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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 80 周年，也是北
京画院建院 65 周年。为回溯北京画院
与延安的一段特殊情缘，“延安→北
京：北京画院院史研究展之一”3 月 25
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式开展，以绘画
和实物向观众讲述北京画院与延安薪火
相传的历史。

一刀一木为群众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
文艺创作“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
群众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延安文艺工作
者的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也为中国文
艺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作为延安艺
术人才聚集地的鲁艺，成为实践“为人
民群众创作”的先锋阵地，开始探索更
加适合群众的艺术创作主题和表现形
式。群众形象、百姓生活、新的政策等
素材在 《讲话》 精神的引领下开始成为
延安地区主要的艺术创作内容，“剔黑
成白”也逐渐成为延安版画创作的风格
特点。

彼时，延安生活条件和创作环境都
很艰苦，油画和国画等创作材料稀缺，
木刻版画所需的工具最易获得。梨木板
可就地取材，再加几把木刻刀就能自画
自刻，并且快速印出张张相同的木刻画
分发给群众，成为根据地最主要的美术
创作方式。同时，木刻版画黑白色彩对
比鲜明，画面语言生动写实，更加利于
突出叙述性，用群众自己的形象和熟悉
的内容来宣传新事物、新政策，成为当
时重要的力量。

但当地群众并不喜欢也不太理解西
方版画“黑乎乎”的面貌。延安的版画创作者们不断探索新
的表现手法，从对西方版画现实主义风格的学习转向借鉴中
国传统艺术形式，融入中国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元素，使
作品更加贴近群众的艺术趣味和审美习惯。“剔黑成白”这种
黑白的转变不是简单的形式风格问题，更涉及老百姓的审美
习惯以及作品“为了谁”的创作理念。

展览在一层展厅集中展现了北京画院几位老艺术家在延
安时期的版画创作，如庄言的《前线归来》《前线》、邹雅的

《掌握新武器，学习新文化》《扭秧歌》《攻城》、夏风的《小
八路》《打谷场上》《秋收》 等，力图再现他们从生活中取
材、于小事中见大政、艺术服务群众的实践探索，以及在西
方版画技法中融入民间传统艺术，平衡群众喜好与艺术本体
的双重追求。

延安精神在生长

1957年5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京画院正式成
立，并逐步形成了一支“百花齐放”的画家队伍，其中一股
重要的创作力量就来自延安。这些曾用木刻版画创作为革命
助力的美术工作者们，带着为人民群众创作的艺术理念和情
感相聚于北京画院。

二层展厅聚焦庄言、崔子范、邹雅、田零、辛莽、张
仃、刘迅、夏风等8位老艺术家。他们中有为革命培养艺术人
才的鲁艺教员，有心怀艺术理想的党政干部，更有冒着烽火
远赴延安的爱国艺术青年。来到北京画院后，他们关注普通
人的生活和新中国的建设，创作取材贴近群众，根据新生活
的需求不断创新，探索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专注于
国画、油画等创作。

展览中，庄言的《修船厂》、邹雅的《山谷新貌》、田零
的《剥玉米》、夏风的《天寒心热》《出钢》等作品描绘了新
中国建设中的劳动场景和山河巨变；崔子范在1987年为纪念
北京画院创建三十周年而作的花鸟作品，体现了中国画的创
新与发展。延安的生活和经历培养了他们对人民的情感，铸
就了他们艺术创作中的创新精神，同时也成为他们艺术之路
上不断探索和变革的力量源泉。在他们的作品中，观众可以
感受到这种来自延安的精神在扎根、生长。

“重新认识历史与审视自己，常常是在纪念中得到的。”
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表示，本次展览是在文献的支撑下，将
艺术家们早期的版画作品和此后不同时期的创作对照展出，
呈现一个在历史沿革中变化的艺术轨迹，以视觉实证的方式
揭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与艺术发展的关系，与今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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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收（版画） 夏风

▲ 修船厂（油画） 庄言

《溪岸图》《历代帝王图》《捣练图》……日前，
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
共同主办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正在浙江美术馆举行，
集中展示了1500余件先秦汉唐、宋、元画精品的出
版打样稿档案，让观众一饱眼福。

据悉，“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 （以下简
称“大系”） 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
版，启动于 2005 年，是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
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大系”
利用先进的摄影与图像处理技术，对海内外 260
余家文博机构的 12479 件 （套） 中国古代主要绘
画作品留影存形。在此基础上，“大系”团队以
66 卷 240 余册的宏大体量，推出 《先秦汉唐画全
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
全集》 五大全集，全景式再现了中国古代绘画的
发展历程。

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大系”团队数十年如一
日在采集、整理、编撰、出版等工作上的精耕细作
和艰辛付出。特别是在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古代绘
画作品时，他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打造传世之作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晓
明，自 2005 年至今，一直参与项目的编撰、海外
搜集等工作。他告诉记者，这一文化工程是从最
早的“两岸故宫博物院宋画藏品”扩大为 《宋画
全集》，到 2010 年拓展延伸为“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项目。

为什么从宋画开始？“宋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高
峰。但年代久远，所谓纸寿千年，如果我们再不做
抢救性整理，这些现今存世的作品很可能因为灾害
等各种因素遭到损坏。”金晓明说。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绘画在各个时代经由各种
形式流传到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收藏呈现出不同
特点。例如，受到佛教禅宗的审美偏好影响，日本
的收藏品中有大量佛教题材作品；而欧美地区、尤
其是美国的收藏历史较短，其主要途径是收藏中国
藏家的藏品。“多元的收藏偏好和方式，使得各个地
区的收藏具有互补性。因此，收集整理流散在世界
各地的中国古代绘画，对于了解中国绘画全貌具有
重要意义。”金晓明说。

然而要确定海外藏品的收集名录并不容易。
与现在便捷的信息搜索相比，2005 年还远未达到
数字信息化。不少海外资料只能从文献、研究成
果、各大博物馆的展览目录，以及各种各样零散
的信息中去排查、梳理和汇总。同时，团队与海
内外艺术史专家充分讨论，最终编写出 《宋画全
集》的收集初目。

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项目团队早在2005
年就以此为定位。“我们一开始就力求‘世界一
流’，希望 10 年、20 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不会落
后。因此，确定的技术标准在当时也是超前的。”金
晓明说，比如尽量采用8×10英寸大画幅相机对原
作进行拍摄，以呈现绘画丰富的层次感。金晓明告
诉记者，在17年后的今天，这一标准仍然没有被超
越，居于业界一流水平。

超前的技术标准意味着超高的操作难度。如何
叩开海外文博机构的大门、让他们同意以此标准采
集藏品，成为摆在项目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坚持不懈沟通

“大系”团队现在的海外联络负责人林李硕告诉
记者，申请拍摄图像时，大部分海外文博机构都会
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的出版物需要如此高
清的图像？

因为使用这么高清图像的出版物极为少见。为
了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种最大限度接近原作的可
能，“大系”通过整体图、原大图和局部放大图三个
层次来展示作品。“大系图书单页是30.5厘米×43.5
厘米的大开本，局部图会显得非常大。”林李硕说，
因为不仅要尽可能地还原水墨的层次和笔触的质
感，还要清晰地展现题跋和印章等细节之处。

高标准拍摄意味着原作需要全部打开。而每一
次打开，对于历经千百年沧桑的原作来说，都有一
定风险。

为了说服海外文博机构开放拍摄，“大系”团队
经历了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林李硕清楚地记得，
2017年与加拿大国家博物馆联系拍摄其馆藏的石溪

《石室三溪图》的情形。“对方一开始不同意提供高
清图像，我们就专门寄了一本《元画全集》样书过
去，让他们了解‘大系’项目图书高质量水准，并
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述‘大系’对于文化发展、对于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林李硕说，靠着这样坚持
不懈的沟通，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加拿大国家博物馆
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终于同意按照“大系”标准拍摄。

渐渐地，“大系”团队与越来越多海外文博机构
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
馆保存极好的敦煌吐鲁番遗画，能够很好地反映中
世纪时期摩尼教、佛教在我国西域地区传播、演变
的历史。2017年9月，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
开始搬迁，其官网显示不再接受任何拍摄申请。“因
为长期合作，他们在搬迁期间依然帮忙拍摄尚未动
迁的作品，还主动联络策展人，提供学术资料，并
尽可能地帮忙确认作品信息。”林李硕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海外博物馆停止开
放，甚至开始裁员。然而许多机构还是给予“大系”
大力支持。例如2020年闭馆时间长达半年的大英博
物馆，在反复开馆、闭馆的情况下，于2021年4月完
成了全部390多件敦煌绘画藏品的拍摄工作。林李
硕告诉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与“大
系”团队保持联络的海外文博机构仍然有40余家。

跋涉千山万水

如果说坚持不懈的沟通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的走遍千山万水采集图像，更考量着

“大系”团队耐性和韧性。
除少部分图像采集委托文博机构按照技术标准

拍摄外，大部分图像都需要“大系”团队亲自拍摄。
存于日本的中国绘画，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近百

家收藏机构。其中，四进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拍摄其
镇馆之宝、（传） 五代董源代表作 《寒林重汀图》，
成为“大系”团队至今难忘的经历。

2006 年，在取得联系后，团队两人扛着设备、
爬着山路，来到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由于对方提供
的底片达不到“大系”的要求，又不同意重新拍
摄，谈判在3小时后失败。团队没有放弃，第二次
按预约再去，依然没有谈成。回国后，团队反复去

信表明心意，日方终于同意拍摄一张整体图，于是
有了2007年第三次“黑川”之行。

金晓明在2007年接手了日本藏品的搜集整理工
作。彼时，他与同事在“黑川”完成 《寒林重汀
图》 整体图拍摄后，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长来了。

“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拍摄大量的局部。在中
国绘画里，除了整体感、气息以外，很多笔墨的细
节能说明作品的真伪、艺术水准等。”金晓明说。所
长被团队的精神感动，同意在理事会会议上帮助陈
述补拍局部画面的理由。2008 年 7 月，团队四进

“黑川”，终于将所需局部拍摄完成。
从2005年到2015年，承担日本藏品拍摄的团队

几乎每年都数次赴日。他们背负着100多公斤重的
设备和行李，跑遍了 70%的日本县，遭遇过台风、
地震。不过令他们欣慰的是，收藏在日本的中国
唐、宋、元绘画以及代表性的明清绘画，基本都收
入了“大系”。

“大系”入编藏品所在的文博机构长长的名单，
印证了团队遍布世界的足迹。

海外搜集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2015年4
月，“大系”团队在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拍摄
夏昶的《湘江春雨》图卷时，台湾学者王静灵和他
的老师魏志强指出，画卷上有5个指纹，他们认为
只有在墨迹未干时，才能留下如此清晰的指纹，因
此这5个指纹很可能来自画家本人。“大系”团队用
高清摄影记录下这一新发现的细节。

化身千百入万家

在“大系”团队的努力下，收藏在海外的、包
括敦煌藏经洞和黑水城绘画在内的3569件（套）中
国绘画精品，通过数字化方式与国内8910件 （套）
藏品汇聚，共同构成了纵贯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绘
画的恢宏图景。

“从宏观层面来讲，把海内外中国古代绘画藏品
汇集在‘大系’，本身就是一个团聚；从微观层面来
讲，可以说是某一个时代的作品的团聚，某一个作
者的作品的团聚，或者某一件 （套） 作品的团聚。”
金晓明说。

例如，“大系”汇编了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潇
湘图》、上海博物馆《夏山图》、辽宁省博物馆《夏
景山口待渡图》、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寒林重汀
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溪岸图》 等在内的 7 件
（传）董源画作。这些作品风格差异巨大。因为有了
“大系”的系统整理、汇集出版，学者才能在以后全
面分析、一一比对的深入研究中，让董源的形象不
断地清晰起来。

“大系”收集的图像中，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比如原作被分为4段、分别藏于美国4家博物馆的五
代南唐宫廷画师周文矩的《宫中图》，此次重新收录
在了一起。又如乾隆“四美”的重聚。当年乾隆帝
把最喜欢的四幅名画珍藏在紫禁城建福宫的静怡
轩。如今这四幅画中，东晋顾恺之的 《女史箴图
卷》藏于大英博物馆，宋代李公麟的《蜀川图》藏
于美国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宋代李氏的《潇湘卧
游图》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宋代佚名的《九歌图
卷》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们在“大系”中齐
聚，让观者有机会一睹“四美”风采。

珍贵绘画往往存在“藏用两难”的问题。“大
系”为最大限度接近原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翻开书
页，不论是鸟雀的羽毛，还是枝头的嫩芽，微妙的
笔触变化都很细致。现在大部分情况下，不需打开
原作，利用“大系”即可满足基本研究需求。同
时，“大系”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很多传世古画
图像中成功辨析、提取出原本剥蚀暗沉、肉眼难辨
的画面、题跋及印章，实现了文物藏品的“无损
伤”修复，为进一步“活化”利用开辟了新空间。

如今，“大系”编纂即将结项。浙江大学宣传部
王利剑表示，通过“大系”，浙江大学已经搭建了一
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国际平台，乃至于研究中国历
史的图像平台。下一步还将通过海内外公共教育以
及更多展览活动，让越来越多人认识中国灿烂辉煌
的古代文明。他举例说，目前浙江大学已拥有3000
余幅有关佛教题材的绘画精品，稍作整理就可以全
面清晰地展示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从而借助“大
系”搭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进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流散古画珍品是如何“团聚”的？
本报记者 赖 睿

▲ 《宋画全集》之宋徽宗《红蓼白鹅图》（局部）
◀ 《先秦汉唐画全集》之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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