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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圣天作业’的⼀个提案”（A Pr9p9sal 29r Sh18g Pr9510t）由Sf

s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P思想研究所与长征计划于2 15m联合h

c，eSf当代艺术的重要先驱者郑圣天⼋⼗RmH的⼈⽣经验

与艺术⽣涯为研究j象，试图e此重新启动⾰命／后⾰命历程S

我们j于Sf艺术与社P的历史感－觉。“圣天作业”是郑⽼师T

r的h明，p的个⼈⽹站Ic名为“圣天作业”

（sh18gpr9510t.09m）。我们在此谨将Tr的研究与思考e提案书

的形式向郑⽼师、向整个艺术界提案。“给‘圣天作业’的⼀个提案”

包括t个部分：《我本H是要a墨西哥的》、

《.ISHU≠ART》、《圣天读本》。

郑圣天的⼈⽣犹如历史的精⼼构造，透过p，我们可eh现百m

Sf历史S的复杂曲折、机缘聚合、彷徨歧路，感受到如潜流般

涌动、汇集的历史能量。

“我本H是要a墨西哥的。”这是郑圣天回顾198 m代第⼀次gf访

学时所说，这句平凡⾄极的话在四⼗Rm后却显Y意味深长。时间

恒转如流，历史⼀次性h⽣，这句话引导我们进⼊到2 世纪交错叠

加的历史褶皱S，h掘g蕴藏其间的历史意义、可能或者潜能。

郑圣天说：⼈⽣I像⼀个⼴场，⼈H⼈往，熙熙攘攘。提案e“⼴

场”作为主体意象，⼀⽅⾯e个⼈⽣命经验之流作为提案线索，e

丰富的⽂献串联c⾰命／后⾰命、冷战／后冷战、帝f／新帝f的

R重历史结构，呈现2 世纪⾰命与艺术的“两种现代主义”，打通S

f历史叙述S被分断的“t个t⼗m”。另⼀⽅⾯，e丰富的⽣命史

⽂献为基础，呈现g⼈⽣“⼴场”上⼏代⼈的偶遇、纠结、⽃争与离

合。这条充满偶然性的⼈⽣河流，展开⽽为世纪的⼴场，在A同历

史动⼒的交错响应S，形构g命运的迷宫。

“给‘圣天作业’的⼀个提案”A是关于郑圣天的个⼈回顾，UA是p

的历史⽂献。作为⼀个贯通了创作、研究、策展、教育等R个领域

的长期计划，它⼤于提案书S的呈现。希望通过⼏代⼈的共同⼯作，

使A同世代的⼼o能够彼此通达、重新连接，使被遗忘、被阉割的

历史记忆与故事重新l为当代⼈的经验。

我们期待着，通过我们的⼯作，可e邀请更R朋友进⼊到历史的

“有我之境”a感知和感觉，a触及⼀种从个⼈⽣命经验gh的开放

的历史学。因为我们相信，n有在全⾝⼼的响应S，在T我与事件

撞击的⽕花S，才能照亮过a；n有再造⼀个现场，才能跟历史照

⾯。n有l为历史，才能把握历史。







郑圣天的个⼈史、创作实践以及以1墨艺术交流为题的历史调研，

三个看似各2独⽴的历史叙事，被并置在同⼀个现场，观展的体验

随机串联起个体、艺术和时代之间的关系，牵引出通过⼀个个体所

连接起来的两种国际，时间恒转如流，历史⼀次性发⽣，引导我们

进⼊到20世纪交错叠加的历史褶皱1，发掘出蕴藏其间的历史意义、

可能或者潜能。

郑圣天的⼈⽣犹如历史的精8构造，透过他，我们可以发现百年1

国历史1的复杂曲折、机缘聚合、彷徨歧路，感受到如潜流般涌动、

汇集的历史能量。“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这是郑圣天回顾1980

年代第⼀次出国访学时所9，这句平凡⾄极的话在四⼗0年后却显

得意味深长。





����

1937年7⽉卢沟桥事件爆发。战⽕逐渐蔓延⾄整个华北。⽗母避难

到⼤别⼭北麓2⽼家罗⼭。5久母亲就8那i⽣下73。

1942年⽗亲去Y民政府社会部任职，e⼯作8重庆市内，却把家安

置8郊外。3们8⼭洞（重庆外4⼩镇）落脚后，兄弟四⼈和姐姐

均就读于镇上2圣光n校。3五岁前就与四哥4起⼊4年级。圣光

为哈佛毕业2河南基督徒尹任先先⽣兴办 。中Y2教会n校4向

由Y外资助建⽴，主理者也多为洋⼈。r圣光由华⼈⾃建⾃理，实

属5易。 尹任先（Erne01 Y-n，1887-1964）湖南攸县⼈，哈佛⼤n

毕业，教育家。

1945年抗战胜利时阖家复员去南京，⽗亲居然弄到好⼏张机票。那

时乘坐26架运输机。3到洗⼿间⽅便，从厕孔可以看到云飘地摇。

那63第4次从空中俯瞰地球。E5到今⽣还要再见⽆数次。

8南京⽯头城念7s年⾼⼩，半年初中，解放军就已兵临城下。

政府⼤部陷于瘫痪。⽗母决定先搬到上海。看形势再定去向。

1949年5⽉26⽇早晨。3和四哥照例⾛到四川北路搭乘4路9轨电

车，过苏州河去沪西2育才中n上n。但路上4辆车都看5见，

出奇地冷清安静。3们决定步⾏前往。到7四川路桥邮电⼤楼时，

只见桥头都6沙袋堆成2碉堡。守8那i2⼠兵向3们摇⼿，说

桥5通7。3们只好掉头t家。t家打开收⾳机，听到电台播出

“解放区2天6明朗2天”2歌声。苏州河南岸已被解放军占领。

⼤家渡过75眠24夜。第⼆天天亮⾛出街上，看到许多穿黄军

装2解放军战⼠合⾐睡卧8路边屋檐之下。4个新世纪开始7。

——摘⾃郑胜天：《西雅图寻踪》、《⼭洞顽童》及《宁沪s迁》，《偶遇⼈

⽣——把⾃⼰扫描4遍》，杭州中Y美术n院出版社2 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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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是教育家陶⾏知抗战时在重庆创⽴的⼀所学校。专为战争中难

童孤⼉中有⽂艺天才的孩⼦⽽设。许多著名艺术家如贺绿汀、艾青、

李凌、戴爱莲等9在该校执教，因⽽⼈才辈出，蜚声杏坛。胜利后

迁5上海。学⽣不少仍2⾃孤⼉院；但已不拘⼀格开门招⽣。

育才学校是 950年代中国教育的⼀0异数。解放初期的思:改造、

“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9发⽣在校门之外，对师⽣没有明显影

响。学⽣听5的马恩列斯不多，更崇拜的恐怕是达芬奇、莫扎特或

莎⼠⽐亚。陶⾏知先⽣主张“天才教育”、“⽣活教育”，注重创造⼒

和0性培养。马侣贤校长⾃晓庄时代3追随陶先⽣，很能贯彻⼒⾏

他的主张。校内⾃由主义观念弥漫，艺术空⽓浓厚。我完全不记得

当时怎样上课或考试，1像⾃然⽽然地3学会了画画。学校也没有

明确的学制。学⽣在校时间可长可短， 有2有去。

许多⼈⼊学⼏年后⾃动离去5别的艺术院校深造。7家3

像送家中7哥7姐出门，视为当然。

——摘⾃郑胜天：《育才学校》，《偶遇⼈⽣——把⾃⼰扫描⼀遍》，杭州中国

美术学院出版社，20 3年版

我对墨西哥艺术的兴趣可以说始于童年时期。  岁时我进⼊陶⾏

知先⽣创办的 育才学校。刚从⾹港回2的版画家王琦⾃ 950年起

担任该校美术组主任。他对国外艺术的了解显然超过许多同代

⼈，我3是从他那⾥头⼀次听5墨西哥“壁画三杰”的名字。

——摘⾃郑胜天：《前⾔》，《风起扶桑: ⼆⼗世纪墨西哥与中国的艺术对

话》，北京泰康空间“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研究项⽬，20 7年⾄今

5 953年国家推⾏7专院系调整时，决定将育才停办。因为它不

合体制。学校改名为⾏知艺术学校，只将师范部保留下2。其余

学⽣分别并⼊它校。著名的杭州艺专那时叫中央美院华东分院，

派了⽅增先、于长拱、吴德隆等青年教师2校甄选。从美术组中

挑出 2⼈，免试保送5杭州⼊学。

——摘⾃郑胜天：《育才学校》，《偶遇⼈⽣——把⾃⼰扫描⼀遍》，杭州中国

美术学院出版社，20 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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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蔡元培先⽣与林风眠校长1在南⽅选址设⽴国⽴艺术院，

⼀眼就79杭州，并定在⾥外西湖之间的孤⼭麓下建校。

美院那时在杭州名声响亮。本地⼈仍习惯叫“泥做”（艺专的本地

⼜⾳读法）。“泥做⽣”皆城9时髦⼈物。⾐着怪异，蓬头散髮。

在⼤街3⼀眼就能认出。五⼗年代的西湖边清寂得令⼈⼼怵。⽽

美院周末晚5却总是热闹异常。在门外，从希腊庭柱之间能见2

翩翩舞影伴着悠扬乐声。进⼊礼堂，则常5有杭州⼈难得⼀见的

⾼⽔准舞台表演。当时步万⽅、殷光宇等同学的京剧和昆曲折⼦

戏，让台下的前辈盖叫0都不由⿎掌叫好。

我进校时美院正⾯临⼀次重⼤教学改⾰。1950年代9国向苏俄＂

⼀⾯倒＂，事事奉⽼⼤哥为样版。原来学校是三年制，从⽼校长

林风眠当年的办学理念，只分绘画、雕塑两系。

⾃1953年起，彷照苏联美院模式改为五年⼀贯制。绘画系按画种

⼀分为三：国画系、油画系与版画系。油画原⾃欧洲传⼊，成为

俄国主1画种。年轻⼈从油墨味很浓的苏联杂志画册372列宾、

苏⾥柯夫的油画，⽆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绝⼤多数都报名学

油画。3国画系1领导费⼒劝说，还万分不情愿。我在同学9年

龄最⼩，但被选⼊油画系，⾃我感觉当然很好。

——摘⾃郑胜0：《西⼦湖畔象⽛塔》，《偶遇⼈⽣——把⾃⼰扫描⼀遍》，杭

州9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董希文工作室进修时期笔记
在中央美院的一年时间虽短，却是我艺术求索中的转折点。[⋯⋯] 董 [ 希文 ] 先生“民族化、现代化、革命化”的主张勾画出一种理想 : 陈
规要突破，任重而道远。大家都觉得自己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会见证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这种革新者的自我定位使我们经常处于昂奋状态 ,
画室中下笔语不惊人誓不休 , 课后时时刻刻都在讨论艺术。就是午夜到八面槽馄饨去吃碗宵夜，也不忘在腾腾热气中探究中国文化未来。我们最
受益于董先生的应该是学到一个艺术家的立场：用自己的眼睛去观看世界，用自己的真心去表现世界。

——郑圣天：《吾师董希文》，《偶遇人生——把自己扫描一遍》，（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 年）

郑圣天于央美董希文工作室进修 / 浙美油画系任助教时期笔记，1961-19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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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忘记乘汽车去蒙古⾼原来2坝3那⼀刻的感觉。车在⼭坡3

弯弯绕了半1。背后燕赵群⼭已伏脚下，1晴时说不定6能看2

⼋达岭。汽车好不容易爬2坡顶，眼前突然出现⼀⽚⽆际平原，

1⾼云淡，风清⽔寒，顿时令⼈忘却尘世繁杂，精神为之⼀振。

⽼同学刘1呈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师范学院⼯作，⼀直邀我去内蒙

访问。在中央美院进修⼀年9时间⾥，我0先后去过三次。那时

我正在寻找个⼈绘画风格。我喜爱厚重拙实的墨西哥艺术家⾥维

拉和安吉亚诺；也对当时正在杭州办油训班的罗马尼亚画家博巴

⼗分⼊迷。草原和草原⼈0成为我尝试新⼿法的理想题材。

回杭州之后，内蒙的醇浓回忆难以忘怀。正逢全国美展征集作品，

我开始创作⼀幅油画《家在草原》，画⼀位蒙族4娘在蒙古包中

⽤奶茶款待路过的地质勘察队员。
——摘⾃郑胜1：《内蒙之梦》，《偶遇⼈⽣——把⾃⼰扫描⼀遍》，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从画布制作、构图笔法和⼈物造型，我6试图把⼀年来所学发挥

出来。结果虽不尽理想，但⾃觉还不乏创意。果然送2全国美展

得2评委会的⾸肯。《家在草原》终于在1964年的全国美展展出，

可是展后作品的下落不明，那时⽂⾰风声越吹越紧，谁也顾不3

⼀张画的下落了。









在罗马尼亚艺术家博巴在浙江美院举办的油画训练班P始时，博

巴(Eu)(n Popa)a确提出了⾃⼰的艺术使命。他对学⽣E说：“我

来到中国，我1想把欧洲的油画传统机械地传递给你E的国际。

我认为中国艺术家1该盲⽬地吸收和模仿欧洲油画。他E应该关

注中国的特⾊，创造中国⾃⼰的油画。当然，这1可能在短时间

内p成，需要g期的努⼒。为此，我E必须深刻⽽牢固地掌握这

种媒介的规则和理论。“虽然博巴也e意艺术应该反映现实并选择

社会主义主题，n他强调艺术家的个6表现，他对结构和⾊彩语

⾔的追求，引导他的学⽣去寻找艺术的本质。提倡这种审美观念

和⽅u在当时2⾰命o的。

——摘⾃郑圣9：《1960年代中国艺术的另类模式》，《我本来2要去墨西哥》，

“给‘圣9作业’的0份提案”，北京g征计划及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

思想研究所，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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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0⽂⾰初期饱受折磨委屈，我很容易被⽑泽东南下视察所作

*新姿态打动。选择创作题材时，就以此为内容，勾了⼀幅表现

⽑视察:江南北*画稿，题⽬引⽤他*诗句“2间正道是沧桑”。

我没1采⽤⼀般写实⼿法，⽽是将⽑*⾝体象征式地衬托0云空

中。⾝后⼀⽚红旗招展*神州:地。草图很快获得通过，但0开

始9画布时，我被告知⽑*头部必需由⾰命⼩将4画，⾝体也应

由⾰命觉悟较⾼*教师执笔。作为⼀3“可以改造*资产阶级知

识分⼦”，我只能涂抹画⾯*背景。不过我倒也⽆怨⽆尤。⼀⽅

⾯让我重拾画笔已是万幸)另⽅⾯我觉得这鸟瞰式*:地和云层

滚动*6空，正是此画*创意所0。

作品由周瑞⽂、徐君萱和我合作完成后，居然:受欢迎，:⼩印

刷品出版;种，很;城市还复制到巨幅⼴告牌9。据说9海⽕车

站⼴场迎头就能见到。

*注释(原词《七律·2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最早發

表於2民⽂學出版社1963年12⽉版《⽑主席诗词》(钟⼭风⾬起

苍黄，百万雄师过:江。虎踞龙盘今胜昔，6翻地覆慨⽽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6若1情6亦⽼，2间正

道是沧桑。

——摘⾃郑胜6：《2间正道是沧桑》，《偶遇2⽣——把⾃⼰扫描⼀遍》，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1970年代的结婚仪式异常简陋。花⼗元钱，在杭州酒家办了⼀桌

酒菜。两0单⼈⽊床⼀拼宿舍2成新房。我们又买了⼀些糖果⽠

⼦，款待1贺喜的⽼师同学。婚后没有多久，爱康和毕业班全体

同学⼀起，被送6远离杭州的空五军农场军训。1972年爱康回6

杭州，分配在市卫⽣防疫站画保健图册。⼥⼉郑凌也在那时出

⽣。

⽂⾰的后⼏年泛善可陈。8多数⽼百姓只是⽇⽇⾯对社9秩序被

彻底打乱的苦果。校仍未开门招⽣，教职员⼀部分在乡下盖房建

校，"留守”城内的也不过每3坐在⼀起泡时间，名⽈"政治学习”。

⼥⼉2在这种⼈⼈都当“逍遥派”的平淡⽇⼦中长8。

1976年初，⼈民英雄纪念碑前堆起如⼭的花圈挽联，3安门前⼈

海如潮，都是⾃觉1悼念周总理去世的群众，我也带着⼥⼉跻⾝

其中。

1976年7⽉28⽇凌晨三时，唐⼭3撼地摇，北京周围也颤抖不⽌。

在南京、7海、南通，许多⼈都仍住在室外“避震”。最后回6杭

州家中，晚7还是要抱着蓆褥6操场7露宿。⼀0多⽉后，中央

电台长时间播放着哀乐，宣告⽑泽东离开⼈世。

1977年，美院在关闭10年之后，开始重新打开8门招⽣。这次恢

复了专业课考试的办法，为⽆数热爱艺术、渴望已久的青年带1

机9。申请报名的资料铺3盖地⽽1，邮局每3都要⽤卡车专门

运送。⽼师们从早6晚经⼿7千份材料，看得眼花缭乱。

——摘⾃郑胜3：《⼈间正道是沧桑》及《希望升起》，《偶遇⼈⽣——把⾃⼰

扫描⼀遍》，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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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之际，中g领导⼈o始安排派遣学者到g外进修考察，

主要是在科技、⼯程、医学等领域，E过在⽂史l艺术⽅⾯也配

有少量名额。我于1979年通过了教育部Bhg选拔考试，有幸成

为艺术院校e早得到hg机RB青年教师之⼀。 n时我⾸先B

计划L是申请去墨西哥进修壁画。⼤嫂程廼欣x我介绍了时在墨

西哥留学B俞成仁先⽣，sx我提供了⼀些墨西哥艺术院校B信

息。可惜教育部没有同意我这⼀选择，理由是我E通西班⽛语。

⽽当时在g内也确实难找到学习西班⽛语B地⽅。

t来我去了vg明尼苏达⼤学B艺术系。1982年借⼀次到洛杉矶

参加g际艺术教育协R年RB机R，我终于实现了去墨西哥访问

B夙愿。我在洛杉矶机场临时兑换了 ⼀些正贬值B墨西哥⽐

索，⼏a时t降落在雾霾笼罩B墨西哥城。仍在墨西哥⼤学B俞

成仁夫妇热r地安排我住在sB宿舍中。

还帮我联系积极⽀持中墨⽂化交流B前总统埃切维⾥亚(Luis 

E0h2v2::ia B办公室，将我介绍x⼀些墨西哥c名B艺术i， 如曾

访华B布斯托斯l拉佐夫妇():tu:9 Bust9slRi8a Laz9 、墨希亚克

()197f9 M2xia0 ，f及在中g展h过作品B安吉亚诺(RauA7

)84uia89  等，并安排我访 问s们B画室或寓所。在短短B两周

⾥，我参观了⼏乎所有在墨西哥城l周边地区B重要壁画景u及历

史⽂化遗址。拍摄了⼤量B彩⾊反转⽚。在旅途中我随时将这些令

⼈兴奋B经历记录下来。t来集撰成⽂，f《墨西哥壁画印象记》

为题，发表于1984 年B《新v术》杂志。

——摘⾃郑圣M：《风d扶桑( ⼆⼗世纪墨西哥与中gB艺术对话》之前⾔，北京泰

康空间“社R主义现代主义”研究项⽬，2017年⾄z









《0市⾥的印第安男孩6

 983

布⾯13

68 x  00 cm 



《卡尔》

1981

纸上油画

 1 x 6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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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初夏，我开始计划去欧洲的旅⾏，想利⽤1⼀难得机会⾛

遍欧洲各国，瞻仰从前只在书8熟悉的美术馆，最后取道莫斯科

乘西伯利亚⽕车回国。主意已定，我花了⼏个⽉时间申请各国护

签证。⼋⼗年代0向签证官们说明⼀位3陆-前往旅游的理由谈

何容易。我费尽⼜⾆，他们仍会满⾯狐疑地望着我发愣。

直2在伦敦机场⾛下飞机的那⼀刻，我才相信不再*梦。

*注释：郑圣天1983年3旅⾏的⾏程：伦敦-都佛-布鲁塞尔-安特卫

普-布鲁⽇-阿姆斯特丹-巴黎-马德⾥-托列多-巴塞罗那-佛罗伦萨-罗

马-⽶兰-威尼斯-维也纳-慕尼⿊-图宾根-科隆-汉堡-哥本哈根-斯德

哥尔摩-赫尔⾟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

——摘9郑胜天： 《从泰晤⼠河2贝加尔湖》 ，《偶遇-⽣——把9⼰扫描⼀

遍》，杭州8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1孤独的旅⾏者 2

1987

布⾯油画

1 9 x 1 9 cm 



《印第安艺术家》

1987

布⾯油画

121.7 x 149 cm



个

[ 大学，1981年。郑圣天 “ 文革 ” 后 国家 进修的大 院 教师 一。]

记得我应 一 在学术 讨会 用 语 ， 世 中国艺术 艺术教 ，我
个夜 ， 是 心 ， 不 。[……] 时人们 大 来的

艺术家 。我 国 美术界状 ， 们大 未 。

 ——郑圣天：《 国》，《偶遇人生——把自己扫描一遍》(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 年 )

[ 进修后 浙 美院任教，1984年 ]

八 年代 出国的人 ， 国者 是 见，人们都 界。我的 见 大

， 。我也 ， 道来。 艺术 到美术教 ；
学 到 ，一 就是 时。 后 到 去 ，一 不 。

 ——郑圣天：《“八 新 ”》，《偶遇人生——把自己扫描一遍》(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 年 )



郑圣天说：⼈0就像⼀个⼴场，⼈来⼈往，熙熙攘攘。提案以“⼴

场”作为主体意象，⼀⽅⾯以个⼈0命经验之流作为提案线索，以

丰富的⽂献串联起⾰命／后⾰命、冷战／后冷战、帝国／新帝国

的多重历史结构，呈现20世纪⾰命与艺术的“两种现代主义”，打

通中国历史叙述中被2断的“三个三⼗年”。另⼀⽅⾯，以丰富的

0命史⽂献为基础，呈现出⼈0“⼴场”上⼏代⼈的偶遇、纠结、

⽃争与离合。这条充满偶然性的⼈0河流，展开⽽为世纪的⼴

场，在不同历史动⼒的交错响应中，形构出命运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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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世纪0最初⼗年，世界o端0墨西哥和中国都酝酿发起了全国

性0⾰命。1911年迪亚斯独裁政权和满清政府相继s推翻。⾰命后

o国社会仍然遭受着长期0动荡和混乱，但随l⽽:同样重要0挑

战3n何教育7民，促使他J认同⾰命0思想观念和⽬标。在以⽂

盲占7⼜⼤多数0o个国家中，启蒙就成为最紧迫0任务l1。

墨西哥艺术家在⾰命初期就已尝试以版画、壁画等传统形式表达他

J对本国⽂化和c实0关切。19"1年s任命为公共教育部长0⽡斯

康切洛斯（José Vasconcelos）提出了由政府赞助创作壁画0宏⼤计

划，主张以形象语⾔向2识字0公众诠释墨西哥0历史，⽂化⾝份

和⾰命理念，正n古代0马雅7和阿兹持克7在他J0庙宇和陵墓

中绘制壁画，c代0政府办公楼和公共建筑也应该成为新壁画0墙

⾯。 ⽡斯康切洛斯2仅动员了许多国内0艺术家，远在欧洲哥a

维拉、西盖罗斯也相继回国投⾝于壁画创作。

艺术家J先后在国民⾼等预备学校、国家宫、艺术宫、查宾⼽⼤

学、墨西医学院、公共教育部等处完成了⼤批精彩0作品，逐渐

展开了闻名于世019" 年代墨西哥壁画运动。

同1时期在中国也出c了以知识分⼦为先导0启蒙运动。和墨西

哥2同03，它23以绘画形象，⽽3以语⾔和⽂学作为教育⼤

众0媒介。运动0领导者陈独秀、李⼤钊、鲁迅、胡适等7提倡

采⽤和⽇常⼜语接近0⽩话⽂，以取代⼤部分7难以理解0⽂⾔

⽂。因为通过⼤众易懂0语⾔和⽂字，可以e9V传播科学与民

主0先进思想。鲁迅3中国⼆⼗世纪最伟⼤0⽂学家，s⽑泽东

称为"中国⽂化⾰命0主将"。有意思03，也正3他第1次将墨西

哥壁画介绍给中国读者。1931年1 ⽉，上海⽂学杂志《北⽃》第

1卷第⼆期在⾸页发表了a维拉0壁画《贫7l夜》。画页前0

透明纸上有鲁迅执笔0简短介绍。

——摘⾃郑胜天:《鲁迅介绍a维拉》，《风起扶桑：⼆⼗世纪墨西哥与中国0艺

话》，北京泰康空间“社会主义c代主义”研究项⽬，" 17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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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世纪第F位访问Yo的墨西哥艺术家⽶盖尔·珂佛罗⽪斯。他

是墨西哥重要的漫画家、插画家、考古家t⼈类学者。珂佛罗⽪

斯1(04年出e于墨西哥城。⾃幼显⽰出⾊的艺术才能，14岁起就

为教育部等机构画插图。

1(23年1(岁的年珂佛罗⽪斯移居纽约，h快引起艺⽂圈的注意。

他的作品w始出现在《纽约客》(076 N6B 2or96r 、《名利场》

(13nitC F3ir 等杂志T。他曾担任后者的艺术主编⼗年。⾥维拉u

他的作品评价h⾼。他说)“在珂佛罗⽪斯的艺术Y，i有⽍毒粗

野，讽刺F点不带恶意，幽默既新鲜又清爽；形象刻画也⼗k精

准到位。” R些美o杂志定期通d外商的别s洋⾏进⼜到Yo。

T海别s洋⾏w在繁华的南京路T，附设F个买外⽂报刊的书摊。

漫画家叶浅予回忆说：“我t张光宇经常到“别s”去搜购R类报

刊，……我每期必买的有英o的Pun47，美o的《纽约客》，还有

美o的《13nitC F3ir》，我as现其Y有位墨西哥画家珂佛罗⽪

斯所作的世界名⼈漫画像专栏，光宇吸收了他的夸张⼿法，我学

得了他的速写功夫。” Yo艺术家在到珂佛罗⽪斯本⼈之前就已

与他有了神交。

1(30年代初，珂佛罗⽪斯t他的第F任妻l罗莎(Ros6mond6

CoB3n 46曾两次赴亚洲旅⾏。1(30他a新婚后选择了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为⽬的r。六周的航程需经东京、T海、⾹港t马尼拉等

城市，所n他a往返时均在T海停留d。

珂佛罗⽪斯在Yo的短期逗留u不少Yo艺术家产e了深远的影

响。m突出的例l就是张光宇t叶浅予。张光宇曾回忆⾃⼰到柯

佛罗⽪斯时的感觉)“更有墨西哥画家珂佛罗⽪斯的N临，带N诗

岛B3:iT空的热带云景的消息，y使得我的灵感，要有点⽻化登

仙样l 。”

受到珂佛罗⽪斯影响的画家当然不⽌R两位。我a从张仃、廖冰

兄、丁聪、 严折西、陈静e等的作品YVc看到借鉴挪⽤的例

l。1(30年代是T海漫画s展的黄⾦时期，⽆c否认R与珂佛罗

⽪斯访华之⾏有F定关系。在n后的⼏⼗年Y，N⾃珂佛罗⽪斯

“T海幫”的艺术家h多成为Yo艺术界的领军⼈物

—摘⾃郑胜P：《柯佛罗⽪斯遇“T海帮”》， 《风起扶桑) ⼆⼗世纪墨西哥与Yo

的艺术u话》，北京泰康空间“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研究项⽬，2017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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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0民共和国成⽴后，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中

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开始积极寻求3⾃亚洲，⾮洲和

拉丁美洲国家和西⽅左翼知识分⼦的⽀持。1951年2⽉，在柏林举

⾏的世界和平理事:提出召开⼀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议的

建议，印度代表提出在北京举⾏，获得⼀致赞同。⽽中国⽅⾯也

认为6对于正处于反华势⼒包围的新中国是⾮常有利的，决定尽

⼒开2建国以36头⼀次的9型国际:议，并由周恩3总理亲⾃

领导6项⼯作，彭真为中国筹委:主席。

1952年6⽉，在北京举⾏了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议的预备:议。

参加:议的有3⾃201国家的47名代表。墨西哥代表团的⾸席代

表和另⼀位同事于5⽉2"⽇飞抵北京。当时的报导说：“他们怀着

满腔的热情从遥远的墨西哥3参加6次:议，下飞机后，便拿出

⼀张照⽚给中国朋友们;。6张照⽚是很9的油画的缩影，油画

据《世界知识》杂志记载:“六⽉三⽇⾄六⽇举⾏的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和平:议筹备:议的:场墙上，原3只挂着⼀幅巨9的毕加

索的和平鸽的翻印画，可是，7了:议最后⼀4，在和平鸽的对

⾯墙上又挂上了⼀9幅⾥维拉壁画的⿊⽩翻印。"

——摘⾃郑胜4:《拉美艺术在亚太和:》，《风起扶桑:⼆⼗世纪墨西哥与中国

的艺术对话》，北京泰康空间“社:主义现代主义”研究项⽬，2017年⾄今

的名称叫做:《和平的美梦和战争的噩梦》，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

平:议的墨西哥发起0之⼀迪亚哥·⾥维拉画的，上⾯画着世界爱

2和平0民的领袖斯9林9元帅和⽑泽东主席的像;同时也画着美国

军队屠杀和平0民的暴⾏。他们5把6张歌颂和平和诅咒战争的油

画缩影赠给中国0民，以表⽰墨西哥0民爱2和平的愿望。”







北京，1955年10⽉11⽇

亲爱的⼤卫和安杰丽卡：

很z兴2多年后收到1们的信，更z兴地知道1们离得.远

并且3J能⼀起⼯作。

我9告诉您⼀些3关我们nm和计划的信息。顺应上天安

排，我们又花0⼀年的时间画画，……⼀5星期后我将2这⾥举

办⼀5所3这些画作的展览。i后，我们将于11⽉2⽇或3⽇⽴即

启程前往莫斯科，希望1们仍2那⾥。夏天我们将去智利并于3⽉

返回欧洲，已经完全准备好于5⽉15⽇2华沙开始与1合作。团队

算上我⼀5。

团队2莫斯科举⾏的墨西哥展览会是否3J能继续2北京和上海

举⾏？2这⾥，我们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朋友们曾2.同的场合与

我谈过举办⼀次墨西哥艺术展览的必9性。我明天肯定将与a们

交谈。.过为0.耽误这封信，我会另外再写。1们两位也应该

考虑来这5国家访问...

我将于11⽉15⽇前往柏林出席我⼀5展览的开幕式。如果因

故我们2莫斯科或柏林见.到⾯（那真令⼈遗憾），您2我离开

之前还未到达那⾥，请通过苏联对外⽂化关系协会把1的地址留

给我（因为a们说1已.住2Jazmin），这样我才能写信给1，

知道我们何时2华沙见⾯。

对于造型艺术的会议，我很激m。尽管已经3两年多的时间

很少接触欧洲及拉丁美洲的氛围，但我认为这将⾮常3⽤。2造

型艺术的国际交往⽅⾯，我认为所作甚少，J以感觉到这种⽋缺。

即使根据我3限的5⼈经验，也觉得必须像1那样做。我们⼀直

采取守势，拒绝参加或反对展览，但也没3提供任何对策，使⼤

量潜2的朋友⽆所适从。总⽽⾔之，这只是我认为J以收获丰硕

成果的⼤型国际会议的⼀5⽅⾯。我将会与中国⼈交谈，并与您

联系。

拥抱1们两5。孙⼥怎么样？

希望我们能够很快见⾯。

万徒勒⾥

1995年10⽉11⽇，北京

1995年万徒勒⾥⾄西盖罗斯的信







在北京的时候，我的中国画家同⾏以⼀种极真诚的谦逊让我给他们

的创作提建议——这已经成为中国⼈的代表性逻辑。“让我给你们

提建议？”这是我当时的反应。我⼤概只能告诉你们我们墨西哥⼈

过去五⼗年在我们所称的公共艺术上的经验——这⾥的公共艺术指

的是壁画，以及关于这⼀形式的创作积极和消极的⽅⾯——这就是

我能提供的仅有的帮助，与中国国⼟上的⼈民给我们拉美⼈民的启

⽰相⽐远不能及。

你们是如何建⽴起这么6的⼯⼚和车间，如何让那么6⼤城市出

现在你们⼴⼤的领⼟上？所以，简⽽⾔之，是你们要给我们指⽰，

告诉我们，中国，⼀个古⽼的国家，⼀个备受尊敬的民族，是怎

么样从苦难中⾛出来并⼤步迈向现代化的。对于艺术家同⾏们的

诉求，我会先问问，你们是怎么做1的，让创作者们⽆论创作形

式和内容的差异，5⼀致地与⼈民的⽃争紧紧地联系在⼀起——

你们向美学领域输⼊的是等同于整个国家集体的⼒量。

相信我，我⼀定会把这些5带回美洲⼤陆，并尽我所能地向⼈们

详述你们所成就的以及仍然在奋⽃的事业。

——摘⾃西盖罗斯访华⼿记《当我抵达北京》，1956年

你们将告诉所有拉美⼈，你们是如何成就⼀个神话——在6亿⼈

的国家建⽴起⼀个充满歌声和欢笑的新社会，⼀个甚⾄在社会转

型中不可避免地遇1敌对势⼒的时候9没有暴⼒的社会。你们是

如何让年轻⼈和孩⼦5在业余时间、在星期天⾃发地⽽且愉快地

1地⾥耕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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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随着改⾰开放的步伐和经济的增长，北京⾸8机场开始扩

建。有关⽅⾯决定在新建的T1航站楼中布置壁画。担任机场建设

总指挥的是北京市副市李瑞环。 他请了中央⼯艺美术学院副院张

仃和美协主席江丰0主持3个项⽬，并表⽰艺术家可以⾃⼰讨论

决定画什么、怎么画。3对长期思9禁锢的艺术界0说，是⼀次

破1荒的机7。

经过10个:⽉的创作，艺术家完成了⼗⼏幅6壁画。包括张仃的

重彩画《哪吒闹海》、祝6年的瓷砖彩绘《森林之歌》、袁运甫

的丙烯画《巴⼭蜀⽔》、 李化吉和权正环的丙烯画《⽩蛇传》、

肖惠祥的陶版刻绘《科学的春1》、张国凡的陶版⾼温花釉刻绘

《民间舞蹈》等。袁运⽣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楼6厅的⼀个有

转⾓的墙⾯。他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的⼀个民间传说为题

材，创作了丙烯壁画《泼⽔节——⽣命的赞歌》。

⾸8新机场壁画是新中国成⽴以0中国艺术家第⼀次6规模的壁画

创作，也是 在⽂⾰后标志中国当代艺术兴起的第⼀个重2活动。

其时间点还在“星星画7”的展览之前。批评家殷双喜认为:“机场壁

画是改⾰开放以后中国艺术⾛向现代的第⼀个⾼峰。1979年9⽉26

号落成的机场壁画受到各界的⼴泛关注，并引起巨6争议，它引发

了两个问题的讨论，⼀个是形式美的讨论。⼀个是美术民族化的争

论。3两个争论也成为改⾰开放时期美术理论界的重2争论。机场

壁画是中国现代壁画史上的经典和⾼峰，也是中国现代公共艺术的

⼀个⾥程碑。”

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艺术家等待了⼏⼗年才有机7让他们

⼼中的壁画 之⽕真正燃烧起0。张仃、袁运⽣、袁运甫等参与北

京机场壁画的⽼⼀代艺术家8不讳⾔墨西哥艺术对他们的启⽰。

机场壁画运动掀开了中国壁画复兴的序幕。⾃1980年代起，随着中

国经济快速的发展，许:城市中8有越0越:的壁画在公共建筑中

出现。各个美术院校也纷纷设⽴壁画系，逐渐建⽴起了完整的壁画

教学体系。成百上千的壁画家从T⾥培养出0。

——摘⾃郑圣1：《中国的壁画复兴》， 《风起扶桑: ⼆⼗世纪墨西哥与中国的艺

术对话》，北京泰康空间“社7主义现代主义”研究项⽬，2017年⾄今





在短短⼏周时间内，7R就放⼤完a了这幅 2 X 3公尺6同名作品

《风起扶桑》，作M展览6结束语。画中出现650位⼈物都9近百

年来墨中对话6参与者，包括7R画家⾃i。这种“矜i⾃饰”6做

法其实也9墨西哥壁画6传统。l维拉就常把⾃i和弗l达置⾝于

壁画之中，跨越时间与空间。

《风起扶桑》于 20 7年  ⽉与20 8年8⽉先后在亚u博物馆和墨西哥

城6l维拉壁画博物馆（Mu3e1 Mu2a0 Dieg1 Ri5e2a）展出，每处展

出半年，都应观众6要求⽽延长展期。l维拉博物馆还得到中国驻

墨⼤使馆6赞助，专门出版了西班⽛语6画册。⼗多年来7衷⼼6

愿望之8，就9有朝8⽇能将这段鲜M⼈知6历史讲o墨西哥6朋

友听，让gR知道⾃i6⽂化曾对中国近当代艺术发展有过重要贡

献。这个愿望终于得到实现。当7在l维拉博物馆看到本地华侨和

墨西哥青年男⼥8起舞狮舞龙，把展览6开幕变a8场社区6盛⼤

庆典时，7内⼼6v慨⽤⾔语难X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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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扶桑：⼆⼗世纪6墨西哥和中国》9围绕D世纪中国跨⽂

化交流经验所做6第三个展览。除了7长期X来收集6材料（书

刊，剪报，照⽚，⼿稿等）X外，7R尽量设法借到了8些墨中

艺术家6作品原作。墨西哥6作品有些D世纪曾经来过中国，其

g则出于曾经访华6艺术家。中国艺术家6作品则侧重于体现墨

西哥艺术对gR6影响。7RrM展览专门制作了三个录像，分

别介绍了 956年墨西哥艺术展、西盖罗斯访华和中国壁画6发展

状况。录影中采⽤了许多7对中墨艺术家所作6视频访谈⽚断。

有⼏位受访者现已作古，这些保留下来6第8⼿材料就显得r加

珍贵。7也8直有个⼼愿，想将这8场世纪对话X壁画6形式呈

现出来，所X8直注意搜集视觉材料，也陆续画过8些草图。

20 7年 0⽉，7得到中央美术s院孙景波教授6热e⽀持合作，

在北京g6⼯作室中制作这幅⼤画。景波又邀请了壁画系两位青

年教师董卓和马鑫8同参与。



《风起扶桑0

20 7

布⾯丙烯

300 x  2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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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I起，郑圣天1撰写回忆录《偶遇⼈⽣》的同时，开始将

他历来所遇所T的⼈物随机画H.幅幅肖像。他曾A：“⼈⽣ 就

像.个⼴场”。8些1⼴场上留下痕迹的⼈物并不按任何标准选择，

只0.组进Y中的⽆序⼈像，也不T1何时结束。截⾄[⽬前]完H

的肖像2：林风眠、⾼尔基、契诃夫、⾼R、陶YT、 ⽗亲郑若

⾕、梵⾼、西盖罗斯、奥罗斯科、劳⽣柏、严培明、 陈丹青、尼

尔逊、王⼴义、费申、陈逸飞、契斯恰科夫、马克西 莫夫、丰⼦

恺、拉斐尔、列宁和斯⼤林、母亲肖晴华、莫迪⾥阿尼、弗⾥达

和⾥维拉、巴巴、古图索、栗宪庭、李丹、三⽑、⽑泽东、乔

安·伯尼·丹兹克尔、珂佛罗⽪斯、维罗斯科、万徒勒⾥、董希

[、王琦、博巴、华睿思、招颖思、万曼、蔡国强、珂勒惠⽀、

尼尔、赵⽆极、柯柯希卡、陈箴、黄永砅、耿建翌、郑洞天、林

琳、安枚、和平、拉佐......

——摘⾃《圣天]业系列U.——肖像》，《YISHU≠ART》，“给‘圣天]业’的.

个提案”，北京长征计划及杭州中国美术S院当代艺术与思想研究所，2021I





我 中 艺术 进一 的 究 在 。不 我把 一个 大的 中。我 美术 究者 时期 的

大 的 表 ， 现代主 革命现 主 看作 世 中国美术 的 大 ， 时代的 而 位 。 这

的看 于 化。 们在 大 一个 ， 在这 大 间 在 的艺术 ， 们 不

的革命现 主 ，也不 于 的现代主 代艺术。

 ——郑圣天：《 》，《 —— 世 中国的艺术 》（ 间 “ 社会主 现代主 ” 究 ，2017年 ）



��� 是居住o温哥华的华裔t拿⼤学者、策展⼈和艺术家。现任英m

学刊《Y3:2u: Jou96a4 o1 +o6t0m8o9a9y +2360:0 A9t》（典藏国际版）的总策

划，兼任温哥华美术馆亞洲馆总监、西蒙菲沙⼤学特约研究员和美国亚洲艺

术m献库理事。1980年代曾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美国l尼苏达⼤学

和圣地⽛哥州⽴⼤学客p教授。1990年移民后曾任温哥华华⼈艺术家协JJ

r、梁洁华艺术基⾦J秘书r和温哥华u代亚洲艺术中⼼创J理事。 策划

过的主要展览包括“江南——中国现u代艺术系列展览”、“上海摩登”、

2004“上海双年展”、“中国⽣n”、“艺术与中国⾰命”和“地标”等。近年策划

的“风起扶桑：⼆⼗y纪的墨西哥与中国”曾A美国南t⼤亚e博物馆和墨西

哥a维拉壁画博物馆巡回展出。2009 2014年担任过f届“温哥华双年展”亚洲

资深策展⼈，并h颁Y策展终s成就奖。他的论著M频繁A中外刊物上Y表，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o2013年出版了四册《郑胜天艺m选》。他还i常应邀

到各处讲学，包括哈佛、哥伦⽐亚、普林斯顿、斯坦福、麦吉尔等⼤学和泰

特现代美术馆、盖蒂美术馆、旧⾦⼭亚洲美术馆、-+等。他的艺术作品⾃

1960年代以C曾A中国和美国、t拿⼤、俄国等地展出。2013年t拿⼤艾⽶

莉 · 卡美术与设计⼤学授予他荣誉博⼠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