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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欣）昨日
上午，四川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大会暨重庆美术公
园启动仪式在川美黄桷坪校区举行。300余名师生
代表冒雨前来祝福母校，共话校友情。

大会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
会，以及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海内外诸多
知名艺术院校和兄弟院校发来贺信和祝福视频，庆祝
川美建校80周年。川美校长庞茂琨发表讲话，他坚
信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下，川美一定能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早日实现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美术院校
的目标。

优秀校友代表，中国“伤痕美术”代表人物、“超级
绘画”领军者、亚太艺术研究院“20世纪艺术贡献奖勋
章”获得者、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名誉院长，77级油画系学子高小华致辞。高小华
深情追忆起自己的“川美梦”，他表示自己对母校的眷
恋四十多年从未改变。

为百龄老艺术家刘国枢先生献花成为当天活动
最感人场面。刘国枢老先生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学
科的开创者，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从1948年受聘于西
南美术专科学校西画主任开始，刘老先生对四川油画
艺术的发生、发展和成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
中国艺术教育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刘国枢老先生桃李满天下。献花仪式上，张方
震、罗中立、高小华、翁凯旋、庞茂琨、王朝刚、熊莉钧、
吕汶锦八位代表上台，分别代表了川美的历代油画
人，既有五六十年代毕业的老前辈，也有七七、七八级
的明星们，还有八九十年代的传承者。晚辈后学共祝
老先生健康长寿。这也寓意着川美长江后浪推前浪，
人才辈出。

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也专程
来渝祝福川美。他祝愿四川美术学院在中国艺术教
育领域继续响亮“川美样本”，早日建成中国一流、世
界知名的高水平艺术院校，代表西南、乃至中国走向
世界艺术舞台中央。

重庆美术公园启动仪式压轴亮相。
当天，川美还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展览和活动。
昨日上午，四川美术学院建校 80周年（1940-

2020）展正式在位于虎溪校区的美术馆揭幕。与此同
时，四川美术学院名师博物馆在黄桷坪校区原红楼正
式开馆，并推出了盛大的“开馆展”。

昨日下午，“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在四川美术学院
多功能厅举行开幕仪式。

昨晚7点30分，川美与意大利使领馆联合举行
“照亮未来”大卫雕塑亮灯仪式在川美美术馆举行。

罗中立带着连环画来参展
“川美就是我的家，我爱我家！”

“罗院长，我和你合个影吧！”著名艺术家、原四川美
术学院院长罗中立一出现在展厅，就立刻吸引了观众们
的目光，不少人都立刻上前和罗中立合影。昨日下午，
《与历史同行——四川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展》在四川
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罗中立、何多苓、高小华等知名艺
术家的代表性作品齐聚山城，其中不少作品更是首次在
重庆展出。

参加母校80周年的校庆，罗中立一开始就对记者
回忆起了自己在川美的大学生活。“看到这些作品，其
实非常感慨，我都是看着他们从草图一直到完成，再送
到北京参展的。”站在《父亲》《为什么》《春风已经苏醒》
等作品前，罗中立说道：“当年看着同学们在寝室里，夜
以继日的创作，现在再在川美看到这些作品，非常亲
切。那时候刚恢复高考，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
学习机会，争分夺秒的学习和创作，那四年的大学时
光，是我最留念也是一生难忘的。”最后罗中立还不忘
表白母校：“川美就是我的家，我爱川美，我爱我家！”

在这次大展中，观众们不仅能看到罗中立的多幅油
画作品，还能看到他画的连环画——对，你没看错，这么
大油画家其实还是连环画高手，这次就展出了由人民美
术出版社出版的、罗中立绘图的连环画《水浒故事》。“我
当年刚考上川美的时候，其实不太想学油画，那时候还
经常逃课，回到宿舍去画连环画。”罗中立回忆道。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孔令强

高小华带油画《为什么》回母校
时隔42年回家，最想感谢老师和同学

1978年，四川美术学院学生高小华画出了震惊画
坛的油画《为什么》，被视为中国“伤痕美术”的先河。

42年后的今天，这幅享誉海内外的名作回到了它
出发的地方。这无论是对画作本身，还是对早已成长
为著名油画家的高小华来说，这都是一件具有不凡意
义的事。

昨日下午，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里，站在《为什么》
前的高小华，感慨、怀念很多，以至最后话里带上了哽
咽的声音。

“回到重庆还是第一次，之前在成都展出过一次
……”采访一开始，高小华就向记者确认油画《为什么》
本次回到川美庆贺母校建校80周年校庆也是这幅作
品第一次回到重庆展出。“看到自己的作品又回到母
校，心情自然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这幅画当年是从这
里走出去的。跨越时空42年，今天又回到母校……”

高小华说，之前自己看了一下展览目录知道了有
哪些当年的作品回到了母校，就有些感慨。“这些作品
当年是怎么创作的，我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高小华
说，自己一直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是造船的人，造
好了船之后把它推向了大海，船的命运就由大海来决
定了。当年我们并不知道它会给历史留下什么。经过
这么多年后证明这些作品是能够代表那个时代。”

高小华说，过去的40多年里，很多时候都会激发自己
和老同学们对过去的怀念。高小华感慨，自己这次回到母
校最想感谢的是“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师和同学”。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大卫雕塑亮灯仪式川美举行
庞茂琨获“意大利之星”荣誉勋章

10月28日晚7点30分，作为四川美术学院八十周年校庆的重
要活动之一，川美与意大利使领馆联合举行“照亮未来”大卫雕塑亮
灯仪式在川美美术馆举行。仪式开始前，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总
领事为川美校长庞茂琨颁发了“意大利之星”荣誉勋章。

四川美术学院定制的米开朗基罗《大卫》雕塑的原模青铜复制
品于2018年12月14日从意大利远渡重庆完成吊装。2019年10
月11日，“大卫亮化活动”照明艺术设计竞赛最终评定出优秀方案，
由意大利企业上海依古姿妮贸易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照明产品实施，
深圳市雷特邦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项目的安装资助。

据悉，《大卫》雕像由意大利从事传统雕塑修复的百年家族企业
用原作原模翻制而成，该家族企业从事雕塑作品专业修复与复制已
有约300年历史，本次使用的原作模具始于1910年翻制佛罗伦萨
米开朗基罗广场中央《大卫》雕像复制品时用到的模具，已有108年
历史。

川美的这尊《大卫》雕像高5.5米，基座高1.88米，重1200公斤，
其青铜的材质和尺寸都与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广场中央的《大卫》
雕像完全一致。

当晚，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毕岚祺一行4人来到川
美，首先为庞茂琨颁发“意大利之星”荣誉勋章，以表彰其为推广意
大利文化与增进意大利与中国文化艺术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意
方表示，今年也是中意建交50周年，庞茂琨先生获得这个奖项也特
别有意义。

意大利之星荣誉勋章是最重要的荣誉之一，由意大利共和国总
统授予那些为促进意大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做出突出
贡献的人士。该荣誉是2011设立的，由意大利外交部长与勋章理
事会商议后向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提议并经其同意后进行授予。

随后，毕岚祺和庞茂琨共同点亮大卫雕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在渝开幕
昨日下午，“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在四川美术学院多功能厅举行开

幕仪式。记者获悉，本次论坛将从28日进行到30日，本次论坛由中国
美术家协会、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四川美术学院联合主办。

此次论坛受到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的高度重视，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美协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常务副馆长冯远，中国美协主
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
里等40多位中国美术界的重要嘉宾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四川美术
学院校长庞茂琨，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杰等也出席了开幕式，重
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洪斌宣布论坛开幕。

范迪安在致辞中表示，40年前，四川美术学院涌现出了一大批
体现思想解放、关注时代关切、体现生活真实的美术作品，正是当时
一批美术批评家、理论家的研究和争鸣，使这一批作品得到了广泛
传播。此次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组织策划的“与历史同行：四川美
术学院建校80周年（1940—2020）”展中，就有当时川美的作品。范
迪安说，他看过展览后，深感震撼。

全国美术高峰论坛由全国美展理论奖演变而来，每年举办一
届，主要引导美术理论界进行基于中国当代自身发展现状的理论问
题研究，更好地提升美术评论的质量，真正发挥美术评论褒优贬劣、
激浊扬清的主要功能。

2018年和2019年，分别在山东济南、江苏扬州举办了前两届。
据悉，此次论坛入选作品广泛向社会征集，最终产生47件入会

资格作品和94件入选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年来中国美术理
论研究的新动向、新成果，其中重庆市的作者，在此次论坛上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其中仅资格作品就入选10件。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这是一份让人略感沉重，但又觉得薪火相传、
未来可期的参展艺术家名单：57位参展艺术家中有
27位已经离世——昨日上午，庆祝四川美术学院建
校80周年大会在该校黄桷坪校区隆重举行；与此同
时，四川美术学院名师博物馆在黄桷坪校区原红楼
正式开馆，并推出了盛大的“开馆展”。

“这57位老一辈艺术家都是川美最初的创建者
和奠基人。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探索思路，对川美一
代又一代的艺术人才培养产生了间接或直接的作
用；更对后来整个学院的学风树立、学统塑造，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四川美术学院名师博物馆开馆展
的策展人韩晶介绍。

记者在开馆展中看到，既有老一辈艺术家们创
作的艺术作品，也有超过100件文献资料。比如，当
年授课的讲义、教案；当年创作的笔记、感想；无数
珍贵的书信、电报、照片和手稿……主办方表示，希
望能通过两者相结合的方式，为公众呈现更加全
面、生动的川美历史。

韩晶介绍，本次参展的57位艺术家中，有27位
已经离世，离开得最久的一位已经去世55年。参展
艺术家中，最年长的是出生于1907年的刘艺斯。作
为川美油画专业的创立者之一，刘艺斯擅长油画、
水墨画，曾历任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川美前身）教
授、教务主任、副校长，以及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教
务主任等。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刘艺斯当年在川

美的工作证，以及他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证。
“在世的30位参展艺术家，平均年龄也已经超

过82岁。他们中最年轻的，都已经过了耳顺之年。
可以说这批艺术家本身，就是一部部鲜活的四川美
术学院校史。为我们梳理学院的发展历程，提供了
非常宝贵的一手图像和文献。”韩晶介绍。

具体到参展作品方面，本次开馆展中创作年代
最早的作品创作于1930年，为刘艺斯的布面油画
《男子肖像》。

在现场，还可以看到百龄老艺术家刘国枢创作
于1953年的油画《送饭》。刘国枢是四川美术学院
油画学科的开创者，中国第二代油画家。

新中国第一代优秀中青年油画家魏传义创作
于1962年的油画风景写生《黑河饮马》、著名油画家
夏培耀创作于1962年的《远眺七星山》等，也同时亮
相展馆。此外，观众们还能在展览中看到两大最负
盛名的雕塑作品《收租院》和重庆长江大桥《春夏秋
冬》雕塑的文献资料。

据介绍，名师博物馆所在的原四川美术学院·
红楼也相当有历史。它始建于1952年，是目前四川
美术学院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这
里曾是四川美术学院最早的图书馆、阅览室，也曾
是学院各教学、教辅机构的办公室，“见证了一代代
川美人的成长。”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前四川
美术学院校长罗中立，著名油画家高小华，著名油画家
刘虹……一个个美术界名家渐渐将四川美术学院美
术馆大厅坐满后，今年中国美术界最重要的一场展览
徐徐揭开面纱——10月28日下午，作为川美80周年
校庆最受关注的活动，四川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
（1940—2020）展正式在位于虎溪校区的美术馆揭幕。

461位艺术家创作的603件作品将整个美术馆
的1-8号展厅挤满，多幅名作及作者“回家”更让现
场气氛格外热烈。而罗中立、高小华回到母校，则
让两幅名作大受欢迎。

“在80年的创作历程中，四川美院一直是中国
艺术创作版图中的重镇，各个时期均涌现出代表性
的艺术家与代表性的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展
览开幕式上，四川美术学院校长庞茂琨介绍，此次
展览以注重学统梳理，构建创作谱系；强调历史语
境，重视地域特色，重点突出“文脉与历史”“传统与
经典”，以及时代使命与当代视野为基本思路，按时
间线索划分为两大板块：1940年—1978年、1978—
2020年，两大板块由十一个专题展组成。现场一共
展出了461位艺术家带来的603件作品。

庞茂琨说，本次展览是川美史上数量最多、最
完整、最系统的一次展览，公众从中可以看到川美
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也能进一步发现并读懂川美。

展览现场，版画《父亲》和著名油画《为什么》的
作者罗中立和高小华是人气最旺的两位。开幕式
一结束，画作前就拥满了前来“追星”的学生和艺术
爱好者。

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江敉先生版画作品的捐
赠仪式。江敉老先生曾于1950年在西南人民艺术
学院任讲师、副教授，1956年后任四川美术学院副
教授。擅长版画的他也是如今名满全国的川美版
画专业最初的创建者之一。

此外，此次展览特意从中国美术馆借展了10余
幅名家名作，如《一九六八年×月×日·雪》《春风已
经苏醒》《雨过天晴》等，用以完整展现川美80年辉
煌的艺术成就。

此次展览将于10月28日—12月28日，在四川
美术学院美术馆1-8号厅展出。因疫情防控需要，
感兴趣的市民请先通过“四川美院美术馆”官方微
信公众号预约后入馆欣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打造“五馆一场”，覆盖九龙半岛全域

重庆美术公园
2027年全面建成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昨日上午，四川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大会暨重庆
美术公园启动仪式在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举
行，重庆美术公园推杆启动建设，九龙美术半岛开
启重庆美术公园新元年。

重庆美术公园未来建成啥模样？记者从九龙
坡区获悉，将打造“五馆一场”，建设“美术+”产业
高地，打造艺术栖居生活带。

据了解，于今年5月落户九龙半岛的重庆美术
公园，将以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为依托，以重
庆发电厂工业遗址为核心，以九龙滨江生态区域
为轮廓，在九龙半岛全域打造高品质国际化美术
公园，是一个集“大美景、大美育、大美业”为一体、
市民广泛参与的、国际化高品质美术主题公园。

根据项目规划，前期将启动核心美术馆群、工
业遗址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打造滨河生态景观，
初步建成重庆美术公园；后期将完善产业布局，形
成国际化艺术产业链，树立国际化美术公园品牌。

记者从九龙坡区获悉，该区立足九龙美术半岛
定位，全面融入“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整体布局，匠心
营造文化艺术的“精神家园”和“价值圣地”，致力建
成“全球独特、中国唯一”的“重庆美术公园”。

重庆美术公园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届
时，将为重庆市民和外地游客带来一系列文化艺
术大礼，包括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的图书馆、
美术馆、红楼、综合楼及城市美育学院空间等校园
内改造提升和九龙半岛博物馆群、九龙半岛文化
艺术会馆、九龙半岛美术馆、九龙半岛书院、九龙
半岛画苑、当代艺术广场等“五馆一场”，将建设

“美术+”产业高地，打造艺术栖居生活带，推动“艺
术+”产业发展，构建艺术家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家
园、价值圣地。

九龙坡区区长刘小强在致辞中回顾了80年来
四川美术学院与九龙坡区、九龙半岛、黄桷坪的不
解之缘，并表示，正是这段与四川美术学院水乳交
融的联系，赋予了黄桷坪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九龙
美术半岛奠定了厚植的艺术根基，为建设重庆美
术公园注入了蓬勃动力。

“九龙坡区将继续携手四川美术学院，深化校
地合作，让重庆美术公园成为一场永不结束的人
文艺术盛筵，成为重庆‘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的
一张靓丽名片。”刘小强说。

覆盖九龙半岛全域 重庆美术公园开建
在昨日的川美建校80周年大会上，重庆美术公园推杆启动建设，九龙半岛开启重庆美术公园新元年

刘艺斯、刘国枢、夏培耀……57位艺术家作品亮相

这座博物馆是川美的“根”和“魂”

四川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大展揭幕

《父亲》《为什么》受追捧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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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签名的版画作品《父亲》。

布面油画《春风已经苏醒》（1981年作者何多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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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雕像亮灯仪式。

重庆美术公园规划效果图。

重庆美术公园规划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