这些
都是一位艺术家完整人生旅途的有机
组成部分。历史的遗珍、艺术的创造、
同道的友谊，才玉成了完美的人生诗
篇。
尤其令人感动且弥足珍贵的，是
杨明义先生将珍藏多年的赵无极、王
己千、沈从文各一件作品无偿捐赠给
中国美术馆。此情深深，此意绵绵，这
些饱含生命记忆和真情真意的书画作
品汇入国家美术收藏的洪流，必定惠
及当下，传至后代，润物无声。其大义
之举，
足见拳拳赤子之心。
月明心静，
此情长矣……

丁振国 陈华文

“杨明义是一个善于运用
水墨造成江南水乡情调的画
家，他少用皴擦，多用渲染。
画面的空灵把人带入诗的境
界。”美术评论家黄苗子这样
评价画家杨明义。沈从文、吴
作人、叶浅予、黄永玉、袁运
甫、吴冠中等一众大家也都颇
欣赏这位晚辈的“水乡系列”。
由中国美术馆、中共苏州市委
宣传部、昆山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能见大义——杨明义
艺术与文献展”4 月 17 日至
27 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
版刊发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为画展所作序
言，带领读者一同走进这位艺
术家创造的水墨世界。
——编者

术是书法的早期形态，
但是对后
来的书法艺术发展，
影响不可小
觑。
在湖北书法历史上，一些
人一些作品被人铭记。这里
略举几例。书中写道，大书法
家王羲之和湖北有很深的渊
源，他曾经在武昌为官六年，
这段时间他深入研习书法，拒
绝进京做官，这为他后来成为
中国书法第一人奠定了基
础。宋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高峰时期，书法艺术在这
个历史阶段，出现新的气象。
这个历史阶段的湖北书法艺
术，也颇为耀眼。北宋时期的
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和史学
家，在书法理论建树上也颇有
成就。他曾经在湖北生活和为
官，在随州、夷陵、光化搜集整
理、研究汉唐碑刻，
“从书法的
角度来说，
就是用疑古精神为释
读经典找到新的路径和方法”
。
正是他对青铜、石刻铭文的研
究，
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金
石学。苏轼是诗词高手，
也是书
法
“达人”
，
他曾经被贬黄州，
在
这里写出了一批传世书法之作，
但由于各
种原因，
存世的已不多见，
其中《黄州寒食
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被后人不断
模仿。和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大家米芾，
则
是襄阳人，他号称“襄阳漫仕”
“ 襄阳米
芾”，他早年的书法作品主要有《三吴诗
帖》
《法华台诗帖》等，
他的书法实践既
“集
古”
求取
“古雅”
，又主
“刷”
字的创新审美
追求。古代的书法家大多读万卷书、
行万
里路，
湖北这片土地，
留下了他们对于书
法艺术的探索身影。正是由于一代又一
代的书法家及其作品的层层累积，构成
了湖北厚重的书法历史风景。
该书不仅涉及名家名作，还对湖北
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书法家及作品进行发
掘，扩充了湖北书法史的深度和广度。
读这本书不仅能看到几千年来湖北书法
历史的全貌，还使人强烈感受到荆楚文
化的独特魅力。
［作 者 分 别 系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武
汉） 教授，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党委
宣传部副部长］

荆楚书法的历史风景

杨明义：水墨绘乡愁

中国书法的历史，某种 ⦾
程度上讲就是微缩版的中国
文化史。从《中国书法全史·
湖北卷》
（孟庆星/著 书法
出版社）这本书中，
可以清晰
地了解一个区域的书法发展
轨迹，还可以看到一个区域
曾经历过的文化风采。
《中国书法全史·湖北
卷》以历史时间为脉络，在
每一章中，作者首先对特定
历史时期的湖北书法进行
概述，然后对代表性的人物
及成就、书法风格、书法活
动、书法影响等进行评述。
在全面系统地梳理湖北书
法历史时，作者参考了最新
考古学文献，使得书法历史
研究得以与时俱进。
探究一个区域内几千
年前的书法历史，不是一件
易事，这几乎牵涉到古代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
提炼书法的历史，则是又一
大挑战。湖北历史悠久、人
文荟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书法和文学、绘画、音乐
等众多艺术门类一样，在这里蓬勃发
展。书中提出，
在商朝时，
湖北境内就
有了书法，当时的书法所依托最重要
的载体是青铜器，可是金文书法字数
少。即便如此，
这也是了不起的开端。
在中华文明早期，也就是战国时
期的湖北楚简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
的亮点和特色。在几十年湖北考古
中，纷纷出土各类楚简。对于林林总
总的楚简，作者对其书法艺术特色进
行了分析和凝练。楚简，属于古文字
书法范畴，主要是为了实用的记录。
楚简在笔法上，有了初步的点画意识
和点画形态，
就行笔来说，
或侧锋或中
锋，但以侧为主。从行笔的曲直来看，
或为直线，
或为曲线，
但是以曲线为多，
给人灵动之感。在给楚简书法艺术进
行
“画像”
时，
作者认为，
战国中期至楚
国将郢都迁离湖北以前的晚期，
是楚简
最为灿烂的发展时期。楚简艺术主要
分为规范雅正型和率意飞动型两类。
书中，
作者分别举例进行论述。楚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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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云课堂”
积蓄教改新力量
——深圳市教科研助力在线教学提质增效，
“五育并举”护航学生全面发展
在线教学与百年老校的相逢会是怎样的“美遇”？学生通过“砸彩蛋”、给
动画配音、模拟月相变化实验等活动，学习应用语文、英语、科学等学科知
识；深圳市水库小学很多教师在工作日当“主播”施展“十八般武艺”，周末变
身社区防疫志愿者，他们用言行引导学生专业成才、精神成人。水库小学等深
圳多所学校在线教学特色模式硕果累累，中小学生走进线上课堂，仿佛打开全
面发展的“百宝箱”
，共创丰富多彩的在线学习、居家生活。
2022 年 2 月，深圳“迎战”奥密克戎新变异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 2 月
21 日起，除高三外，深圳中小学其他年级开启在线教学。如何科学、精准、高效
地实施在线教学，助力学生素养提升、健康成长？作为全国智慧教育高地，深圳
结合创建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契机，从硬件平台建设到优质课程资源供给，全
面研究打造在线教学升级版。深圳早研究早部署下好“先手棋”
，以科研驱动和创
新布局当好“探路者”
，设计“五育并举”的在线教学“行军图”
。深圳做实做细
做优在线教学工作，努力做到在线教学“一校一案”乃至“一生一表”，让“双
减”工作不打折扣，交出学生受益、家长满意、社会称赞的答卷。

云端“宝藏库”让名师好课“近在眼前”
“在线教学课程资源包内容丰富
全面，教学思路设计得很好，我们从
中收获良多。”深圳市福田区实验教
育集团梅香学校教师李敏发现，深圳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牵头制作的在线教
学课程资源包，涉及教学微视频、教
学设计、授课 PPT 等教学“全流程”。
丰富多样、实用好用、云端互通
的课程资源，是开展好在线教学的关
键。
“我们不只将在线教学作为防控疫
情的应急之举，更将在线教学的挑战，
转化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革新的动
力。”深圳市教科院院长李桂娟表示，
该院精心组织各学科骨干教师、教研
员，制作中小学在线教学课程资源包和
义务教育阶段作业样例。在深圳市区两
级教育行政、教研部门指导、指引下，
市内中小学校通过名师共备精品线上课
等方式，共建共享高质量义务教育在线
教学课程资源包和作业样例。
力量凝聚、智慧集聚，目前深圳
已研发 7866 个在线教学课程资源包，
免费开放 1.4 万节优质课例，涵盖小
学、初中、高中共 45 个学科。其中针
对小学、初中 12 个学科共研制 4543
个作业样例。
在深圳教育云资源平台这个“宝藏
库”
，除了琳琅满目的学科内容，还有爱
国主义教育、卫生与健康等九大专题教
育内容。市内各区、校开展教研时，可

便捷地参考、使用该平台上的教学资
源。共建共享的优质在线教学资源，
大规模、高效率地输入深圳每一所中
小学校，直达深圳每名中小学生眼前。
“教育云资源平台的资源可以一键
下载，减少了教师备课的工作量和压
力。
”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校长王君健
发现，教师有更多时间完善教学设计，
利用平台资源、信息技术手段等提升教
学成效。深圳教育云资源平台上丰富的
在线教学资源，让深圳市的师生更为便
捷地检索优质课程资源，帮助教师尤其
是新教师站在名师的肩膀上，努力打造
优质课程，也方便了学生自主学习。
从 2 月 21 日至 3 月 1 日，平台访问
量达 600 多万人次，单日访问量高达
135 万人次。高质量的教学资源、高水
平的技术成果，共同赋能高品质的在线
教学，推动课程设计更生动有趣，课程
内容更科学高效，课件制作更精美。
高品质的在线教学阳光普惠。如
何更好地引导中职学校开展“德技双
修”的在线教学，培育德技双馨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深圳市教科院专
门发布 《深圳市中职学校在线教学温
馨提示 （“职教 20 条”）》，引导教
师积极探索转变教与学的方式，控制
讲授时长，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
式、体验式、小组合作式等学习方
式，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教科研引领全市在线教学迭代升级
每 当 线 上 授 课 遇 到 “ 拦 路 虎 ”，
龙华区龙飞小学教师叶精宝总能通过
深圳教育云资源平台、学校教师教研
培训等渠道，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
在讲授“一个接一个”课程时，叶精
宝学以致用，将教学环节设置成幸福
小火车列车站点，游戏化教学模式让
学生的参与感大幅提高。
如何进一步提升师生的在线课堂
现场感、收获感，实现积极高效的
“教与学”
？
“我市将在线教学打造成教
学改革‘试验田’
，鼓励广大中小学教
师在名师引领下，开展‘课堂革命’，
力争让新课改目标落实到每一堂课。”
李桂娟介绍，深圳聚焦在线教学提质
增效，将教师在线授课专业能力和团
队建设视为重中之重。深圳市、区教
研部门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在线教学
教研和专业培训，开展多轮在线教学
培训会以及在线听课学课，指导教师
在教学设计、师生互动、学生考勤等
方面，采取精准有效的举措。
3 月 16 日，深圳“名师在线”公
开课精彩开讲，涵盖小、初、高以及

中 职 四 个 学 段 。 192 名 来 自 不 同 学
段、学科的优秀教师，通过 180 多场
“名师在线”公开课活动，呈现了他
们精雕细琢的精彩课堂，指导全市教
师开展在线教学展示和在线研讨。高
中还组织了 50 场专题讲座。在“领头
雁”引导示范下，教师们进一步转换
教学理念，变身为学生学习的指导
者、引领者、陪伴者。他们转变教
学、学习组织等方式，努力挖掘发挥
好在线教学的特色优势，积极探索实
践游戏化、主题化等新型教学模式，
引导学生在玩中学、自主学。
为让教科研为高质量在线教学
“领航破浪”，深圳市教研系统在教什
么、如何教、如何学等关键环节下足
功夫，以高水平的“停课不停研”促
成高质量的“停课不停学”
。深圳市教
科院每周组织全市线上教研、教学公
开观摩课等线上远程教研活动，把教
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在线教学改进行动。
每个上学日，深圳市教科院 50 多
位教研员通过“网上巡课”，对全市
在线课堂把脉开方。他们从教学效

“五育并举”的线上课堂“百花齐放”
向战疫先锋学习，学习他们身上勇
于担当、敢于奉献的精神……在线教学
期间，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第二小学全
体学生用自己的手抄报、绘画、小作
文、视频等，向白衣战士们致敬。
如何让学生们在特殊时期有特别的
收获？深圳很多学校因势利导，把战疫
精神转化为教育力量。“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
本问题的答案，在深圳在线教学这场
“大考”中愈加清晰。疫情防控期间，
许多中小学生把对战疫人员的尊敬化为
力所能及、温暖人心的担当作为。
圆号协奏曲 《纪念》 这首爱国名
曲将学生心绪带到井冈山上，感受革
命烈士舍生取义为救国的壮烈情怀。
为以德为先地开展好线上艺术教育，

深圳市教科院和深圳市交响乐团联合
推出 《璀璨的民族乐派》 等线上音乐
会，引导师生厚植家国情怀。为给中
小学生在线教学提供丰富多彩的艺术
资源，深圳市教科院还推出深圳“美
育”微课堂——“美的三分钟”美术
作品欣赏系列，以及“‘国之乐’空
中速递”音乐鉴赏系列展播活动。
“与文化课不同，体美等素养课
程对空间、材质等都有特定要求。这
就需要我们创新应变，开齐开好。”
李桂娟表示，深圳市、区教研部门从
居家学习特点出发，积极探路领航，
给各学校合适的指导。深圳市各学校
结合自身实际个性化施策，开足开齐
“五育”等综合素养实践课程。
线上跳绳大赛之亲子竞速等，以

果、作业设计等多维度，梳理总结所
听课程的问题和经验，并及时向学校
反馈共性问题和改善建议。
如何促进更多学校发现、解决在
线教学存在的不足？自2月21日在线教
学开启以来，深圳市教科院以学科为单
位，分学段组织教研人员开展线上巡
课，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并组织教
师进行线上教研活动。深圳市教科院每
天及时梳理形成当日巡课总结，并发放
给各区（校），对问
题、不足分析原
因，寻求对
策，督促

解决，分享先进经验，助推在线教学
“芝麻开花节节高”
。
抓实抓细在线教学质量管理已成
为深圳中小学校的自发行动，绝大多
数学校都成立了线上课堂质量专项工
作小组。这些学校根据校情制定在线
教学指引，加大集体教研与备课等力
度，精益求精地提升在线教学质量。
深圳市、区、校三级基本都已建立在
线巡课机制，市、区教研员每日在线巡
课近 2000 节，
月累计近 6
万节。

高质量的在线教学，
高质量的在线教学
， 助推深圳市
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体”强人；民乐、剪纸、书法等玉
龙传统艺术上线，以“美”动人……
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等深圳多所中
小学校以学生感兴趣、教师有专长为
着力点，“五育并举”地开设线上特
色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趣味热身活动、自创趣味健美
操……深圳市多所中小学校创新体育
锻炼形式，并通过记录学生运动情况
等方式，督促学生在居家学习期间有
充足的体育锻炼。
龙岗区麓城外国语小学涌现出诸
多“小工匠”，在“动手设计”主题
学习中，他们用巧手制作出了镂空纸
灯笼、创意笔筒、童趣风筝等手工作
品。深圳市教科院引导市内学校用好
居家学习这段时间，家校协同培养学
生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能力。深圳市很
多中小学校开发了在线劳动教育系列
课程，点亮学生居家抗疫主场的家庭

劳动创意新生活。
为护航居家学习学生的好心情，深
圳着力打造线上心理健康教育升级版。
深圳市教科院启动心理健康“名师在
线”项目，努力将更多教师、家长培训
成“心理保健师”
。为帮助学生、家长和
教师提高心理“免疫力”
，深圳市教科院
发布、举办了十余个心理健康调试指
南、名家讲座等，给出调整学习状态、
觉察心理变化、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等七
大“锦囊”
，助力解心结得心“晴”
。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在经历
了近两个月的在线教学后，自 4 月 11
日起，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陆续回
归校园，线上线下学习“无缝对
接”，校园再次响起了琅琅读书声。
但这轮在线教学，已给深圳教育播撒
了新一轮教育教学变革的火种。
（黄爱华 李有阶 黄宏武 罗
理广 张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