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奇

杨︰在七十年代末，影响我们很大的是新潮文库、新潮画库。当时学生很活跃，我在美院读书，我跟中大中文

系的学生关系密切，新潮文库的书从他们那里得来，美院的一些学生又通过我看到一些书。新潮文库有很

多西方哲学，包括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很多人认为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是走向未来丛书，但对我来说，

七九年到八O年更重要的是新潮文库，也包括新潮画库，当中我们看到康丁斯基、米罗、毕加索。

第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我们很有影响的是李泽厚，而我认为李泽厚写的书中以《批判哲学的批

判》最好，应该是1979年出版的，当时很多哲学学生都看这本书，而这本书对于整个八十年代的美学观和

审美观有很大冲击。很多人知道李泽厚是《美的历程》，但我觉得这本书更好。在这本书他通过康德哲学

进入美学，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审美帶来新的气象。

在八十年代，影响我们重要的文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杂志，当时刊登了很多西方现代派

的小说诗歌。在我们读书期间有文学热，大家都很喜欢看文学书，以《外国文艺》影响最大。在八十年代

末，又出版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外国文艺》编辑部编选的。当时我们认为《外国文艺》的影响

比《世界文学》更大，因為《世界文学》偏向古典，《外国文艺》则刊登很多现代派，我在其中读了很多

很有意思的作品，比如我发现了博尔赫斯、卡夫卡、杜拉斯的《琴声如诉》、《印度之歌》，也介绍欧洲

二、三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的文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库。

就艺术来说，首先是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的《国外美术资料》，这本杂志是找外国艺术的资料转译过来，当

时是很重要的窗口。后来改版为《美术译丛》，很快由范景中任主编。当时范景中便很有意识地把西方艺

术学，尤其是貢布里希派，很系統地在《美术译丛》上译介。所以《美术译丛》是在八十年代进行艺术学

学习很重要的杂志。[…]

问︰有一说，八十年代的文化史就是翻译史，您是否同意呢？

杨︰在相当程度上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的精神粮食很贫乏，读的东西、看

的东西很少。前阵子，我写了一篇回忆八十年代的文章，我用了一个词，是「惊奇」。七十年代末、八十

年代初西方的东西进入使我们产生很大的惊奇，不像今天的年青人知道了很多西方的事情，甚至我们跟西

方社会愈来愈同步。現在，我们看的东西很多，但使我们惊奇的东西很少。在77、78年，我们重新看苏联

的电影，像《复活》、《戰爭与和平》，觉得很好看。[…]

当时我们看了一部日本电影，高仓健的《追捕》，今天看是一出很普通的警匪片，但当时觉得很好看，无

法理解何以这些电影如此精彩。七九年有一部美国电影在广州珠影放了一晚，我很幸运找到一张票去看，

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看完后整个月都想著这部电影，觉得越戰的电影如此精彩。回去跟同学说，

同学的眼睛发亮，十分羡慕。这样的惊奇反应今天真的很难发生，今天很难想象有一部电影引起这样的反

应，哪怕是荷里活的大片。我们知道科波拉是著名导演，后来我对《现代启示录》十分熟识，找了很多相

关的资料去看。

这惊奇感同样体现在我们看新潮文库和新潮画库的体会。我第一次見到一位同学在看康丁斯基的画册，真

的百思不得其解。这有什么好？康丁斯基的东西实在看不明白。我们在当知青时，学习的是现实主义，熟

识的是俄罗斯的巡迴画派。康丁斯基是一位杰出的抽象画家，当时印刷出來、正式介绍，我是沒法看得懂

为何他这么有名。我有一个好奇心，去找他的东西看，后来终于看明白他为何如此重要。现在回看，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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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现代主义的惊奇心理，至于我在读研究生时还专门翻译了康丁斯基的回忆录的一段，讲的就是他

如何画抽象画，是一种心灵、精神的回应。今日很缺少就是这种惊奇感。

翻译

问︰您在学生时代已经做翻译，当时您是如何得到资料的？

杨︰因为我是学美术而非外语，所以实际上我真真正正、认认真真学英文、做翻译应该是八四年读研究生以

后，我读研究生的老师是迟轲老师，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迟轲老师当时说得清楚，他说，你们读我美术

史的研究生无他，最主要是学英文、做翻译。当时迟老师已经翻译了两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是文度理的

《西方艺术批评史》，应该讲得上是文革后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批评历史的专著，虽然这本书的观点会

比较陈旧一点。后来他也翻译了一本《西方艺术视点》。当时我们读研究生时，迟老师已经说得很明白

了，你们主要是学英语，之后做翻译。我跟邵宏是同学，他来读研究生之前是学英文的，所以他的英文是

很好的。当时他教过我，我也很感激他。我是学画画出身的，所以我也同样教他画素描。同时，迟老师要

求我们读研究生是主要做翻译，所以当时称得上是边学边翻。当时迟老师组织我们做一本《西方美术理论

文选》，因为当时有一本书叫《西方文学理论文选》，但是没有一本《西方美术理论文选》。迟老师于是

选篇让我们翻译。这本书可以说是从古到今的，一本很厚的专著。我知道它也是文革后第一本西方美术理

论的系统翻译，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当时我翻译的一段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理论。我翻译过

波特莱尔的沙龙评论中的两篇，翻译过康定期基的回想录，翻译过英国雕塑家穆尔的理论，也翻译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俄国的构成主义，比如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翻译过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贝克曼的《我的绘画

观》。这些很有收获，当时是迟老师选篇，但是实际上我们依据的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的《西方美术理论

资料汇编》，是有十多本的系列我，他是从里面挑选。这个作业对于我们学习艺术理论很有帮助，这是我

们的功课，一定要做的，不仅可以学到英文，而且能真正接触到文献的内容。

问︰这本书有没有出版？对整个理论发展有没有影响？

杨︰有出版，但是就翻译来说，最有影响的还是当时的《美术译丛》和范景中老师的翻译。这里面是有一点缘

份。当时读书的时侯，我和邵宏在美院的图书馆有一本貢布里希的Ideals and Idols，《理想与偶像》，

也有他的Story of Art，后来译作《艺术发展史》，就有这两本英文书。当时我们就翻译这两本书，边翻译边

讨论。同时，我的导师迟柯在八十年代中写了一本《西方美术简史》，应该是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

版，是发行量最高的一本美术史著作，如果说发行量到今天为止可能达到四十万到五十万本。影响很大，

当时文科大学生的床头美术史基本上就是这本书，通过它了解西方美术史。我们考研究生时的答题也是跟

这本书有关的。我们问迟老师，我们想考您的研究生，复习的范围是什么？他就说是这本书。我印象很深

的一条问题是「什么是普桑主义？」这个概念是在这本书中提到的。我们后来才知道迟柯老师的这本《西

方美术简史》的参考，主要是貢布里希的Story of Art。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对于中国美术理论影响最深的还

是《美术译丛》和范景中老师的翻译工作。[…]

问︰您们当时有没有质疑翻译？

杨︰严格来说，我个人当时还在学习英文，还未有一个很高的能力去判断翻译本身的好坏。何况我认为八十年

代中相当一部份翻译的质素是很高，因为是出自一些真的很有资格的翻译家。当时我想学英文，学得很辛

苦，对英文问题有很多困惑，也对翻译有一些研究。看今天的翻译，我应该是更相信八十年代的翻译。读

研究生三年，我的老师迟轲对我们很放松。他不跟我们上课，除了公共课之外，就是让我们做翻译。我

后来回想，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他认为这些课不用上的，学英语、做翻译便能学习到基本的西方美术

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对翻译的质量有讨论

最典型的例子，我们读宗白华的《西方现代画论》，如果你今天找来看，我相信很多人是看不懂的。宗白

华在前言说，西方现代画家有很多说话本身是颠颠倒倒、很玄妙，为了忠实于英文的原文，他是直译的，

他认为直译是最准确的，这个就进入我们研究生的讨论了。宗白华是美学大家，在外国留学回来，我们不

应怀疑他。但后来我们找到他翻译的文字的原文，作对比。当时教我们的老师是从前很有名的翁显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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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翁显良老师是外语学院的教授，八十年代已经去世。他留下一个翻译理论。从三十年代开始流传

一种理论，即翻译有硬译及意译之分，翁老师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分别。不能用硬译的概念以掩饰自己翻译

的问题。他认为翻译只有一种，所以他写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叫《意态由来画不成》 。现在的人不会

知道，但这本书当时是经典，我们恨不得从字里行间偷出一些微言大义。但是其实这本书的意思很简单，

你一定要准确理解一种语言，然后用本国语言流畅地表达出来，所以翻译只有一种，不存在硬译、意译的

分别。教我们英文翻译的老师是翁老师的学生，他经常给我们一些十八世纪的英国散文，译得我们傻了。

的的确确经历过这样的事，即一句话我们可以几天想不出来的。想来想去想不通，完全不会翻。其实我的

英文很一般，不是英文专业出来，但是这是很大的锻炼。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宗白华的翻译是不对的，亦

接受了翁老师的理论，重新翻译宗白华老师翻译过的片段，更加相信如果我们对于现代画家有更深入的了

解，应该能翻译得更好，这是当时的体会。[…]

影响最大的三本书

问︰您是第一位提到台湾新潮文库、新潮画库的，您说过是中大同学借给您的。当时这些书是通过什么途径进

来的？

杨︰香港。很简单，广州就有这个好处，从香港进来。我的一位朋友叫林英男，当时在七七届中大中文系都很

有名，他是一位很早慧、很激情的人，我跟他很多年的朋友，包括现在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的会长陈小

奇，也是他的同学。当时我认识陈小奇，在美院可能只有我接触中大的人，因为我很有兴趣找书读。他们

当时可能是通过汕头或香港，通过很多的途径，总之他们找到很齐全的新潮文库。我从林英男手上借的

新潮文库的书可能几十本，当时看到弗洛伊德的《梦的分析》、《女性心理学》、《一个少女杜拉的故

事》，尼采的《查拉图斯如是说》。

问︰从香港进入的书籍，是否只在广东范围里流通？有没有上北方？

杨︰有没有上北方我没有考证过，我们当时有书读便可以了。而且我们七十年代末读这些书的时侯没有考虑翻

译的问题，研究问题只在研究生期间才接触到。现在回想，八十年代中有三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一本是

《未来的冲击》，托夫勒的，我读这本书应该是八三年。我读完之后很惊讶，它谈的是对美国未来的预

测，包括电子世界，当时我觉得他讲的全部是天方夜谈，现在回想他当时说的最主要是讯息的冲击。八三

年的时侯我怎么可能知道「讯息冲击」是什么一回事？我当时觉得完全是月球上的事。但是觉得很惊奇。

第二本是商务印书局出版、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这是我个人的阅读。这本书一开始，即引用

一段哲学家很晦澀的说话，他说，大部份读书都看不懂这段话，当他们看不懂，他们首先怀疑自己的理解

能力，而不去怀疑这个哲学家讲的是不是废话，我很认真的告诉你们，这段话是废话。这段引言的作者是

黑格尔，当时对于文学艺术界来说黑格尔是神，黑格尔的《美学》和《精神现象学》是当时的必读，如

果不懂黑格尔的著作，等于没有资格做文艺理论。这本书让我很震惊的是三十年代的西方还有一个学派

兴起，即科学哲学，这令我后来开始留意范景中老师所翻译的贡布里希，贡布里希的背后是站了一个波普

尔，而波普尔则是科学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大思想家。

这两本书就很有意思了，一是《未来的冲击》，讲的是我当时在中国社会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事，所以我实

质上是半明不明的，即是觉得很好奇，所以惊奇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科学哲学的兴起》让我们明白到

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包括黑格尔这些人，是他告诉我们要怀疑的，因为所谓理性就是在可以怀疑的地方作出

怀疑，而波普尔则叫我们回到苏格拉底的两个问题︰我们知道什么？和我们如何知道？这个是对我个人一

个很重要的影响，当然后来我发现，类似我这种精神经历，在同时代也对其他很多人产生过影响。我跟范

景中老师谈天，发觉他是同样经历过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

问︰第三本对您有重要影响的是哪一本？

杨︰第三本书应该是《梦的分析》，看得更早，一九七九年在新潮文库中看到的，看得很认真，也十分惊讶。

讲的更坦率一点，《梦的分析》跟青春期有关，当时我们处于青春期的高潮，又是刚刚从文革的非常道德

禁忌的社会出来，很想谈恋爱，希望跟女孩交朋友，但当时整个气氛是不应该谈恋爱，大学生谈恋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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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观念。二十岁的年青人有很多的冲动，这本书正好给我很大的发泄，所以我疯狂

的喜欢弗洛依德。到一个程度就是根据弗洛依德所说，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梦记下来，自我分

析是什么人格，当时莫名其妙，愈记晚上便愈多梦，愈记细节愈多。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不能明白我

们记的到底是梦还是不是梦，搞不清楚。但当时对于弗洛依德很感兴趣，而且他的解释使我很震惊。比如

他对哈姆雷特、俄狄浦斯情結的解释，以至于当时我玩一个游戏就是玩同学的梦，你只要把梦告欣我，我

便知道你现在想做什么，有一个同学真的告诉了我一个梦，我看了半天，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问他是

不是真的，他一听，就说︰「我以后不把梦告诉你。岂有此理，我的事让你全知道。」当时其实是一个思

维游戏。

问︰这种思维游戏其实是一种交流，关于这些对您这样重要的书，当时您跟什么人交流比较多？

杨︰同学。比如我找同学，让他们把梦告诉我，他们便知道我在读《梦的分析》，我跟他说梦是被压抑的愿望

的变相满足，有些同学就说，我每晚做些古灵精怪的梦，不好意思说出来。(0’30’38)

当时我跟中大的几位朋友过从甚密，比如是林英男。我很感激我的这个老朋友，他后来到了泰国做生意。

他是我当时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在思想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是纯文学方面的。当时关于《未来的

冲击》和《科学哲学的兴起》，便是跟这个朋友彻夜详谈。当时我们大学刚刚毕业，在路边的大排档，点

一碟干炒牛河、点一碗粥，如果是冬天便点一锅狗肉煲，两个人便可以谈到四、五点，谈的全部是这些

东西。我觉得他读得比我多，而且他很喜欢跟我讲老庄呀、哲学呀。后来邵宏来读研究生，我便跟他交流

了，关于美术理论，我八四年到了湖北，认识了皮道坚、彭德、鲁虹、黄专，包括当时武汉哲学群的张志

扬等，门便愈来愈打开。当时我的的确确觉得自己是思想界里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问︰您刚刚谈到友辈的交流，前辈对你有影响的，是否以迟轲教授为最重要？

杨︰是。迟轲老师很宽容，我、邵宏和一个现在在美院教书的老师李行远，是迟老师第一届研究生。当时迟轲

老师很宽容，一个是鼓励我们写东西，所以我在研究生期间写了很多论文，这些文章奠定了我在中国美术

理论界最初的地位。当时主要讨论艺术学，这些艺术学从今天看来只是中国版的贡布里希，我在当时强烈

批判黑格尔，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美术》第一篇文章是我的，题目是《我们面临着选择》，这篇文章在当

时的中国美术界是有影响的，就是我在这篇文章提出艺术理论不能指导艺术实践。当时中国美学大家王朝

闻说这个人胡说八道，艺术理论当然能指导艺术实践，但是我当时讲得好清楚艺术理论有艺术理论做的

事、艺术实践有艺术实践做的事，这个观点产生影响，美术界的人今天还和我提起这篇文章。组我这篇稿

的是唐庆年，当时是《美术》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来广州跟我谈。当时我满脑子都是科学哲学、反黑格

尔，谈得多我便写了一篇文章给他。这都是[当时阅读的]一个结果。

问︰我知道您跟邵宏老师一起编过《美术思潮》，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杨︰当时是彭德叫我们去的。邵宏是武汉人，我的祖籍是湖北人，我的太太是武汉人，所以我常常回武汉，而

且我在武汉读小学，所以我们结识了武汉的一些朋友。当时彭德编《美术思潮》，他让不同人编这个杂

志，我和邵宏便编了其中一期。我们算是《美术思潮》的参与者，最后《美术思潮》停刊的时侯封面还有

我跟邵宏的照片。所以我们是当时彭德委托的，由此奠定了我跟彭德老师漫长的友谊，到现在我们还是很

好的朋友。

问︰当时几份主要的中国艺术期刊您都有参加，无论是编还是写。《中国美术报》您有没有参加？

杨︰《中国美术报》参与比较少，《中国美术报》上我没有发表过文章。原因是偶然的，不是我不想参与。因

为我当时的接触面一是湖北美术理论圈、另一是浙江的美术理论圈。而且《中国美术报》出版当时是我正

热情投入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侯，所以我最主要是跟浙江美术学院的《新美术》写文章，当时是范景中做

主编。那时我写文全部是和邵宏合写的，范景中对我们很信任，我们的文章一到，他便马上发排，不用审

稿。所以当时我写文章是为《新美术》，《中国美术报》中的是短文，我们反而写的比较少。

问︰《中国美术报》应该是比较信息性的。

杨︰是的，当时我的整个兴趣是偏向纯理论的。

问︰您是研究理论的，这方面在湖北和浙江比较重要。您觉得广州的环境会不会对于纯理论比较不重视？会不

会觉得孤独？

杨︰不会很孤独，因为有一班朋友在，包括当时的邵宏、李伟铭、梁江(梁江已经美研所的所长)、李公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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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画佬」(画家)是看不起理论家，这是我心里很清楚的。他们一方面需要你的评论，一方面觉得你既然

不懂得画画，怎样搞理论？迟轲老师一次说了一句伤心话，我听了也觉得很感慨。迟轲老师说，美术评论

其实就是「吹」(吹嘘)，如果吹得不肉麻便是好好了。哪个画家愿意让你写批评文章？我很感慨迟轲老师

有这个体会，他那一代人中，他几乎全部写过，但我仍然听到他那一代人中，甚至更年轻一代、也是我上

一代人中，时常有人跟我说迟轲老师的理论一般而已。这件事对我很大的刺激，我写美术理论、包括美术

评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写东西一定不能让画家觉得我是乱写的，我有一个自我要求，当然我是画

画出身的，我很了解画画这回事。迟轲这句话令我更感慨，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我很感激的导师。有

一次他说，他一生写过三次关山月的评论，第四次关山月再找他写，迟老师便说我已经写了三次，再写不

知道应该写什么东西了。之后关山月便不理他了，迟轲老师说得有点伤心，他说︰「他就不理我了，其实

我是建议用一个更年轻的人去写。我已经写了三篇，再写我觉得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写了，然后他就不理我

了。」然后我便看着迟轲老师，心想︰「其实做美术理论都挺没趣的﹗」

问︰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不是说广东的文化氛围不是太支持理论的发展？

杨︰广东人，你说是长处也好、短处也好，就是重实际，不相信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有人专门研究八、九十

年代广东文学现象。广东人文学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不去追问终极问题。我亦相信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广东

文化界、美术界的人觉得北方人尽是谈论终极问题，不过吹牛而已。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无谓﹗一天到

晚想些生死问题、精神痛苦问题、孤独问题。得闲无事，不如去大排档吃炒牛河、狗肉煲，岂不更好。广

东人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今天客观地回想，我认为广东在这二、三十年，起码在美术界里面，很多广

东人是不明白象征性领域之微妙。我把这个当成是象征领域，事实上名声是一个象征领域来的，这点上内

地人、北方人的的确确比广东人厉害很多。表面上这些是没用的、吹牛的，的的确确有这种现象。我在北

方、东北看到很多吹牛的人，说得天花乱坠、胡说八道，如此打混的骗子也是特别多。

阅读和交流

问︰两位老师觉得广州美术学院的图书馆里，有没有什么对您有影响的资源？[CUT…]

杨︰当时我觉得当时在图书馆主要是看画册，文字书是从外面来，研究生时期可能也会找到一些理论书籍，但

是美院图书馆进得比较多还是画册。当时我可能更偏重看油画类的，因为当时我们在读油画系的时侯，满

脑袋是色彩问题，而且我们的老师也主张我们读画，不仅读画，而且到了二年级以后我们还拿着水粉盒上

去每天临摹一张，把印刷品每天临摹成一张小水粉画来学习。

冯︰八十年代初的时侯，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其实是分成两部份的，一部份对学生开放，另一部份是对教师开

放。对教师开放的部份其实才是学生特别想看的。事实上，教师图书馆中的主要是进口书，我们想要接触

一些西方艺术的资料的话，那也只能通过教师才能看得到。后来我记得有一些教师跟学生的关系比较好，

陆陆续续会从图书馆教师阅览室借出一些给我们看。我印象比较深是图书馆中一些比较大部头的书，主要

是日本平凡社出版的西方美术全集，二三十册一套的那种大型的图录。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所有能接触到

野兽派之后的艺术都是新鲜的，能看到进口的画册对我来讲已经很满足了。日本出的比较多，也比较系

统。

问︰杨老师也看过吗？

杨︰对，平凡社当时很重要，因为它出了很多西方的油画集，而且在八零年刚刚开始认识东山魁夷，有一段很

短暂崇拜日本画风的过程，当时我们所说的是四座山，高山辰雄、东山魁夷、加山又造、平山郁夫。

冯︰八十年代初，平山郁夫曾在中国办过展览，来过广州，当时平山郁夫的画册也在同学们的手上流传，这个

是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问︰日本的画册是不是在广州特别多，还是全中国都一样？

冯︰因为中国的图书进口是通过一个国家专营的公司，就是图书进出口公司，我想这个情况是不偏的。其他院

校也会通过同样的渠道进口这些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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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当时我们听说过一事，但是不知有没有落实。话说当时浙江美术学院，肖峰当院长的时侯，刚好有一个西方

美术图书的展览会，展览会之后便把全部书留下来。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时侯，当时我们听了很羡慕，原来

浙江美院还有这样的好事。

问︰上次听邵宏老师说香港有一个书局老板会向广州美术学院捐一些艺术书籍，您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

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叫石景宜先生所捐的书。但是石景宜先生捐的书里面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只放在

教师的阅览室，学生也不太容易看得到，包括港台版的图书也是在教师阅览室。我们是到了四年级才被允许

在一定时间内进入教师的图书馆看来，三年级之前不能看。

问︰还听说当时深圳会有书展，可以看到很多香港、台湾的书，您们有没有去过？

冯︰如果有书展的话，恐怕也是八十年代中后的事，在八零到八三年间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加上当时我们的经济

能力有限，即便是有港台版的书卖，也不够钱买，因为当时港台版的书跟大陆书的差价非常大，我们一般都

买不起。

问︰当时您们有没有听说或见过在图书馆偷书或撕书的情况？

杨︰有这样的事，翻书时见过，当时还不知道遣责这种行为。一看页码就知道没有了。

问︰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可以了解一点当时最受欢迎是什么书。

杨︰这个倒是想不起来了，恐怕不是很集中。

冯︰这个恐怕很难统计出一个指标出来。画册当时对我们学生来说，其实主要是建立框架。当时是建立一个线性

框架，从美术史上一个接点到另一个接点，哪些流派、有哪些人物，其实学生时代基本都是在建立这样一个

基本的认识框架。还谈不上特别深入和仔细研究某一个人，我觉得大部份时间还是互相比较，这个占的比重

会比较大一些。

问︰刚才杨老师跟我们谈了很多当时读的书，当时您们都是在美术学院里，读的书有多大程度的一样或不一样？

冯︰事过二十年，我跟杨老师重新回忆八十年代初的情境，我觉得我们的阅读范围其中有很大的一部份是重合

的，因为我们所取得书的来源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兴趣有一致性的地方的话，那就更加会重合了

问︰比如说有什么是一样的？

冯︰比如说文学上面，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小说，跟杨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小说，其实同样来源于《外国文艺》这

本杂志。当时这本十六开本的《外国文艺》是我们的掌中宝，是我们每期都必读的。这个《外国文艺》在当

时是比较前锋的一本杂志。它译介的西方作家、诗人，都是我们当时比较感兴趣的。

杨︰对，我刚才已经说过《外国文艺》。后来《外国文艺》出过十六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从《外国文

艺》这本杂志择取出来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很多文艺青年的一个启蒙读物。它的影响力超过

当时的《世界文学》。

冯︰我觉得只要是读过《外国文艺》的人，都会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和兴趣。

问︰听说当时学生交流聊天的话题是离不开学术书本的，您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杨︰我自己跟同学谈书是比较多，而且当时我在我们班里是比较喜欢阅读的，包括文学。但是我的谈天范围是好

像越出了美院。我刚刚已经说过我跟中大中文系的一些学生有交往，我跟外语学院的学生有交往，比如我跟

八、九十年代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柏桦有过很深的交往，而且有过长篇大论的书信来往，讨论文学问题。因

为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在美术学院时我对文学的热爱其实超过美术。

冯︰杨小彦由于他特殊的背景，八十年代已经是比较活跃的、跨越了美术学院的一种先锋青年。这些人物包括年

青的作家、诗人，还有一些从事其他艺术门类的人物，杨小彦应该是这样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普通的

大学生，我跟他应该可以形成一个对比。作为一个普遍的大学生，我们当时谈论的东西，就我个人的记忆来

说，在美术学院的学科本科背景下，同学对看书的选择是很混乱的。很多人一开始就是选择大部头的哲学

书，选的都是古典哲学。因为当时商务印书局出版了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同学们都觉得是必读书。但是

以我们当时美术学院同学的学术背景来说，是否能读懂，今天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疑问，事实上是一种风尚，

大家捧一本哲学书来读，才能证明你是在学习。

问︰杨老师之前提过一个《新潮文库》，冯老师有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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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有的，《新潮文库》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取得《新潮文库》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是台湾出版的。而

且《新潮文库》提供的书目恰恰是国内没有的书，你在《汉译文库》里面找到古典的资料，《新潮文库》

里面则更多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家的一些理论。能拿到一本《新潮文库》的书，是等于今天能买到

一件名牌衣服一样。是不容易的事情。

杨︰我的书很多是中大来的，而且我的朋友是非常有意思的，是通过他们的关系去进这些书。

冯︰所以他有海外渠道。

问︰他们是怎样得到的？

杨︰那就得问他们了。广东人有很多海外关系，香港的亲戚，所以香港这个渠道对于广东真的很重要。不仅是

带回彩电、各种时尚消费品，包括我们第一次的彩色胶圈都是香港带过来的，我们尝试拍彩色胶圈，七八

年，而且还要把这个胶圈拿回香港冲洗，广州还没有可以冲洗。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惊奇，我们第一

次照彩色照片都是令人惊奇的事情。

在广州美术学院

问︰当时您们两位的交往是怎样的？

冯︰当时杨老师比我高三届，可能你们不太了解，七七届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等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像我们

是黄埔军校第四、第五期，我们是不太敢跟他们说话的，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开玩笑，但是事实上是这

样，我们当时的交往圈里还是分了一个小小的阶级，七七届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

杨︰还有当时有一个氛围，文革前后在美院有「油老大」，油画系最厉害。就是最有本事是考油画系，最没本

事就是考装潢。所以我们七七届是文革后第一届油画系，所以我现在跟从前的同学聊天，也确实觉得自己

有点过份的高高在上，觉得自己真的是天之骄子，觉得艺术在我们的手上要从此转了个样子的。

冯︰这个不怪你们，是当时社会赋予你们的特权。

杨︰当时觉得考油画很自豪，所以那时候冯老师的版画系数码改革，我们油画系还议论纷纷，还是觉得自己是

油老大。

问︰您们相差三届，在学校有机会碰面吗？

冯︰有机会。因为当时同学非常少，以我八零届来算，整个学院就不到两百人，所以事实上百份之七十的人我

们都能认出来。

杨︰当时有个特点现在不可能有。事实上我读书的年，包括冯老师读书的那几年，我们的同学概念不是以班为

分。比如说我说冯老师是我同学，他虽然不在我的班里，但是我们的学生太少了。一百多个学生反正就是

这班人在一起，结果我发现美术学院特别是八十年代中以前的同学概念不能够以班为分。就是也是那几个

人，就是人不太多，大家都在画画，是有这样的一种氛围。现在分班，一班就有五、六十个人，美院五千

个学生。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一百多个人，我的那届才三十六个人，我们进美院时老师比学生多，我们

那个时侯才知道什么是精英教育，艺术就是精英教育。当时是可以考进美院已经很厉害了，可能一万多人

才选一个。哪像今天。

问︰您们有没有读书的交流？

杨︰当时不一定有，但是我们读的书是差不多的。就像当时我跟冯老师交流，就同时谈到弗洛依德。弗洛依德

是我们当时很重要的背景。后来谈了《外国文艺》，提到一些小说，一提一些小说就马上笑，因为大家都

读过，像杜拉期的《琴声如诉》。

问︰我想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广东文化对您们有什么影响？

杨︰我现在看，那个年代我们读大学，倒是没有什么广东文化概念，我们是美术圈概念。我们在文革当知青、

学画画，这点我跟冯老师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他在桂林长大，我在广州长大。对我来讲，文革期间的广东

画在全国很有名，而我们是以认识这些画家为荣。我在中学到农村当知青的时侯，我的整个概念就是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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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画的，那个时侯向往美院向往到不得了，终于进了美院，觉得美院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的。当时很少想

广东文化，也很少想我在西关长大。对我来讲，整个文化背景就是跟美术有关系，跟画画有关系。大家在

一起反正大家都是画画，圈子文化。广东文化我个人看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甚至更晚，才慢慢觉得是个

问题。

冯︰这点我可以说说我的感受，因为我是在桂林长大，八零年来到广州。美院是个特例。每一个大学，虽然是

处于一个地方，但是跟那个地方是不太有直接关系的，在美院，其文化可以说是官方文化，或者北方方

向，是一个讲普通话的书面文化，它跟学院围墙外面的广州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所以当时我们来的时侯，

到了大学三年级还是跟广州格格不入，我也不太愿意学广东话、也不太愿意跟广东人接触。我们是在一个

美术圈里面自我认同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广州因为刚刚开放，又靠近香港，也是走在最前面。当时

广州人其实也蛮排外的，如果你不会讲广东话，他也不太愿意跟你交往，这种隔膜感也是比较强烈的。当

时不会操广东话的人来到广州，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比较深的感触。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自己当老师了，

我的学生很多是广东人，那个时侯我便开始融入广东圈子了，我开始学广东话，开始跟他们交往，那个时

侯我便慢慢觉得跟他们成为一样的人了。这种隔膜应该是在工作之后很快便自然消解掉了。但是当学生的

时侯这个隔膜是很严重的。

问︰广东文化有很大的地域特性，但是根据您们的意见八十年代的广东地域性也不完全影响您们。

杨︰可能跟冯老师的背景有点差异，体会可能不太一样。在美术圈子的体验我们是相同的。回想起来，一个非

常有意思的事是，因为我是在广州学画画的，文革期间广州的画家在全国是很有影响力的，我们也会很崇

尚这些画家，而且这些画家基本上不是在美术学院的。我们来了美术学院读油画系，一年级过来才慢慢发

现，原来油画系有一种潜在的趣味，就是排斥社会趣味。我们发觉原来是这样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又发

现那些社会上曾经让我们很崇拜的很流行的文革绘画风格，原来是属于非学院派的，好像也值得我们瞧不

起。同时，回想起来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在课堂上画画，很早便开始通过香港的电台聴谭咏伦、许

冠杰，我们那个时侯有一个粤语歌的风气。这个比较奇怪，当时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谭咏伦跟许冠杰。而

且全班都喜欢听，除了几个外省人，反正我们是广州人。趣味上有这个区别，但是我们班中广东人占多

数，班中便喜欢听这个。

「广东为什么没有新潮美术」

问︰您在九十年代初编的《画家》中「广东为什么没有新潮美术」，可否谈谈？

杨︰现在这个问题看来可能要有所纠正。当年我跟陈侗在编《画家》杂志的时侯，是提到这个问题，即广东为

什么没有新潮美术。当时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提呢？因为新潮美术发生得最热闹是发生在湖北、浙江、东北

内地，事实上当时广东也有南方艺术家沙龙，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个别的现象，不是一个共识。而且当

时有人认为广东是有新无潮，就是好像觉得内地的新潮美术有点好像搞运动一样，而我们觉得不应该搞运

动，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现在回想，为什么我说这个看法应该有所纠正，是因为八十年代中广东其实还

是有当代艺术的表现、表达。如果我们站在浙江的立场、站在东北的立场、站在北京的立场，当时所出现

的所谓新潮美术，也是个别现象，比如说它没有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美术学院，只不

过早期的新潮美术的艺术家很多是从浙江美术学院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说浙江美院是新潮美术的摇

篮，但是不等于浙江美院院方就支持这个，相反，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当时浙江美院的院方也是压制这种

潮流的，这点跟广州其实是一样的。

冯︰对，其实这个理论本身有问题。文革期间广东的艺术家在全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到了改革开放的年

代，广东站在前沿阵地上面，恰恰在新潮美术上面好像表现得比较乏力。这个现象在观察上的确是如此。

我们恐怕不能以历史的争论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广东有没有前卫艺术不是被确定的，但是从今天来看，

如果我们要解释它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旁边找到一个原因。比如说，正如刚才杨小彦所说，官方来说并

没有多大区别，无论是杭州、北京还是广州，官方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分别是有哪些人愿意去突破这些压

制，去制造一些事件或者活动。从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跟广州这个城市的一贯性有关系。广州是在

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一个城市。有很多的各种机会，很早就会在商业、生意这些方面已经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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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生过一些新潮美术的现象，但是跟庞大的生意潮相比，它显得不太起眼。再一个，我觉得跟媒体有关

系，因为所谓的新潮美术，我觉得是一个媒体的现象，广州在媒体方面似乎没有成立什么，北方的媒体在

报导新潮美术，它更多是报导它们本身的事情，如果广东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媒体的话，广州的现象肯定会

翻倍。[…]

现代摄影

问︰《现代摄影》是一套很重要的期刊。

杨︰对，《现代摄影》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摄影界非常重要的刊物。它是在深圳创刊的，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摄影

的几个潮流的源起都跟它有密切的关系，这也跟它的主编李媚的眼光和魄力有关。中国的纪实摄影和九十

年代的观念摄影都可以在这本杂志中找到源头。而且中国今天大多数非常重要的摄影家都是从《中国摄

影》走出来的，所以三十年来的摄影方向，这本期刊的确是举足轻重。

问︰《现代摄影》的突破性在哪里？

杨︰讲《现代摄影》要从当时中国摄影界的氛围谈起。中国近三十年的摄影最早从四月影会开始，而在八十年

弥漫在中国摄影界的主要潮流是沙龙或者小品摄影，或者用一种更正規的说法就是摄影艺术。当时的纪实

摄影，以摄影纪录社会真实一面的，可以说是很边缘的。纪实摄影这种潮流首先是在《现代摄影》开始

的。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中有一场讨论，在中国摄影界影响非常大，是关于中国摄影真实性的讨论。[…]

因为摄影很长时间在中国被看成是宣传工具，通过摄影去宣传一些政治概念，甚至通过摄影说话、造假照

片。那么讨论摄影的真实性是希望摄影重新变成观察社会的工具，这个在当时是碰到阻力。这个是从陕西

一帮摄影家开始的。讨论这个真实性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名为《艰巨的历程》(1988)，所

谓艰巨的历程就是指用摄影反映中国四十年来的状况，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部份是造假的照片。

所以摄影真实性的讨论，是在《现代摄影》开始的。而今天我们谈到的观念摄影，我们也很惊讶地发现，

其实在八十年代中时，最早的一批观念摄影也是在《现代摄影》上介绍。

问︰您觉得《现代摄 影》在八十年代出现是不是一种巧合。

杨︰也不是巧合，可能跟广东的情势有关系。八十年代初，整个艺术都要复兴。广州当时有一个人人影会，几

个摄影家在一起，想更新摄影的潮流。那个年代办刊物很容易，不是很难。《现代摄影》的创办人是苗小

康，他在深圳文联申请了办这个刊物，并从贵州请来了李媚担任责任编辑。实际上《现代摄影》是由李媚

来编的，后来她又当上了主编，她很快就在《现代摄影》上介绍一班还不出名的、或者说还不是摄影界主

流的摄影师，展现了他们的才华。

问︰《现代摄影》跟当时的新潮美术有没有平行的发展关系？

杨︰有平行关系。这方面李媚起了很大作用，她当时是非常有意识把摄影和当时中国的艺术掛勾。她当时跟我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还负责了杂志的编辑工作，不止写文章，还参与了很多编辑。当时从事新潮美术

的，包括皮道坚、彭德、黄专、范景中，都被她拉来写文章。她想用美术界的潮流来影响摄影界。而且在

《现代摄影》有一个「新潮」栏目，登了很多新潮美术家的言论，在88年我们还成功开了一个，到目前为

止也是第一次的，摄影和美术的联合会议，来讨论摄影跟美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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