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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展给重庆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记者手记

全国美展举办

70年来首次走进重

庆，迅速掀起观展热

潮，成为备受瞩目的

文化事件——众多

外地观众来渝观展，

连续多天“泡”在展

馆里……

近年来，世界上

许多大城市纷纷打

出“文化牌”来营销

自己。重庆山环水

绕、江峡相拥，是一

座美丽的山城江城，

美术重镇。全国美

展这张“文化牌”和

美术重镇相遇，能碰

撞出什么火花呢？

▼全国美展展出作品《亮丽的风景线》。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美协供图）▼全国美展展出作品《和煦时光》。 ▼全国美展展出作品《可可西里的红灯》。

全国美展展出作品全国美展展出作品 《《烈焰青春烈焰青春》》

金秋时节，一场文化盛宴在渝举
行，它注定被载入重庆美术史册。

10月30日下午5时，随着最后
一批观众离开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重庆当代美术馆，第十三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油画作品展、雕塑作品展画
上了圆满句号。

全国美展是中国美术界最权威、
规模最大的展览，1949年首次举办。
本届全国美展共设13个展区，其中，
在渝举办的油画作品展、雕塑作品展，
展出油画595件、雕塑279件。

截至10月30日，两个展览共吸
引观众近39万人次。

重庆美术基础深厚、场
馆条件优良、组织实施精心

来渝办展水到渠成

“既要保持色彩活跃程度，又要
让氛围统一，这是相当不
容易的。”10月21日晚，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市美协主席、川美院长

庞茂琨为 200 余
名师生现场讲解
油画作品展。师
生摩肩接踵，眼
睛齐刷刷地望着
作品。

在家门口就
能欣赏到全国美

展作品，重庆艺术学
子和市民无疑是幸福

的。为什么全国美展能够
走进重庆呢？

“近年来，重庆的文化建设
取得了长足进步，建设了重庆美
术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等大
批文化设施，为全国美展来渝举
办创造了条件。”市美协秘书长
魏东介绍，为以最好硬件设施迎
接油画和雕塑作品展来渝，举办
展览的两座美术馆都经过了改
造升级，“为此，重庆当代美术馆
还动了‘大手术’，该美术馆外立
面和展厅内部全部进行了重新
装饰。”

一流的展览需要一流的场
馆。10月25日，川美原院长罗
中立对记者感慨道：“多年前苦
于经费和场馆问题，重庆几乎没
有承办全国美展这种全国性大

型美展的条件。随着四川美术学院
美术馆等建成开馆后，重庆举办的大
型美术展览和活动明显多了起来。”

除了场馆条件优良，重庆的美术
基础也是打动评选专家的重要因
素。“去年12月24日，重庆在北京申
办这两个展览时，讲述了抗战时期徐
悲鸿等大批美术名家在重庆工作、生
活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
诞生的美术名家名作，这让评委为之
赞叹。”庞茂琨说，重庆申办成功，是
全国美术界对重庆美术70年来取得
成绩的高度认同。

展览成功举办，得益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和市美协的辛勤工作。

“其实，市美协筹备工作在多年
前就开始了。”魏东说，市美协于
2017年成立了版画艺委会、油画艺
委会、设计艺委会等专委会，“只要和
全国美展展览相对应的，几乎都成立
了专委会，借此推动重庆美术创作水
平提升。”

在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写的征
程中，重庆美术创作整体水平得以提
升。本届全国美展中，重庆在油画、
雕塑、艺术设计、陶艺、综合材料绘画
中拿到7个获奖提名。“在我市参加
的历届全国美展中，本届入选作品最
多、作品质量最高。”庞茂琨说。

记者注意到，油画作品展开展之
前，包括重庆轨道交通、各大商圈等
地的显示屏上还刊播了油画和雕塑
作品展的宣传视频和海报。

市内外观众慕名而来欣
赏美、学习美、探讨美

堪称美育课堂

“遇到喜欢的作品，您会不会停
下脚步欣赏五六分钟?”

“那可不止哦!一些作品我会连
续欣赏十几分钟!”

10月12日，油画作品展现场，65
岁的市民宋秋实笑着说，重庆艺术家
创作的《果蔬欢·百姓乐》等作品让他
印象颇深，“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生
活，很有时代感，我联想到了自己的
生活。”

艺术不应该只是曲高和寡、阳春
白雪。许多市民说，全国美展“看得
懂”“看了之后心情愉悦”“感受到艺
术就在生活中”。而对艺术学子和艺
术家来说，在展览中能汲取到营养，

让自己的创作更进一步。
李地玲是个重庆女孩，今年毕业

于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她的毕业作品
《光阴》入选油画作品展。“我在全国
美展上收获了很多。”她说，油画《知
识的力量》让她印象非常深刻，“在网
上看时，我还以为画面中的书架是画
上去的，到了现场才发现这是订制的
画框，作者太有创意了！”

川美雕塑系大四学生周林参观
雕塑作品展不止5遍。身材威武、脸
庞硬朗、眼神坚毅……川美副院长焦
兴涛创作的木雕《烈焰青春》打动了
周林。“这件作品让我感到真实和亲
切。”周林说。

“许多艺术家都是从小被一件作
品打动，让他们萌发了一辈子从事艺
术的梦想。”川美设计艺术学院院长
段胜峰说，艺术最重要的功能是润泽
人的心性，“相信会有很多重庆青少
年从全国美展作品中受到触动，踏上
艺术征程。”

“我的十多个同事都来重庆看过
全国美展了。”宜宾学院美术与艺术
设计学院教师黄旭毕业于川美美术
教育系，10月22日前来观赏油画作
品展。他的老师、川美教授侯宝川也
一同看展。侯宝川说，重庆美术工作
者可从全国美展中集中了解外地艺
术家的创作风格和水平，利于找准自
己的定位。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
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
同和行为习惯。”研究美育近40年的
专家、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
任周鸣鸣说，全国美展不是用口号和
概念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
是用形象、直观、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
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这种强大的艺术
力量可以沁人心脾，让观众尽情汲取
美的养分。全国美展堪称美育课堂。”

艺术潜移默化地提升着
城市形象、美誉度和软实力

提升重庆人文品质

“观展的不仅有专业观众，更多
的是普通市民和学生，没想到重庆市
民对艺术这么喜爱。”10月2日，安徽
省美协会员王建川专程来渝，在参观
油画作品展时感叹道。

除了表达对作品的喜爱，不少外
地观众还被两座美术馆“圈粉”。“我

在进馆参观前，在美术馆外面拍了好
多照片，这座美术馆外墙像油画一般
漂亮。”江苏苏州艺术家暴发明在四
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参观时说。

外地观众还被重庆城市魅力深
深打动。“全国美展对重庆城市形象
提升有重要作用。”段胜峰介绍，外地
观众在观展前后，一般会到朝天门、
洪崖洞、磁器口等重庆著名打卡点游
玩。如此，全国美展就和重庆标志性
景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新的文化
现象。

专家认为，这一文化盛宴，不仅
滋养了市内外观众的心灵，更作为一
种艺术驱动力，将对重庆城市人文品
质提升产生重要影响。

庞茂琨说，近年来，川美“开放的
六月”毕业展等展览点燃了市民对艺
术的热情，服务了市民高品质生活。

“全国美展中油画和雕塑两个分量非
常重的展览在渝举办，将对重庆文化
提升作出贡献。”市美协副主席徐亮
表示，两个展览在渝举办，必将进一
步提升重庆美术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潜移默化地提升城市人文品质。

未来，应更多地引进和培养
高规格的文化艺术展览活动

驱动城市文化发展

“重庆是一座美术之城。我在这
座城市生活了30多年，对它的热爱
没有一丝减弱。”西南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市评协副主席邱
正伦说，通过承办全国美展，重庆赢
得了其他省市艺术家和观众的更多
关注，并得到了广泛认可，这对提升
重庆的文化地位有很大作用。

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商学
院院长兼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白长虹等在《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
发展》一文中提到，世界上许多大城
市纷纷打出文化牌来营销自己，通过
艺术驱动等推动城市文化发展，为城
市增添浓厚的艺术氛围。

如何以全国美展产生的艺术驱
动力为契机，让重庆的文化事业得到
进一步发展？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
长彭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城市发展
到一定阶段，艺术会在城市文化建设
中发挥更大作用。“重庆应更多地引
进和培养高规格的文化艺术展览活
动，让自身城市文化得到发展、城市
形象得到提升。”

◀9月22日，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小朋友被
一幅美术作品深深吸引。 记者 龙帆 齐岚森 摄

▲10月4日，在重庆当代美术馆，第十三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雕塑作品展现场，众多游客正在
欣赏雕塑作品。 记者 熊明 摄

核心
提示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雕塑
作品展于 10 月 30 日在重庆落幕。
作为全程参与报道的记者，我持续
一个多月“天天跑美展”的任务也暂
告一段落。

这是一次艺术盛会。如此集中
时段云集重庆的艺术家和观众之多，
并不多见。中国美协领导莅临指导，
著名雕塑家吴为山、著名批评家殷双
喜等众多大家汇聚重庆，艺术交流，
思想碰撞，激荡人心。全国各地的艺
术家和爱好者纷至沓来，尽管操着不
同的方言看展览，但大家对美有着共
同的追求。

这是一次情感交流。透过这些
艺术精品，观众能够体会到艺术家
的创作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的满
腔热忱。一件件精美艺术作品充满着
时代气息——购买蔬菜的市民、街头
劳作的环卫工人、等待接单的外卖小
哥……让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不
由自主地产生情感共鸣。

徜徉在艺术的殿堂里，让人深切
地感受到公众对美的期盼。一对湖北
父子被一件表现袁隆平风采的木雕打
动，久久驻足，“从作品刻画的那一道
道皱纹中，我们感受到这位科学巨匠
的功绩。”还有很多观众说：“这些作品
真接地气，我们看了真高兴！”

这也是一次关于美的思考。美的
滋养，润物无声。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各种各样的展览看多了，市民会变得
更加宽容，自身的理解力、想象力、创
造力也会增加，幸福指数也会提高。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来渝的专家
学者无论对作品还是对未来的创作都
给予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宝贵
的财富，需要我们认真学习。

在激动之余，我们也会有许多思
考。比如，重庆曾涌现了大批美术大
家，但如何让重庆美术永葆活力呢？
有关职能部门如何对青年美术人才进
行培养和扶持，让重庆美术保持健康
发展等等。

相信随着全国美展等高规格展
览在渝举办，重庆美术，未来可期。

美的收获
□赵迎昭

作品名称

《果蔬欢·百姓乐》

《烈焰青春》

《为新中国雕塑》

《好消息》

《 大 木·匠 造
——中国传统
村落民居营建
文化作品展陈》

《融》

《器之欲》

作品类别

油画

雕塑

雕塑

雕塑

艺术
设计

综合
材料
绘画

陶艺

作者

赵晓东

焦兴涛

李震

王比

孙继任
孟福伟
谢亚平
刘贺玮

刘冠儒

吴建毅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重庆7件获奖提名作品

资料来源：市美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