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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民国时期的美术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号,向西方先进文明借鉴现代

化中国的形成之路.“新民”、“新青年”、“新文化”等在艺术讨论中频繁出现的目的性词汇,都表明艺术需要激发出民族

新的精神生命力.民国时期的美术,为这一目标付出了真诚的努力,蔡元培所期望的“年轻学生通过对艺术知识的学习

和研究,培育出新的人格和道德观念,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民族的精神问题〔１〕”的愿望,在不同绘画主张的派别里都得

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但民国的主流艺术创作整体上对人的根本问题触及不深.倒是一向不被关注的基督教美术中,
有了人性追慕的闪光.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的陆鸿年的作品,堪称传统国画家重构国画精神的崭新案例:他巧妙地结

合传统中国画和西画技法,在颇具生活气息的、由来已久的日常情境中,将一种“体验神圣”甚至“经历神圣”的态度引入

画面,在这方面,他越出了其他基督教艺术家的眼光,而又将革新———接受、参与改变的意识引入作品.在国家救赎、民
族独立意识空前高涨的时刻,这样的洞察力,是当时很多教内外知识分子对宗教的讨论中都忽略掉的.而这些讨论的

深入程度,实际上与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理解程度密切相关.他的创作,不仅为民国时期的基督教艺术,也为中

国传统文化带入了灵性的维度,这是其它主流艺术所未曾触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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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美术发展简析

“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１９１２至１９４９年的３７年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

些年间的特点,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

展〔２〕.”美国中国史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开头就这样概括了民国的中国社会.民国

诞生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３〕.”而
此起彼伏的内战和未停又起的外国入侵,引起了民众救亡图存的变革意志.这些变革主要由新型的

知识分子发起并实施.他们虽仍接续了传统士大夫对政治干预的职责,但与士大夫“大多表现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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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公司Shijietushuchubangongsi[TheWorld＇sBooks],２００８)第４７８页．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５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道统批判政统’,而‘对道统本身之批判则凤毛麟角’〔４〕”不同的是,新型知识分子自觉到儒家道统强

有力的规范系统对人发展的限制,他们呼吁的文化变革,直接指向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

“士志于弘道”的文化角色与这个角色之良心的忧患意识,转换为对“道”的批判与幽暗意识的萌生,这
是中国史上绝无仅有的突破,这种突破是要解除掉禁锢人们创造力的思想文化,主动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推动的现代化运动,这是２０世纪上半页最重要的文化变革运动.各行

业的留洋归国人员,在积弱不振的民族局面和西方新异文明景观的落差感中,掀起了志在改革和建设

新生活的西化浪潮.在借鉴西方的先进文明时,他们倾向于一步到位的现代化,对于从西方带来的各

种名词,倾向于望文生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的基督教,在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的旗号

下,被大多数精英略去了它作为西方文化的根底的意义.
而“新民”、“新青年”、“新文化”等等在艺术讨论中频繁出现的目的性词汇,都表明艺术需要激发

出民族新的精神生命力.民国时期的美术,为这一目标付出了真诚的努力,蔡元培所期望的“年轻学

生通过对艺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培育出新的人格和道德观念,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民族的精神问

题”〔５〕的愿望,在不同绘画主张的派别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但此时的创新,若细致考察分别

代表写实主义、中西融合的现代派、恪守传统的保守派三种方向的徐悲鸿、刘海粟、黄宾虹的作品,就
能看到均显得囫囵吞枣而着力不深:全盘西化的写实主义,是在拿西方艺术技法绘制中国传统情怀;
中西合璧的形式、浪漫主义,在追求“新的时代精神”表现的时候,是顺应个人气质的趣味模仿;而坚持

传统绘画价值的艺术作品,又苦于“意境”并不能应付已经相去甚远的现实.虽然写实主义由于其直

观、准确、通俗、富有号召性的表现形式,被认为最能反传统,又能在任何时候有社会－政治关怀而通

行无阻.但必须看到,所有的关怀在那个内忧外患、战乱频仍、非传统无信仰的时刻,作品的内在深度

和外在形式,往往还被驱赶至政治的目的性中.
这让民国的艺术创作整体上对人的根本问题触及不深.在林风眠创作的«人道»、«痛苦»等作品,和庞

薰琹的«地之子»、«时代的女儿»等作品中,我们尚能够看到艺术家对人之存在的省思与对人性的深度关切.
但在主流美术中,这样的作品非常少.倒是一向不被关注的基督教美术中,有了人性追慕的闪光.

二、基督教传教策略推重“本土化”

基督教在民国因为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加之教会学校的兴建,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而传教士

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积极调整了他们的传教策略.“如果说以

往传教士们更注重个人信仰的转变的话,现在传教士们更加重视基督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６〕”
但基督教在民国被讨论,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思想启蒙的重要,和民族意识觉醒下的

“非基督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当时提醒人们:“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

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这正是中国人堕落的根由”,他认为

对于基督教问题,“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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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补救中国文化〔７〕.而教会方面的努力,是北

京天主教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成立,其应天主教“本土化”传教的需要而建,在宗座代表刚恒毅的直接推

动下,中国的基督教艺术得以从实质上产生.
民国时期的天主教已经从义和团运动的重创中恢复过来,并因为信仰自由的政策和传教策略的

改变而迅速发展.天主教传教策略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再走从官员到民众的从上到下传

教路线,改为扩大慈善和救济事业;二是兴办教育和增加文化事业的投入,三是加紧本土教牧人员的

陶养.所有努力都指向福音传播的当务之急———本地化.但仍有几大突出的问题:首先,十九世纪以

来,外籍传教士与所属国政府在传教、商贸、殖民扩张等事务上的牵扯,使得教堂往往代表了外国势

力,中国教徒被视为化外之民;其次,外籍神职人员与本地神职人员在职务待遇上一直不平等,本地神

职很少,且基本上只是外籍传教士的助手而已;第三,中国正值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政

治的压迫激起了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教内知识分子致力于天主教的爱国运动;第四,以“科
学”和“民主”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在排斥宗教的同时,抵制宗教上的文化侵略;最后也许还有一点,
就是传教策略改变之后,没有文化的农民教友占大多数,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教友,如马相伯、英
敛之等致力于提升教友品质和中国籍神职人员品质,建立中国的天主教大学,后来的辅仁大学就是在

英敛之专为天主教青年办的“辅仁社”的基础上建成的.
多种有待于建立一个正常的中国教会的因素,促成了罗马教廷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颁布了旨在天主

教本地化的«夫至大至圣通谕»,并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ArchbishopCelsoCostantini)为驻华宗座代

表来华,重点贯彻和落实«夫至大»通谕(Maximunillud)的精神.
刚恒毅来华之前,没有任何外交经历,作为宗座代表,他将完成两个使命:一是否定当时法国的

“保教权”以建立本地化的教会组织,并任命中国籍主教,促进中国圣统制的建立.二是在北京设立天

主教大学,以期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天主教信仰.
刚恒毅受过艺术训练,在雕刻和建筑领域都有艺术才华和专门研究,并以复兴公教艺术为职志.

他早年写过«十字架与艺术»、«基督教美术讲义»和«神职人员对艺术的认识»等书册,也曾被派到阿奎

来亚(Aquileia)负责堂区和大殿的修复工程,因此,具有相当好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抵达北京的途

中,他结合自己对传教事业的看法写到:“我们并不想把中国思想‘欧化’,只愿使它‘基督化’〔８〕.”抵
达北京后,“他巡视了东北、华北、中南教区.同一时间里,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了有关中国近代历史

的著作.〔９〕”并仔细考察了中国天主教会发展史和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的历史,勘察了从城市到乡

村各个教区的教会建筑.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必要性的认识,而且深深认识

到文化和艺术对传教活动的帮助.来到中国一年以后,他开始鼓励并大力推进发展中国本土化的基

督教艺术.辅仁大学美术系,即是刚恒毅主持下的推崇尊重传统艺术的基督教艺术研习机构.他非

常睿智地指出两点:其一,“古老的中国,随着帝制的垮台,而由于国民的努力工作和痛苦挣扎,正在为

一个新的中国铺路.在此革命生长的变动时期,我认为在一个有着古代艺术及真正艺术价值的

国度里,天主教艺术也应配合传教的革新倾向.”其二,他认为中国的宗教建筑和艺术创作要因时地之

宜,尽可能采用中国样式,要考虑到中国人民的志趣、情感和所了解的东西.
刚恒毅聘请能用中国画法表现出宗教意味的陈路加为辅仁大学艺术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陈路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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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中国天主教“艺人之家”,致力于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优秀特性融入天主教绘画艺术.除陈路加外,“艺
人之家”有名的艺术家还有他的学生王肃达、陆鸿年、徐志华和刘河北.辅仁大学艺术系的师生都是天主教

徒,他们创作了超过一百八十件基督教艺术作品,其中,以陆鸿年的艺术成就最高,其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乃
至作为基督教艺术的内涵方面来说,都是当时中国基督教艺术家最有灵性的.

三、耶稣也降幅给中国———陆鸿年的基督教艺术

陆鸿年广为刊载的作品是«李自成进京»(１９７１年)、«北京来的客人»(１９５１年)和«深山探宝图轴»(１９６５
年),几乎所有他的履历中都会提到他擅长国画工笔重彩人物,以仕女画见称,并精于壁画研究.而一句“毕
业于私立辅仁大学美术系并留校任教,期间作品入选该校在美国、法国、印度等地举办的画展”,则笼统地带

过了他在三、四十年代的一段重要岁月———他曾作为北平辅仁大学的基督教艺术家,创作过大量精美感人

的基督教艺术作品.正是这几幅被略过的作品,成就了陆鸿年广为人知的作品中微妙的意趣;而陆鸿年这

段时期内的努力,也是在那个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年代里,传统国画家重构国画精神的一个崭新案例———从

今天的艺术发展来看,陆鸿年早期的这些作品有令人钦佩之处.
对比弗莱明博士和顾卫民教授书中刊载的所有当时中国基督教艺术家的杰出作品,在令人赞叹

的中国画表现技法和对传统人文情怀的把握背后,陆鸿年显然对基督教圣事的奥义和普世性有自己

独到而深入的理解,这对于宗教艺术创作来说,是至为关键之处.“一幅优秀的宗教内涵的作品应当

呈现普遍生活中视觉意义上的绝对的审美意识.自道成肉身,创造的语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

入了审美实践的范畴.这类作品不在于强调发生的情景而在于强调发生的内涵———基督教的精义是

见证耶稣基督显示出的真实的神性和人性世界.艺术的第一要素是认识和体验‘道成肉身’对于

人类的寓意.〔１０〕”陆鸿年的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洞察力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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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的中国基督教艺术家的创作,都在努力实现对基督教故事的中国式转换,他们表现基督事件

发生在中国的情形,并试图以传统绘画的意境和象征提示出基督教信仰的真谛.这几位知名的艺术

家的作品都有其曼妙感人之处,但陆鸿年对基督教艺术的认识更深入一些.他对耶稣的生平事件和

基督精神的把握,不是挪移到中国印象的场景中,而是在颇具生活气息的由来已久的日常情境中,将
一种“体验神圣”甚至“经历神圣”的态度引入画面,在这方面,他越出了其他基督教艺术家的眼光,而
又将革新———接受、参与改变的意识引入作品.在国家救赎、民族独立意识空前高涨的时刻,这样的

洞察力,是当时很多教内外知识分子对宗教的讨论中都忽略掉的.

３．１　视觉传统中的微妙变化

陆鸿年在创作基督教艺术的这一段时间里,正是民国智性冲突最为活跃的时候.虽然处于相对

安稳又宗教化的辅仁大学中,艺术创作看上去并没有为任何政治或文化运动所惊扰,但他作品中对解

剖结构、斜对角线构图、透视和平面化的运用,说明他的创作和当时的艺术思潮是有联系的.这种联

系,表现为写实的部分技法与现代的绘画精神融入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后,趣味上的神秘和清新.可以

说,陆鸿年的基督教艺术,是在应对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一个是对天主教教义的理解,一个

是“改良中国画浪潮”.

综观陆鸿年的作品,斜对角线的构图非常明显.而在«圣诞»这幅画中,画面的构图带有结构性.
地面和墙面的分割线,十字木架和马槽,把人物正在经历的事件推向前台.十字架木棍上有两只小鸽

子,站在顶上的一只安静地望着前方,似乎知道此时正在发生着什么,右边的一只正在探头下望,和小

婴孩的目光正好相接.这里的马槽失去了传统基督教绘画中的功用,它不是为小耶稣而设置,而是为

了将小耶稣和圣母之间的关系、两只羔羊的温顺,以及地面和两堵墙的交接意味,都由玛利亚将右手

按在马槽上的一瞬传递给后面从不可见处立起来的十字架.这个有受难意味的两根木棍绑扎的十字

架,看上去与左边的墙壁因为空间不足而产生矛盾,又似乎把处于它怀抱中的事件的最终寓意,指向

了窗外正在探望的小天使带来的讯息.窗外的小天使、约瑟、玛利亚、羔羊和鸽子都望着新生的婴孩,
而婴孩举起的手,将观者的目光引向了十字奥秘.窗户运用了写实绘画的透视法,也有光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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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上的裂纹非常真实,人物和动物的刻画细腻而传神,流畅优美的衣纹透露出人体的结构,约瑟的

面部线条和明暗,表现出画家的人头骨结构知识.奇怪的是,看上去有空间,有结构,有透视,但又有

一种空间的平面化矛盾.这也许是因为墙壁和窗户外背景的处理,借用了写实的手法,又留下了写意

的痕迹.
意境的营造与写实的刻画相结合,做空间的安排又消解空间的意味,让神圣的生活发生在人的日

常行为中,这是陆鸿年作品的三个特色.人物头顶的透明光圈,表明他们所具有的神性,但这些人物

又显然是普通人,他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可见的只是母子之间的亲情.画家对约瑟的处理带有提示

性:他是孩子的父亲,随身的器具表明他是个木匠,总是处于为母子俩服务的行为中.在«圣诞»中,他
跪在母子二人的面前掌着灯,虽然一家人和乐融美,但在中国,是没有父亲会有如此举动的.

陆鸿年画中依然显示出中国画线条的流畅和形象的优美,对服装、纹饰的描绘都是传统中国绘画

或者壁画中的样式.画面中的景深被含糊表达或者索性就不见了,在壁龛等创作中,平涂的背景将人

物直接托在画面上.他画的圣母有明清仕女的样貌,柔美而恭顺,头顶的披纱轻盈唯美,衣衫借鉴了

传统壁画中的装饰元素.
陆鸿年在传统艺术的经典元素中,谨慎地融入新时代的艺术观念,又努力在画面中保留因信仰带

来的新价值观所开启的深度.多年研究山水画的陆鸿年,显然不会不懂得传统山水画中的“三远”所
营造的氛围,但他的画面中在回避这种氛围的事实,说明他在寻求另一种具有“平、高、深”的意境;遍
临古代帝王像的陆鸿年,也显然不会不懂得本身区别于普通人的人物,描绘时所应该坚持的距离感,
但他毕业之后画的圣母,是民间普通女子的形象,圣临于俗,尊降于卑.正是不脱于传统的形式因素

和微妙而真实的新信息的浑然天成,陆鸿年的基督宗教艺术使人容易敞开心门,揣摩自己被唤起的情

感力量.

３．２　换一种视域体验神圣———双向调和后的普世福音

在“基督教艺术本土化”这个概念中,“本土化”透露出了作为一个外来概念,由中国传统画家进行

中国式转换,如何在转换中不失掉基督教的精义,又能让中国大众了解到.艺术家的舍弃与改变,必
须显得合理而温和,这种温和所产生的静谧中的神秘,又要正好适于在中国民众的心里引起惊异.

这一时期的基督教艺术家,普遍倾向于以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环境和象征性事物来置换«圣经»中
的描述.但在陆鸿年所描绘的画面中,对环境和象征性的运用,加入了体验性的成分,使得普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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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事件有了不同的神性意义———圣经事件古来就发生在中国———只消稍稍转念,便能够领会到.这

种柔和的体验性证明:艺术家已然进入了圣经的启示中,因为他的眼光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静静地

领受着这变化所带来的新境界.
就内容而言,陆鸿年的作品有两个特征不同于其他艺术家:１、艺术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表现基督教

与中国人的直接关系;２、暗示出新的精神价值所需要的主动性和反思性,观者从熟悉的画面和生活细

节中,必须能看到不同并引起惊异.陆鸿年的宗教绘画多描绘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他把自己对神圣教

诲的领悟画出来,在并不新鲜的传统意趣中,显示出正在悄然而起的新变化.
«好撒玛利亚人»中,陆鸿年仍然用了他喜欢的斜对角线构图.在一道蜿蜒

的山间小路上,一个衣不蔽体的人受伤在地,身后是高山,面前是河谷,一位好

心的路人正要把他搀扶到自己骑的驴子上,驴子定睛看着这一幕.他们身后不

远的地方,漫不经心、清静闲散地分别走着两个人,广袖舒甩表明他们事不关己

的态度.这幅画与传统国画除了在构图上有区别外,明显的差异在于故事情节

的寓意.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超越了人本主义善言善行的道德典范,显示出圣

经真理“行”的深意,以及基督救赎的深刻性.陆鸿年这幅画中,画出了对祭司、
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对苦难时态度的新判断.作为神职精英的祭司和效法

精英的信众利未人的内心并无真的福音,而被视作异族的撒玛利亚人,因信和

爱而行出律法来,是真正的“邻居”和门徒.人们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善良观,
在这里被更深层的因信而行的拯救观引向对永生的、真理的考虑.

弗莱明博士对陆鸿年«客舍无房»的解读别有深意:“玛利亚站在前景的雪

地上,约瑟在叩门.中国服饰装扮的约瑟,肩头的木棍上挑着仅有的一些行李.
狗在吠叫,侍童摇手示意,店主依然坐在桌前,一切都表明了这里对他们的到来

缺少准备.〔１１〕”
不管怎样,这些作品都在努力地表达一种基于新视域的对惯常生活的沉

思,这种沉思还往往以前景与背景的对比表现出来:前景往往是发生在角落里、
少数人生命中的新的精神变化,而背景是沉淀在人群中、多数人生活中的惯常

精神处境,对前景的强调和对背景的推离,把观者从与背景生活的远距离拉向

对新信息的领悟.

３．３　对陆鸿年作品的评价

综观民国时期的基督教美术,看到陆鸿年的创作,印象是优美而奇特的.这些由灵性生发的精美

图画,没有牵强附会的痕迹,也不是粗糙空洞的宗教情怀,而是以回味和叹息般的平静、接受,赋予了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日常生活一种从未被注意到的默示.这种默示在他的画面里,因其自然而然地围

绕在中国古人的音容笑貌、时间空间中,而提取了一种新精神的真实氛围.这种真实的提取非常值得

重视,因为它将告诉我们陆鸿年的作品越出了当时“本土化”的号召,它是直接从圣言的奥义临在艺术

家心中而来的中国基督教艺术作品.陆鸿年在每一幅基督教艺术作品的落款中都明确地表示“敬
绘”,而这两个字却没有出现在其他的创作中,这些作品应该可以见证一种中国真正的新艺术的诞生,
因为对现实敏感如艺术家的灵魂和对生命虔敬如使徒般的单纯,使这些仍然古香古色的传统形式中,
有一种努力闪光的因子.

欣赏这微弱的因子,也许需要我们同样单纯、虔敬的心.任何一种精神上的影响能够发生,更深

层次上,它必然与自身的倾向相吻合,或者恰好补充形成.西方文化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向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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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陆鸿年听到基督教的至公精神的时候,听到的是它的普世性和普遍性,以及它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基督的临在,不在于将西方的基督请到中国来,而是向基督诉说中国人的努力.陆鸿年作品中所肯定

的基督教的普世性,展现中国人的生活与基督自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把信仰发生还原为生活事

件,而且用艺术语言表达了对特定时代的日常言论的思考,这难能可贵的一点超越,已经使他的作品

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因此,在民国的艺术无一例外地求新求异以更新民族精神时,那些试图跃出传统精神困境的艺

术,努力表现更真实、更自然、更具有号召力、宣传性的作品,但都难以从民族性、现实性中跃向对于永

恒性、普世性精神的追求.陆鸿年的作品未脱出传统的样式,却站在坚持国画传统更新可能的老艺术

家一路,以唯一接收到迥然相异的基督教精神内涵的洞察力,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了呈现普遍

生活中绝对的精神更新真义的见证.虽然他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绘画中现实性的缺乏,他所描绘的世

俗生活,仍然是理想中的先验生活,与自身所处的实际生活有莫大的距离.但放在那个追求现代化的

大背景中,也许我们更该看到他作品中的超越之处———他的创作,不仅为民国时期的基督教艺术,也
为中国传统文化带入了灵性的维度,这是其它主流艺术所未曾触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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