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工艺美术学院

问：唐老师，您是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当时是什么专业？

唐：我是在工业美术系，专业是室内设计，后来这个系拆开了，成为工业设计系和室内设计系，即环境艺术

系。我学的时候还未分开，比较重点是在环境艺术，学习的东西非常杂，我的老师说我们是设计行业的导

演系，所以你什么都要会，因为所有东西都在环境里面的，陶瓷也好、布料也好，都在里面，所以什么都

要知道一些，学的非常的杂。

当时的系主任叫潘昌侯，他是清华大学调过来的，是建筑方面的专家，他给我们讲第一堂课就讲老子，他

说学建筑的人重视哲学。副系主任是一位资历很老的教授，叫奚小彭，做室内装饰的老先生。其他年青老

师跟年轻学生关系有一点点奇怪，因为年轻老师也经过十年文革，也是荒废的，跟我们一样。所以有时觉

得他们教我们有点底气不足，好像程度差不多，他们的优势是可以到图书馆里的教师阅览室内看东西，我

们就不行。后来我们慢慢跟图书馆的人混熟了，我们也可以进去看，老师其实也不管。有些老师是从教师

阅览室拿书来参考，我后来看到书，原来他教的全都在这本画册里面。

当时很微妙，我们这一批人有很沉重的包袱，觉得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一代人，因为十年文革，最该读书的

时候没有读书，最该背诵一些古代经典的时候，我们背诵的是毛主席语录，学英文的第一句话也是毛主席

万岁。后来我们大一点了，到农村，努力想自己学一点，就从报纸上看「批林批孔」里面引用了孔子的

话，所以才知道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完全是非常奇怪。所以我们上大学，比较老年的老师就直接说︰你们

这一代人没有文化。我们背着非常沉重的包袱，非常的惭愧，所以要改变自己的状况的愿望极强，于是拼

命地、胡乱地去学，其实也没有系统性，而且也不是真的学懂了。像我那天看了广东的纪录片，我们也是

读那些书，但是我后来回想︰我们真的读了那些书吗？并没有读懂，甚至只是大概的看了一看，我们只是

被书里面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比如说尼采的东西，与其说我们读懂了尼采的东西，不如说我们被尼采感染

了。我们根本没有了解哲学思想的脉络。

还有一点，经过文化革命的翻天覆地以后，我们对当时的东西都不信，对官方宣传的东西都不信，反而对

官方批判的东西都相信，所以对古代的东西痴迷，对外国被批判的东西着迷，我们有一种叛逆的心理，所

以对正统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不感兴趣，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在中学上政治课一天到晚就是学这些东

西，所以你们不要再跟我讲了，而且我根本就不信你了，甚至非常反感。西方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反正

拿来都是好的。真正学到多少，其实非常有限，但是是被一种激情推动。

我觉得有一些书你没有提到的，比如李泽厚写的《美的历程》，这本书在学艺术的学生里面影响是非常大

的，从李泽厚以后，又接触到宗白华，非常感兴趣，也对高尔泰的观点有兴趣。宗白华后来对美术学院的

学生感染力相对更强，因为他写的是诗的语言，文字非常美，我们在这个方面受到影响比较多一些。

问：您当时有没有明确的对哪一种艺术风格比较感兴趣？

唐：里德写的《现代绘画简史》，我们同学几乎都要从头到尾背下来了。这本书讲得不是那么深入，不是很

厚，但里面涉及的人物比较全，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迷得一塌糊涂，这是官方不喜欢

的。

工艺美院还有一个好处，工艺美院被认为是在当时所有美术学院中最开放的，因为从装饰的角度来说，这

www.china1980s.org

访问︰杜柏贞、翁子健        日期︰2011年7月15日       时间︰约1小时55分钟   

地点︰北京

唐庆年访谈     1 / 12

唐庆年访谈
访问︰杜柏贞、翁子健      日期︰2011年7月15日      时间︰约1小时55分钟      地点︰北京

INTERVIEW TRANSCRIPT



些东西都可以，抽象是可以的，我们的立体构成、平面构成的课程，就跟抽象比较接近。但工艺美院也有

一个特点，它比较偏重唯美，在八十年代初期这个其实是中国美术很重要的线索，装饰风、唯美风，工艺

美院在这方面有点得天独厚了，一上来我们就学图案，两方连续、四方连续、色彩搭配，完全不用考虑写

实不写实，同时老师也不反对我们把装饰色彩用在写生里，所以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工艺美院的优点。

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1950年以前的现代艺术，是特别、特别喜欢。

问：当时您是想当艺术家？

唐：我们当时都学艺术考进去的，但是学校、特别是系里面的老师，包括副系主任奚小彭老师，他自己也画

画，但是他非常反对学生画画，他担心学生会走向纯艺术，而不做我们学的实用美术，学生对纯艺术的兴

趣要大。随着年级大了，有了一些专业课，兴趣也逐渐改变，比如我们有园林课，我们到苏州看园林，老

师给我们讲建筑空间的关系，这些东西还是比较艺术，我们兴趣逐渐就大一些。我毕业后，一天室内设计

都没有做过，没有做过。我是84年毕业的。

到《美术》杂志

问：毕业后，您就去了《美术》当编辑。

唐：我在北京出生，但在武汉长大。在湖北当农民、工人，从那边考大学考过来北京，但是毕业以后我要回原

藉，我就很尴尬，我家都在北京，不知道该分配到哪里。我在学校喜欢写点东西，在二年级当了学生刊

物的主编，是一个壁报。我也喜欢写一点小文章。到毕业时，我们学校的美术史老师奚静之（邵大箴的夫

人）问我︰你想不想到《美术》杂志去？我当时没有马上回答，犹豫了一下，因为《美术》杂志跟我学的

专业没有关系，跟画画也不是一回事。后来我想，我就去吧，因为首先我可以留在北京，然后这个工作还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可是我也有不想去的理由，我父亲过去是《文艺报》的编辑，在五十年代时候在

那边工作，成了右派，所以我知道《文艺报》在中国文艺界是红旗杂志，非常官方色彩的，《美术》是美

术界的红旗杂志，也是非常官方色彩的。在这种地方往往很危险，做错了就会出问题，像我爸就成了右派

了，所以也有一定的犹豫，但后来还是决定去了。

去时是邵大箴当主编，他招兵买马，需要人来工作，所以非常幸运。我们这一代人非常不幸，因为经过文

革，但是也非常幸运，就是在国家最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就顶数了，其实照道理讲，凭我的学历、能力，

有什么资格到这个杂志？我要是今天当主编，我看到这个学历，我肯定不会要的，凭我写那点东西，肯定

不会要。但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可以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后来居然发挥了很大作用，我觉得不是由

于我们的能力，是碰巧碰上的。

问：您刚到《美术》杂志时，里面有什么人？

唐：我刚到《美术》杂志时，当时的主编是邵大箴，副主编李松涛，笔名李松，是研究青铜器的专家。还有一

个副主编吴步乃，很多年都在《美术》杂志做编辑了。还有一个副主编丁永道，但他基本上不怎么管事

情，只是重要文章看一看。编辑有夏硕琦、有张士增，有栗宪庭，但我去的时候栗宪庭已经靠边站了，83

年时清除精神污染，他被批评有自由化思想，所以他每个月只是去领工资、拿信件、聊聊天。

问：当时《美术》编辑部在哪里？

唐：是东四八条，在一个灰色楼里面，有文联的好几个杂志，跟我们同一层的有《戏剧报》，还有《歌曲》、

《音乐》，都跟我们在同一层。其他编辑都是借来的，包括梁江、邓平祥，很多人。

问：我知道夏硕琦、张士增、栗宪庭是较早时间由何溶先生请来的，到84年还是他们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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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他们三个人还在，还有王小箭。王小箭比我早一点过去，也是何溶把他叫进去的。王小箭是学法语的，当

时是觉得西方艺术跟法国关系比较大，所以找个学法语的人进去，但没有让他当编辑，我也不知道给他一

个怎样的头衔。

问：何溶先生当时为什么不当主编了？

唐：他不当的原因可能也是跟清除精神污染有关，具体我也不知道，同时也可能因为他到一定年龄了，所以让

他退休了，我觉得除了年龄之后还有别的因素。然后美协就把邵大箴找来了，让他来管这个事情。

问：当时在编辑部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

唐：主编每天大概八点多、九点就到了，我们也应该这个时候到的。我刚去的时候，桌上会有一堆自然来稿，

就是人家投稿的稿件，我就看，稿件上面有一张纸，要批意见。我刚开始不知道，年纪轻，看了几篇就

往上批。王小箭也做这件事，他觉得很有意思。稿件要在编辑之间互相传阅，不能你自己说了算。百分之

九十之来稿是不能用的，少数比较好的稿也不太能用，因为杂志有时效性，跟当时的题目有关，所以有些

稿就存着(将来可能发表)。王小箭说，当时这些稿签要是保存，将来拿出来出书，那将会很有意思，很可

惜这些现在都完全不知道在哪里了，因为后来的人不会愿意留着前面的人的东西。

问：当时的来稿文章多是关于什么的？

唐：很多稿子都是讨论我们杂志上刊登过的一些问题，比如当时讨论所谓现实主义美术的问题，这问题在我进

去时还有点余韵，但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太值得讨论了，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但人们来稿还在讨论

这个，而且这些来稿常常没有新意，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角度，无非就表态支持某一方，重复一些观点，

而且那个时候写文章很多口号性的东西，所以大多数文章不能用。

问：在这之前发表罗中立的〈父亲〉，已经引起了很多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

唐：对，有一个代表性人物是迟柯，广州的，他撰文讲了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我进去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个

问题没有意思了。

我进去没多久，主编就说，我现在要给你一个任务，你现在要从你的角度、年轻人的角度，提议有哪些选

题我们值得做。我觉得很兴奋，也不觉得很难。我记得我写给他十条还是十二条选题内容，具体不记得，

但基本想法是关注当代美术思潮，不光是关注哪个画家，是关注整个思潮，大家怎样想的，艺术家的知识

结构，年轻艺术家的知识结构跟老艺术家非常不一样，他们的经历对于他们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我也是

这一代人，他既然问我了，我便想到这些。我觉得主编、副主编都很重视，觉得这个很值得关注，因为在

还没有涉及具体观点的时候，从这个角度大家几乎没有异议。所以提出这个之后，《美术》杂志好像开始

比较关注这些了。

问：具体是怎样去关注这些？

唐：我们要约稿，但在约稿之前要跟主编打招呼。

问：当时会定期举行编辑会议吗？

唐：没有那么制度化，但是编辑部经常开会。邵大箴做事不拖泥带水，比较放松，定了就定了，就这样了。其

实当时夏硕琦跟张士增之间是有冲突的，虽没有明显的矛盾，但观点上是比较有差异的。邵大箴不太顾忌

这些，定了这个方向。但我印象是不是太制度化，要每个星期开会什么的。

编辑部的事情很多，展览很多，要去看，回来要选片子，互相交流的情况也很多，每个编辑有自己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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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我第一次当编辑是跟张士增一起，他当执行编辑。这个执行编辑制度是由何溶创立的，到了邵大箴时

代还是沿用这个制度，所以当时是张士增当执行编辑，我当助理编辑。

问：是由谁决定那一期由谁来当执行编辑的？

唐：其实大概排了一个轮流的顺序，但是如果有借调来的人，你就往后挪一位，大概是这样…我只做了一期助

理编辑，卲大箴就让我当执行编辑了。我当时也有点紧张，不过反正年青，不怕，觉得就做吧…

我帮张士增做助理编辑的，是封面有张健君的画的那一期。后来第一次当执行编辑是哪一期我不记得了。

问：当如果您是执行编辑，您可以决定封面放什么？

唐：当然要得主编同意。主编也是轮流的，三个主编也是一人管一期，但要是有比较尖锐的文章，得由老邵决

定，他来拍版。他常常很快大概一看就决定，不拖拖拉拉，不犹豫。

我进去两三个月之后，高名潞就进去了，跟高名潞一起进去有一个叫张保琪，从西安美院毕业后在美研

所读了硕士，他现在在UC DAVIS教书。如果你往前看一点，84年底有一个全国美代会，张保奇在里面很活

跃，是有几个中年艺术家想推行民主选举，几个年青人就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是美术家代表大会，

要选举美协，美协要换代了。其实当时有一个重要的人，周韶华是主导人物，他来自湖北，还有一个云南

画家姚钟华，这两个人是里面的重要角色。这是体制问题，所以即使争取到民主选举，得到的结果也不见

得会跟官方事前设定的相差很远，但是他们不可能接受（民主选举）这样的程序。当然，这个造反几乎要

成功，最后是黄永玉出来帮了华君武，把形势转过来了。

青年美术思潮

问：您刚才说跟邵大箴先生提出要关注当代美术思潮，后来是怎样实行这个方向？

唐：基本上是说比较多去关注年青人的作品，关注他们怎么想，后来就非常自然了，很快这个潮流涌现出来，

去关注便变得很简单了。国际青年年那个展览是八五新潮最开始露头的。我为《美术》杂志工作，在外面

可以算是记者，在里面是编辑，编采合一。当时有评审委员会在选作品，其中马克是一位重要的评委。我

们编辑部的副主编李松涛也是评委，有一天我去找李松涛，到美术馆，他们正在评选，李松涛就给我看这

些青年人的画，特别指出一张，说︰这张画也算国画。是谷文达的抽象水墨，题目很长，大概是敦煌︰东

西方美术的什么什么，很长。我说抽象水墨，还有点意思。李松涛马上就说︰大家注意了，我们年青的同

事说这张还有点意思。这张画本来被淘汰掉的，因为这句话，李松涛又将这张画放回去了，又入选了，很

偶然。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评选，真的很多偶然因素，画在走廊放着，大家走着看，有一个人很爱讲话，

别人也不反驳他，让他说去了。常常就这样决定了，只有极少数的画会引起争论。

从那个展览就开了八五新潮，孟禄丁的《在新时代》重要，就是有一点代表性，手法也新，也有代表年青

人的想法，所以当时的杂志很多很多文章讨论观念更新，讨论观念更新就是八十年代初从伤痕美术到后来

形式主义、装饰风、唯美主义，都觉得在观念上是旧的，所以普遍在讨论观念更新，观念更新的意思是不

能只从表面上学习现代派的形式、色彩、抽象，要完全改变︰西方现代美术的背后是什么？它的观念是什

么？大家都在讨论，也没有人说得清怎样去更新。《青年美展》的作品让人觉得，好像年轻人的东西适合

美术界现在需要的，作为观念更新的例子作用。在当时是官方也肯定、美术界也比较叫好的一件事情。

问：办这个展览的原因就是要推动美术界的观念更新？

唐：不是，这展览是团中央办的。展览正式题目为《前进中的中国青年》，是一个联合国国际青年年的活动。

所以是团中央办的，但他们没有美术方面的能力，所以还是请了美协的人来当评委、组织，我们《美术》

就去报导。本来没有想要推动美术的什么，但恰好就发挥了这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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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展览跟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就有很大的区别。

唐：很大的区别。那个毕竟是很官方的展览，那个美展又在各地美协受批评声音很多，觉得各地美协送展的时

候不是很公正。又有批评说得奖变成了分奖，得奖的人都是评委，或者各个地方的头儿。《前进中的中国

青年》没有这些问题，团中央从各地收集作品。

问：您在编辑部工作是否比较自由，可以到外地看展览和采访？

唐：基本上是这样，在这个展览之后，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展览，《美术》杂志都会看一看，注意一下。但是在

前面几年，是四川美院引起注意。《青年美展》上有几个画家都是浙美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就说，我想

去浙美看看毕业展。主编只需你有合理理由就会允许，当时也会考虑经费问题但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就去

了。

《青年美展》只有两个月之后，就是浙美毕业生展览，到底是怎样情况我们在北京一点都不知道。到了以

后，听说浙美毕业生展览不得了，引起很大关注，遇到的第一个人就告诉我︰「一塌糊涂，糟透了!」我觉

得这个很有意思，于是去看了。我看了倒不觉得糟，于是我便去了解情况。作为《美术》杂志，主编早就

告诉我们，不要轻易表态，不要随便说好或者不好，因为《美术》杂志邵大箴设定了一个栏目，叫问题讨

论，就是说我们不把它作为肯定，而作为问题放在那里讨论，所以给我们开了一个窗户。

我在浙美就想了解情况，随便问人，问学生怎么想，问支持的老师怎么想，问反对的老师怎么想。反对的

老师是一位教马列主义的老师，叫谭永泰，留苏的，滔滔不绝讲了很多。问郑胜天先生，他说︰学生作品

嘛，你去问问学生好了，他自己不说什么，其实他是毕业班老师。我去问学生，跑去学生宿舍，张培力也

去了，当时他已经毕业了。他站在门口︰「你们这个官方杂志不会登我们的东西的!」哈哈!我当时也不能

说会登还是不会登，就找他们要了一些特别有争议的作品。

当时态度比较明朗支持的是他们的副院长，就是后来积极把浙美改成中国美院的副院长，他的态度比较明

朗。所谓支持，就是说允许学生多方面探索，反对的就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帽子扣上来的。回来之

后，我就以浙江美院毕业展争论作为专题发表了，刊登了各方面的意见，把画也放在里面。当时《美术》

杂志还是保有官方地位，所以《美术》杂志要是发表了这些作品，就是不一样，影响很大。

这一期杂志比较重要。有了这前后两期之后，影响了各地的年轻人，其实他们都在这样想，都在这样做，

方法不同、风格不同、观念不同，但一下子都冒出来了。有人把稿子寄来，或者跑来找我们了。我跟邵大

箴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个调查，全国各地走一圈，了解各方面情况。邵大箴说，让高名潞去吧，高是学古

代美术史的，有学术功底，不会太冲动，哈哈! 高名潞确是去了很多地方，编辑部出钱的，走了一大圈，

回来做了一个报告，叫「青年美术运动」。这个报告最开始是在编辑部内部做的，请了美协的几个人来

听，放了很多幻灯，两、三个小时。当时我记得他还没有把线索整理得特别清楚，但已经有个大概，结果

美协的人，年纪大一点的人说我们坚决不能要运动，因为文化革命使运动这个字很敏感。这个报告前后在

好几个不同的场合做过，以这个为基础。高名潞经过这件事之后，就变成很坚定关注当代美术，而且他也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我们不是学史论出身的，只是凭着热情、本能去做，他全心投入到里面，后来很多艺

术家来找他，成为了精神领袖。

栗宪庭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起了很大作用的批评家，伤痕、乡土艺术，星星画展，栗宪庭起了很大作用，当

然也有何溶在后面支持，就像邵大箴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一样，他就是不让我们把色彩弄得太鲜

明，会引起攻击，他就冲淡一下，他也知道年青人的探索是好的，虽不见得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是好的，但

是探索总是对的。邵大箴是这样的态度。

没有邵大箴的话，应该说我们[介绍青年美术思潮]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可能有人觉得邵大箴没有多少作

用，其实我觉得他的作用是很大的，还有郑胜天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一直觉得这两个人很重要。毫

无疑问，高名潞和栗宪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当时栗宪庭被停职了半年，我去《美术》杂志时，他正在停

职。半年之后，美协决定要他离开《美术》杂志。不知道是他自己找的还是怎样，他就去了美研所，后来

就在《美术报》工作。《美术报》开始一两期的时候，是一个普及性的杂志，是教人怎样穿衣服、怎样布

置房子的杂志，很快就转入到新潮美术，跟栗宪庭进去有关，跟张蔷对这个有兴趣也有关，所以栗宪庭在

后来跟很多艺术家都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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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张蔷的背景是怎样的？

唐：张蔷是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毕业的，是在六十年代已经毕业了。他基本上是我们上一代，他可能比邵大箴年

龄还要大一点。

问：您认为他为什么对现代艺术感到兴趣？

唐：首先，对于改变、支持探索这一点，这几位先生都是一致的。另外一点，我不敢确定，张蔷可能在意识形

态上对官方的东西反感，有这个因素，就像我们，当时官方提倡的东西我们都不喜欢，我觉得他也可能一

样…文革中，他好像也是造反派的，我不知道。

《中国现代艺术展》

问：《美术》杂志在《现代艺术展》上是主办单位。

唐：很早就开始筹备《现代艺术展》。高名潞看到有这么多艺术家，这么多作品，还不断有作品在地方被禁

止，我们就想，有一个全国性的展览不是很好吗？我们一起来办个展览，一起来总结、交流，这个想法一

直有，但是一直非常困难，场地、经费都有问题，所以筹备了很久，开了很多次的会议。

问：您从开始便参与这个筹备工作了？

唐：对，我是组委会的成员之一。当时里面起比较大作用的是高名潞。

问：在筹备期间有一些大的会议，比如黄山会议，您有去过吗？

唐：我印象中我有去过，但会议未完我便提前走了，所以后来打架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问：筹备期间的会议，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唐：当时这个展览出现转机是因为宋伟，他愿意支持，他是快餐车的老板。我在里面为什么会成了所谓财务的

负责人呢？是因为展览在最后终于说在美术馆可以办了，刘开渠同意了，但条件是美协要承担责任。美协

出面就有点困难了，那么邵大箴说好吧，那就由《美术》杂志出面。《美术》是美协的编辑部，属于是它

的一个部门，来承担责任。《美术》杂志于是变成了这个展览的主办方之一。我是《美术》杂志编辑部副

主任，是管财务的，我也理所当然成了为这个展览管财务的。而且当时指定了三个现场负责人，就是高名

潞、范迪安和我。当时开玩笑说，出了问题就拿我们的脑袋来交代。开始时还好，各路人马，也很乱。老

孔是负责对外联络的，还有侯瀚如。我是拿着一大包钱，还有公章，哈哈﹗反正细节我都不太记得了。

问：您记得当时经费一共大概是多少？

唐：当时宋伟给我们是五万块钱，我们基本上在这五万块钱里面做文章，但是后来宋伟好像把这五万块钱要回

去了，最后还是由《美术》杂志还清了这个账。

问：所以预算只有五万块钱。

唐：对，但当然是超过了很多。究竟是多少我不记得了，但是是《美术》杂志给付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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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展览上主要花钱的地方有哪些？

唐：美术馆好像找我们要场租的，另外我们出版小册子，印刷是要花钱的。设计是杨麟做的，那个倒不用怎么

花钱，大概还有什么吃饭之类的。

问：作品运输都艺术家自己出钱的？

唐：应该是，有些艺术家最后没有拿回作品，原因是宋伟本来要买的，但后来又没有买，最后作品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宋伟一直是跟高名潞联系，最后跟高名潞也弄得非常不愉快。

问：刚才说是指定您、高名潞、范迪安负责现场的，那么发生这么多问题，怎么办？

唐：第一次开枪以后，公安局把我们找去开会了。公安局副局长说︰我亲眼看见，我差一点把他抓住了。他说

是一男一女，便衣就在他们身旁，当时现场是有很多便衣，安全部的人也有。有人说那一枪是那年的第

一枪，那一年后来开了很多枪，直接的连系是没有的，但是社会的情绪已经到了有可能发生事的情况，所

以官方很紧张，很怕出事，派人过来。找我们开会，我们也只能找艺术家去开会，说保持冷静，尽量少说

话，尽量避免和政治挂勾，我们是搞艺术的。范迪安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跟官方打交道的人，他用了很多跟

官方语气接近的话，但是是在维护在旁边的艺术家的利益。他非常擅长这个，讲得非常得体。我是不行，

我不是很会讲话的。

问：对于其他的行为艺术又有什么反应？

唐：其他行为艺术是我和高名潞不知道的，但是可能有一部份是栗宪庭不知道的。我们跟美术馆的协议是展览

现场没有行为艺术。我们当然是不能同意这些行为，我们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展览，既然跟美术馆有这个协

议，我们就一再跟艺术家说不可以有行为艺术。后来美术馆跟我们说我们有十七条罪状，就是有十七项事

情是违反协议了。

问：当时您看到这些行为艺术会不会很生气？

唐：不是很生气，只是觉得又给我们找麻烦。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艺术家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想方设法自我

表现，想一些怪的方式突破现有条条框框。艺术家的天性就是如此，所以出现这些不会觉得很生气，也不

觉得很奇怪，只是想尽可能的把它控制不要让它发生。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要妥协。发生以后，美术馆

说我们的十七条罪状，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艺术家要在里面弄，有些还根本不是参展艺术家，他要在

里面做，我们有什么办法？

问：您有没有参加展览之前的作品挑选过程？

唐：我基本上没有参加挑选，只是说有一个大概，比如说某一部份的画，王广义放在二楼中间，浙江的画放在

哪里，四川的画放在哪里，几个大类别。云贵川基本上是一个思路的，浙美的是另一个思路的，然后装置

的、行为艺术的照片，是在一楼。这个大概的过程，我是参与了。具体说到底谁要谁不要，画家真的把画

拿过来，是很难拒绝的，而且高名潞拒绝，我去找栗宪庭，栗宪庭也许就同意了。艺术家聚在一起是一件

很麻烦的事情，哈哈，每个人自我表现的愿望都很强烈，都是放荡不羁的。

问：当时《美术》杂志也发表了关于《现代艺术展》的一些报导。

唐：对，当然。《美术》杂志是主办单位，不能少报导。我们最主要担心的倒不是发生的这些事件，我们最不

愿意把这个展览变成一个轰动的新闻事件，而削弱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艺术的氛围。变成一个很轰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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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出现几个很重要的新闻人物，但是大家不能坐下来研讨艺术问题，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但是没有

办法，最后这个展览的效果不如预期，我们的预期是希望学术性一点，大家一起来讨论艺术问题，各方面

的意见都可以拿出来，但事实上是坐不下来，两次闭馆，非常戏剧化。

问：邵大箴先生对于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意见？因为《美术》杂志是主办单位，是否需要负上一些责任？

唐：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觉得这个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政治，很清楚知道这不

是政治问题，即使是开枪也好，后来有炸弹的纸条也好，都不是政治问题。六四以后，才变成政治问题，

当时不是，我们只是觉得效果上变成了很轰动的新闻事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比较遗憾就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开过座谈会，也讨论不起来，完全被新闻事件冲淡了。但又有一

个好处，就是真的引起国际注意，有很多外国记者。

问：外国记者把这些事情都政治化了。

唐：对，都政治化了。所以我们第一次闭馆以后，我们跟艺术家讲，大家千万不要往政治上去靠，因为靠向政

治对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现代艺术变成了反动艺术，那么你以后就别再想搞现代艺术

了。我们还想在这片土地上搞现代艺术，我们就至少在表面上离开政治。这是为什么后来签名事件时，高

名潞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高名潞跟我商量了一下，说你觉得是不是不能签。我说不能签，不要把《现

代艺术展》带到政治里去，很怕变成政治，要是变成政治现代艺术在中国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了。

问：但后来偏偏是因为政治，才使中国的当代艺术受到注意。

唐：对，其实中国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中国很多很多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们那个时候也许是比较天真，

很希望从体制里做一些改变，用非政治的方式，慢慢地，但这些都比较天真。

八十年代的美术期刊

问：有人认为八十年代各个美术杂志的编辑起了极大的作用，您对此有何看法？

唐：确实是起到一定作用，尤其是《美术》杂志，最大作用是对于各个地方美术界当官的，《美术》杂志是一

个风向标，开放的程度到哪里了，要是显得开放，他就会允许手下的人开放，它是起了这样的作用。你说

是不是真的向年轻人起到示范的作用，我不认为。但是年轻人希望发表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

会主动来找我们发表。发表作品是艺术家的天性，也希望得到支持，那么《美术》杂志就是一个渠道。

《美术》是最先的，各个地方的，包括《江苏画刊》、湖北的《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都是后来

的，但是到了后来《美术》又不像这些其他的杂志那么前卫、直接了当，《美术》杂志有时候还是要顾及

各方面，比如卲箴把周昭坎借调过来，一方面他不会像我们那么多关注年轻人，他会比较多关注中年艺术

家，另一方面周昭坎在安徽管财务大概管得比较好，所以想帮《美术》杂志也赚点钱。《美术》是国家杂

志，但后来我们自行发行，经费还是比较紧张。

问：《美术》杂志还是国家美术界最大的平台，读者群最大，影响力比较大。

唐：当时《江苏画刊》有一篇李小山写关于中国画的文章，我们觉得是《江苏画刊》的小小的阴谋。因为我们

当时杂志的印刷周期是五十七天，所以《江苏画刊》在一期发表了李小山的文章，紧接下一期就有一篇反

驳他的文章，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又不放在同一期，以引起更大的轰动、争议。以我

们印刷的经验，再比我们缩短，也得二十多天，怎么可能有人马上能写好一篇文章发表？所以这是事先设

计好的，可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问：所以您也很关注其他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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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当然很关注，包括后来《美术思潮》停刊，我跟彭德说，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是必须停刊，想壮烈一

点，但稍为早了一点，要是再拖一拖，等到六四之后，那多壮烈呀。

问：当时北京有什么展览影响比较大？比如劳生伯的。

唐：当然，那影响太大了。你之前提到的劳生伯和德国表现主义展览的影响都很大，其实还有十九世纪风景画

展，也是起到作用的，那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米勒的作品，第一次看到巴比松画派的作品。当时还有一个

挪威的水彩画展览。但真正对当代艺术起作用的，就劳生伯的展览，其实是给艺术家大开眼界，跟传统绘

画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问：《美术》杂志有报导这些吗?

唐：有，但是放在有限的篇幅里。

问：所以您做一期杂志，必須平衡各方面的内容。

唐：也不一定非要有青年艺术家就一定要有中年艺术家，但是通常会有点古代艺术。有时主编也会往里面放一

些东西，有些时效性不是那么强的稿子存着，主编偶然就会加入以冲淡前卫的内容。

高名潞是最聪明的，他主要报导年青人的艺术，那么他挑的外国艺术、古代艺术专题，也是有某种呼应

的，可以无形中引到这个话题的，所以他做编辑非常聪明，从几个侧面，都是做共同的题目。主编挑的是

真的冲淡了，但高名潞经常看似是冲淡，其实是加强了。

问：八十年代期间有几次政治的波动，这些有没有影响到《美术》杂志的编辑工作？

唐：有，当然有，有些东西要收敛，也会发表官方的文章，一定有，反正我们是官方刊物，这段时间就多发一

点古代艺术什么的，稍为避开一点。那个时候在中国做媒体的人，是非常懂得字里行间的意思的。其实

现在中宣部还是会定期下发一些口号，说我们最近要说什么口号，但是我们不见得非要照着那指示来，但

是在字里行间会知道有什么问题，便要躲一躲。邵大箴非常聪明，知道情况不对，这个过两期再说吧，哈

哈﹗

问：89年天安门事情之后，《美术》杂志是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不是立刻有问题了，是到了90年以后就有问题了。[MP3: 1’22’11] 我们经常要学习，每天讲，心情就很

压抑。其实我们大概都觉得学生做的事情不是太成熟，但是官方是完全有可能有其他的方法来化解这个矛

盾、来把事情做好的。所以我们后来很生气官方的做法，而且更生气的是官方在之后拿出一大堆东西要我

们学习，要我们改变看法，这些东西我们很熟识，这都是跟文化革命一样的东西，我们便知道你原来还是

一样的本质，还是拿出那一套东西，还讲阶级斗争，袁木说我们怎能不讲阶级斗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国

家的改革开放已经倒退了，没有什么希望了。深深的感觉是这个。所以高名潞靠边站了，轮流执编的制度

也改了。有一次，我跟主编华夏提了一个什么建议，他说︰「你呀，好好想想你的自由化倾向。」我也不

是批评什么，我就觉得好吧，没什么好讲的。

问：我发现在87年以后，《美术》杂志开始有了广告，当时杂志的经费情况是怎样的？

唐：《美术》杂志的情况在八十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术》过往作为美协的一个部门，所有经费都是国

家拨款的，出版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们编好了，他们出版发行，那一部份我们就不管了。后来

出版行业变成要自负盈亏，要考虑不能赔钱了，那么出版社就跟我们说，要不你们自己出钱，要不就停刊

了。后来邵大箴说，我们决定自办发行。后来调来一个人，是八十年代初北京油画研究会的一个成员，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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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元，他来帮我们做这个出版的事情。我们自己找邮局去发行，找印刷厂。

大概是86、87年。变成自己做了，找印刷厂，要想办法要广告，但是很难，很不容易才会有一个广告。印

象很深是南方一个酒厂找我们登广告，但是国家规定酒是不可以登广告的，所以我们登了一个征集酒瓶商

标的广告。广告很少，现在我们到国外知道人家怎么做了，要是今天我们办杂志，得要专门组织一个班子

负责广告的事，还有很多办法宣传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当时其实什么都不懂。

问：《美术》杂志的设计是什么人？

唐：做《美术》杂志设计的两个人，一个叫陈威威、一个叫朱秀娣。她们从何溶时代便开始为杂志工作了，你

其实可以采访一下陈威威， 她对《美术》是知道很多的。现在有一个网站，他在那边做主编，叫中评网，

各种各样的评论，做得挺学术的。

我们的设计也是经过一个改造，本来的设计比较老式的，标题很注目，有些花边什么的。在我去了以后，

请了在革命博物馆做了很多年设计的人，叫施力行，跑到我们这边来讲了一次课，讲杂志的设计，带了几

本德国的杂志来，讲德国杂志的设计是怎样做的，从那以后，陈威威做的设计都非常漂亮。

问：作为编辑会否对设计给意见？

唐：会，因为这个涉及重要性的问题，除了前后之外，文章的标题、图的大小，都有一定关系。有些有争议

的，我们还不敢把图放得太大，哪些进彩色页、哪些不进，都是有关系的。

步入九十年代

问：您在《美术》杂志一直到1991年？

唐：对。我离开《美术》杂志其实是这样。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信，是郑胜天写给我的。他说美国有一个博

物馆，想做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有两个人来，让我来接待一下。那是David Kamansky和Richard 

Strassberg。Strassberg讲很好的中文。他们做过一个中国现代的展览，他们现在要再做一个。

我就带着他们在一些城市走了一圈，收集艺术家的作品，我陪着他们。我们在上海看到李超（这个人本是

学美学的，蒋孔扬的学生，现在在研究美术史）画了一张模仿塞尚的风格，在玩牌，标题是〈不与塞尚玩

牌〉。他们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把这个所为展览的题目。

91年，他们邀请我去Pasadena参加开幕式，但那时我不能因私去这样的活动，领护照很麻烦，最后变成

因公出门。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又经过这么复杂的出国手续之后，我去了就没有回来了，算是离开《美

术》了。但是我离开他们也很高兴。

问：您是怎么认识郑胜天的？是不是85年您去浙江美术学院的时候？

唐：好像是那次。之后我们经常会碰见，在一些展览、会议上，但我们从来没有很密切的私人交往。

问：那他90年为什么找到您来做这个事情？

唐：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反正我就帮他做了。我在网上看到Kamansky跟Britta Erickson有一个访问，他说︰

「我们才是第一个把中国当代艺术介绍到美国的。」Britta就问他当时是怎么可能的，他就说当时有我在

帮他。

问：可否说说您接待他们的过程？您是怎么选择到什么地方去看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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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其实很简单，比如我到上海去找到画〈不与塞尚玩牌〉的李超，我知道上海有谁，就跟他说我想找谁，也

问他你知道有谁可以推荐的，就挨家挨户去找艺术家的家，艺术家的家就是他们的画室，当时没有大画

室。当时他们就会决定邀请谁。

问：找人的名单是您决定的？郑胜天没有推荐？

唐：没有，他推荐会有走后门的嫌疑，他不需要这样做。有谁在什么地方，我基本上都知道。去了一两个地

方，我就知道他们要找什么，我也可以带他们到中年艺术家的家里，他们前一个展览《Beyond The Open 

Door》就是中年艺术家，但他们这次显然更有兴趣的是八五以后的艺术家，那我更熟了，很多我都认识，

可能之前未见过，但是都知道。有些地方我之前没有去过，比如成都，因为八五以后成都不是很重要的地

方。去了也很容易找到人，何多苓他们有兴趣，我们去找他了。有些艺术家，事后我想是出于商业考虑，

比如山东一个艺术家画牛的，而这个展览有一个赞助人是做奶牛场的，哈哈﹗

问：他们当时是买了这些作品吗？

唐：是买的，所以毕竟是博物馆的名义，艺术家也没有要求很高，他们跟艺术家有商量。

问：但这不是博物馆买的，是Kamansky买的？

唐：我当时不知道是博物馆买还是私人买的，但是Kamansky跟这个博物馆的关系是很深的，他有相当一部份的

私人藏品放在博物馆里面，是否捐赠的，我不清楚。他也有很多古代的东西，他很会鉴定古物，一看便

大概知道真伪。他花钱的时候，让人感觉他是掏自己腰包，不像在花博物馆的钱。他也是这个博物馆的馆

长。他祖父就到过中国，收集了很多中国的古物，这些东西就在博物馆里，所以这些东西不知道他捐了没

有，反正是和他有关的，所以他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说话是很算数的。Strassberg现在仍在UC LA，大概是教

中文，他把《石涛话语录》翻译成英文了。

问：我觉得从89年到92、93年这段时间，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比较奇怪。八五新潮已经结束，93年的诸如政治

波普这些风格还未完全出现，所以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探索往后应该怎样走。刚好这段时间，在1990年，您

在中国走了一圈，您觉得当时艺术家的心态是怎样？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唐：这段时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晓东。刘晓东那批作品会引起注意，我觉得是非常能反映那个时期的心态︰

很无聊又很无奈。所以他的毕业作品画宿舍里面的情况，乱七八糟的，空饭盒什么的，我觉得是非常有代

表性，他和八五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有非常消极的态度。八五是理想主义的，是希望改变现实的，

尽管风格有些冷峻。刘晓东表现了无聊、无奈、没有意思，非常明显的这种状态。出来引起很多人注意，

官方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写实，技法很好，其实他很有代表性。当时包括催健的歌曲、一些地下电影，

都是有这种情绪，六四之后整个情绪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低落，和后来商业潮出现之后表现的东西也很不一

样。所以刘晓东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陈丹青在国外看到之后很赞赏他，这是从技法的角度去肯定他，但刘

晓东被广泛注意是跟当时社会的心态有关的。

问：我们看过很多有名的艺术家在这段时间的作品，跟他们在之前和之后做的东西都非常不一样。他们似乎在

探索应该怎么做，国外的观众怎样会接受我的作品，因为当时在国内所有的展示发表平台都是封闭的，他

们找的出路就是找新的观众，就是海外。通过出国的艺术家或者策划人，他们想找这个出路，这种新方向

对整个艺术创作有所影响。

唐：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之后。包括在九十年代初期有相当多的画展是在外国人的公寓或者领事

馆开的，或者是在外国人的宾馆，当时的北京饭店是拿外国护照才能进去的。当时有很多这种展览，针对

的是外国观众，无形中影响了艺术家。九十年代以后，很多艺术家有很明显的这种倾向，直到今天还是有

这种情况，目的是讨好外国人的钱袋。很多画家画文化革命的题材，其实文化革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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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画得很肤浅，没有什么意思。

问：这个现象在九十年代初时，不一定是一个坏的现象，因为当时的艺术家根本没有出路，前途茫然，所以这

是很自然的一个方法。直到93年又是一个转折，有一些重要的展览，在威尼斯、香港、德国等等。在此之

前没有，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唐：对，刘晓东的展览是毕业展览，所以可以公开展出。还有很多展览是不公开的，比如当时有圆明园村，有

很多盲流艺术家，他们的展览基本上就在外国人的宾馆。当时给他们比较多支持的就是栗宪庭，当时高名

潞出国了，我也出国了，而且也失去了阵地，费大为、侯瀚如、孔长安，很多人都出国了，坚守阵地的只

有栗宪庭，所以栗宪庭在九十年代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在八十年代初期起了很大作用，在九十年代又起

了很大的作用，外国也很关注他，在国外都能看到关于他的报导。

问：93年开始了一本很好的杂志，就是《Art Asia Pacific》，里面就报导很多栗宪庭，又有他的文章；张颂仁

也跟他合作做了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览。

唐：栗宪庭在艺术观上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这一点上他比其他人明显。他对共产党的一套东西非常

反感，所以他对于比较对立的东西比较关注和支持，这和他在九十年代推崇的艺术也有一定关系的。他在

八十年代已经是这样了，我在编辑部碰到他，他开口就骂共产党，哈哈。

问：最后一个问题︰唐老师，您怎样总结八十年代？

唐：有一些词大家都说的，可能也有一定道理，比如理想主义，普遍的理想主义色彩；跟当时的文化热也很有

关系，很多艺术家的东西有明显的西化倾向，最后把现代化与西化变成一样了。还有一点，八十年代的市

场非常弱，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地方。

很多想法其实是很简单的，有人说八十年代直到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都是模仿西方，但可能不是那么

简单，当然西方影响是非常非常大，但分析八十年代的艺术接受影响的过程，你会发现中国人是有选择地

模仿︰为什么先选择这个，然后选择那个，其实这个选择的过程中能发现一条线索，它自己形成了一条轨

迹，不是简单的模仿。另外，中国的艺术其实一直没有脱离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文化热就是整体

社会的现象，又比如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包括政治的影响，一下又反精神污染，一下又开放了，这始终

对中国艺术有影响，中国艺术始终没法在很冷静的、旁边的角度看这些，而恰恰是跟着这些东西在走。只

能说明中国艺术还不是很成熟，如果八十年代这些问题可以好好的讨论的话，可能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始

终就没有认真的讨论过，要不就说成是简单的模仿、是跟着外国人的屁股走；要不就说那是先见之明，现

在巨大的成功都是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始终都没把问题看得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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