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石

与中国现代美术的其他艺术种类相比，
版画史与重庆的关系最为密切。

距今已近一个世纪的新兴木刻运动，自
鲁迅先生 1931 年发起，便随着中国抗日形
势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走势迅速进入
高潮。之后，新兴木刻运动的中心，除了上
海、延安外，重庆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文化
先锋与社会革新者。

1949 年 12 月，李少言、牛文、林军 3 位
解放区新兴木刻家加入位于重庆的《新华
日报》美术组，并在 1954 年于化龙桥组建中
国 美 协 重 庆 分 会（四 川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前
身），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四川美术体制的初
建工作。与此同时，由南下的西北军政大
学艺术学院组建的西南人民艺术学院于
1950 年 7 月正式成立，选址重庆黄桷坪，并
于 1953 年 8 月与成都艺专合并成立西南美
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前身），新兴木
刻家苗勃然、吕琳、江敉、谢梓文陆续加入
教职，由此开始了新中国四川美术教育的
初探工作。

当我们回望四川现代版画的早期历程，
必须看到战争年代新兴木刻运动时期四川
木刻家们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新兴木刻
运动转战抗战大后方后，“四川”同时作为行
政地理概念和文化语境概念所赋予中国现
代木刻的独特内涵。与此同时，新兴美术运

动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解放区文艺中民族
主义、集体主义创作传统重组、融合，既是对
新兴木刻运动精神内涵的继承、衍生，亦是
中国现代版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实现转型、
开拓的理论基础。四川现代版画的早期历
程，既拥有完整的时间线索，更拥有完整
的逻辑线索，这样的完整性在新中国逐渐
形成的版画三大学派的横向比较中尤为明
显——与江苏水印木刻学派和北大荒套色
木刻学派相比，所谓“四川黑白木刻学派”的
群体发声和创作面貌，无论是版种材料、绘
画语言的传统性，还是从创作题材、价值取
向的现实性，都彰显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
版画发展对新兴木刻传统直接的延续性，以
及在新中国美术转型过程中独一无二的研
究价值。

新兴木刻一代人和新中国第一代版画
家们，不仅肩负着新中国文化叙事、美术体
制建设和美术教育重构的多种任务，更需
直面民族文化现代性和现代文化民族性的
艰难探索。说到底，新中国美术需要解决
的问题，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的现代之路创
造一个崭新的视觉文化体系，这样的体系
既能够与民族传统形成合理的上下文关
系，同时要与世界现代文明生成某种开放
的话语关系。翻开中国现代版画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画现代性转
型和油画民族化两个国家课题并进的，是
版画家们一边沿袭新兴木刻的现实主义传
统，一边为中国版画的现代性铸入崭新的
内涵，其背后的生发逻辑即是以图像为方
法、机制建设为目的，以达到重构中国精神
的时代理想。

1957 年，两次入藏、在藏区生活长达一
年的李焕民创作出套色木刻《扬青稞》。当
我们将这件作品与新兴木刻和新中国同期
木刻进行横向比较便会发现，作者在创作手
法上极力融入西方古典三维的造型方法和
抽象表现的绘画语言。从《扬青稞》《攻读》
到《初踏黄金路》，李焕民不断强化其作品中
具象的体量感、抽象的表现性和纪念碑式的
精神性，这样的艺术价值观甚至贯穿其一
生，更影响了追随其后的整整两代人。而就
在《扬青稞》面世后的第二年，隐身于化龙桥
美协小院、默默无闻多年的吴凡创作的水印
木刻《蒲公英》，在德国莱比锡国际版画比赛
中斩获金奖，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件获得
国际金奖的艺术作品。时至今日，许多人还
以“横空出世”形容这件作品当年对美术界
的冲击，殊不知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师从
潘天寿、李可染的吴凡始终怀揣着“中西艺
术要拉开距离”的自觉与自律，所谓“横空出
世”的背后，无外乎中国艺术的力量在发挥
着关键的作用。

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回归社会文化价
值的版画创作开始面对艺术自觉的本体性
问题——即在当代大众视觉惯性下如何确
立自身的语言逻辑和观念体系。伴随三版
（铜版、石版、丝网版）技术的推广与成熟，
以版性的纯粹化为方法，以媒介性、观念性
的相对开放为目的，成为中国版画由现代向
当代转向的转折性节点。这一时期四川现
代版画的艺术表征发生了 3 个重要转向，同
时生发出 3 条当代版画发展方向——以徐
匡、江碧波、康宁、钟长清、周昌义为代表的
语言再造，以阿鸽、董小庄、戚序、徐仲偶为

代表的民族性探索，以及以江碧波、戴政生、
邵常毅、徐仲偶为代表的媒介、观念转向。
毫无疑问，在失去印刷、传播的社会功能后，
四川版画在回应艺术自身焦虑、构建艺术自
律的学术理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崭新
的价值体系。

与中国现代美术的其他艺术种类相比，
版画史与重庆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样的
密切不仅在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节点发生于
此，更在于其所生成线索的连贯性和完整
性。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
协会于 1938 年 10 月迁到重庆，委托酆中铁
代理常务理事。1939 年 7 月，该协会迁往桂
林，8 月酆中铁创办了中国木刻供应社，并
出版了《木刻版画概论》。1941 年 8 月，王琦
回到重庆筹办中国木刻研究会，并举办了

《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1942 年 1 月中
国木刻研究会正式成立，掀起了大后方木刻
运动的新高潮。

1950年-1954年，重庆在短短4年时间中
吸收了大量战时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
作为四川省美协前身的《新华日报》美术组
和四川美术学院前身的西南人民艺术学院
皆是由此而来。1954 年西南大区撤销后，
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庆分会（四川省美术家
协会前身）入驻化龙桥，这样的名称一直沿
用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协会主体工作迁
往成都；西南人民艺术学院于 1953 年 8 月
与成都艺专合并成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四川美术学院前身），选址重庆黄桷坪并
办学至今，始终是西南唯一一所专业美术
院校。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重

庆在新中国美术史，尤其是新中国版画史
中留下了极为浓墨重彩的印迹——苗勃
然、酆中铁、王琦、谢趣生、江敉、谢梓文等
诸多新兴木刻先驱往来与此，以李少言、牛
文、林军、李焕民、宋广训、吴凡、徐匡、吴强
年、阿鸽、其加达瓦为主体的“四川黑白木
刻学派”的高峰崛起于此，以江敉、谢梓文、
尹琼、江碧波、袁吉中为核心的西南唯一专
业版画系科建设生长于此，这一切都为围
绕重庆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叙事方向奠定
了重要基础。

1992 年 11 月 16 日，由江碧波发起的中
国首届高等美术院校版画教学年会在四川
美术学院举行。年会以“当代中国版画创
作和版画语言研究”为中心议题，对“中国
版画发展的延续性与创造性”“再现性艺术
向表现性艺术的转换”“新材料、新技法的
拓展”“版画创作与教学的关系”等 6 个议
题展开研讨，最终生成专业论文 34 篇，其
中不乏对现代版画概念、印痕艺术的审美
形态、材料与技法、版画的间接性与复数
性、版画的创造力与意识转换等诸多前卫
问题的严肃思考。截至 2018 年，年会已连
续举办 14 届，是迄今影响最广、持续时间
最长的专业版画年会。重庆成为中国西部
唯一直辖市后的 20 年间，以四川美术学院
版画系为主体的专业版画教学、科研机构
将当代版画的内涵与外延向语言独立、版
性研究和媒介、观念的开放性不断拓展，四
川版画由此逐渐突破单一画种概念，成为
艺术当代性的重要内涵。

（作者简介：冯石，四川美术馆馆员、美
术史学者、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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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孙涵彬

鲜有一条街像中山四路一样，如此密集地
收藏了历史上那么多的高光时刻与遗迹：特园、
桂园、周公馆、国民政府总统府旧址……

历史遗迹仍然生动，绘声绘色地向人们讲
述那些高光时刻的诞生与存在。

中山四路起于上清寺转盘，止于周恩来纪
念铜像广场，全长约800米，沿街的黄葛树遮天
蔽日，阳光被树冠的间隙切割成一地绿色的斑
驳碎钻。它如此煊赫却从不声张，以从容的姿
态蕴蓄力量。

1938年，日军轰炸重庆的第一天，一群有
着巨大翅膀的黑色恶鸟尖厉地呼啸着逼近重庆
这片土地。一时间，恶鸟取代天日，暴雨般掠
过，大地千疮百孔。

凌晨，劫后余生的夜色如同一潭黑水，死一
般寂静，任何声响都可能造成新的恐慌。人们
躲藏在这片伤痕累累土地的某个角落，防空洞
里挤满了面如土色的人们。

这潭黑水中为数不多的波光，是几颗星子，
显得又小又亮。

中山四路的市政大楼在低垂的天幕之下愈
发显得低矮，却如同一片荒原上的灯塔。每一
扇窗口都有一方黄色温暖的光，时常有人影匆
匆掠过。反法西斯同盟中心内红色电话与黑色
电话并排着，一部接内线，一部接外线，它们响

个不停，不断地被人接起、放下，黑的木制楼梯
被报告军情的工作人员踩得咯吱作响。所有人
员都强打精神，日夜奋战，这群没有留下姓名的
人，他们屏息关注着战况的发展，以自己收集的
情报为高级指挥官提供制定作战计划的“子
弹”。

这个时候的重庆中山四路，以不屈之姿，指
挥着全国人民顽强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取得
一个一个的胜利，为英美等国在太平洋战场上
与日本决战，争取了时间和有利条件。

曾经幼小的我站在桂园门外往里瞅一眼，
心想，里面有桂树吗?桂树上是否结得有桂圆？

1945年8月，延安的裁缝改出了一件能赴
重庆的衣服——毛泽东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
来战时首都走了一趟。此次会面在中国历史上
被称为“重庆谈判”。

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成为了谈判的主战
场，以及签订《双十协定》的地方。踏进桂园，中
庭的两棵桂树暗自撒下芬芳，会客室依稀可见
当年情景，包括曾经的暗流汹涌、惊涛拍岸。桂
园依旧，在这座外由砖木砌成内由黑漆木地板
铺就的小楼里，上演了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博
弈。

一院一楼担负一国之命运，桂园，真得把你
再三打量!

向东走，已经是中山四路的尽头，周恩来铜
像依然保持着颔首向前的姿态，眉宇间透着一

份平静的坚毅。仅一墙之隔，里面便是周公馆，
曾家岩50号。儿时的我轻轻走过，仿佛能听到
钢笔落在文件上的沙沙声响，又仿佛看到周恩
来在周公馆接见各国来宾，依旧是一副风姿卓
然、从容不迫的气度。

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迁移至重庆，周公
馆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的，为方便中共南
方局开展工作。它也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
英、王若飞等领导人在渝工作期间的主要居住
点。

胸中有大局，眼中无小事。明明是与外国
记者唇枪舌剑的时刻，他一个话语的转圜，便能
出其不意，又能完美收场，而且外交措辞经他口
中说出，往往很有温度。从周恩来身上我们看
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的气质，文质彬彬、
厚道待人。如今在这青灰墙外，望着铜像，体会
到他的隐忍与不易，以及他所作出的牺牲，我不
禁泪目。

血雨腥风、惊心动魄在中山四路都被雨水
洗去，黄葛树的根在墙上盘根错节，提醒着人们
这条路的岁岁年年。中山四路就像一条河流，
在历史的波诡云谲中不时掀起巨浪，每逢礁石
便激起一扇扇白色羽翼。

黄葛树的旧叶新芽还在风中轻颤，它们伫
立在中山四路的马路两旁，枝叶却在空中相互
触碰与交谈。中山四路是我黛瓦红砖的故里，
永恒的街。

中 山 四 路 ，我 从 一 条 大 河 走 过

□张鉴

黑夜里，张果老赶着一群羊子一路狂
奔，突然，绵亘山岭挡住了他的去路。他
仰头而视，一派荒凉。张果老很生气，大
吼一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干脆把你
变成汪洋大海算了!”于是，他把羊群暂留
此地，独自马不停蹄赶到油溪去扎河口。
话被土地菩萨无意听见，土地菩萨岂容他
胡来？土地菩萨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咕
咕咕……”黑暗中传来数声鸡叫，张果老
有些恍惚，以为天欲明，迅速赶回。意想
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羊群变成石头，
散落于二郎起伏的山岭之上。

高中时，听来自璧山三合的同学讲起
张果老赶羊子的故事，颇觉有趣，但更心
酸——似乎，二郎是贫穷与偏远的代名
词。事实上，直到几年前，这里依旧是市
级贫困村。

也许，张果老想象不到，这片穷山恶
水、乱石嶙峋的土地，今天竟然变成群峰
竞秀、花果飘香、风景如画的仙境。

前不久，我和几位朋友相约去三合镇
二郎村采风。车行驶在开满鲜花的乡间
公路上，远山近村，苍翠碧绿，清新的空气
扑面而来，一幢幢小洋楼从绿树红花间闪
现。眼前的景象恰如一句古诗：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

突然，大片荷塘与我们撞了个满怀，
大家忍不住欢呼起来，停车，拍照。清风
徐徐，池塘绿波涌动，朵朵红如火白如雪
的荷花参差其间，摇曳着万种风情。香风
阵阵，荷叶上珍珠滚动，风过处，荷露滴清
响。和着周边稻田的蛙鸣蝉叫和不远处
的鸡鸣狗吠，让人觉得韵味无穷。

此情此景，萦绕于怀的乡愁便从心中
升腾而起。

同行的江璧姐姐讲她30多年前在
二郎小学教书的经历。那时，从她家到
学校，只有一条乡间小路，要步行几个小
时，“晴天一身土，雨天双脚泥”。到校
后，菜得自己买，饭得自己做。几个年轻
人需得在赶场天轮流背背篼去七八里远
的三合场买米买菜。中间若断炊，只得
到附近老乡家去买点。生活虽苦，但对
年轻人来说，倒也有几分浪漫和快乐。
不过对当地百姓来说，更多的却是有了
上顿没下顿的饥饿滋味，日子真是苦不
堪言。

在三合“活地图”周老师的带领下，我
们参观了乡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到达山
岭之下，看见洪石河(梅江河支流)正在整
治，数十位农民正冒雨整饬山坪塘。一些
村子已修建好沟带路，沟渠之上，用预制

板搭建成路，上面行人，下面流水。走在
路上，脚不沾泥，干净清爽，脚下是流水潺
潺，举目是满眼青翠，让人心旷神怡。这
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有了这些项目，
以后的农田建设便有了保证，乡村振兴指
日可待。

“我们还是去看看那片茶园吧。”参观
完坪下，周老师带着我们爬上二郎山岭。
曾经癞疮癞疤的土地，现在美如画卷，呈
现在眼前的是起起伏伏的茶园、果园。一
行行茶树，高高低低，浅黄深绿，如同大地
的诗行。一棵棵梨树点缀其中，又像五线
谱上的音符，别有韵味。周老师说，这里
的土质带红酸性，贫瘠，不养庄稼，农民种
粮食，收成低，即便每天早出晚归，面朝黄
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还是吃不
饱。但这片土地却非常适合种花椒，种茶
树，种梨树。后来，政府充分利用当地自
身资源，搞文旅结合。每年三月，这里有
盛大的梨花节，当如云如雪的梨花与如翠
如玉的茶树像一幅巨画铺展开来，画卷里
香风阵阵，蜂蝶翩飞，真是美不可言。到
了梨子挂满枝头，这里又搞采摘节，吸引
很多游客前来。现在的二郎也像一个传
说，漫山遍野的茶树梨树不仅是安静的风
景，更是致富的泉源。这里生产的璧山翠
芽、璧山金芽等品牌茶叶已经走出重庆，
全国有名，让这里百姓的生活完全变了
样。

突然下起雨来，雨水淅沥，云雾缭
绕。站在山顶，看烟雾从山坡上升腾而
起，整座茶山如同一只巨大的茶碗，正泡
得热气腾腾，茶香四溢。是啊，这片土地
芬芳醉人，让人忍不住深呼吸!

遥望对面小镇，云雾翻滚，风云变
幻。起伏的田园，散落的农舍，林立的高
楼，蜿蜒的河流，数条交汇的高速公路，在
一片奔涌的云雾里若隐若现。视野所及，
恍若仙境。

目光收回时，蓦然看见插在茶山中的
一排大字——“脱贫不能等靠要，自身发
展最重要”，一阵唏嘘感动。

就在这时，一辆小车“嘎”地一声停在
身边。这些人也被眼前美景吸引，下车拍
照，兴奋着，赞叹着。周老师认得那是来
检查工作的扶贫办工作人员。想起3年
前我到此采访过，一位大娘坐在自家新楼
房院坝里，一边摘着花椒，一边发自肺腑
地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好啊，精准扶贫
让我几年就脱了贫!”问及周老师：“乡亲
们不是都脱贫了吗？他们还来检查什
么?”周老师说：“脱贫不脱政策，脱贫更不
能让任何一户返贫，所以他们还是要常来
检查。”

下山，偶尔看见路边石头，有同行打
趣道：“哈哈，这是张果老的羊子吗?”

“不，这是老百姓的金子。”周老师说。
如果张果老的羊子还有的话，我想

应该是那几块著名的悬空而立的凉伞
石，偶尔还在告诉人们那些远去的传
说，而现在的二郎人早已写下新时代的
新传说。

二 郎 冈 新 传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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