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

问：八十年代有哪些书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顾：我读过大部分你罗列的书，或者翻阅过，不一定阅读得很仔细。八十年代，大部分青年都非常热衷阅读，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阅读，范围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我觉得使用范围最广泛或者大家看得最多的可能是

《走向未来》丛书，因为那一套书比较多，出了几十册。我自己也收集了大概十几本。这套书涉及各个方

面，它是一种启蒙性质的读物。它也不是原作，是把原作缩编了，缩编了以后你便对里面的学说思想有所

了解。有一些甚至是编译，而不是直译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很快把思想传播出去，况且当时的传播主要都

是通过学界最有权威性、最有代表性的专家，所以年轻人对之趋之若鹜。现在很难有什么书会那般引起大

家的兴趣了，现在也不会有这类年轻人了。毕竟，那个时候大家一方面是知识饥渴，很长时间处于一种知

识断裂的状态，其后便迫不急待的要寻找知识；另一方面是那时候能看到的东西太少太贫乏了，不像现在

的人能接触各方面的知识却无法消化，那个时候反而一本书可以看得滚瓜烂熟，把它翻好几遍，甚至可以

背下来。所以，我觉得像《走向未来》丛书这样的读物，对当时85美术新潮运动，以及当时的这种人文主

义思潮，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甚至接近后来的一个电视专题片叫《河殇》，有非常强

烈的一种启蒙作用。你今天回过头来看，会觉得它比较粗糙，无论是翻译还是介绍也有一点急就章，不是

那么仔细，甚至有些地方不太准确，但当时它的确非常有用…

当时我们是「百废待兴」，意思是东西都废掉了以后，等待着重新兴起，而重新兴起需要的是有东西给大

家借鉴。相比之下，香港是比较正常发展的社会，而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肯定很不一样。文化大革命

让知识处于一个断裂的状态，那么多年处在这个状态，它的修补因此绝对不是一天能完成的。那个时候处

于很荒芜的情况，什么东西都是临时拿过来的，而且一旦有什么东西，大家都饥不择食。当时美术方面的

介绍并不太多，主要出现的还是文化方面的书籍。但要是谈美术，当时西方所有的艺术流派几乎是一股脑

的来到了大陆，不论是古典主义还是印象主义，以及是现代主义也同时来了。其实当时在大陆，大家还分

不太清楚西方流派的区别，因为在这之前的十年几乎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许你看，所以当它都进来的时

候，大家都很兴奋。

其实，这个时候很需要的是按部就班的介绍。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可能谁也不能够说得很清楚。

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这些启蒙者自己本身，都在一个要被启蒙的状态，因为当时最前卫的人也没有国外的

经历，他们都要自学，只是自己偷偷的看了一些东西什么的，比别人强一点。拿来国外的东西就感觉很神

圣，这种崇拜的状态很普遍。不相信的话你现在可以做一些采访，问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和他的知识结构是

怎么样的，你都会发现几乎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准差异不是太大，只是认识程度可能有差别，因为当时大家

都面对着启蒙，都面对着重新学习。那时候几乎百份之九十九的人都没有出国，更不用说去看原作，所以

只是通过很有限的印刷品学习，而且那些有限的印刷品的印刷质量还是很糟糕的，当时的人和他们的老师

能得到的就那么多。

问：我们经常听说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图书资源很丰富，在南京的情況又是怎样的？

顾：这一点恰恰就是各个地域的差异，但与其说是地域还不如说是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即学院里和学院外

的差异。学院[图书馆]里原来就有这些书籍储备，只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封起来了，不让你们看，说

它是「封资修」的东西；一旦开放了，大家可以迅速的把书拿出来看。但是社会上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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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社会的画家，没有进入大学的，他们[对知识]就更是如饥似渴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西方现代

的]知识主要还是集中在以往的大学。这说明了为什么85美术新潮时期的很多重要的艺术家，他们其实都

来自于学院，都是学古典艺术出身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教育背景]让他们有可能曾经看到，

或者有可能知道哪可以找西方的东西来看。相反，像西北地区有一些群体，他们一个是看不到[西方的东

西]，一个是没有地方去看，而且他们老师也没有教给他们，所以他们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沿海地区包括

一些重要城市确实有一些地利之先。

中国艺术研究院

问：85年您在南京艺术学院读书？

顾：不，当时我不在南艺读书。85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

问：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怎样的情况？

顾：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办研究的机构。文化革命后，为发展艺术研究，成立了一间艺术研究院，现在还在

北京，叫中国艺术研究院，它没有本科生，只有研究生。那里面培养了很多在中国美术界很有影响的人

物，特別是批评家和理论家，尤其是我们前几届的研究生，像郎绍君、水天中，刘骁纯、陈箴、高名潞和

李路明。高名潞和李路明比我高一届，是第二届的；水天中和刘骁纯是第一届的；我们是第三届。现在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包括了艺术创作，但当时是以艺术研究为主的，而且是各个门类的艺术：音乐、戏曲、舞

蹈、绘画和文学，像《红楼梦》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有。我们美术系现在有一个部门，叫美术研究

所，全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985年到1988年我在艺术研究院是硕士研究生...中国艺术研究院

原来是在恭王府里面，现在已经完全开放了，把它全部搬出来，搬到四环去了。

我的专业是中国美术史。其实，当时不论你是研究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西方的东西感兴

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觉得，西方的东西代表着「新」和「现代」，这是当时一种

共同的心理。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北京跟南京情况不一样，它资讯特别发达，展览特别多。八十年代以后

就开始是这样了。不光是看展览，包括演出和内部电影——就像在姜文拍的电影里面看到的场景一样，只

有在北京可以去看内部电影，可以看一些国外来的好的演出。其他城市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当时我们

沾了这样一个好处，可以大开眼界。我想在南京读书和在北京读书的差异的确不小，当时北京的确是一个

文化中心。所以以启蒙的角度来说，当时从北京出来有影响的人肯定是最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哪里可以看到内部电影？

顾：所谓「内部电影」，可能分几种情况。其他地方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内部电影，但是在北京有一些电影

资料馆，比如说北京电影学院，还有一些传媒大学等。当时的电影资料馆定期都要放映一些片，有的叫内

参片，有的可以说是再早一些文化大革命时候就有的片。那些片说是要批判，后来又把它放映，但是这放

映不是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老百姓买不到票，因为票发给相关文化部门的部委。这些电影都是原文放映，

不像我们后来看的是给翻译好的。

问：没有字幕吗？

顾：没有，但是它有同期配音，即这边在放，那边后面有一个人拿着麦克风在翻译。当然他的语言是很好了，

但是跟现在看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用一种很平缓的语气翻译，任何有情节的感情色彩到了他那里就没

有了，不过你可以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当时看了很多那样的电影。有时候我们经常是这情况：今

天看电影去，到哪？到北影或者到北展去，看什么电影？不知道，但肯定知道是外面看不到的电影，去了

再说吧。当时受的这种启蒙教育，它也不是要我们的钱，等于给予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没

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现在什么都能看得到，也没有这个热情了。但是当时的放映在整个启蒙的过程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问：在北京会跟其他学科的人交流吗？

顾：情况在全国各地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即搞美术的人都对哲学和社会科学感兴趣。而且我们

做过比较，在我们艺术圈子里面（艺术就是泛艺术所在，比如说音乐、戏曲、舞蹈和美术，也包括电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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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最喜欢看书的或者是看书看最多的就是搞美术的。我们的同学来自各个专业，都住在一起，通过

彼此交流我们很清楚大家看书的情况和知识结构。搞美术的人可能出于对形象的考虑，会对形象背后的东

西更感兴趣，像看胡塞尔和萨特等哲学书，不懂也不管，先拿来读了再说。其实看完了以后，根本说不出

大义来，但是他觉得好像受熏陶了。这甚至成为了那个时候的一种时尚，而往往读书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

产生。相对来说，其他的行业、专业当中——我倒不是贬低其他的专业，看书比美术的人要少。研究中国

艺术的，比如说研究戏曲和音乐的，可能好一些。最差的就是跳舞的，他们不看书，一天到晚去练功，回

来以后累得要死，就去洗澡吃饭睡觉，他们几乎很少有机会看书。唱歌的也不行，这些书他们不看。[…]

「批评」

问：为什么选择在研究院读美术史？

顾：我很小的时候就对美术感兴趣，后来上大学以后，改考了美术史，那肯定是自己兴趣的一个延续。当时从

事批评的和从事理论的大概有几种来源：一种来源是画画的，当时画画的人少；还有一些原来是学文学

的，是中文系毕业的；也有一些是文化革命之前学美术史的，像刘骁纯和薛永年，他们都在文革之前就占

了中央美院的美术室了。

那个时候「批评」本身不能成立，因为「批评」在当时是带有贬义的词汇，它甚至有点接近于「批判」。

由于「批判」在文化革命时期完全是一个贬义的词汇，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好甚至是非常坏，要把它打倒，

才用「批判」这个词汇。「批评」通常是这个人犯了错误，要帮助他就给他批评。后来这个词真正被我们

用到文化领域，实际上还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随着逐步开放，这个所谓的「批评」才被我们认识到是

一种理论、一种对现实的创作的表达，或者是一种认知，不总是被动的。不像现在的搞批评的年轻人基本

上都是从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出来的，当时组成批评领域的人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当时有点像梁山好汉

一样——你是干这个的，我也是干这个的，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批判一些保守的僵化

的东西。现在这个问题可能不那么透明，对手也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因为现在面对的是国际化的问题。但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对手很明确，包括美协也是当时要批判、批评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美术协会

或者是《美术》杂志往往成为这些青年批评家所要批判、批评的对象。

问：您在读书期间曾发表评论文章吗？

顾：或多或少都是有的。当时我还在学习期间，主要以中国美术史学习为主。那时候我们有两刊一报，其中的

《中国美术报》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办的，我也在那上面发表过文章。其实当时它都是小豆腐块，版面一

块一块的，就是可以试着随便说说，反正当时都是年轻人，都血气方刚。这个现象（发表评论文章）很普

遍。[…]

劳申伯格展

问：八十年代北京有什么重要的展览？

顾：85年我去了北京。我在北京读书期间，给我印象最深刻和影响最大的是一次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1985年

美国劳申伯格的作品展览。当时无论是展览方式还是作品本身，包括劳申伯格本人，都对中国美术界的青

年学子产生了很强烈的冲击。劳申伯格在做这个展览时，把中国美术馆的一层全部给覆盖了，这个是以前

没有发生的。而且因为他要做装置似的东西，居然可以在墙上打钉子！这也是以前在中国美术馆绝对不允

许的。后来，我记得我在工艺美院（现在的清华美院）听过他的讲座，当时讲座是盛况空前的。他在北京

和西藏共做过两次展览，他说自己到中国做展览，回去的时候口袋是空的，因为钱已经全部花掉了。他就

是花了大钱，中国美术馆才允许他在墙上打钉子，别人是不可以的。他的展览方式对人们首先是很大的冲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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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内容冲击更大。当时人们一看，问:「这是什么美术？美术怎么乱七八糟的？轮胎、破镜子什么东西

全部都放进展览厅里面了，这是什么东西？」当时「装置」这个词汇甚至都没有或者只是刚刚进来，很多

人都不知道有这个词汇，当然也不知道什么是装置了，而且分得不太清楚美术和艺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

展览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冲击，而且有很多人开始学习。当时我们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是抱着一种很盲动的状

态学习：他觉得这展览的冲击力在于它的没有边界，即艺术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展览，于是他没有考虑

那么多就学习起来了，把一些乱七八糟的的东西都塞到展厅去，便以为这个就是装置。当时那个现象比较

多。所以说这个展览的冲击的确是很大。而且我觉得劳申伯格是挺有魅力的，他的表达很幽默，对青年学

生来说很有号召力。

后面还有一系列重要的展览，包括人体油画展和89年《现代艺术大展》，但是在85年的劳申伯格展览，在

那个时候对人们的观念是一种很大的冲击，它带来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其实这个形式在西方并不新

鲜，但是在大陆就不是新鲜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理解。大多数人甚至很多学美术的人也不理解这种方

式。我记得在85年的时候，劳申伯格的展览曾经派了一个先遣小组到中国来，做一个铺垫，宣传这个展

览。

我在合肥曾经听过一个女华人做的报告，她介绍劳申伯格的展览要到中国来，还拿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

当时是1985年，所有人都不理解这是什么东西。当时人们对艺术的概念还是一种传统的架上绘画，根本没

有想其他的。在这情况下，的确使人们觉得美国的东西肯定是走在比较前面的，而美国这样的东西竟然能

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那它也肯定是美术了。中国美术馆是带有官方色彩的，既然官方的也认同了，我

们不能说不认同，我们不认同就说明我们水平不高——就这样推理。所以这就起了一个很强的正面推动作

用。后来慢慢的85美术新潮几乎也就是在1985、86年那个时期发展的，主要是在1986年开始。李小山写的

那个文章也是在1986年。

精英艺术

顾：1986年，李小山的文章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在北京，我们正好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座谈会，当时真是一

个轩然大波。我那时候也不认识李小山，他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当时我记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中国画研

究院当时是前任的院长都在争的很厉害，包括郎绍君等等，石虎当时很痛恨李小山的说法，说李小山是说

梦话，胡说八道。石虎当时就坐在我旁边，我觉得他非常愤慨。我们是在中国画研究院，就在西三环那个

地方，我们在楼上开会，底下轰隆隆有声音，刘勃舒当时是院长，刘勃舒就说︰「你们过来，底下怎么回

事。」有人马上说，楼下是亚明老先生，亚明是江苏的一个老画家，他的画也是属于江苏的激进画派一个

画家，他在北京中央画院也有一个画室，他就长期在那里做画，他听到上面哄哄楼上在吵，那么多人在那

里吵吵嚷嚷，他不知道在干什么。他就问那些年轻人︰「他们在楼上吵什么啊？」那个年轻人说︰「亚老

你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中国画的前途问题，危机啊，中国画出了危机了﹗」老头一听︰「什么危机？没有

危机呀，我这忙还忙不过来呢。」他在那一张一张的流水线作业，这一张一张在画，很有意思的。当时后

来底下人跑上来说︰「亚老在那画画，问你到底什么危机？他都搞不清楚。」大家都笑起来了。这可见，

当是也不是全民动员起来，也还是一些知识分子先知先觉，然后有这样一种前卫意识开始这样的一种讨

论，但是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画家也都没有参与到85新潮美术运动当中去，他只不过是后来被这个社会

的思潮和这个文化的思潮逐步、逐步推动，大家逐步、逐步意识到了，他就觉得我不能说这个不好了，不

能说它瞎胡闹了，那说明我没有水平，没有问题。是这样一个认同的过程，在85、86年，应该说还是很前

卫的，不是大众的，是少数人的，是知识分子的，甚至是一种所谓精英的。

郎绍君在89年写过一篇文章，叫《重建中国精英美术》，后来因为那篇文章他就挨批判了，就是因为他提

到精英两个字。你知道，在中国过去精英正好和人民大众是相对的，你什么精英？当时的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讲话，就是号召知识分子、艺术家要到工农兵当中向工农兵学习，艺术要是人民的、大众的，

你怎么还能提倡精英呢？精英这个词本身就不对，于是就对他发起批判。所以，当时发起85新潮美术运动

以及跟进的这一些，有很多人是热情在推动，但是在当时无疑应该是一种精英文化，所谓前卫文化也是一

种精英文化的表达。在其他文化界，其实大致的情况也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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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的美术报刊上有哪些具代表性的批评文章？

顾：当时文章还是陆续不断出现，因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就是报纸和刊物。不是没有电视机，但是电视节目当中

没有美术这一块，其他的包括电脑也是没有的。公众传媒只有报刊和杂志，报刊主要是诸如《中国美术

报》的几本刊物，在这当中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大家甚至会争相传阅。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会马

上给传播开来，像栗宪庭在《中国美术报》上发表的〈重要的不是艺术〉；吴少湘在批评城雕的评委会的

时候也写过一篇〈评奖还是分奖〉，那个都很有影响，虽然文章不长。在《江苏画刊》上发表的有刘骁纯

的〈破坏就是创造〉，那篇文章还是我1991年给他发表的，他在那谈杜尚的艺术，主要认为杜尚的破坏本

身就是一种创造，像那样的一篇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煽动性。

问：八十年代的北京有官方场地以外办的展览吗？

顾：当时的北京跟现在情况不一样。当时除了美术馆的展覽，主要的艺术群体不是发生在北京，因为北京管得

严，弄得不好会有人经常找你，或者把你赶走。当时「星星美展」最早不就是被驱逐了吗？然后89年《中

国现代艺术展》也办了两天不到，就被勒令停止了。虽然北京集中了很多精英，但是当时就是处在一种

比较紧张的状态。反而在外地，比如说「西南艺术群体」、廣州的「南方艺术家沙龙」和后来的「大尾

象」，因为那些地方小，没有人去管他。其实当时很多团体是随便弄一下，拍两张照片把它记录下来就完

了，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轰烈，其实当时没有多少人看，老百姓根本不关注这些东西，一般的社会公众也不

知道，报纸也不报道。

在北京这种情况肯定不多，而且北京要搞的是一种精英艺术，那种社会底层的活动不太会在北京出现。现在

的双年展以后有外围展，当时85新潮美术运动是没有外围展的，要找这一类只能到北京以外了，南京、上

海、浙江、福建哪里都有，但是北京的这样的展览相对少。后来《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时候，把所有的艺

术家都集中到北京来了。北京就是这样，那时候还是一个文化中心，其他地方[的活动]只是它的辐射，最

后又全收到北京去了。

问：85新潮时北京没出产什么艺术家，却出了很多批评家和策展人？

顾：也不能说北京没有出艺术家，北京还是出了很多艺术家，后来很多画家也是从外地最后到了北京，像张晓

刚和王广义都是在外地出了名以后回到北京，现在已经变成北京的了。很多当时北京的一些画家，他们主

要在美术的学院里，在一些正式的展览场合当中，所以没有你所说的那些比较强烈的思潮性的流派出现。

北京就像一个中心，把各种思潮汇聚过来，而它本身并不产生流派。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是我

想，如果有那种比较地下的或者比较非主流的东西，他们在北京的生存空间可能也不大，因为不光是官方

不喜欢他们，学院也不喜欢他们，认为他们要技术没技术，同时也谈不上什么观念，只是瞎胡闹。在外地

这个问题就相对比较小，因为没有那么多所谓高水平的人去看那些东西。我想情况跟这个原因有关系。

《江苏画刊》

问：当时通过杂志您可以了解外地的艺术文化？

顾：当然，我们当时做《江苏画刊》的时候，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报导、发掘各地的艺术群体。我们曾经也做

了一系列的地区艺术介绍，比如说东北、湖南和广东等等各个地区的作专题介绍，工作包括自己去采访，

跟画家交朋友。当时很多杂志也做类似这样的工作。一些其他的杂志办的时间很短，最后还是谈不上了，

像湖南的《当代艺术》、湖南的《画家》和广东的《画廊》等等，它们都办了几年便没有了，或者是就换

了，或者是干脆连刊号都给别的刊物用了，所以它们的连续性差，在上面可以看到的信息也不是很明显。

相对而言，《江苏画刊》办报的时间长，这方面就是优势，因为你能看出来它曾经做过什么，所以它这一

系列的东西都能保存。

问：您从研究院毕业之后就到《江苏画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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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对，《江苏画刊》是属于江苏美术出版社的，我开始就来了江苏美术出版社，一年以后，就是90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到《江苏画刊》工作了，一直工作了12年。后来03年的时候到了南艺。

问：《江苏画刊》属于出版社的一本刊物？

顾：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办杂志报纸不是随便能做的事情，它有刊号、有书号，必须有国家正式的批准，才能

够发行，否则就是非法出版物。所以必须得依托一个单位，或者依托一个文化部门，这份杂志才能出师有

名。当时中国的刊物和报纸就有几种结构模式：《中国美术报》是研究院主办的报纸，后来因为报道6.4而
停刊了，它上面挂号的是文化部之类的；《美术》杂志是属于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思潮》当时是湖

北省文联办的杂志，隶属文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办杂志报纸要有人养活它，给它钱。《美术思潮》就

没有多少钱。它靠文联，文联有多少钱呢？国家给一笔钱以后，它办了几年，然后出现一点政治问题，就钱

也不给，不让他们办了。《中国美术报》也出了一些政治问题，然后就把班子全部撤了。

《江苏画刊》是出版社的一个部门，出版社要出很多书，而杂志也是书的一种。杂志有时候不赚钱反而赔

钱，这个时候出版社可以贴补它，如果单纯的靠文联或者是国家拨款的话，赔钱了也没有贴补。相对其他报

刊而言，《江苏画刊》作为出版社办的杂志，在经济上有保障，不会有断炊的忧虑。这是其中一个说明它为

什么能活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再一个就是管理的问题。《中国美术报》归艺术研究院，然后再上文化部，由文化部直接管理，那它就是在

天子脚下了，所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给揪出来；湖北的《美术思潮》属于文联，文联在中国的行政区划

当中也是属于宣传部直接管理的；《江苏画刊》是属于出版部门的，不属于文化部，也不属于宣传部。它属

于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江苏省叫国家出版局。所以《江苏画刊》的情况是，有些人可能对它不满意，可以去

通过别人向它施加压力，但是没有权力让它不办。[…] 

问：90年之后您作为《江苏画刊》主编，会多关注现代艺术。在您之前的主编是谁呢？

顾：《江苏画刊》原来的主编是刘典章先生，比较热衷85新潮，也在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发表了李小山

的文章。当时我们的老社长叫索菲女士，她也是起到很重要的拍板作用，因为李小山的文章要发表出来，也

是冒了很多风险。这篇文章如果是在《美术》杂志投稿，那边是不敢发表的。正因为《江苏画刊》是新闻出

版系统的，不由文化部或者宣传部直接管理，这篇文章才有可能发表。当时他们把李小山那个文章拿来以

后，为决定发还是不发，讨论过很多次，因为当时文章提到的观点还是很有冲击性的，很多人画中国画的人

还是无法接受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会向上级反映说有人利用国家正式的出版物在大放厥词，当时有很多人会

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要发表就要冒风险。

前任主编刘典章先生在这方面还是很有魄力的，他顶住了这些方面的压力，把这文章推出来，事实也证明这

文章建立起《江苏画刊》的形象。人们从李小山的文章开始认识了《江苏画刊》，然后逐步进入到对当代美

术运动思潮的报道当中。实际上这主要还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情况，也就是85新潮前后的事情。在那之

前，《江苏画刊》是一本很普通的初级的用以学习绘画的杂志。

问：它应该是七十年代末创刊的？

顾：对，好像是79年。当时主要是登一些画片，文字也很少，类似一个启蒙的画画读物。关键的时候要有很关键

的人才把一些关键的事情做起来。缺了一个也不行。

问：刘典章先生也研究美术史？

顾：刘先生他最早是学油画的。他居然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去了国外，去过法国，这样的经历对他的眼界可能会有

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不保守。他在出版社原来是编书，后来做了杂志的主编。他很显然的希望报道一些新

的、年轻的、当代的活动和运动，也起用一些年轻人来把这本杂志办得很生动活泼。这是很难得的。开创了

这个局面以后，杂志便慢慢的一直延续着这个方向，所以开创者是很重要的。刘先生现在身体还挺好。

问：他现在还在出版社吗？

顾：早就退休了。

问：索菲也是非常重要的。

顾：对，当时索菲是出版社的社长，等于是刘典章的上级，她要是不支持的事情马上就不能做了。而且必须她拍

板，因为杂志都有三审，即审查要三遍，第一遍是编辑，第二遍是科室的主任，相当于刘典章这样的编辑部

主任，第三遍最后终审要在总编，就是索菲这一级，要她签字这个文章才能发表出来，哪一个都不能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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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索菲也要大力支持这个事情，否则就做不成了。江苏美术出版社一直在大陆都是一

个比较新的甚至是比较前卫的美术出版社，它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版了很多现代的书籍，像现代艺术

的介绍，我也编过不少或者策划了一些。美术出版社国内就那么几家，还有一个湖南美术出版社，其他那

几家像人民美术出版社他们都出版一些比较传统的读物。

艺术期刊今非昔比

问：美术刊物在八十年代非常重要，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初便开始衰落？

顾：其实说起来比较简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画家、艺术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的时候，很

多资讯都是从刊物杂志上得到的，而且很多带有推动性的东西也是从这当中得到的。但随着国家的开放，

很多人都去过国外了，都可以直接看到艺术原作了，而杂志发表出来的毕竟是二手的印刷品，所以他们对

报刊传媒的需求便自然减弱了。而且报刊杂志受条件的限制，很多东西还不能报道。

要从理论和文章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这种理论的热情似乎也不如八十年代那个时候那么高了，对哲学对

文化各个方面的热情也不高了。热情的减退跟第二个原因有关系，即资讯媒体更发达了。自从有了互联网

了以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看，有各种各样电子的、光媒体的东西可以学习，他可以一下子就连

接到国外的资讯，根本没有必要再理杂志上过了若干天以后才印刷出来的二手东西，直接就可以看最新的

报道了。

08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会，讨论85年以来中国美术媒体的变化。那一次会上大家很感叹的一

点就是，现在人们对美术传媒不感兴趣，人们的兴趣越来越淡，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小。当时我做过这样

一个发言：我认为电子媒体（网络）出现了以后，平面媒体作用的逐步淡化是必然而且是正常的。电子媒

体最大的特点，恰恰是平面媒体所不具备的。我觉得它的特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电子媒体它的迅捷

性，就是速度。它可以立即把所有东西拿上来，可以进行一种全方位的报道。而即使是报纸，我们不会有

日报，最多就是周报，像《中国美术报》就是周报，那是最快的了。一般杂志是月刊，也有半月刊。但等

你出来以后，那就不是新闻了。所以从新闻的迅捷性这一点来看，电子媒体比较优越。

还有更重点的一点是互动性，这方面恰好是网络媒体最擅长的，而且是平面媒体的缺陷。比如说我看到这

篇文章，我觉得它写得不好，我马上就批评它。从你写作出来到发表到印刷，起码要两三个月才能看到，

最快也要一个月。但在网上第二天马上就可以出来了。而且在网络媒体上的互动还有什么特点？就是他们

受的限制很少，你可以在网络上随便说说，甚至有的时候有的人是互相骂、攻击都没有关系。当然，你如

果超出这个限度，人家去告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杂志上不行，报纸上也不能这样，到了编辑那里就给

砍掉了，因为你不能这样去说，你要用学术的语言。08年《美术焦点》做了互动性很强的一系列，那个杂

志已经做到一个极限了。其他的互动性都是网络媒体在支持的，像种种在网络上的争论，这种事情在网络

上办最方便，而且没有人管他们，版主一般是不删也不管就把它贴上去。杂志却不可能发这样的文章。

也不是说这样的文章就一定不好，这样的文章肯定有它好的地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看呢？喜欢看一方面

说明它能反映问题，另外一方面说明大家关心这个问题。当然有些人只是看热闹。毕竟网络这个时代是眼

球经济，网站有点击率才行，所以它这也是吸引大家的一种办法。而杂志就不能这样做，报纸也不能这样

做，因为有人管你，不能随便这样做，无形中这种生动性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影响。

从这两个大的方面来看，杂志跟电子媒体竞争，注定要失败。当然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完全抱着悲观的态

度，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做批评家杂志。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作为杂志或者报纸这种平面媒体，它也有一种

天然、天生的优势。现在看来，它唯一的优势就是跟人们的亲近感：人们手里面拿着一本书，泡着一壶

茶，那种感觉和你在电脑上任何一个时空当中看到完全一样的那种冰凉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还有一种权威

感，我觉得那可能是把文字印成铅字保留下来了，过了若干年以后你翻开一看，便知道这个时候发表了这

个谁的重要的文章，你永远会去寻找它，会去翻阅它。网络上怎么办到这一点呢？最后也得借助于传统媒

体把它印刷出来，作为一本书。我觉得学术性和权威性恰恰是传统平面媒体还能够生存、还能够得到保留

一个空间的凭据。你只有在这个方面去做努力，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你要跟电子媒体竞争谁快、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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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多、谁争鸣得快和谁的争鸣来得厉害，你肯定会失败的。所以我们办批评家杂志，追求的我想是一

种权威性、学术性和深度性。这也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平面媒体的一个综合眼光。

为什么还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又不赚钱，你为什么还要做？我们是尽量争取能在文章做

到深度和厚度，然后它会产生一个文献的历史意义。网络媒体就是快，深度的东西人们哪会耐心慢慢琢

磨？另外，社会上有一些比较花哨的、比较新闻性的甚至比较时尚性的一种美术刊物，现在也有，他们有

一种他们的生存方式，这和我说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这种学术性的平面媒体，以后看来会越来越走下坡

路，这是肯定的。所以它必须得改变，要不然的话，你受到的冲击那么多，你的经济依托和支撑以后也会

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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