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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公共艺术 讲述城市故事

□李转丽

深蓝色的天幕中， 偶尔有一颗

星星划过，抬头望去，可以找到属于

每个人的星座。 上海12号线地铁际

客运中心站的“璀璨星空” 曾给多

少人带去惊喜。

2014年12月28日， 北京地铁6

号线二期、7号线、14号线东段、15

号线一期西段四条地铁新线同日开

通。与以往不同的是，更多的公共艺

术品走进地铁空间。它们将城市、公

众与文化融合在一起， 表达着艺术

与城市、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公众的

互动互联， 开创了地铁公共艺术创

作的新篇章。

地铁艺术让行走变得有趣

在众多的地铁艺术品中， 北京

地铁8号线南段南锣鼓巷站中的“北

京-记忆”地铁公共艺术作品引发业

内关注。 据媒体报道，在地铁公共艺

术作品中运用多领域、 跨学科的创

作方法与观众产生互动， 并以公共

艺术计划的形式来推进地铁公共艺

术的创作，这在国际上尚属首次。

“北京-记忆”的灵感来源于琥

珀，通过琉璃铸造这一传统工艺将逐

渐被遗忘的老北京记忆封存在作品

中。 一枚徽章、一张粮票、一个顶针、

一条珠串、一张黑白老照片、一个老

字号品牌……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勾起人们对北京的美好记忆。 此外，

它还设置了供手机扫描的二维码，通

过手机扫描，市民可以阅读该物件背

后的故事并观看相关视频，还可以通

过留言等方式进行互动。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副

院长、 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王中教授表示：“这个艺术计划的

顺利实施， 可以阶段性地引领中国

公共艺术的发展。 这个方向充满着

民众关怀， 这个方向不依赖于大体

量和高成本， 这个充满中国人文精

神和地域气息的方向应该是中国公

共艺术的一个重要走向。 这个作品

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民俗色彩和制作

工艺， 如果后期的传播得当并能够

永久陈列， 那么这个艺术事件将载

入世界公共艺术史册。 ”

郑州地铁一号线会展中心站的

“钢琴台阶”也颇具趣味。 这里的上

下台阶随着乘客踩上去，台阶会发出

不同的音阶， 如同一台巨大的钢琴，

让公众在行走之间领会艺术的魅力。

南京10号线江心洲地铁站也非

常有特色。它是我国第一座完全在长

江中的地铁站，水是江心洲地铁站的

主题。 该站艺术墙以水为基调，以江

水、游鱼、荷叶、假山等为视觉元素，

刻画出鱼戏荷叶间、假山掩映水中的

江南烟雨的幻象，并将红色的鱼儿置

于画面上方，感觉要跳出水面似的。

“公共艺术的诞生并非艺术家

为抒发自己的情感或观点， 而是完

全从城市规划和公众生活的角度出

发，美化环境，美育社会，以艺术的

方式让社会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在

西方社会， 公共艺术已经成为艺术

创作中的重要一项， 也是公众日常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点缀。 ” 资深媒

体人知闲表示。

公共艺术任重道远

我国的公共艺术佳作寥寥 。

“历史上， 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

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

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

以北京为例， 在地铁公共艺术设计

方面，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壁画，形

式过于单一。在今天，艺术是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力量， 公共艺术更是彰

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要素。然而，很

多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对于艺术一窍

不通， 因此很多公共艺术作品由

‘审美’ 变成‘审丑’ ，遭到公众批

评。 ”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创意与

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蔺道军指

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韩国

的‘建筑物之美术装饰品法’ ，这条

公共艺术支持条例规定开发商除了

提取开发投资金额的百分之一（以

下） 为建筑物设置艺术品之外，还

可将其经费捐赠国家文化艺术振兴

基金会。 ”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系主任隋

建国的亲身经历也许可以给我国公

共艺术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隋建

国1991年时曾问刘开渠先生：1984

年以来， 中国的城市雕塑运动也开

展七八年了，可仍旧是泥沙俱下，问

题出在哪里？刘先生说，因为是刚刚

开始，雕塑家没有经验，城市管理者

也没有经验， 过几年希望就会好起

来。 但是现在离当年说话的时间又

过去25年了， 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

改善。 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城市建

设，是很重视城市雕塑的。人们普遍

接受一个常识， 那就是城市雕塑非

常提升城市品质， 所以这方面的努

力是有的。不过，我们的筛选和参与

机制，不像欧美国家那么成熟。比如

我的作品进驻费德曼广场， 是经过

一个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

推荐。 他们有成熟的信息和推荐渠

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费德曼广场

历年所展出的雕塑， 基本都是近几

年在全球比较活跃、 比较有影响力

的艺术家作品。

公共艺术需要政策支持

目前， 我国的城市公共建设依

然方兴未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公共艺术是不能摒弃的公共建设投

入，这一点也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但是， 缺乏积极有效的推动政策成

为公共艺术发展的瓶颈之一。

在美国，关于公共艺术的方方面

面几乎都有专门的条例、法规，如华

盛顿政府就在2009年制定了《华盛

顿特区公共艺术规划》， 这是一个制

定设计原则和行动指导纲领的规划，

强调公共艺术作品必须融入城市空

间的肌理。 而圣迭戈市政府则规定，

文化与艺术委员会至少每5年为一个

周期，对圣迭戈市所有的公共艺术作

品进行一次重新的价值评估。通过检

视其作品的质量和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考虑是否转移或者出卖公共艺术

品。 也就是说，每一件公共艺术品在

建好后都不会一劳永逸， 城市在发

展，社会在进步，公共艺术也必须符

合这座城市当下甚至未来的定位。如

今，在美国的很多城市，随处可见的

公共艺术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格调，美

国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公共艺术最为

发达的国家之一。

或许， 每个城市都要经历一个

混乱、落后的时期，但它如何摆脱这

种混乱和落后， 才代表着其未来的

潜力和未来的样子。 完备的法规体

系、完整的设计流程、完美的艺术追

求， 希望我国的公共艺术建设早日

进入一个良性发展期。

速递

“走近巴黎” 艺术群展

近日，“走近巴黎” 艺术群展在北京力利记艺术

空间隆重开幕。 此次展览展出Adrien� Lecuru、

Alexandra� Roussopoulos、Benjamin� Swaim、

Cathryn� Boch、Joel� Person五位法国艺术家的精

品力作。

五位艺术家在法国艺术舞台已崭露头角，是法国

当代艺术的弄潮儿。走近巴黎，走入他们，展览旨在展

示法国现当代年轻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绘画语言，让

观众在欣赏不同民族和文化带来不同的艺术体验的

同时，感受法国当代艺术的理性与自由。

与陈丹青一起聊画画

2015年1月16日下午3点，陈丹青在今日美术馆1

层艺术书店和读者们再次见面。此次见面的地点既然

在今日美术馆， 那么入境随俗， 陈丹青将作为一个

“画画的人” ，与读者们“回到原点” ，聊聊他与绘画

有关的见闻与故事。

现场还有陈丹青几乎全部的画册，如《我与西藏

组画》（2009）、《归国十年》（2010）、《四十年的

故 事 》（2011）、《静 物 ： 陈 丹 青 画 册 写 生

1998-2014》（2014），以及他主要的文集，如《无知

的游历》、《多余的素材》、《退步集》、《谈话的泥

沼》、《荒废集》等。

“青花·水天堂” 王伟中画展

(南京站)

� � � �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

创作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青花·水天堂———王

伟中画展” 将于2015年1月23日下午在南京金陵美

术馆开幕。

王伟中先生是一位中国旅美画家，也是文化部中

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次画展

将展出他近期创作的六十余幅画作，在这些作品中，

他用丰富、细腻、自由的艺术语言建构起自己的理想

国：艺术家借助于自然事物的感应，绵延着中国文化

的气息和精髓，把生活中的无我逐渐向自然中的真我

完善，从而获得超然的笔墨意象。

“当量”

2014湖南省油画学会年度作品展

由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当量”———

2014湖南省油画学会年度作品展于2015年1月17日在

长沙力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我们选择了一个含有内爆

性与建构性意义且具有能量意象的化学单位———“当

量” ，用来作为湖南省油画学会本次年展的主题，以此

唤起人们对于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现状的警觉，并宣示我

们所应担当的时代使命与努力奋斗的方向。

湖南省油画学会自2012年7月正式成立以来，每

年都推出一个具有主题内涵的展览，第一个展览乃是

“从写实出发” ，去年是“异动” 。 从“出发”到“异

动” ，从“异动”到“当量” ，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思想理念和内在逻辑。

“对焦具象·中国经典”

油画作品邀请展

由世界军事美术广场东空间主办的“对焦具象·

中国经典”油画作品邀请展于2015年1月17日在北

京798艺术区世界军事美术广场东空间隆重开幕，此

次展览推出27位艺术家创作的油画作品，其中大部

分作品为最新创作。

“具象” 作为写实主义画家的一贯手法，因其在

造型上更容易加强思想性的暗示和强调，成为很多画

家惯用的题材通道。如果说抽象艺术是一种游离艺术

的话， 那么具象艺术就是那个保持深情张望的对象。

它们相近而各自抽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象。 无论西

方古典艺术还是中国古典艺术，都是人类美术史上长

久存在的艺术形式，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 看似简

单的画面勾勒，一个或者多个故事情节，用这种特殊

的言语记录了这个世界的一幕。 重要的不是具象，而

是艺术家通过技法在“具象” 中找到自己，选择“油

画” 的方式表达属于中国古典的温韵。

收藏

徕卡拍卖

:

一张照片引发的悬念

□萧蔷

新年伊始， 一件徕卡相机拍卖的

旧事还未画上句号， 让众多的徕卡粉

丝心存悬念。

2014年7月，有消息称前苏联著名

战地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用过

的徕卡III相机年末将在香港拍卖。 他

用这台相机拍摄了大量的二战题材作

品，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就是那张《胜利

旗帜插到帝国国会大厦》。这台徕卡III

饱经风霜， 但机身冷靴前的257492序

列号依然清晰可见。 相机搭配的标准

镜头，序列号为471366。承担此次拍卖

的香港宝龙国际拍卖公司给出的指导

价约合人民币240万元至360万元。

这张 《胜利旗帜插到帝国国会大

厦》的诞生耐人寻味。当时苏联英雄米

哈伊尔·米宁已将红军旗帜插上了柏

林议会大厦，但叶夫根尼接到命令，带

领几名士兵登上国会大厦楼顶补拍。

照片里面象征着战争的硝烟是摄影师

在底片上制作的。 当时挥舞旗帜的士

兵两只手上都带着抢来的手表， 为了

维护苏联军队的形象， 手表也被摄影

师处理掉了。

虽然这次拍卖的最终结果未见诸

媒体，但徕卡相机收藏热却经年不减。

“质量就是生命”

据说在英国，一些绅士虽不拍照，身

上也常挂一台徕卡作为身份的象征。 日

本是相机生产大国， 却拥有世界上最多

的徕卡迷。在摄影界，徕卡早已不单是一

种拍摄工具，而成为一种文化。

1913年在德国威兹勒，蔡司公司的

工程师奥斯卡·巴纳克创造了徕卡UR

系列，这离徕卡正式上市还有12年。

这种起初用于风光摄影的便携式

相机， 是世界上最早使用35毫米标准

电影胶片的相机。 徕卡不仅成为一个

相机品牌， 还开创了135相机的发展

史。 据相关文献记载，巴纳克根据自己

的手臂， 按照从手掌到臂端的长度截

取电影胶片，分成36帧，他设计的摄影

负片标准沿用至今。

在摄影界， 徕卡系列相机几乎是

个神话。 半个世纪外形不变，极简单的

功能，绝不妥协的制作，徕卡已凝聚成

一种独特的文化。 据称，徕卡从半个世

纪前推出M3机型至今，从没改过外观

设计式样。 历经百年的市场验证，徕卡

的设计充满前瞻性， 具备成为经典的

全部元素。

徕卡M机身的长高之比非常接近

黄金比， 古希腊人认为世界上最美的

长宽比例是1：0.618， 徕卡的长宽比是

1：0.58。大道至简，徕卡的外形简洁，柔

中带刚，朴实中透着优雅。 它没有可有

可无的冗件，零部件最少化，使之达到

“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境界。

徕卡相机的制造充分显示了德国

高超的金属加工工艺， 每一个平面、按

钮和接缝都做得无可挑剔。据说日本相

机的制作公差是万分之三，而徕卡的公

差是万分之一。 相机机身小，但分量不

轻，用料很厚，非常坚固耐用。

徕卡稳定的工艺质量在35毫米M

系列中充分展示。 M3、M2、M1、M4、

M6的先后出现让取景器中的世界变

得异常透明。 1954年问世的M3机型预

示着1925年以来一直持续生产的 “巴

纳克”型徕卡退出历史舞台。 该机镜头

接口由螺口转换成卡口、并搭载取景框

与所使用镜头自动切换等诸多新功能，

该机型震撼了当时的照相机行业和摄

影界。 1984年开始生产的徕卡M6是机

械相机制造的巅峰， 在设计上实现了

“电池的非必要性” ， 其中极少的电子

元件只负责测光，使之能够持续不断地

使用， 无论在摄氏零下25度还是在零

上60度，都可以正常工作。 M6的机身

由104个部件组成，每一部分都由熟练

技工亲手调校，不合格的产品绝不能进

入下一道工序。徕卡的每一台机身都有

技师的签名，以此作为品质的承诺。

二战期间，盟军轰炸机对德国的工

业城市进行轮番轰炸，连柏林都难于幸

免。但工业重镇威兹勒却被美国军方指

定为唯一不被轰炸的城市，因为这里有

徕卡相机制造厂。徕卡相机不仅是许多

美军飞行员的至爱，也是美国战地记者

的必备， 而巴顿将军又是徕卡相机的

“大粉丝” 。

“质量就是生命” ， 徕卡相机挽救

了威兹勒这座城市。

徕卡也有缺憾

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占

据了德国西部地区， 徕卡工厂位于其

中，被美军很好地保护起来，而蔡司工

厂位于德国东部，在被苏军占领之前便

被炸毁，其后一部分在当地传承，一部

分被搬到基辅，但战前徕卡、蔡司分庭

抗礼的局面不复存在。

二战期间， 徕卡相机主要供给德

军军用， 损耗严重， 对材质要求也很

高。 当时相机材料大都从美国进口，在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 为使黑白胶

卷发挥更好的影像效果， 徕卡曾从美

国柯达公司进口红布帘并获得技术上

巨大的成功。 工厂提供的军需相机质

量非常可靠。 在德军攻打苏联时，天寒

地冻，相机无法工作，徕卡研发了适合

在寒冷地区及高空使用的相机， 装置

了更多的微型轴承并且涂上防冻油。

美国宣布参战后，德国很多物资短缺，

这也影响到徕卡相机的制造， 原本要

镀铬的由于金属短缺而改用油漆，还

只能用军服色，因为只有这种颜色，所

以布帘的材料只能改为降落伞布料。

这些不得已的改动使相机零件寿命大

打折扣， 所以， 全世界的徕卡迷都知

道，1946年到1951年期间的徕卡相机

经常出现质量不过关的情况。

“科技古董”

有如机械名表中的百达翡丽，徕

卡早已成为机械相机的翘楚。 随着一

代代伟大的摄影家和伟大的摄影作品

的出现， 徕卡相机也成为一种历久弥

新的收藏。

2012年5月，在维也纳的韦斯特利

希特摄影器材拍卖会上， 一台1923年

制造的徕卡0系列相机最终以216万欧

元的价格成交，约合人民币1748万元。

这台徕卡相机拍卖的世界纪录保持至

今。 半年后，香港邦翰斯推出首场徕卡

相机专拍， 一台Luxus� I斩获746万港

币的全场最高价。这也引发内地拍卖行

的积极探索， 北京保利提出 “科技古

董” 概念，并在当年12月份举办了首场

徕卡相机拍卖会。

摄影大师布勒松这样形容拥有徕

卡的感受“犹如一个温暖的吻，枪手的

一次射击， 或者是心理学家的那座躺

椅。”“如果没有忠实陪伴我的徕卡，那

一幕幕历史或许早就成为纷纷飘落的

记忆。 ”

徕卡能成为“古董” ，缘自“坚持

与严谨” 的德国工业理念。 虽历经百

年， 徕卡的外观依然未有颠覆性的改

变，仍旧类似大一号的录音磁带。 其限

量版也只在颜色、材质和镀金抛光方面

有些改变。

业内认为，徕卡的品牌价值和历史

沉淀对藏家来说是收藏因素的关键。特

殊价值的纪念版、生产数量、使用者的

名人效应，也是评价徕卡相机是否具有

收藏价值的重要指标。 收藏徕卡相机，

首先，要选择限量版的，物以稀为贵；其

次，要看相机的品相，品相决定藏品价

值的高低。 其中包括相机的机身、外观

和相机内部的机械装制等。 此外，生产

年代越久远， 相机制作工艺越精良，相

机的收藏价值越大。

藏家提醒， 徕卡相机的新旧程度、

外包装盒、使用说明书、购货发票及皮

外套等附件的完整度也是决定相机价

值高低的重要因素，有时候外观的新旧

可以相差十多倍的价格。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徐悲鸿和他的弟子们

□毕武英

2015

年

1

月

17

日《师·道：

徐悲鸿及其学生作品展》在

位于北京酒仙桥的翰海当代

艺术中心开幕。因为徐悲鸿，

也因为他的弟子中不乏吴作

人、萧淑芳、冯法祀、艾中信

等中国美术史上的重量级人

物，这个展览还没开始，艺术

界的微信朋友圈中就掀起了

一股徐悲鸿热， 徐悲鸿师生

们的那些往事被再次提起。

1927

年

9

月初，徐悲鸿结

束八年留学生活回国后，将

“写实主义”视为使中国文艺

得以复兴的良策。

1942

年徐

悲鸿筹组中国美术学校、

1946

年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

科学校、

1949

年与华北大学

三部美术科合并组建中央美

术学院的时候， 有不少学生

出自中央大学艺术系。

据本次展览顾问、 中央

美院教授曹庆晖调查，自

1946

年至

1966

年， 先后被北

平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

大学艺术系旁听生、毕业生共

计

22

人，其中就包括此次《师·

道》展中的吴作人、萧淑芳、张

安治、冯法祀、孙宗慰、艾中

信、文金扬等人。 由于这

22

人

不完全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

学历生，其中有部分是徐悲鸿

的旁听生，因此被统称为“悲

鸿弟子”。 这些弟子除个别籍

贯北平，大多数是南方人，与

徐悲鸿有天然的乡土情结。

因此，当其中绝大多数弟子在

1946

年至上世

50

纪年代初先

后因徐悲鸿召唤而进入北京

时，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画

坛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形成的

由南方画家主导的格局。

徐悲鸿对美术教育的关

注，可以从弟子艾中信的回忆

中找到，他在一篇追忆恩师的

文章中提到，

1951

年徐悲鸿

患脑溢血病危住院，期间只要

病况稍有好转，都要问学校的

情况，特别对教师的学习十分

关心。 有一次他还不能起来，

却要迫切知道学校的情况。

艾中信告诉他，最近正在讨论

各种艺术流派问题，于是徐悲

鸿和艾中信聊了很久自己的

艺术主张———概括说就是写

实主义， 也就是现实主义，但

同时也是浪漫主义。当他谈到

每个有创见、风格独到之处的

画家时，不论哪派，都喜形于

色。 艾中信说“他为了办好美

术教育，能团结有真才实学的

各家各派， 尊重他们的成就，

发挥其所长。论者或以为徐先

生在艺术上狭隘，其实他唯独

对西方为画商所操纵的诸流

派极其反感，不能苟且。 ” 徐

悲鸿自己写过一段话：“故创

作乃一可贵之事，不能责之人

人。 人而不以独立自期，便云

无志”，艾中信说，徐悲鸿反对

的是“拾人牙慧”，又说“含金

之沙，与纯铜有别。 惟希望我

亲爱之艺人， 细心体会造物，

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一个什

么主义，横与胸中，使为目障。

造物为人公有， 美术自有大

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艺术

的大方向要明确， 不能含糊，

而艺术表现是一定要有独创

性的。

徐悲鸿的这些弟子在受

聘任教的同时， 大多也得到

徐悲鸿的提携惠助， 有的捐

助出国深造， 有的撰文力推

其艺术造诣。 比如他看中吴

作人西北写生透露出的中国

文艺复兴曙光， 褒扬冯法祀

以及行军作法对抗战题材的

把握， 推崇孙宗慰走向西北

开拓胸襟眼界的抱负， 支持

文金扬准谙学理的教学法研

究， 引蒋兆和为开辟新国画

之豪杰， 赞艾中信多产质优

而寄以希望，期许戴泽、韦启

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曹庆

晖说，如果没有徐悲鸿，这些

人的艺术人生或许将是另外

一番样子，同样，如果没有这

些人， 徐悲鸿在

20

世纪中国

美术史中的位置和影响也不

是现在的局面。

艾中信说，徐悲鸿“在

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教育

工作中， 培养了五辈人才，

绵延于今日，实际上形成了

一个人数众多的美术教育

学派。 ”而这个学派，后来被

我们称为“徐悲鸿美术教育

学派”，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

美术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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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江心洲地铁站的艺术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