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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你看，这个雕塑里的人像
不像你？”

“他们的这个雕塑里的烧烤都
卖些啥子？”

9月25日，重庆当代美术馆内
热闹非凡，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览雕塑作品展当天在这里开幕，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79件雕塑精
品惊艳亮相。

令重庆市民更为高兴的是，本
次重庆雕塑作品入选全国美展成绩
历史最佳，共有23件作品入选参
展，含7件进京作品、3件作品拿到
获奖提名，而全国获奖提名作品仅

有8件。
重庆拿到获奖提名的3件作品

分别是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焦兴涛
的《烈焰青春》、四川美术学院教师
李震的《为新中国雕塑》和四川美术
学院教师王比的《好消息》。

创作者为何以此为题材进行创
作？这些作品的背后又有哪些故
事？当天，3位创作者接受了重庆
日报记者的专访。

用木雕定格消防队员英姿

魁梧的身材、硬朗的脸庞、坚毅
的眼神……木雕《烈焰青春》表现的
消防队员形象，朴实而勇敢，受到观
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对于创作这件雕塑的初衷，焦
兴涛说：“大概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我发现家里阳台上有一个马蜂窝，
我只有求助消防队员将马蜂窝摘
除。”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
消防队员这一平凡又伟大的群体。
去年，他在市政协开会时，无意间在
角落里看到两位消防队员，他们默
默无闻地保障着社会的平安，令人
动容。那时候，他就开始了构思，计
划创作一件表现消防队员的雕塑。

《烈焰青春》的创作历时近一年，
今年7月才创作完成。创作之前，焦

兴涛还专门到沙坪坝区大学城的一
个消防部门与消防队员们交流，并细
致观察、记录消防器材。“《烈焰青春》
的人物形象，是我把两个消防队员的
形象综合在一起创作而成的。他们
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件雕塑的
整体高度为184厘米，其中，人物高
度为175厘米。为何人物看着比实
际身高更加魁梧呢？焦兴涛说，人
物的头比实际要小一些，这凸显出
消防队员的英雄气概。

在细节方面，焦兴涛塑造的消
防队员，是刚刚从火线上下来，稍事
休息后，又准备踏上灭火征途。为了
让雕塑体现粗犷有力的感觉，人物的
身体上保留着电锯留下的痕迹。

重庆日报记者发现，消防队员
胸前的号码牌上写着“XF0027”的
字样。据了解，2019年3月30日，
四川凉山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27
名森林消防队员在火灾扑救中牺
牲。雕塑上的胸牌字样，就是为了
表达对牺牲消防战士的致敬。

还原 60多年前雕塑
家的工作场景

2张梯凳、2把椅子，7个人围成
一团在聚精会神地讨论。《为新中国

雕塑》由两部分构成，前排为当年参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的雕塑
家们，共同探讨创作方案的场景，从
左至右分别是张松鹤、萧传玖、王临
乙、滑田友、刘开渠、王丙召、曾竹
韶。背景则是李震临摹的人民英雄
纪念碑浮雕之一《八一南昌起义》。

“《为新中国雕塑》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5年前的复制人民英雄纪念
碑浮雕工作。”李震介绍，2014年，
李震正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作为优秀学生代表，李震接到了一
项特别的任务——参与中央美术学
院的复制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项
目。

“我们拿着卡尺去测量浮雕的
每一个细节，用手去触摸浮雕上的
每一个人物。”回想起5年前的情
景，李震依然非常激动。在复制人
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过程中，李震
也萌发了创作《为新中国浮雕》的念
头。

虽然中央美术学院复制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工作，为李震留下了很
多宝贵的资料，但关于7位参与浮
雕创作的雕塑家们的图片资料却十
分缺乏。

“几位雕塑家的照片很少，且拍
摄于不同年代，如何还原7位雕塑家

60多年前，同一时间的样貌是当时
面临的最大困难。”李震说，为了更好
还原7位雕塑家的人物特征，李震采
用老照片交叉印证的方式进行比对，
同时还专门走访了几位雕塑家当年
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为新中国雕
塑》中还有李震融入的“重庆元
素”。雕塑中最右侧的椅子，便是李
震参照在重庆一家小卖部偶然淘到
的“宝贝”创作的。

“以前只有在老照片中看到过
60多年前的小木椅。”李震说，60多
年前的小木椅，正面椅面下的小木
格栅位置更高，下面空余出来的空
间方便活动双脚，而现在小木椅，小
木格栅的位置则更低，用来供人放
脚。有一次在路边小卖部买水，李
震偶然看到老板坐的就是老照片中
的小木椅，在和老板商量后，便交了
押金带回工作室作为参考。

“60 多年前，他们为新中国
‘雕塑’，60多年后，我为他们‘雕
塑’。”在李震看来，这种跨越时空
的置换和致敬是自己最想表达的
核心。

生活的一瞬间就是艺术

《好消息》传递出浓浓的生活气

息，在获奖提名作品中也是别具特色。
这件作品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

重庆烧烤摊前的一幕。作品中，烧
烤摊老板和妻子正在烤制食材。两
人的右侧，一位食客正在大快朵
颐。而在他们前方，一名骑着电动
车的外卖小哥正低头看手机。雕塑
整体造型生动鲜活，让人感受到一
个具有戏剧化，又不失真实的生活
瞬间。

“从去年9月起，我就在街头巷
尾许多家烧烤摊吃烧烤、和老板等
人聊天，记录人们的喜怒哀乐。”王
比回忆，去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
到石桥铺收集创作素材时，看到了
一对卖烧烤的夫妇，他们穿着睡衣，
边烤烧烤边看手机，看起来非常开
心。“或许，他们在手机上得知了国
家刚刚发生的大事喜事，或许，收到
了外卖订单等好消息，这平凡的一
幕也瞬间打动了我。”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除了烧烤
摊老板，食客、外卖小哥都在看手
机。“他们或许都在手机中收到了不
同的好消息，都在为生活而奔波。”
王比说，创作这件作品，他最想表达
的是“生活的一瞬间就是艺术”，再
普通的场景经过艺术再现，都能引
发观众思考。

重庆雕塑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创最佳成绩

全国8件获奖提名作品重庆占3件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王丽

重庆雕塑在本届全国美展中表
现十分抢眼：23件作品入选参展，
含7件进京作品、3件获奖提名作
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庆雕塑
家创作了《收租院》《毛主席像》《春
夏秋冬》《红军长征纪念碑》等一大
批在中国现代雕塑史上占据重要地
位的雕塑作品，推动重庆成为中国
的“雕塑重镇”。重庆雕塑的发展经
历了哪几个阶段？如何推动重庆雕
塑行稳致远？9月24日，重庆日报
记者专访了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焦
兴涛。

向传统雕塑学习
重庆雕塑形成自成一体的风格

“四川雕塑作品，表现了鲜明的

时代精神，具有民族风格。”1964
年，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在《美术》杂
志上发表了题为《鼓舞人们的雕塑
新成就》的文章，对川美举办的“四
川雕塑展”作出上述评价。

“重庆雕塑自成一体的风格，和
上世纪50年代翻制大足石刻紧密
相关。”焦兴涛介绍，1954年，川美
雕塑系开始对大足石刻进行考察研
究，并临摹、翻制原作。到了1958
年，雕塑系共翻制了200多件大足
石刻雕塑，“对中国传统雕塑的整理
和理论的梳理，无疑对上世纪60年
代川美雕塑走向第一次繁荣奠定了
重要基础。”

焦兴涛说，重庆雕塑第一次以
鲜明的面貌受到艺术界关注，正是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四川雕塑
展”。1964年，川美雕塑家们将前
期创作的100件作品在北京、上海、
武汉及重庆举行巡回展览，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

重庆日报记者检索到了1964
年《美术》杂志刊发的《社会主义雕

塑的新收获——首都美术家座谈<
四川雕塑展览会>》一文。文中写
道：“四川雕塑有民族传统的色彩，
不仅融汇了大足石刻、汉画像砖等
造型艺术传统的特色，也还看得出
川剧等地方姐妹艺术的间接影
响。”

在和大足石刻等传统雕塑和民
间泥塑的学习研究基础上，川美雕
塑系于1965年创作完成大型泥塑
《收租院》，龙德辉与罗耀辉合作的
作品《江姐》、叶毓山作品《杜甫》也
是上世纪60年代重庆雕塑的代表
作。

走向公共空间
成为城市形象“代言人”

改革开放后，重庆雕塑又出现
了哪些新特征？

焦兴涛说，这一时期的重庆雕
塑家，积极参与城市雕塑的创作与
建设，引发了雕塑与公共空间、雕塑
与建筑等一系列基本关系问题的讨

论，对民众的艺术启蒙与审美意识
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体来看，上世纪80年代，重
庆长江大桥桥头雕塑《春夏秋冬》使
民众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古典雕塑
的概念，开启了雕塑走向公共空间
的大门；受中央军委委托创作的《红
军长征纪念碑》，结构严谨，布局精
巧，把现代雕塑与环境、建筑有机结
合，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宏伟、庄
严、肃穆、壮观的艺术境界；荣获“新
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的《歌乐
山烈士群雕》采用中国传统石窟艺
术的“中心塔柱式”结构，充分表现
了烈士们既伟岸又平凡质朴的精神
及素质，又使群雕具有永恒的凝聚
力和感召力。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
城市雕塑出现了一批和城市景观
相结合产生的作品，如丰都的《鬼
王石刻》、南山公园的《大金鹰》
等。与此同时，传统的纪念性雕塑
也出现了不少优秀之作，比如位于
大田湾体育馆的《贺龙与运动员》，

就是那一时期为数不多的以写实
人物群像为主题的纪念性雕塑。
现在，“贺龙像”已经成为这一区域
的地标。

“雕塑走向公共空间，和改革开
放有极大关系。”焦兴涛说，改革开
放后，各个城市的竞争也体现在城
市形象品位上，雕塑作品也开始成
为城市形象的“代言人”。这也说
明，改革开放后，民众对文化艺术有
了更加旺盛的需求、对生活环境的
美化有了更高的要求。

走近公众
雕塑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进入新世纪，重庆雕塑又有了
新的特点。

焦兴涛称，近20年来，城市雕
塑与创作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
现象，雕塑从纪念性、抒情象征的
主题开始转向与每个人日常生活
相关的内容，雕塑的尺幅也开始从
之前的宏大变为了很多接近真人

比例的作品。比如解放碑八一路
好吃街的《重庆女孩》《吃火锅》，颇
受市民喜爱；杨家坪步行街的《来
来往往之一》等作品也取材于人们
的生活。

焦兴涛表示，如今，类似《春夏
秋冬》这样永久性的雕塑已经不太
多了，城市雕塑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以一种更灵活、更丰富的方式进入
商业空间、街道、社区和广场，走进
人们的生活。

今年4月23日，解放碑又一打
卡地在网络上走红——由千叶眼镜
和四川美术学院联手打造的千叶美
术馆惊艳亮相。“当前，艺术与商业
的融合越来越深。对很多消费者来
说，他们会去欣赏艺术作品，同时也
会去欣赏高品质商品，两者都可以
为他们带来快乐与惊喜，所以说艺
术与商业是有共同语言的。”焦兴涛
说。

焦兴涛表示，如今重庆雕塑还
表现出跨界与多元的特征，艺术家
们不断创新材料、艺术形式，表达对
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重庆是中国的雕塑重镇，我
们要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年轻雕塑
家，他们是重庆雕塑发展最重要
的一环。”焦兴涛说，在重庆城市
整体实力提升的过程中，雕塑这
一富有表现力的形式，必将得到
进一步发展。

重 庆 是 中 国 的 雕 塑 重 镇
——川美副院长焦兴涛回顾重庆雕塑70年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
25日，在现场观看了第十三届全国
美展雕塑展后，重庆长江大桥雕塑
《春夏秋冬》的创作者之一、川美教
授王官乙感叹：“这些作品不仅题
材、内容多种多样，还运用了多种雕
塑语言，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雕塑艺
术的与时俱进。”

出生于1935年的王官乙，曾先
后参与过《春夏秋冬》等多件大型雕
塑的创作。“这次美展的作品无论是
内容形式，还是雕刻语言，都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趋势，让人应接不暇。”
王官乙说，特别是部分作品在雕塑
语言的运用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
统一，让人感受到艺术家的创新精
神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

“相比于其他地区的作品，重
庆的参展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充
满了生活气息。”王官乙说，无论是
《烈焰青春》《好消息》等获奖提名
作品，还是《送春联》等作品，它们
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充
满了浓浓的烟火气息，自然能让人

产生亲近感。
“在现在这个时代，文艺工作

者要想不断创作优秀的艺术作品，
除了需要多样的表达方式，更需要
学会走到生活中去、走到人民中
去，真正从生活中寻找素材。”王官
乙表示，文艺工作者创作作品的目
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
一个作品空有华丽的外表，而缺乏
实质性的内容，自然无法让人民群
众接受。

重庆长江大桥雕塑《春夏秋冬》创作者之一王官乙:

重庆参展作品充满生活气息
彭汉钦作品彭汉钦作品《《踏歌行踏歌行》。》。

焦
兴
涛
。

获奖提名作品《烈焰青春》。
重庆市美协供图

获奖提名作品《为新中国雕塑》。 获奖提名作品《好消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齐岚森、龙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