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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评论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五

◆从上世纪 80年代初到 2010年 30年间，我国设计教育的规模扩大了一千倍，这在世界上都极为罕见。
◆如果连“畜牧学院”、“政法学院”都开设“设计”专业，是出于社会需要还是办学规模的需要，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艺术教育盲目扩张之忧
□许 平

“艺术学”今年获批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专业目
录中的第 13个门类，这一变化必将迎来我国艺术学
领域新的繁荣发展。但与此同时，如何形成与我国自
然人口与社会发展特殊性相符的教育规模、如何保持
在快速成长中功能合理、配置得当的格局、以及如何
推动艺术教育真正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等一系列相关
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未将设计教育发展成超常的规模。
化”、“趋同化”、“空壳化” 的教育模式则是无法胜任
可见，设计教育的发展既与国家重视程度有关，也 这种教育要求的。这正是面对上百万人口如何展开“设
与一定的国民经济规模有关，并非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 计教育”的令人担忧之处，也是笔者认为需要对其进行
教育领域。设计并不是一个人数越多贡献率越强的行 科学规划与规范化调整的原因所在。
业，相反过多过滥的设计人力资源反而会加剧设计竞争
今年正值全国教育界落实《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
的失序，从而引起整个行业的低质倾向，这也是中国动 及制定“十二五”规划之年，艺术学学科乘势而进、励精
画界对当下动画教育盲目发展深感忧虑的原因。据统 图治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科学的规划离不开科学的认
计，每百万人口中的设计专业毕业人数，美国约为 130.8 识，如何正确对待学科发展与教育学术的关系仍然需要
最新公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人，英国约为 218.2人，日本约为 219.3人，挪威最低，仅 更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美术学、音乐学为失业率最高专业，红牌 为 37.2人等等。以中国最近普查人口总数 13.4亿的基
学科建设指标已形成高校建设中的
数来计算，这一数字应为 340人左右，即使不算最高，但
警告专业中动画排在首位
已经远远超过美、英、日这样的设计发达国家了。
某种“GDP效应”，热衷学科覆盖导致学
由麦可思研究院撰写、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
师资配备的严重不足、人才培养的低 科结构与教育规模的失控
社出版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美术
学、音乐学“看上去很美”，却是失业率最高专业，这 端化倾向、教学定位的趋同、教学内容的
从教育发展的品质要求与量化标准相结合的评测
与这两个专业的供过于求，超前于社会需求有关。红 匮乏，以及人才能力与社会需求的相悖是 指标体系来看，学科建设的发展也意味着教育的发展，这
牌警告专业中动画排在首位，中国动画教育潜藏的盲 艺术教育普遍存在的困扰
本身无可厚非。但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赞同学科建设不能
目性和功利性给动画行业带来深层次隐患，这也是近
代替学术建设的观点。毕竟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学术发展
年来整个设计教育急速扩张的一个缩影。
高等教育当然不仅仅是提供合格的劳动就业人口 是立学之本；对于艺术学科而言，执于学术之真、深于人
以设计教育为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优秀 的教育，但是超常的教育规模中隐含的价值导向却令人 文之善、精于创造之美，都为学术真谛，也都为立学根本
设计人才的需求是明显的，但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 担忧。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这些庞大的数字，而在超常 之所在。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学校而言，资源的保证、结构
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尖锐。
的合理、标准的精深都是必要的条件，而对
的规模中所隐含的结构性矛盾。
2010年我国设计类院校已达 1448所，6593个专
于教师而言，精力的保证、目标的专一、学养
如果按照 1982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
业和 407761名学生入学。以大学本科四年学制计算， 授张仃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师生人数来计算，
的精进，都是当然的前提。而这些，都需要对
这几年全国学习设计相关专业的在学人数就超出 130 当时的生师比大致可视为 3：1。这就意味着，
教育的规模与定位进行认真、科学的规划。
万人。我们不妨作个比较。如图表所示，在被作为样本 按这个比例今天约需要 40万师资才能接近
一所即使其他学科成就卓著的名牌大学，如
的 11个国家中，美国是设计教育最为强势的国家，但 我国上世纪 80年代曾经达到的设计教育水
果没有长期的准备与深入的探讨，可能未必
每年的设计专业毕业生人数仅为 38000人；韩国紧随 平。暂不论上世纪 80年代 380多名师资中艺
就能胜任艺术教育；一所在某个方面学有专
其后，为 36397人；日本排第三，为 28000人；芬兰、挪 术大家、一代名师所占比例如何与今天相比，
长的艺术院校，如果没有合适的条件与资源
威、丹麦、瑞典这些世界闻名的北欧设计国家，设计影 且按 1440余所院校平均拥有师资力量来测算，则每校 的支持，也未必就能在所有艺术领域都能教有所成。更何
响力遍及全球，但每年设计专业毕业生人数始终只在 至少约需教师 277人，与现实相比其中缺口就不言而喻 况事实上多数学校还没有达到上述的水平。
几百人上下，尽管这些国家都极为重视设计产业，并 了。如前所举的动画教育界，涉及院校近千个，而在这些
以我们目前发展到如此规模的设计教育而言，实际
且都推出积极的促进设计产业发展国家政策，但也并 院校中被认为 “真正具备师资条件的学校最多不超过 上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论证和规模测算。
根据 2010年的统计，全国开设设计专业的院校数最多
30%”。
在人才培养的定位上，多数学校定位趋同，而且明 的十个省市为：北京、广东、山东、湖北、湖南、安徽、河
显趋向低端化。大量高职院校发展起来的动画专业定位 南、浙江、河北、江苏，其中相当部分是原先设计教育基
在动画制作环节，造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离。以 础并不明显领先的省份。计划招生人数河南、广东、湖北
技术操作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使得学生很难具备真正“设 名列前三，办学资源名列第七的河南招生数名列第一，
计”产品的能力，更无法了解社会、了解市场和想象未 而办学资源最强的北京名列第九，从中略可看出不同地
来。真正的设计教育是培养为未来指明方向的能力，即 区面对招生规模的不同态度。目前我国包括西藏、青海
使从最现实的层面来看，这种能力也不是一种只与现实 在内的边远地区都已经开设了设计专业，从社会与经济
要求简单对应的关系，真正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设计者 发展对于设计专业的需求来看这是好事，但是如果连
需要充足的社会经验与人文学养，需要具备创造力与引 “畜牧学院”、“政法学院”都在开设“设计”专业时，是
导力的真才实学，对于一批刚刚年近二十的年轻人，要 真正出于社会需要还是出于学科覆盖或办学规模的需
引自英国设计协会与英国剑桥大学等 6所大学 经过一系列复杂、深入的训练才能接近这样的目标，这 要，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中的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国际设计力排行榜”。 个教育过程是不能出错的。而一个无限扩张的、“低端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文化与政策研究所教授）

篆法笔意学不完
——
—临金文《毛公鼎》

□ 李建春

我学金文是从临《毛公鼎》开始的。特 古文字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六
别受近代书家李瑞清对《毛公鼎》推崇的影 书”的研习，并借助《西周金文词■研究》、
响：“《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 《西周金文》、《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等
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 典籍作为底气涵养，并置《甲骨文编》、《殷
《尚书》也。”以儒生之与《尚书》这样的经 周金文集成》、《古文字诂林》、《 说文解
籍大典作喻，可见《毛公鼎》在书法史上的 字》、《金文大字典》、《金文编》、《篆字汇》
杰出地位，当然更可见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 巨帙于案头，朝夕谛观，浸淫其中，穷年累月，
重要价值。
穷理尽性。我仿佛随着时间隧道穿梭于春秋
《毛公鼎》 与 《虢季子白盘》、《散氏 战国、秦汉五代……跨越千年与历代学者、书
盘》、《大盂鼎》合称为西周晚期的“四大重 法大师当面切磋。有时创作曾为查一两个字
器”。清末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原鼎现 耗时多日，不仅困守网络搜寻探究，还要乏坐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共 32行，497字，其 图书馆翻阅相关资料，推本溯源、理脉寻流，
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 务求自己的作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最长的一篇。
书法是“书以载道”的艺术，但首先是
《毛公鼎》之文字属于大篆系列，此类文 “由技入道”。我深知 “兼撮众法，备成一
字多见于青铜器，亦称“金文”，又叫“钟鼎 家”道理，因而在主攻《毛公鼎》的同时，对
文”。《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毛公所作。其 《散氏盘》、《墙盘》、《石鼓文》、《颂簋》、
书法艺术魅力代表了西周书法的至高境界。 《秦公及王姬■》等进行研习，目光悠游于
其铭文文辞精妙，古奥艰深，也是西周散文代 晚商和西周金文及秦汉篆书前后相对统一
表之作。“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吟着优美的 彰显中华民族正大气象、泱泱风烈的金文为
辞章，临着婉曲的线条，从审美理想层面体味 主脉；小篆以秦李斯、唐李阳冰及清邓石如、
周代文化的礼乐精神和人文色彩，这是一件 吴让之、吴昌硕为师，进而关注几千年的篆
多么美妙绝伦的事情。
书流变。扩大了视野，拓展了思路，丰富了金
《毛公鼎》的笔画与章法、字形、结体相 文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样式。
辅相成。其字形优美婉曲、灵动自然、气势磅
我毎临一次《毛公鼎》，都能从中获取新
礴。而要写好《毛公鼎》，必须跨过两道雄 的感悟，并不断丰富对线条质量与情感表达
关：一曰文字关，二曰书写关。
的双重认识。而每逢金文创作，我都要先临一
《毛公鼎》铭文属于古文字，其字形难 会儿《毛公鼎》，因为它像一颗火种随时点燃
辨、字义难解，相对行草书、楷书、隶书而言 我内在的创作激情。
学习难度更高。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毛公鼎》圆浑质朴、回曲蜿蜒、坚韧纡
古，敏以求之者也。”学习古
徐，线形表现出明显的“曲”
文字书法，必须好古敏求，确
势力感；笔触长短互用、轻重
立皓首穷经做学问的姿态，
有别，线条给人更多的是一种
做到韩愈“无望其速成，无诱
“壮”的美感，不愧为金文典
于势利”的心理准备，认真研
范中之瑰宝。郭沫若曾把《毛
究古汉字的源流演变、构形
公鼎》铭文拓本收入《西周金
原理、书体演进及古老的美
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有云：
学思想，练好“字外功”，才
“此铭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
有可能把字写好。因而我按
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宜
照魏征“求木之长者，必固其
宣王之时代为宜。”可见在有
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
序性之外追加了气势宏大、泱
（篆刻）韩钧
源”的教诲，注意在享用既往
泱风烈等审美之感。

天上西藏（油画）张玉平

当科技遇到艺术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延展生
命：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日前
开展，来自 23个国家的近 80位艺
术家共带来 53件新媒体艺术作
品，展示了艺术与科技在新的全球
文化语境下的发展态势。
柠檬可以写诗，花朵可以对
话，鱼可以谱出音符，人体可以变
成乐器……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
的情景通过艺术家的手变成了现
实。这次展览分为“惊异之感”、
“临界之境”、“悬迫之域”3个主
题 ，及 一 个“ 天 气 隧 道 ”特 别 项
目。 展览突出了“ 生命”和“ 生
态”两个主题词，以科学视角和哲

学思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
思。在展览中观众可以体会极端情
境下环境变异带来的感官体验，也
可以直观地看到北京空气状况的实
时变化。针对展览专业性和技术性
偏高的事实，策展人张尕表示，只要
有好奇心，观众就能感受到艺术品的
全部魅力。
此次展览中，中国美术馆馆长范
迪安还宣布：中国美术馆将瞄准国际
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趋势，每三年举办
一次大型展览，形成固定的国际新媒
体三年展，使中国美术馆成为国际新
媒体艺术展示与交流的平台。
（蒋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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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影（中国画）李爱峰

记得“三毛”吗？
□ 姜维朴

提起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三
毛流浪记》，不少读者都会念念不忘作
品所描绘的“三毛”这个形象。
这个在苦难的旧社会中出现的儿
童典型，备受饥寒交迫的折磨，在抗战
开始不久就进了旧军队当娃娃兵，抗战
胜利后复员回乡，后来又从农村逃到城
市，到处流浪。残酷的遭遇、无数的打击
都未曾使他灰心，他纯真、善良、顽强，
稚嫩的心灵中时时有一种追求光明、向
往幸福的力量。三毛，这个发育不良而
形体瘦弱，大大的秃脑壳上长着三根长
头发，两只大眼睛时常流露着智慧和欢
乐哀伤的儿童形象，从上个世纪 40年
代诞生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几乎家喻
户晓，人们从三毛的遭遇了解到旧社会
的黑暗，感到那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
反动性，不推翻黑暗的旧社会，不建立
真正使人民平等的自由新社会，就不可
能有人民的幸福新生活。三毛在人民企
盼光明、呼唤革命胜利的历史时期，具
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思想内涵。
“三毛”形象的创造者、著名漫画家
张乐平，1910年 11月出生于浙江省海
盐县，幼年因家境贫寒，小学刚读完就当
了学徒。从上世纪 30年代初期开始在上
海报刊上发表漫画，1935年他创作的
“三毛”开始露面。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
了抗日的漫画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他
目睹旧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和人民群众
特别是广大儿童的苦难生活，怀着对儿
童无比关爱的情怀，创作了《三毛从军
记》、《三毛流浪记》连环漫画，从此三
毛成了令社会振聋发聩的艺术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充满革命激
情的笔调创作了三毛在新社会健康成长
的 《三毛爱科学》、《三毛学雷锋》 等。
1949年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根据《三毛流
浪记》摄制故事片。1958年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又摄制了《三毛流浪记》木偶
片。199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三毛
从军记》拍了故事片。把连环画移植为
电影，这在我国还是罕见的，通过电影，
三毛更加扩大了影响。他还创作了另一
部表现少年儿童在旧社会悲惨遭遇和翻
身解放的连环漫画 《二娃子》（唐■配
诗），同样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半个多
世纪以来，他的艺术给予了中国几代人
潜移默化的巨大精神力量。
我和张乐平同志相识于 1949年上
海刚刚解放之后。那时我在华东军区政
治部所属的《华东画报》任记者，我们这
批穿军装的文艺兵，随陈毅司令员进入
硝烟甫熄的上海。我在《华东画报》进入
上海后担任记者组长，忙于采访，和乐平
同志接触不多。他大我 16岁，他在我心
目中，开始时俨然是一位长者，但几经交
往，很快就心心相印，情同手足。那主要
是他笔下的“三毛”早就从思想上把我
们沟通了，再加上他为人淳朴、谦虚和热
情，给人一种毫无拘谨的亲切感。
1953年 1月，《华东画报》出完了
最后一期，我和部分同志调到了北京人
民美术出版社。到北京后我和乐平同志
等上海老战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不断得
到“娘家人”的支持。张乐平对我们帮
助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 《三毛流浪
记》在上世纪 80年代的出版，二是《张
乐平连环漫画全集》 在上世纪 90年代
的问世。《张乐平连环漫画全集》是中
国连环画出版社于 1994年出版的。问
世后，立即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多次

献给亲爱的党（漫画）张乐平

选自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张乐平
排在畅销书排行榜前列。遗憾的是张乐平
同志在 1992年 9月病逝，不能看到这番
情景。
1979年，张乐平在 70岁时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画了一幅画，画面上他欢欣鼓
舞地抱起小三毛，向党献上一束花，并题
写了四句诗：“画笔生涯五十春，赢来白发
映丹心。七十当作十七样，追逐红旗再长
征。”这诗与画，情深意切地道出了老画家
的赤诚胸怀。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
那颗丹心，和那些感染培育了几代人的艺
术珍品，却永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