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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本报记者 张树伟
9

月
22

日， 中国美术馆气氛异常热烈。

一百多位画家等待的 “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的美术创作工程” 画展开幕仪式已拉
开， 静静等待的人们期待观看的美术作
品跃入眼前———自

1840

年以来， 中国人民
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展现在作品
中 ， 在这以时间为线索的布展画面上 ，

劳苦大众经历的苦难、 困厄和在其中不
屈的抗争、 奋斗， 感动着每一位站在画
作面前的人。 历史扑面而来， 近乎完美
的画面给人以艺术感染力。

这些作品都是新创作的 ， 是 “国家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 的成果 。

在此之前， 很多人都有担心和怀疑， 让
那些把自由创作视为生命的画家去完成
一次 “命题作文”， 确实是困难的。

直到经过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 艺术委员会严格评审的

102

件
国画、 油画、 雕塑等作品， 已呈现在人
们面前时 ， 所有的担心才烟消云散 。

“重大历史题材” 成为一块试金石， 中国
美术界尤其是以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
术学院、 鲁迅美术学院等在内的教育战
线为主力军的创作团队， 为这一工程的
完成， 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历时
5

年 、 投入
1.0156

亿元的美术创作工程

“国家以如此大规模的资金， 投入支
持美术创作 ， 在新中国历史上尚属首
次 ！”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 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文化部艺术司
副司长刘中军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作品展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现场 ， 许多观众
不禁为重大历史题材大型美术创作作品
的宏大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所吸引， 与其
他题材或艺术家日常的创作有所不同 ，

这些作品因关乎民族历史和未来走向的
重大历史事件而显得异乎寻常， 更重要

的是其中每个历史事件都与这个民族的每一
个成员有紧密的联系， 让人感到一种休戚与
共的关系， 而通过重大历史题材大型美术作
品历史史实的再现， 公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这一点， 这也是该展览引起轰动、 独具吸引
力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重大历史题材大型
美术创作方面， 我国一直有着广泛而坚实的
群众基础和良好艺术传统。 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 艺术家们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留下一批经典传世之
作， 比如董希文的 《开国大典》、 罗工柳的
《地道战》、 彦涵的 《百万雄狮过大江》、 詹
建俊的 《狼牙山五壮士》、 石鲁的 《转战陕
北》 等艺术佳作。 新时期以来， 沈嘉蔚的
《红星照耀中国》、 骆根兴的 《西部年代》、

陈坚的 《公元
1945

年
9

月
9

日
9

时·南京》 等，

都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事实。

据介绍， 此次展览展出的所有作品， 均
系经过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艺术
委员会严格评审出来的优秀作品， 凝聚着众
多艺术家数年心血， 集中展现了当前我国主
题性美术创作的最佳水平。 老中青三代艺术
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对文化使命的追
求和对精神品格的追求， 都在对历史的追溯
和创作技巧的探索中， 达到了艺术个性与宏
大主题的统一， 创作出一批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 具有经典元素特点的美术作品。《詹天佑
修京张铁路》、《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井
冈山革命斗争》、《七君子》、《义勇军进行曲》、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太行烽
火》、《红军长征的将领们》、《新中国诞生》、

《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 》、 《青春记
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生死印———

1978

·安徽凤阳》等大型作品，以丰富多元的
艺术风格和独特的艺术构思， 连缀成中国近
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艺术画卷。刘中军说，该
工程从启动到展览历时

5

年， 国家财政投入
1

个多亿人民币，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时间跨
度上，都突破了以往的艺术创作。

教育系统是主力创作集群
有专业人士分析说， 中国当代美术的传

承来自两个方向和资源： 一是经由俄国和苏
联过渡的西方古典美术， 二是中国美术本身
所创造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路径。 通过长期
的技术与精神研习， 此次所展出的作品， 无
论在绘画语言上， 还是在构图、 气氛的营造
上， 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它们整体
呈现了一种世界眼光和民族特色相融合的特
点， 拥有了自己的一整套体系和绘画语言。

而对于资源的吸收、 整合和美术创作水平的
提高等一系列创造过程， 则主要发生在以高
等美术教育为主体的艺术院校内， 高校成了
艺术传承和突破的重要阵地。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馆馆
长范迪安说， 能用重大历史题材大型美术创
作的方式来迎接新中国

60

华诞， 对于美术界
无疑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 对文化建设事业
来说，是一项新的重要成果，对于社会公众来
说，则是一笔沉甸甸的文化财富。这些美术成
就的取得，离不开美术教育的参与和付出。

据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艺术委员会委员、 副秘书长、 文化部艺术司
文学美术处处长安远远介绍， 在这次创作过
程中， 院校师生合作的作品题材较多， 仅中
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鲁迅美术学院
3

所院校， 就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 画院和
总政的教育系统也成为一个大的创作集群。

安远远透露， 目前一大批具有文化使命
感、 经由院校严格训练而具有较强造型能力
和较深厚功力的中青年画家， 已具备了驾驭
和胜任大型主题性历史题材创作的实力。而
且，近年来包括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
在内的各艺术院校都设立了以历史题材创作
和研究为主的教学工作室和课题研究组，各
个画院也集中了一批成熟的创作人员， 他们
已经开始逐步研究实践历史题材作品的创
作。可以说，这些都为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了最基本的人才保障。

刘中军在谈到中央美术学院入选的
18

件
作品时称，“中央美术学院是这次国家工程很
重要的创作基地，入选作品占总数的近

1/5

”。

他同时强调， 国家设立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
程是有其深刻含义的， 对我国美术创作形成

良好的艺术风气， 使美术家们不辜负这个时
代， 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 有着重要
意义。 下一步要把该工程的所有作品对社会
开放， 进行全国巡展， 对学生进行教育， 以
扩大整个工程的影响， 提升后代对历史的重
视和认识。

将来一两件作品就可能
值
1

个亿

面对如此浩大而历史上少见的 “国家重
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也许有人会问：

这种大量时间与巨大财力的投入， 从艺术品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角度来看， 会不会使该
工程成为一个赔本的工程？

财政部科教文司副司长王家新从政府资
助和财政部的角度， 给予了一个令人信服的
解释。 他说， 该工程旨在用美术的形式说明
历史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又
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走向伟大
的复兴之路。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
下， 原来的组织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艺
术创作。 很多作品是有它的市场价格的， 参
加这次创作的很多艺术家， 其作品的市场价
格本身已经很高， 所以政府必须拿出一些资
金来支持这项创作工程。

他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之所以称得上是工程，在于它的项目制和
课题制的管理模式。从选题、招标、组织、策
划，把每一笔经费进行细致分解，这是国家公
共财政资助文艺创作方式的改变。 原来纳税
人的钱是用来养文化艺术口上的人头费，现
在是投入

1.0156

亿的资金， 产出了
102

件作
品。推动艺术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产出。在公
共财政条件下， 财政部作为理财人为纳税人
理财，采用了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负责制财
政政策，达到一种绩效性。这是一种制度性的
转变。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大历史题材
创作， 为艺术家提供的条件总体上给予一些
创作时的招待方面的待遇， 没有资金的直接
支持。 此次

1

个多亿的资金除了必要的支出
外， 很多资金是直接面向作品和艺术家的花
销，真正投入到作品和艺术家本人身上。

王家新感慨地说，

2004

年国家拿出
1

个
多亿让艺术家创作

100

多件作品， 是一个为
数不小的数目， 当时引起财政部的高度重
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

1

个多亿并没
有白白花出去， 它换来了

102

件作品， 这些
作品将丰富中国美术馆和国家博物馆的馆
藏。 他认为这是把

1

个多亿的投入， 换成了
目前价值

1

个多亿的国家文化资产， 这些资
产本身现在已经不止

1

个多亿， 而且今后会
升值， 将来一件或两件作品就可能值

1

个亿。

从理财的角度， 他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而且
该项工程是一种具有示范性和标志性的项
目， 在这个项目模式上， 已经有一些省开始
拿出资金做一些类似的项目。 这对于繁荣我
国的艺术创作， 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相关链接

2004

年
4

月，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 是在中宣部大力支持
下， 由文化部、 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大
型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

5

年多来， 该
工程领导小组和艺术委员会， 经过广
泛考察研究，选拨组织了一批我国目前
具有创作实力的优秀艺术家，集中创作
完成一批大型主题性美术作品。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型主题
美术创作有所不同，“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 所涉及的内容选题，

首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
学近代研究所专家拟定，经中共中央办
公厅和中宣部批复同意后正式公布实
施，供参加该工程创作的艺术家进行艺
术化创作。在实施过程中，工程领导小
组和艺术委员先后在北京、上海、浙江
等地组织活动

44

次，经过研讨、初评、现
场观摩、终审等一系列程序，遴选出

102

件大型美术作品，其中油画
51

件、中国
画

33

件、 雕塑
18

件， 作为“向祖国汇
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
年系列文艺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免
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展览，展出时间将持
续到

10

月
20

日。

开封菊花花会
10

月盛开
中国开封第

27

届菊花花会暨金秋
汴梁游活动将于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8

日
在开封举行。

花卉布展围绕“国运昌盛、魅力开
封、普天同庆”的主题，主会场展线总长
1500

多米，分成菊城迎宾、五彩缤纷、古
都欢庆等八大景区、

26

个景点， 将布展
菊花和陪衬花卉

37

万余盆，充分展现开
封菊花文化、宋代文化的深厚底蕴。

据悉，菊会期间，还将举行中国收藏
文化（开封）论坛，届时将举办海峡两岸
民间收藏珍品展、 全国民间收藏品交易
大会、 第二届全国艺术品收藏博览会等
系列活动。同时，借助菊会平台，开封还
将推出一系列的经贸活动和文化体育活
动， 开封市旅游局也将推出以 “金秋汴
梁”为主题的旅游活动。 （陈强）

■

特别关注

共和国成长印记
征文选登

■

文化消息

专家呼吁高雅艺术进校园
“把高雅艺术送到大学生中间去，

提高他们的审美取向， 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认为，应该送到小学校园去，小
学生更需要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 在
娱乐文化充斥的今天，孩子们需要严肃
文化。 ”日前，在京举办的国有文艺演出
院团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国家话剧院演
出政策中心主任刘铁钢说。

该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和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主办，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
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国有院团的
负责人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以中宣
部、文化部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文艺
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为议
题，对国有院团体制改革的现状、发展
趋势以及相关政策保障机制等，进行了
热烈讨论。 （赵秀红）

用童声庆祝新中国
60

华诞
由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教育厅、共

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妇联共同主办，中
共南通市通州区委、 南通市委宣传部承
办的第二届“童声里的中国”庆祝新中国
成立

60

周年儿童诗推广活动启动仪式，

近日在京举行。

此项活动旨在以优美的儿童诗篇热
情讴歌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的辉煌成
就，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儿
童诗征集阶段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儿
童诗作品

9800

多件，经专家评审，汇编出
版《“童声里的中国”“祖国，献你一首诗”

儿童诗精品集》

,

这些优秀儿童诗将以配
画、谱曲的形式向全社会推广。在启动
仪式上，四川绵竹及北京部分小学的学
生获赠了该作品。 （张杰）

《昨夜的双拥路》研讨会举行
日前，

2009

北京青年戏剧节和山东
国际小剧场戏剧节的参演剧目《昨夜的
双拥路》研讨会在中国戏曲学院举行。

《昨夜的双拥路》 由上海聆舞剧团
出品， 导演任明炀、 制作人郑飞等多
名主创团队成员均系中国戏曲学院戏
曲文学系的校友。 这部由年轻人创作
和演出的话剧得到了北京观众和评论
家的广泛欢迎和认可， 并引发了讨论
和争议。 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
会理事长、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主任张先教授认为， 该剧给北京青年
戏剧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改变了北京
本土青年戏剧导演因相互影响而形成
的一种 “顺拐” 现象。 （张树伟）

“重大历史题材” 成为一块试金石， 中国美术界尤其是以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鲁迅美术学院在内的教育战线为主力军的创作团队交
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表现了我国主题美术创作的最佳水平。 靳尚谊、 詹建俊、 全山石、 冯远、 刘大为、 施大畏、 程丛林、 陈宜明、 杨飞云等老
中青三代艺术家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参与这一宏大工程， 其创作的作品以摄人心魄的艺术表现， 缓缓拉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画卷。

《新中国诞生》（中国画） 唐勇力作

编者按：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围绕
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在各级各类学校深
入开展“我爱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动的通
知》下发以来，各地各校迅速掀起了“我爱
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动的热潮。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学院张广银、 徐州师范大学费承
铿为此满怀激情，分别作词、作曲，创作了
歌曲《我爱我的祖国》，已在部分学校传唱，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应广大读者要求，现特
刊发《我爱我的祖国》 词谱。

中国教育报的草创时光
■

符德新
1982

年夏天，

5

名刚刚从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毕业的学
生，陆续走进了位于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的教育部大院，到设在“红星楼”（因楼顶
部镶嵌着一枚水泥砌成的红五角星得名）

的《人民教育》杂志社编辑部报到。 他们是
教育部为筹备出版《中国教育报》专门招
进的人，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报纸还没
有影儿，也没有自己的“窝儿”，筹备工作
就在《人民教育》杂志社的办公室里展开
了。 当年， 第一次在全国 “招兵买马” 的
通讯联络工作会议就在山东省济南市召
开， 我们称作 “东片儿” 会， 东部各省、

直辖市的中国教育报记者、 通讯员队伍
在会上初步建立起来。 紧接着原班人马
又马不停蹄地坐火车转战西安， 召开了
西部各省、 自治区建立通讯联络队伍的
“片儿会”。 教育部当时分管报刊的彭珮
云副部长也不辞辛劳 ， 东边 “片儿会 ”

上刚作完报告， 又跟我们一起赶到西边
的 “片儿会” 上去讲。

办公地点终于确定下来了，

1983

年元
旦过后，我们搬进了红星楼西边的“灰楼”。

条件挺简陋，办公室采光也不怎么好，一间
较大点的屋子在底层楼梯口旁边，背阴的。

首任老总潘铭同志就在这间光线昏暗的办
公室里，召开了中国教育报的第一次会议，

在会上确定了最初建制：采编部门一共是
5

个，不偏不向，每个部门都是一将一兵———

一位教育部派来的干部负责， 带着一名大
学生。我就是普教部那个兵。我们几个部门
共用这一间大屋子。

试刊号就定在
3

月
3

日，时间进入倒计

时，我们立刻投入了紧张的采访、编辑工作。

又一批新的大学生进入了，充实到各个部门，

也一起加入这紧张的节奏。 总编室忙着设计
版式、报头，一遍遍打出大样来，左右端详、仔
细比较，再送领导和有关方面征询意见。

当第一期中国教育报 （试刊）

3

月
3

日新
鲜出炉时， 记者、 编辑们又在做什么呢？ 大
概谁也猜不到： 每逢报纸出版日， 踏进办公
室， 里面都是一派小作坊式的繁忙景象———

桌子上的稿纸、 文件都挪开， 把剪子、 裁纸
刀、 胶水、 塑料绳摆出来。 因为报纸还未交
邮局发行， 而且完全是免费赠阅， 邮寄对象
从全国各市县教育局、 大中小学校， 到远隔
重洋的海外学子。 刚刚在报上刊登完稿件的
记者们， 此刻的任务是 “投笔从戎”， 按每

人分到的任务， 把报纸按多少不等的份数数
好、 打包、 捆扎， 照名单写好地址， 再装进
帆布邮袋， 直到邮局车开来时大家往上装
车。 这里头除了写地址还算是 “文化人” 干
的事儿， 其他活儿就是百分百的体力劳动
了。 用裁好的牛皮纸裹住一卷报纸， 在办公
桌上边滚动边压紧， 纯粹是力气活儿， 最后
两端收拢， 还得注意包裹捆扎后不能松松垮
垮。 牛皮纸的边缘像刀子一样锋利， 我和好
几位同仁都被它割破过手， 鲜血流淌。 创刊
初期的教育报人就是这样上演着从采、 写、

编、 排到包装、 搬运的 “全武行”。

1983

年
7

月
1

日，中国教育报正式出版。邓
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报名也登上了报头。 从
此，她一步步走上正轨，走过了周刊、周二刊、

周三刊……直到日报的全过程， 拥有了几十
万订户。排版车间完成了从“铅与火”（排版师
傅码铅字）到“光与电”（激光照排）的转换，记
者们也不再铺开稿纸“爬格子”，而是人人面
对一台屏幕、轻点鼠标。出差远在千里之外也
不用着急发稿子的事， 笔记本电脑能在几秒
钟里，把文字稿和数码图片全部传到总编室。

然而， 站在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2

层高的
中国教育报刊社白色大楼里， 推窗南望， 我
们有时还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西单大木
仓———这张报纸诞生的地方， 想起艰难的草
创时光。

（作者退休前系中国教育报基础教育部
主任， 编审）

彭珮云（前排中间者）出席宣传工作会议
资料图片

以美术的形式重现民族史

北京国际钢琴艺术节将办
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北

京国际钢琴艺术节将于
10

月
1

日至
10

日
举办。 本届艺术节以学术交流为主，同
时将举办

4

场高水平的大师独奏音乐
会， 将分别由穆莎·卢贝凯特、 亚历山
大·科布林、凯文·肯纳、华金·索里亚诺
这
4

位钢琴大师独奏演出。 中国音乐学
院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

18

名优秀学员
参加钢琴大师公开课。

北京国际钢琴艺术节迄今已举办
3

届。

3

年来，艺术节共聘请了
16

位国际一
流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来京，为全国近
千名学员举办了

12

场独奏音乐会，开设
了

120

多节大师课和
9

场精彩讲座 。同
时，还组织了

10

余场学员音乐会以及协
奏曲比赛等活动。 （纪秀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