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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have been engaged in professional teaching of 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for twenty years, during which I have 

witnessed the graduation creation of previous graduates, and in the work also gradually found some interesting 

phenomenon and these phenomena reflected by the social facto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thinking. Here 

on these issues to talk about, the purpose is not to giv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ut to sort out the clues for 

the future teaching work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discussion pos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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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笔者从事美术学院专业教学已有二十余年了，这期间亲历了历届毕业生的毕业创作，并且在工作中也

逐渐的发现了一些有趣味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所反映出的社会因素和相应的思考价值。在这里就这些

问题浅谈一下，目的并非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是在于梳理线索，为今后的教学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讨论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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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造物影响创作，创作反映历史现象 

自参加教学工作以来，学生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70

到 90 这个年龄区间，我们可以用时下流行的称法来划分

这些学生的年龄分段，即 70 后、80 后到 90 后。因为这

些年龄段的学生从出生直至上大学他们所经历的正是我

们国家在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一个历史时刻。从

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商业国家转型的历史时刻在这三

个年龄段的学生身上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群体特征，从

他们日常的习惯思维乃至专业创作方面都有所体现。本

文力图从他们的个人创作现象来解读出他们身后的社会

背景以及语境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1.1 70 后的感触与认知 

70 后的学生身上表现出了传统的教育因素以及这一

因素带给他们对于自己的审美价值标准的影响。就油

画专业而言，他们普遍的比较重视专业基础的训练，

虽然说在他们成长的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人们体验了下岗的陈痛和下海的兴奋，社会展现出了

少有的活力。资讯的发达也是爆炸性的，学生想获取

一些自己需要的学习资料已经变得比较容易了，但是

这毕竟还只是处于一个开始的阶段，学生对于绘画的

热爱和理解是从他们大学前的专业培训开始的。由于

招生名额的限制，考入专业院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对于专业基础的掌握程度决定着考学的成败与否。

这些条件都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迹。这个年

龄段学生普遍认同绘画基础能力的重要性。对于个人

创作来说同样呈现出了这个特征。在创作的方式上面

主要还是延用之前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原则，

这是一种惯性使然。可以追述到之前的计划时期整个

社会一盘棋的原因，在文艺界也是统一的创作方式，

方向既定，那么大家比的就是“内力”，从整体上看这

个年龄段的学生创作还是有着相对明显的“趋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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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题材方面大家有着同样的价值取向，所以一谈及创

作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出，下乡搜集创作资料，整个创作过

程惯性的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绘画语言方面，大多数

以直接画法为主，这当然也是受限于当时的绘画材料相

对简单，资源有限的情况。而表现手法亦多以具象、写实

的方向为主。当时学生们对于一幅画的好坏标准主要是

看是否呈现出了个人长期绘画经验所培养出的“基本功”。

力图在自己的画面上让平凡的事物焕发出属于绘画技术

美感审美光辉。另一方面对于创作的“创”字的表现相对缺

乏，更倾向于“作”。所谓的“创作”就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

意思，这样才会使这个词所涵盖的意义丰满起来。任何一

个层面的偏废都会让这个动作表现的不完美。总的来说，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创作是相对于之后的学生具有一定的

整体技术优势的。就当今的专业基础教学当中，学生在这

方面是一种缺失。这是值得我们追问其背后原因的。 

1.2 80 后感观的渐变 

从 80 后他们的创作表现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可贵的探

索现象，这也是和他们身处的时代相关。从他们的成长背

景来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计划生育”时期的孩

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许注定是被“过度关注”的

一代孩子。改革开放直接给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丰富

的物质条件。作为家庭的孩子，他们自然成为了父母儿时

愿望的实现者。为他们提供优越的成长条件是父母的责

任，况且现在有条件这么做，可以说相对前辈，在客观物

质方面，他们什么都不缺乏。同时，教育的改革之风正当

时。以前的教育方式以及内容和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从家庭到学校都在接受新观念，都在尝试新

的可能性。在这一切的条件之下，在这一代孩子的身上表

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强烈“自信”和“乐观”，与此同时缺乏相

应的“挫折”教育也许会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形成隐患。随

着全国范围的扩大招生，考学变的不那么艰难了。专业基

础能力的降低和学生数量的增加相对于绘画这样靠学生

的实践来积累教学效果的专业来说，工作的难度和工作

量增大了很多，有趣的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创作课程当

中却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由于学生在自我意识

方面的强化使他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变得更“聪明”了，学

会了扬长避短。不再就某一个问题“死磕”了，相应的创作

自由度提高了，创作的题材范围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大

家更加注意画面的“效果”了。在这一时期，“图示”的运用

和强化成为了最为明显的特征。在创作题材方面整体上

表现为从之前的现实主义特征的题材逐步转向个人的生

活体验方面，更多地出现了以个体的视角为主要出发点

和依据，不再一味追求“宏大”而是更注意“琐碎”的、“经

验”的事物。并且以此来表达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判断，

也可以说是将之前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典型的价值进行

解构，使之在日常的琐碎事物当中产生意义。这是一种拓

展，一种进步，使得画面更有趣味、更接地气。在这一时

期学生的画面效果是不断的得到了强化。由于少了一些

画面上的技术“禁忌”，效果方面得到了一些解放，视觉上

的感受是越来越强烈了。当然这些也还是无法掩盖存在

的问题，大量的画面“制作”方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

“绘画性”。在校园之外，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上出现的

“奇迹”是不可能被忽视的，它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

对于年青人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指导性。“快速

和有效”的标准这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

正在以压倒性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手工性“特征。80

后的学生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的特征其实和在前面

论述过的 70 后们呈现一种“互补”的状态，就 80 后这

个群体而言，他们以自己主动或是被动的实践对于传

统的学院绘画教育概念提出了疑问。在这里有必要说

明的是笔者无意讨论在艺术领域的标准问题，而意在

就传统的绘画教育方面来涉及属于绘画的问题。绘画

死亡论已经产生了很久了，从黑格尔对其作用的疑问

开始，不断有人从它的社会功能、语言表达、等等方

面思考了很多。但是作为一个绘画者而言，我们依然

在享受绘画的乐趣，还希望以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

这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还只是一个具有前

瞻性的提问。抛开关于绘社会性的相关问题。就绘画

本身来讲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跨界”的因素影响。

诸如摄影、影像等等因素的介入，从而使得绘画的概

念变得模糊起来了。也许是时候应该重新认识绘画了，

让它的概念更清晰，让它以自身的特征独立出来，就

显现出重要性了。也许让“绘画成为绘画”才是让它得

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根本问题。 

1.3 90 后的丰富 

90 后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在 80 后们的基础上有所

发展，在物质、资讯方面的丰富性上是更进了一步，

在家庭环境方面较之 80 后的“关注”有所变化。由于

我们都处于一个社会的快速转型期，大家都需要尽快

的适应新的工作与生活节奏，压力由外及内在每个人

的内心激增。作为家中的独子，父母无暇陪伴也实属

无奈，这种现象成为了一种商机。各种校外培训机构

应运而生。既满足了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理需求，又

解决了一些实际“带孩子”的问题。孩子们被迫过早的

进入到了成人的快节奏当中以致美好的自然游戏童

年都止步于幼儿园阶段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情况

下，孩子们在社会性独立与基本能力相对 80 后们有

了一定的提高。他们早早的学会了利用现有的资源自

娱自乐，时间和空间已经不是问题了。比较明显的例

子就是他们的交流普遍的以线上的方式来实现了。笔

者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课间休息的教室里面，学

生都默默的坐在那里低头玩手机，问他们为什么不出

去放松一下眼睛，答复是正在和他背向而坐的同学聊

这幅作业呢。笔者顿时语塞！是的，现在的课间休息

时间比课堂时间还安静。试问：只需要转过身去就可

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和反应，从而实现面对面的交流，

这难道不是直观有效的吗？事后经过不带有个人情

绪的分析，这却非懒惰那么简单。由此推断我们一直

延续使用的面对面口头交流方式都面临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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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绘画语言的个人表现力 

客观的说这些孩子越来越聪明了，他们似乎已经建

立起来了一套完整的属于他们的语言体系，把我们拒之

门外，这种被拒绝感使我们在进行教学工作时常会感到

困惑。由于从小的各种培训教育使得孩子们对于各种专

业方面的领悟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所以到了大学期

间摆在他们面前的学习问题的选择性和可能性大大地提

高了，他们的创作思维和应用手段都更加丰富起来了。有

一个现象就是创作课程较之专业基础训练课程对于他们

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创作使他们更兴奋，可以更主动、更

自信的表达自己的内容。他们需要依此来缓解枯燥的专

业基础训练带来的压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

这些学生对于绘画的专注度方面是有所减弱的。凭着所

谓的一时兴趣来进行绘画，缺乏解决基本技术问题的热

情和愿望。从创作的题材来看，这些学生所涉及的范围已

经很广了，绘画的主体意识也已经很强了。由于这种超强

的自我意识和一种与之共生的怀疑态度，驱使他们更加

主动的为自己争取表现的权利和空间。相应的价值判断

也更强烈的指导着个人的情感与精神体验标准。这是一

个进步，从学生的创作表现上来看，这是从之前长期形成

的关于创作的固化思维和惯性动作向创作者自身逐渐靠

拢的过程，是向“个体真实”回归的现象。这使得学生的创

作更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并且也具有了一定意义的社

会参考价值。当然这种真实同样也暗示了某些不足，过度

的自我意识会使得个人的语言具有脱离公共语境的危险

性。如果说“我要说”这句话潜在的目的是对于听者的反应

有所期待，那么“我就是这样”就是代表了一种拒绝的态度。

是的，我们遇到了一定的交流困境，学生的创作也越来越

具有私密性，甚至是拒绝交流的倾向了。或许他们不需要

倾诉了，或许他们拥有了更具安全感的倾诉方式。当然绘

画的语言是只属于绘画的交流方式，更深入的进入学生

们语境也就会使我们更好的建立起与之交流的有效方法

了。 

3. 结论 

最后要说的是在这里所有叙述的问题只是现象，笔

者无意在其中褒贬优劣。提出自己的判断标准只是希望

从中得到一些思考的价值。对于本人来说我一直认为“教”

与“学”是一种“合体”的事情，对于我们从事的公共教育来

说我们无法选择受教育的对象，却可以选择自己的教育

态度和方式。教育是需要面对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来调

整方式的，这就是先贤所说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的一

种体现。今天呢，教育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群

体，每一个年龄段的学生的那种语境，这样才可以被我们

的学生更贴切的感知，从而达到比较理想的教育效果，对

待受教育者的情况审时度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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