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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庞涛，中国当代著名⼥画家，曾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主要作品有《长征路上》

《桂林⾏》、《青铜的启⽰》等，作品多次获殊荣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巡展。又有关于绘

画材料的书籍在国内出版，对彼时的艺术创作起到了很⼤的推动作⽤。

庞涛早年主要进⾏写实油画创作，后来经过多年酝酿，在⼋⼗年代初期创作了抽象

画《漓江⾏》。在⼋⼗年代的中国，西⽅现代艺术并未在中国普及，整体氛围保守。庞

涛能突破环境的限制，⼤胆创新，追求艺术理想，探索着抽象与传统结合的新道路，着

实可以称为时代的“先⾏者”。

除了导语和结语之外，⽂章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部分，结合时代背景和个⼈经

历，对庞涛的抽象作品，包括《漓江⾏》《青铜的启⽰》《⽜劲》，进⾏剖析，分析其

中抽象语⾔的特点；第⼆部分，主要阐述其独特的艺术语⾔与时代的关系；第三部分，

从家庭，性格，外部条件等⽅⾯深⼊探讨庞涛能够取得成功的种种因素，综合看待庞涛

的⽣平。

本⽂探究庞涛的成就和背后的原因，是对于这⼀位先⾏者的致敬，更是为了从中汲

取经验，供后来者学习。

关键词：庞涛  抽象  传统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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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ng Tao, a famous Chinese female painter, was ever a teacher in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Her master piece are The Red Army Cross the Grassland, A Lijiang Trip, and 
Inspiration from Chinese Bronze etc., which have got highly appreciation and world torments. 
Besides, two books about painting materials written by her were published, which attributed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in 1980s. 

At the early age, Pang mainly worked on realism, and she painted A Lijiang Trip which is a 
piece of abstract painting after years of brewing. In 1980s, the western modern art has not been 
popular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whole atmosphere was quite conservative. Pang broke the 
restrict of atmosphere, pursued her own dream of art on the new path of exploring the 
combination of abstract painting and tradition. We can truly call Pang the pioneer of 1980s.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 
part one, it analyzes the features of abstract language in Pang Tao’s abstract works, including 
Travels in Lijiang, Enlightenment of Bronze and Tremendous Effort, by combin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In part two, it mainly elaborat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its 
unique art language and the time. In part three, it probes into various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Pang Tao and discusses her life comprehensively from such condition as family, 
character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achievement of Pang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glory, to show 
respect, and what’s more, to set an example for us, the late-comers and push us to learn from her, 
the pioneer. 

Key Words: Pang Tao  Abstract  Tradition  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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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涛   1934年⽣于上海。著名艺术家，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55年该院研究

⽣毕业后留版画系任教。是1984年在法国巴黎⾸度系统学习西欧传统和现代绘画技法材

料的两位中国教授之⼀，回国后著《绘画材料研究》，是中国西画材料的开拓者，并参

与油画系第四⼯作室的创建与执教。其主要作品有《漓江⾏》、《桂林⾏》《青铜的启

⽰》、《保护神》等。作品多次⼊选全国及国外美展，数次获奖。她的作品参加各类展

览达7 0余次，并在法国、美国、加拿⼤、西班⽛、⽇本、俄罗斯以及我国⾹港、台湾等

地区展出。在卓越的成就和华丽的光环背后，隐藏着的，是庞涛对祖国的⾚⼦之⼼，和

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

庞涛在其创作⽣涯早期，主要专注于历史题材绘画，作品有《东渡》《长征路上》

等等，此外，在中国的抽象画领域，庞涛敢为⼈先，上下求索，于⼋⼗年代创作了《漓

江⾏》、《青铜的启⽰》等抽象作品。在绘画材料⽅⾯，庞涛利⽤在巴黎的⼤好机会，

谦虚苦学，回国后所撰写的《绘画材料研究》是国内⾸次出版关于西⽅油画绘画材料的

书籍，⼤⼤开阔了艺术⼈⼠的视野，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可能性，为后来的油画材料发展

与进步奠定了基础。也因此说庞涛是⼋⼗年代油画领域的先⾏者，在感性和理性，内容

与形式，⼈⽂与科学这些⼤为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进⾏了⼤胆的探索

尝试。

庞涛作为庞薰琹之⼥，并不是完全因袭庞薰琹的成果，⽽是在优秀的基础上，进⼀

步发挥所长，⾛出了⼀条带有鲜明个性的特⾊之路。纵览其艺术⽣涯，⼋⼗年代是⼀个

⾄关重要的转型时期。庞涛作为⼋⼗年代油画领域的先⾏者，值得后⼈学习和研究。

⽂章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部分，结合时代背景和个⼈经历，对庞涛的抽象作品，

包括《漓江⾏》《青铜的启⽰》《⽜劲》等，进⾏剖析，分析其中抽象语⾔的特点；第

⼆部分，主要阐述其独特的艺术语⾔与时代的关系；第三部分，从家庭，性格，外部条

件等⽅⾯深⼊探讨庞涛能够取得成功的种种因素，综合看待庞涛的⽣平,从中汲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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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十年年代庞涛抽象艺术的特点与分析

1 9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

系》 

⼀书中提出了关于美的定义: “美是⽣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看得见依照我们的

理解应当如此的⽣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出⽣活或使我们想起⽣活的,那就是

美的”。在艺术对现实的关系这个美学基本问题上，他坚持现实⽣活⾼于艺术，艺术的⽬

的和本质就在于再现⽣活。受到车⽒美学影响，中国美术的学院教育也沿⽤了现实主义

的创作⼿法，庞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代艺术家，直⾄1984年以前的绝⼤部分作品都

能反映出这种风格的影响。 

 从历史渊源中看，中央美术学院的师资⼒量⼀部分来⾃于1938年创⽴的延安鲁迅艺

术⽂学院，当时美术系的主要教员有江丰、胡⼀川、王式廓、王朝⽂、罗⼯柳、彦涵、

王曼硕、张仃等⼈在解放后陆续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主要领导与教学⾻⼲。“鲁艺”办学实

⾏“三三制”，在学校学习三个⽉，到前⽅深⼊⽣活三个⽉，回来创作三个⽉。抗⽇战争时

期的延安虽地处偏僻，条件简陋，但美术活动却⼗分的活跃。师⽣⾃⼰动⼿制作⼟纸，

以窑洞做画室，把发条和伞⾻磨成⽊刻⼑，主要进⾏⽊刻和漫画创作。与延安相⽐，抗

战胜利后，1946年8⽉，徐悲鸿接任北平艺专校长。先后召集黄宾虹、王森然、李苦禅、

蒋兆和、李可染、李桦、叶浅予、吴作⼈等⼀⼤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和学者。形成了⼀

⽀规模空前的美术教师队伍。直⾄1949年新中国成⽴，中国美术教育迎来了全新的历史

时期。⽼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优秀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融汇⼀起，逐步确⽴了法国写实和苏

联⾰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雏形。

从5 0年代开始，随着中苏关系的发展，短时间内，苏联所特有的⾰命现实主义创作

成为学院的主流教学模式。中苏之间频繁的进⾏艺术交流活动，、和契斯恰可夫素描体

系。始于19世纪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体系（如图1-2），是基于科学主义、⾃然主义和

现实主义的科学体系。强调表达所处空间中的物象的形体结构，在对⼈体造型的描绘要

达到尽精刻微的地步。苏式教学模式所强调的，是对对象的深⼊刻画与形体结构、空间、

质感等诸要素的精准描绘。其循序渐进、静思审慎的研究物体空间造型本质的精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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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代中国学⼦。

1-1马克西莫夫《吴作⼈像》布⾯油画                1-2   列宾美术学院 《素描男⼈体像》 

庞涛受到⾰命现实主义影响的代表作品有《东渡》、《周总理是咱贴⼼⼈》、《万

⾥征程诗不尽》、《长征路上》（又名峥嵘岁⽉）等作品，这⼀阶段的作品均呈现出扎

实的写实功底，作品虽然反应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可辨出某些“抒情”的意味。如1977年的

油画作品《长征路上》（如图1-3），画⾯右下⾓画有⼀具被⽩布所盖上⾯摆放鲜花的红军

⼫体，此处⽤了⼀种间接的处理⼿法，因为在画⾯中直接⾚裸裸的表现⼫体是不被允许

的，当然这种“被美化”的历史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历史。

1-3《长征路上》 （又名峥嵘岁⽉）布⾯油画 1978年

1981年的《漓江⾏》（如图1-5）系列，不同于先前单纯的摹写⾃然景观的⽅法，采⽤

了作者⾃⾝认为：“更为有趣的”⽅式和⾓度。这批作品并不是抽象作品，仍然沿⽤了传统

的客观描绘⼭川风物的⽅式,但已经有了“抽象意味”虽然开始主张“形式美”，但是这些与

真正的抽象艺术仍有本质的区别，仍具有明确的表现主题，也没有完全挣脱“形”的束缚。

的出现从另⼀⾓度来看，这⼀切却意味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艺术本体的建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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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后真正的抽象艺术萌芽和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和画于1979年的作品《礁⽯》（如

图1-4）相⽐较，画⾯⼏乎仅保留了象⿐⼭独特的造型，背景留⽩，这些与传统⽔墨画所追

求的空灵静穆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国画⼤家齐⽩⽯曾强调“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

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画⾯中有意地舍去了⼤部分背景，极⼒突出作为主体的象⿐

⼭，甚⾄连⼭上的花草树⽊，也不着毫墨，皆与⼭形浑然⼀体，不分你我。如果说《礁

⽯》还在强调对⾃然景物完整的重现，那么《漓江⾏》系列所追求就是尽量的抛开繁冗

的表象细节，来强调内在的精神，在“是这⼀物象又不完全只是这⼀物象”之间给观者以更

⼴阔的想像空间。

    1-4 《礁⽯》 布⾯油画 1979年        1-5  《漓江⾏》组画之⼀ 布⾯油画 1981年

四年之后的1985年，⼋五新潮涌动，再⼀次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进化。从时间上

来说，抽象艺术虽然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但受限于⽂化环境，并不被⼤众所接受，作为

时髦先锋的艺术家群体，抽象画艺术家更是边缘中的边缘，早期进⾏抽象艺术创作的艺

术家中的⼀部分也转为尝试其他的艺术风格。⼀直到九⼗年代，尽管在学术上，抽象绘

画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但是在蓬勃发展的艺术市场中，仍旧拿不出漂亮的业绩。其根本

原因在于推崇写实主义，盛⾏伤痕美术的艺术界和排斥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环境，还不

能完全包容和悦纳这位西⽅来客，又或者说，尚且不知如何利⽤抽象艺术，让它在中国

的⼟壤中开花结果。84年⾄85年为期⼀年的法国考察，庞涛⼏乎访遍所有的美术馆和博

物馆，在这种直接的观摩考察中⼀⽅⾯拟补了因“⽂⾰”⽽造成的长期⽂化断层，⼀⽅⾯重

新审视⾃⼰的创作道路。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当中，庞涛凭借⼋⼗年代中期创作的《青铜的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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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正式确⽴了⾃⼰的艺术风格。这⼀系列作品将西⽅的抽象艺术⼿法和中国的古青

铜器形象进⾏融合，只保留青铜器的形状。如图1985年创作的《青铜的启⽰—⾓》（如图

1-6）整幅画⾯中只有⼀只正放的⽺头，使的画⾯的结构呈现出⼀个倒置的三⾓形，三⾓

形代表着稳定，当它旋转呈现⾓度时则代表了紧张、冲突、运动感和侵略，也象征着绝

⼤多数的完美。图像的本源取材⾃商朝晚期青铜礼器四⽺⽅尊，从这张作品开始庞涛便

开始了对中国古代青铜器题材长达⼗年的创作。她将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形象和西⽅现

代抽象⼿法相融合，画⾯中的青铜器被⾼度概括，形成⼀种具有鲜明特点的饶有趣味的

“形式”。但在找到《⾓》之前，庞涛经历了长时间的困惑，不知道这种中和西的结合点在

何处，为此庞涛在《⽆题R85》（如图1-7）的创作中试图⽤类似中国书法笔势的⾊块构

成来传达中国精神。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作于1986年的《⽆题R86》，画⾯似乎在构架⼀

个汉字结构，其实只是构成上⾯在靠近这种意味，但是以此为着眼点的作品并没有延续。

从画⾯的构成和符号的隐喻上来讲，《青铜器》系列都表达的更有⼒更准确。英国艺术

批评家、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对有意味的形式做出如下解释：“在各个不同的作

品中，线条、⾊彩以某种特殊⽅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

这种线、⾊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上感⼈的形式，我们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

（1-6）《青铜的启⽰—⾓》布⾯油画 1985年 （1-7）《⽆题R85》（灰⽩调）布⾯油画 1985

    

强烈的形式感成为庞涛80年代最为突出的特征，此时的画⾯不管笔触如何变化，点

线⾯的构成如何的丰富，“形”的存在感还是⾮常强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

之所以能感动我们，是因为感动我们的不是它的形式，⽽是这些形式所暗⽰、传达的思

想和信息”。 从《缚》（如图1-7）系列、到之后的陆续创作的《青铜的启⽰》系列（如图

1-8到1-11），艺术家都旨在反复使⽤⾼度凝练的的图像来传达更为深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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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缚》 布⾯油画 1987年

《青铜的启⽰—B.Gr.180》      《青铜的启⽰—爵、斝》      《青铜的启⽰—B21》       《青铜的启⽰—爵、斝》No.3
1991年（1-8）               1987年 （1-9）           1990年 （1-10）            1991年（1-11）

⼆二、庞涛抽象语⾔言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费⼤为曾在《作为开始的⼆⼗年——⼋⼗年代、九⼗年代的当代艺术》中对中国的

80年代有过这样的评述：“80 年代是⼀个政治上⾛向开放，⽽商业化压⼒尚未到来的空⽩

时期。这⼀时期为孕育理想主义热情、激发各种乌托邦幻想设置了最理想的温床。这种

理想主义在艺术上或者表现为对语⾔的批判，希望通过对语⾔的批判⽽实现对社会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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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或者表现为⼈⽂主义的热情，以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 ⽏庸置疑，⼋⼗年代是⼀特

殊的历史时段，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它具有举⾜轻重的“分⽔岭”意义。在⽂学上和艺

术上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由，其中’85美术运动则最具有

典型性，这个运动实际上也是1980年代精英⽂化运动的社会⼤潮的⼀个⽀流。相⽐国内

同时期的欧美等国的艺术界早已完成了从⼀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现当代艺术的体系已

经完备。

抽象艺术是指艺术形象较⼤程度偏离或完全抛弃⾃然对象外观的艺术表现形式。是

和以“摩仿说”为理论依托的具象艺术完全相左的⼀种艺术形态，也可称为⾮具象艺术。抽

象绘画包含多种流派，并⾮某⼀个派别的名称，它的形成是经过长期持续演进⽽来的。

抽象派作为⼀种艺术流派不同于古代已经出现的具有抽象意味的作品，也不是对于历史

的单调重复，⽽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20世纪）对于社会现状和现存艺术的⼀种回应，

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观念性。它的特征是缺乏描绘，⽤情绪的⽅法去表现概念和作画，

⽽这种⽅法基本上就是属于表现主义的，康定斯基于1910年创作的⼀幅取名为《即兴》

的作品，被视为⼈类有史以来第⼀幅纯粹的抽象作品。后来还出现了以马列维奇为代表

的⾄上主义，以及以蒙德⾥安为代表的新造型主义。抽象派整体朝着⼀个更为精神性和

观念性的⽅向前进。

中国的抽象绘画发展演变轨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最早由“决澜社”引⼊中国，

社团成员的创作具有现代主义绘画倾向，主要风格⼤都源⾃于后印象派及以后的新兴艺

术流派。1935年第⼋卷第三号《新青年》杂志中记录有倪贻德对当时社团活动的描述：

“庞薰琹······的作风，并没有⼀定倾向，却显出各式各样的⾯⽬。从平涂的到线条的，从写

实到装饰的，从变形的到抽象的······，许多现代巴黎的画派，他似乎都在作新的尝试。可

见以庞薰琹为代表的⼀群年⼈，渴望通过⼤⼒推⼴西⽅艺术，使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

的现状。虽然在这之后的⼏⼗年⾥，这项运动因为时局的动荡⽽陷⼊停滞，但是贡献是

巨⼤的，这些早期的艺术实践为⽇后的中国抽象艺术的再次传⼊和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此后直⾄70年代末期，中国艺术界的⼀元化局⾯才被打破，虽然在⽂化艺术上经历了相

当长⼀段空窗期，但刚摆脱“⽂⾰”桎梏的艺术界马上以极强的包容⼒，接纳各种新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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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抽象绘画也重新迅速的发展壮⼤起来。1 9 7 9⾄1 9 8 4年，艺术界中出现了美术新思

潮，即“伤痕美术”和“乡⼟现实主义”。在1979年“⽂⾰”后的⾸次全国美展中，⼏位当时来

⾃四川美术学院的学⽣作品画⾯中，呈现出⼀种晦暗和哀伤的情感。这与中国“⽂⾰”期间

的“积极”“健康”题材的作品相⽐有很⼤的不同。同年，以“星星”美展为代表的⼀批现代主

义者，第⼀次以群体的⽅式出现在美术界的历史舞台上。承接“星星”美展的前奏，“85  新

潮美术”运动开始了，它的出现以《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为标志的，随后各种

艺术群体及美展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般展开。画家兼批评家袁运甫在过看了此次展览

后写到： “从这些年轻⼈的作品中，真正感到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正在从⼀个⾯孔⾛向多

元，各种艺术风格的追求开始拉⼤距离，并形成⾃⼰独特的⾯貌，看到这些作品由衷的

感受到百花齐放的艺术春天到”

庞涛早期⽐较具有代表性的进⾏“形式美”的尝试是在1981年的作品《漓江⾏》系列。

真正形抽象风格则是1985年前后《青铜的启⽰》系列完成。虽然她并没有被归进⼋⼗年

代新潮运动中的任何⼀个派别，和轰动⼀时的“星星美展”与“⼋五新潮”运动也没有太直接

的联系（没有直接参与星星美展，也没有在⼋五新潮中成为标杆式⼈物）。但是如果将

80年代新崛起的⼀批年轻抽象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和80年代庞涛的创作进⾏同时期⽐较的

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很⼤的不同，下⾯将从正反两个⾓度进

⾏⽐较，找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

从相似性上来看：第⼀，两者都在画⾯中强调“形式”的美感，试图摆脱具象的“形”的

约束，并从中抽离出来进⽽强调⼀种精神的⼒量。第⼆，都试图将外来的抽象艺术进⾏

“本⼟化”的改良和折衷。

从不同点来看：第⼀，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多为年龄在⼆⼗⾄三⼗岁的年轻

⼈，这其中有部分⼈的⾝份是艺术家，⼀部分⼈是美术学院的在校学⽣。⽽庞涛是新中

国美术教育培养的第⼀批艺术家，“⽂⾰”结束后的1976年逐渐恢复创作，之前接近20年的

时间⾥因为时代的原因艺术活动较少，从现有资料来看这⼀阶段留存的作品仅1 4件。且

重新投⼊创作时已经近50岁，当时⾝份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

第⼆，接受西⽅现代美术的途径不同；同时期的国内青年艺术家接触西⽅绘画的主

要渠道还是通过阅读画册、报刊、参观来华外国艺术家的展览这些途径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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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学上⾯来讲，庞涛⽗亲庞薰琹是“决澜社”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其母亲丘堤是

“决澜社”中唯⼀的⼀名⼥性成员，其作品《瓶花》参加了1933年10⽉在上海福开森路世界

社礼堂举办第⼆次画展，并获得“决澜社奖”，这也是决澜社唯⼀的⼀次颁奖。由此可见这

种源于⾄亲，⽿濡⽬染的艺术熏陶必然会对其艺术创作产⽣影响，只不过这种潜在的影

响在很长⼀段时间以后才得以显现。其次，1984年⾄1985年庞涛赴巴黎考察期间，除了

完整参观了⼏乎所有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且和潘世勋两⼈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绘画

材料⼯作室系统的修读了相关的课程。有关现当代艺术的信息来源更为直接和纯正。

1985年回国后带回现代西⽅艺术的创作理念和经验，并以掌握完备的绘画材料知识。并

与丈夫林岗、葛鹏仁参与油画系第四⼯作室的创建与教学。

这些以上这些异同可以说明在这其中隐藏着⼀种“师承”关系，那么体现在哪⾥呢？从

8 0年代中国抽象主义的主要流派来看可以⼤体分成南⽅和北⽅两⼤画派。南⽅画派以上

海为中⼼，代表艺术家有丁⼄、李⼭、余友涵、张建君等⼈。有趣的是3 0年代著名的艺

术团体“决澜社”也是发端于上海，也是西⽅的抽象艺术有了最早的接触。⽽前⽂提到发起

⼈正是庞涛的⽗亲，虽然不能说南⽅画派和决澜社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有着⼀脉相承

的关系。和南⽅的抽象绘画团体不同的是，北⽅画派的成员在展览和交往中显得更为密

切⼀些。这中间的代表有来⾃东北的王⼴义和舒群，此外“星星”画会也起到了不⼩的推动

作⽤，虽然“星星”画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通过他们的努⼒，最后引发了有关“抽象

美”的⼤讨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促成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作室的建⽴。庞涛等

⼈在留学归来后，⽴即参与了“油四”⼯作室的教学中去，把法国所学的抽象绘画理念及材

料技法知识毫⽆保留地教授给了当时的学⽣，在这些学⽣当中，有后来“⼋五新潮”⾥极具

典型性的北⽅画派代表⼈物孟禄丁、王⽟平、张⽅⽩、顾黎明等⼈。

综上所述，庞涛不论是在个⼈的绘画创作上还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中都体现着

先⾏性，她虽然没有出现在“⼋五思潮”的浪尖，但庞涛的抽象艺术在80年代是⼗分具有进

步意义的尝试，⽆疑，她⾝上所具有勇于挑战⾃我，超越时代局限的精神特质。她在油

画语⾔上的探索也由她的学⽣进⾏传承和发展，影响⾄今，这也是对⼀名孤独的先⾏者

最好的纪念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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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响因素分析

庞涛的成就有⽬共睹，⽆论绘画还是品质，都令⼈折服不已。庞涛所付出的努⼒，

数⼗年如⼀⽇的恒⼼，对艺术的真挚热爱，都造就了今⽇的她。⼀个⼈的成功总是有各

种原因共同促成的，当我们回顾庞涛的⼈⽣历程，也不难从中发现⼀些重要的影响因素

和契机。⽐如家庭的熏陶、⽗亲性格的潜移默化、巴黎留学经验、⾳乐的启⽰等等。

庞涛出⽣于艺术之家，⽗亲庞薰琹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画家，他曾经组织“决澜社”，

举办“决庞薰琹庞薰琹澜”画展，蜚声艺林。母亲丘堤是有名的⼥画家。庞涛幼时居住在北

平，⽗母经常带她去画室，因为⽗亲是北平国⽴艺专任教，师⽣经常举办⾳乐会或者戏

剧舞蹈表演，故⽽她⾃幼就接受各种艺术形式的熏陶。受⽗亲习画的影响，她还涉猎西

⽅诸派艺术，⽗母的审美情操也影响了她对于不同艺术形式间的极⼤兴趣。她博采众长，

兼学并蓄，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庞涛在接受良好的家庭艺术氛围熏陶时，继承的不仅仅是对于艺术的热爱，还有倔

强的个性。这可以从庞⽒⽗⼥两⼈的选择中看出。

1921年春，15岁的庞薰琹从家乡江苏省常熟县来到上海，在震旦⼤学预科学习。预

科毕业后，决定到震旦的医学院学医。不过他在震旦医学院只待了⼀年，到1 9 2 4年年

底，两件意外的事促使他重新抉择，并彻底改写了他的⼈⽣。

1924年，在震旦⼤学医学院已经待了⼀年的庞薰琹徘徊犹豫着是否要放弃医学，因

为他发现⾃⼰更加热爱艺术。举棋不定时他向平时很关⼼他的⽐利时神⽗特·拉·泰叶吐露

⼼事。不料话还没说完，神⽗突然变了脸⾊，冲他⼤声吼道： “⽼实告诉你，你们中国

⼈，成不了⼤艺术家！”庞薰琹的⼼⼀阵绞痛，他意识到⾃⼰不可能再在这个学校读下去

了，便礼貌地回答了⼀句：“先⽣，你等着瞧吧！”⼀⼩时后，他雇了⼆辆黄包车，拉着所

有的东西，离开了震旦⼤学。1

这种不服输不认命的倔强劲头，和当年选择北上国⽴北平艺专就读的庞涛是何其相

象。年少的庞涛⼀直是优等⽣，从⼩学到⾼中，她都⽴志要上最好的学校⽽且⾔出必⾏。

  庞薰琹著，《就是这样⾛过来的》，三联书店，1988年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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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7⽉，上海解放后，庞涛以同等学⼒， 同时考取国⽴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

与国⽴杭州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前⾝)，在听取了⽗母的意见后，庞涛选择就近在国⽴杭

州艺专学习，但是⼊学后，她觉得学校秩序⽐较混乱，⽣源也不是最好的，这给了⼀直

怀有“精英主义”的庞涛⼗分⼤的落差，于是想转学到国⽴北平艺专，但是⽗母以她的年纪

太⼩为由拒绝了。倔强的庞涛⼼有不⽢，在求助于当地团组织书记之后终于如愿。

这种倔强的劲头，同样还引领她进⾏了画风的转变。因为⽂化⼤⾰命这⼀场浩劫，

庞涛五六⼗年代的⼀批绘画作品全部销毁。⽆法按照⾃⼰的意愿进⾏创造，庞涛内⼼感

到异常苦闷。⽂⾰结束后，她花了四年时间恢复写实绘画功⼒和思考艺术发展问题，随

后开始艺术新风格的探索。1981年初她又因画风变化⽽受到批评，但在经过数⼗年的压

抑之后，她再也不肯轻易屈服于外在压⼒，成为⼗分强调写实基础的中央美术学院中最

早放弃写实风格的⼀位教授。

倔强，越挫越勇，坚持⾃我选择，在庞⽒⽗⼥⾝上共有的品质，都帮助他们不断创造

辉煌，⾛向新的⼈⽣⾥程。⽽最根本的是，他们对于艺术，都有着惊⼈的执着，这种执

着，根⽣在⾝体中，蓬勃成长，外界的考验，只会让它⽣长得更加茂盛。

⽗⼥俩在“中西结合”的艺术思想上，也有着惊⼈的默契，两⼈亦都有过巴黎求学的经

历。

1925年8⽉，庞薰琹离开上海前往巴黎求学。到达巴黎的时候，恰好是巴黎博览会的

举办，这给了他⼤开眼界的机会，⾯前全新的艺术世界深深吸引了他。他说那是有⽣以

来第⼀次认识到，美不是只有⼏幅画，⽣活中处处都有美⽽且处处都需要美。深受触动

的庞决定到巴黎⾼等装饰么书学院学习，但这个学校对中国怀有极⼤的偏见，所以从来

不招收中国学⽣。后经徐悲鸿妻⼦蒋碧薇介绍，他进了叙利恩绘画研究所。

在巴黎求学期间，庞薰琹领略了西⽅艺术世界的精彩纷呈，也掌握了油画的技巧，

恰恰是在远离祖国的地⽅，他在⼼灵和艺术上都回归了民族与传统。对法国古典绘画、

现代绘画进⾏⽐较、研究、探索、实践后，他深刻认识到，从哪种⼟壤⾥长出的芽，也

只能在同样的⼟壤上⽣长、开花、结果。2

1932年发表于《艺术旬刊》上的《薰琹随笔》虽然是1930年的读书杂感，却反映出

  庞薰琹著，《就是这样⾛过来的》，三联书店，1988年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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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薰琹的⼀些艺术观点及追求。他写道：

 “我国古今好的作品我们应该研究；世界各国好的作品我们也应该研究，但是不⼀定

呆板板地模仿。我们不妨尽量接受外来的影响，凭它们在我们的神经上起⼀种融合作⽤，

再滤过我们的个性来著作、来创作。”“画家要有⾃我，不应该有什么派别的成见，派别只

是⼀种束缚、⼀种障碍，创作时应该将⼀切弃之脑后，诚实地说出当时想说的话。画家

应该站在社会中观察社会，站在⼈⽣中观察⼈⽣、观察⼀切。画家应该认识社会、认识

世界，使⾃我站在时代之上。”3

庞薰琹不仅提倡中西融合，⽽且主张艺术与社会结合，反映时代风貌。西为中⽤，

它的⽤处就在于要反应社会，表现时代。后来，庞涛对于中西绘画的融合，也做出了更

多的探索。

1984年到1985年，庞涛追寻⽗亲⾜迹，到法国巴黎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在浓厚的艺

术氛围中，除了接受西⽅古典艺术的浸染之外，还学习了现当代艺术。相对于8 0年代国

内相对保守的⽂化环境，巴黎显然更加⾃由— —来⾃不同国度的艺术家，各⾊的艺术风

格，在这⾥融会发展。庞涛到了巴黎之后，⼗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努⼒汲取养分，

对于西⽅艺术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谦虚学习。在国外的这⼀年时间⾥，庞涛每天都早

早出发，博物馆刚开门就进去⼀直待到关门才出来。每天都很累我记得当时在博物馆看

到两河流域的艺术也对她产⽣了很⼤的震动。“展厅⼤到⼀眼望去看不到头，巨⼤的浮雕

雕刻的相当精湛，六七千年前的⽂物颜⾊依旧很鲜艳。当时就强烈的感受到现代艺术其

实是吸收了很多这些因素在⾥边。还有当时参观⾮洲展厅时那种民族的创造⼒简直令我

震惊，后来有⼀次还看了⼀个⾮洲⼈的写实画展，我就再想⾮洲⼈你就搞本民族的艺术

嘛，何必要从这个开始。”后来庞涛就开始反思，中国有必要完全按照西⽅的规则来创作

与否。旋即有⼀个展览，给了庞涛相关的启⽰。位于巴黎现代雕塑公园的布鲁塞尔博物

馆上下各有六层，下边六层是现代艺术。布博有两幅作品让庞涛印象深刻，其中⼀幅作

品的名字和作者她忘记了，但仍然记得是画了⼀个跟中国的“王”字很像的字。画⾯上三横

⼀竖，还配有⼀些抽象的元素。于是庞涛就想，中国的汉字⾥⾯有意思的更多，能不能

以汉字为变形的元素创造出有抽象意味的作品呢。当时在欧洲同⾏的伙伴都在画写⽣或

  庞薰琹著，《薰琹随笔》，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4⽉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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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作，相反，庞涛⼀张都没画她的主要精⼒放在是看展览和研究材料技法上了。巴黎

美院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会关门晚⼀些，有学跳舞的⼈来当模特，学⽣们可以加课画速

写，模特会做⼀些舞蹈的动作。“学⽣中有的画完全抽象的，就⼀根线条的那种，也有稍

微具象⼀点的。但是要向我们当时国内那样⼦画速写（强调写实的技术）的⼀个都没有，

但是每个⼈都有⾃⼰的特点。”相⽐写实，巴黎美院更加注重培养学⽣的个⼈特质，⿎励

他们充分挖掘⾃我，⽽不是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在那⾥，艺术氛围总是相当⾃由的，庞

涛也因此获益良多。她回忆那些给予她冲击和启⽰的展览时说：

“我看到康定斯基的有些画，点、线、⾯、⾊是可以像⾳符⼀样的抽出来，在进⾏重

新的排列组合。他的画⾯有的冲击⼒很强，有的有很平和。他去世前⼗年在巴黎，那⼗

年的画是很好看的。他的作品颜⾊讲究，作品摆放在⼀起像进⼊到童话世界⾥⼀样。”

不难看出，庞涛对于康定斯基的艺术是发⾃⼼底的赞赏，同时，也展现出了她对于

⾳乐和绘画结合的兴趣所在。但最难得的，是她依然没有忘记⾃⼰来巴黎求学的⽬的，

没有完全抛弃在国内的所学积累，也没有骄傲⾃⼤，⽽是进⼀步加深了对中国传统艺术

的认识，同时吸纳了西⽅艺术的精华与活⼒，使⾃⼰的艺术造诣更上⼀层楼。正如她所

说，我们不能只追仿西⽅，⽽要有中国⽂化的基因，⾃古以来东、西⽅的思维⽅式各异，

各有优缺点，我们这⼀代以及我们的上⼀代，受到了不少西⽅⽂化的影响，然⽽西⽅现

代艺术也吸纳了不少东⽅艺术之所长，我们更不能妄⾃菲薄，应取其精华，⾛⾃⼰的路，

认真地去探寻。

     巴黎留学经历对于庞涛在抽象艺术道路上的探索是⾄关重要的转折点，对于研究庞涛

的绘画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此外，作为⼀名画家，庞涛对⾳乐也是兴趣⼗⾜。她

曾经去看过⼩泽征尔排练，在她的眼中，中央乐团演奏得已经很好了，但是⼩泽⼀直喊

停，针对演奏的“感觉”  提出各种改进意见。当即庞涛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且认识

到⾳乐当中追求准确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感觉，哪怕偏差了⼀点，感觉就不对。她还

反思了绘画艺术，并且希望⾃⼰的作品也和⾳乐⼀样精准，在线条结构不变化的前提下，

利⽤颜⾊来做变化，⾊阶也是可以⾃由转换，如同把b⼤调演奏成a⼤调。此外，她还要求

丝⽹印刷技术能够完全还原她画中的线条，分毫不差。其精益求精，令⼈叹服。

能在⾳乐中领悟到艺术的精髓并且灵活运⽤，庞涛在⾳乐与绘画结合的探索中也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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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得⼼应⼿。⽐如《青铜的启⽰》中，就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感，丝毫不拖沓，⼲脆利

落，画⾯中的点线⾯犹如精⼼安排过的乐章⼀般准确到位，正如她所追求的， “感觉到

位”。

由此可见，家学是庞涛⾛向艺术道路的重要因素，来⾃⽗辈的影响持续了⼀⽣，但

庞涛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并没有因循守旧，⽽是不断探索和创新，⾝体⼒⾏，实践⾃

⼰的艺术理念，追求⾄⾼艺术境界。

庞涛在探索抽象画的路途当中，也并不完全是孤军奋战，她也得到多⽅亲友的声援，

⽐如林岗，还有同样是著名画家的黄永⽟，后者曾写过⼀封信给庞涛，信中末尾发表了

他对于抽象画和庞涛艺术创造的⼀些看法：

眼前，我看国内抽象画家好像困兽，有⼒⽓⽆处使，⽂化感觉似乎还嫌幼稚。⾃⼰

⽆趣怎能引起别⼈兴趣？他们太重视任务感和主题感了。没有的！⼈怎么能向⾼⼭、⼤

海、悬崖、深⾕要意义？

看你以前的画，其实是张张都有想法，只是你⼀边画、⼀边怕。……

现在⽆所畏惧了，你完全撒开了⼿，这真精彩和开⼼。不过我建议你在每⼀组品类

上多画⼀些，把它们画得烂熟，画得草率，画得⽆可奈何，画得腻味再换⼜味，不要稍

微两三张就放⼿。要知道⽕花和开端得来不易，也可能在疲乏厌烦中得到妙悟。4

黄永⽟的来信⽆疑给了庞涛很⼤的精神⽀持，在从事⾃⼰热爱但仍属于边缘的抽象

艺术事业之时，能够得到各⽅的⽀持，始终是庞涛能够坚定⾛下去的动⼒和靠⼭。

可见，庞涛⼀路披荆斩棘，最后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其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有家庭影响、性格因素、政治环境、⼈⽣契机、亲友⽀持等等。在继承深厚家学的

基础上，庞涛没有满⾜于现有的成就⽽是不断挑战⾃我，尝试新事物，探索新领域。所

以最主要的，还是个⼈的天分和努⼒，以及精神追求。庞涛⼗分欣赏《悲惨世界》中阿

让说的那句话：“⼈⽣下来更多硬是是给，⽽不是取。”她认为⼈或者应该追求点精神层次

的东西，如果停留在物欲上，那么，带来的只能是精神上⽆穷的空虚和堕落。庞涛带着

⾼尚的精神追求，不断地迎难⽽上，在⼋⼗年代绘制了精彩的篇章。 

  黄永⽟，《给庞涛的信》，2009年3⽉15⽇ 4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fdd4b1b0100kaa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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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在2 0世纪⼋⼗年代之初，距离改⾰开放仅过去⼏年，在接受西⽅观念上，仍处

于⼀个起步状态，此时不仅是艺术界，整体的氛围都是保守的。在1981年，庞涛不畏外

界压⼒，坚持⾃⼰的艺术理念并创作出《漓江⾏》，后有《青铜的启⽰》继续追寻西⽅

抽象画和传统精神的结合，不可谓不难得。1984年庞涛从法国留学归来，继续执教中央

美院，并把⾃⼰所学的最新技法和精神悉数传授给了学⽣，这些学⽣当中有后来⼋五思

潮的代表⼈物。庞涛没有⾛在风头浪尖，但她确实⾛在了时代的前⾯，带领了新的风⽓。

此外，庞涛没有忽略绘画的技术层⾯，谦虚学习西⽅的材料科学，并带回国内。在精神

和物质两个层⾯，庞涛都在⼋⼗年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纵观庞涛⽣平，硕果累累，背后的⾟勤是我们⽆法体会的。个⼈天分，以及外界因

素在她的成功当中都⼗分重要。家庭的影响，亲友⽀持，是不可磨灭的因素，⾳乐的启

发，则是天才的灵感，但更重要的是，庞涛⾝上始终有⼀种不服输不认命的劲头，肯吃

苦，能创新，在她的世界中，精神追求⾄⾼⽆上，且知⾏合⼀，这正是⽆可替代的动⼒

和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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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栽树，后⼈乘凉。追寻庞涛的脚步，我们能看到抽象画与中国传统结合初期的

尝试，看到先⾏者的艰⾟付出，也会更珍惜今⽇习以为常的物质财富。当今的根基在于

历史，回顾过去，是为了反省，为了长⾜的进步。感念庞涛。

参考⽂文献
著作
1、孙萍著，《百年家族——庞薰琹》，河北教育出版社，⼴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版 

2、庞薰琹著，《就是这样⾛过来的》，三联书店，1988年版

3、庞薰琹著，《薰琹随笔》，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4⽉版

4、吕澎 易丹著，《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9⽉版

5、杨⾝源著，《西⽅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1⽉

6、康定斯基著，《艺术中的精神》李政⽂/魏⼤海 译，中国⼈民⼤学出版社，2003年10⽉第⼀版

7、叶丹著，《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艺术》，暨南⼤学出版社，2002年版

8、庞涛著，《庞涛》，⽂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5⽉第⼀版

9、王⼤豪著，《垮掉的⼀代》，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第⼆版

10、葛鹏仁著，《中国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作室》，河北美术出版社，1998年4⽉版

11、陈正雄著，《抽象艺术论》，清华⼤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歇尔·瑟福著，《抽象派绘画史》，⼴西师范⼤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车尔尼雪夫斯基著，《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民⽂学出版社，2009年02⽉版

14、克莱夫·贝尔著，《艺术》，中国⽂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 

期刊
1、赵⼒，《超越时代的局限》，《美术研究》2005年第1期

!  19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185.htm


2、《美术》1985年第7期，第20-21页
3、⽩杨 抗战前新美术运动回眸 来源：http：//www.lunw.com

4、索洛维叶夫等著《素描教学》
5、《新青年》1935年第⼋卷第三号

电⼦子⽂文献

1、黄永⽟，《给庞涛的信》，2009年3⽉15⽇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fdd4b1b0100kaah.html

                                致 谢

在论⽂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数的困难和障碍，⾟亏有⽼师和同学的帮助。尤其要

感谢我的研究⽣导师—刘丽萍⽼师，她对我进⾏了⽆私的指导和帮助，不厌其烦的帮助

进⾏论⽂的修改和改进。另外，版画系的武宏⽼师也给我的论⽂提了很多建议，在此向

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各位⽼师表⽰最诚挚的感谢！

为了详尽的了解情况，准确的还原真实的事件，我曾经数次登门叨扰庞涛⽼先⽣。

每次的访谈都长达数⼩时之久，但是⽼先⽣从未表现出倦意。在与⽼先⽣的多次接触中，

我深深的被她那种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所感动。此外，8 1岁的⾼龄的⽼先⽣⾄今仍在坚

持每天埋头于创作，这种⼏⼗年如⼀⽇的对艺术的热情，值得我们每⼀位后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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