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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年，赵望云从唐⼭山出发经张家⼝口⾄至内蒙古草原，开启⺠民国⻄西北北写⽣生的先河。旅⾏行行期间，他的农
村写⽣生不不断在《⼤大公报》上发表。


1943年年，吴作⼈人离开成都赴塔尔寺、敦煌等地写⽣生、临摹壁画。差不不多同时，关⼭山⽉月从重庆出发奔
赴⻄西北北。他们在兰州偶遇。两⼈人骑在骆驼上互画⼩小像留留念。［图1］［图2］


图1：1943年年⻄西北北写⽣生途中吴作⼈人与李李约瑟合影；图2：1943年年吴作⼈人题“卅⼆二年年⼭山⽉月兄骑明驼互画留留念 作⼈人”


1953年年，⽯石鲁来到兰新铁路路的乌鞘岭⼯工地写⽣生，正好碰上从中央美院来写⽣生的艾中信。在离⼯工地不不
远的⼭山脊上，⽯石鲁看到⼀一线残破的⻓长城。


1980年年，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丁⽅方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苏州写⽣生，⽽而是独⾃自来到⻩黄⼟土⾼高原寻找他理理
想中的“⺠民族⺟母⼟土”。七年年后，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杨茂源坐上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一⼼心想去中国铁
路路能到的 远的地⽅方。


1990年年，洛洛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的⼯工⼈人庄辉从洛洛阳出发，骑⾃自⾏行行⻋车沿河⻄西⾛走廊赴新疆和⻄西藏写⽣生。每
到⼀一地，他就去⽂文化馆打听当地有没有像他⼀一样搞“实验艺术”的⻘青年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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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年，从北北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不不久的雎安奇和“北北漂诗⼈人”竖沿着新疆的公路路开始⼀一次以“出
差”为名的⾃自我漂泊。两⼈人谁都不不知道这次旅⾏行行将以何种⽅方式结束。 


2016年年，刚从美国学习归国的郑源来到已经废弃的酒泉航空站，对已经不不存在的⻄西北北航空进⾏行行⼀一场
半虚拟的考古。与此同时，庄辉正在⼏几百公⾥里里外的祁连⼭山系继续他的腹地游牧。


回望20世纪，⻄西北北不不仅是众多艺术家⾏行行迹相交的现场，更更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地理理坐
标。 30年年代， 左翼⽂文艺⻘青年年以⾰革命之名奔赴延安；40年年代，曾经留留学欧洲的油画家纷纷踏上⻄西部写
⽣生之旅，通过临摹佛教壁画和边疆写⽣生的⽅方式来提炼更更具有⺠民族性的绘画语⾔言；50年年代，体制内的
画家被⼤大批派往⻄西北北建设⼯工地，描绘新中国基建的同时也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70、
80年年代，艺术家们重返⻄西北北的⻩黄⼟土⾼高原和⼽戈壁滩，有⼈人去寻找个体⾃自由和“⺠民族魂”，也有⼈人去考察
中华⽂文明以外的异族遗迹；进⼊入90年年代，体制外的野⽣生艺术家开始践⾏行行⼀一种更更为个⼈人化的⻄西部之
旅，他们不不像前辈那样⽬目标明确地激进向前，⽽而是以⾃自我漂泊的姿态主动后撤，对正在固化的权⼒力力
体系进⾏行行迂回的抵抗。 这些不不同时期的⻄西⾏行行之旅串串联起⼀一个从⾰革命到告别⾰革命，从乌托邦到异乌托
邦，从⺠民族化到全球化的世纪。2010年年前后，具有跨国经验的年年轻艺术家们再次把⽬目光和身体投向
中国⻄西北北，他们的“⻄西北北”已不不仅局限于国家疆域的内部，⽽而是变异为⼀一种偏离权⼒力力中⼼心的腹地暗
喻。这些年年轻⼈人以腹地游牧、知识考古、⽹网络漂流等多种⽅方式绘制更更具弹性和不不确定性的个⼈人地理理。

如果我们将⺠民国写⽣生、新中国的建设写⽣生、“后写⽣生”时代的⾃自我漂泊、当下进⾏行行的腹地游牧放置在
同⼀一历史空间⾥里里观看，我们能否围绕“⻄西部之旅”追溯出⼀一条中国当代艺术和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之
间既断裂⼜又关联的历史⽂文脉？不不同历史语境下的“⻄西部之旅”何以促成艺术家实践的转折？“⻄西北北”——
这⼀一模糊、多变的地理理空间和借喻空间——何以在地⽅方的、国族的、亚洲的、全球的和后⽹网络的地
理理疆域⾥里里反复被想像、被赋形？多重地理理想像的背后体现了了艺术家什什么样的流动⽅方式？如何启动并
勾连着艺术家的⺠民族观、现实感、⾃自我认知、对于权⼒力力的协作和抵抗？当我们让这些跨越世纪的⻄西
⾏行行者彼此互为近景和远景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从中看到了了正处于流动状态的⾃自⼰己？


“到⻄西北北去！”：抗战流动下的写⽣生 

当谈论写⽣生时，我们往往关注其凝聚的视觉现代性，却忽视了了写⽣生亦是⼀一场建⽴立空间体系的旅⾏行行事
件。 写⽣生的语境、路路线、身体的位移、运动中⽣生产的图像、旅⾏行行结束后的再创作、媒体报道、写⽣生
展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公共性的想像空间，与旅⾏行行者经历的物理理空间既相交⼜又相异。 这种空间的构建
有个⼈人的动因，⼜又有来⾃自周围⼩小群体、艺术体制和社会⼤大环境的驱动。艺术家个⼈人身份的认同、现
实感的表达⼀一次次打开新的地理理阐释。1941年年到1945年年间掀起的⻄西北北写⽣生⼩小⾼高潮就可以让我们思考
在抗战环境下，艺术家如何通过⻄西北北写⽣生建⽴立新的边疆想像，并将其纳⼊入⼀一个⾃自觉的国族共同体。
同时，他们的战时流动性和现实感如何勾连着⾃自身对于艺术语⾔言的实验和改造。


“⻄西北北边疆”这⼀一⺠民国初年年开始通⾏行行的现代词汇携带着以中原汉⽂文明为中⼼心的观看视⻆角，笼统地覆盖
这⼀一⼴广阔地区的巨⼤大差异。1927年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按照当时的⾏行行政规划，⻄西北北地区⼤大体指陕
⻄西、⽢甘肃、绥远（包括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等地）、宁夏、⻘青海海、新疆六省。就归属
中国的时间先后⽽而⾔言，各个地区有着天壤之别。陕⻄西为中国⽂文明源发地和汉唐⽂文明的中枢。⽽而⻓长城
⼀一线、嘉峪关以外的辽阔疆⼟土则是个充满冲突和交流的“接触区”。边陲性的汉⽂文化、藏传佛教影响
下的藏⽂文化以及穆斯林林⽂文化在这⾥里里交相混杂。⻓长久以来，“⻄西北北”缺少为⾃自⼰己⾔言说的机制。作为⼀一个
⾼高度异质的混合体，它既被想像成“中华⺠民族的原乡”⼜又是“蛮夷之地”， 既拥有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
宝库”的佛教⽯石窟⼜又有辽阔的⼽戈壁荒滩。有意思的是，不不管是在抗战时期、建国初年年还是“⻄西北北⻛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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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行的80年年代，每当⺠民族性成为迫切的诉求之时，“⻄西北北”总能成为这种诉求的形象载体。30年年代第⼀一
次的“⻄西北北热”正与⼀一场⺠民族危机有关。


20年年代，随着⺠民族学、博物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引⼊入中国，⻄西北北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研究对象，
然⽽而，⻄西北北的认知远远没有进⼊入公众领域。直到1931年年“九⼀一⼋八”之后，确保⻄西北北作为国家⽣生命线的
课题骤然被提到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国⺠民党通过了了“开发⻄西北北”的议案，包括移⺠民垦荒、交通
建设、兴修⽔水利利、勘探矿产资源等多项计划。（1）同时，国⺠民政府内务部两次颁发《提倡国⼈人考察
边境办法》，对国⼈人前往⻄西南、⻄西北北边疆旅⾏行行考察加以明确规范外，也要求各地⾏行行政机关严加保护。
（2）蒋经国在他的⻄西北北纪⾏行行中把⻄西北北描述成中国国族久居的固有疆⼟土，是⺠民族赖以发轫的“原乡故
国”。冰⼼心、郑君⾥里里、张恨⽔水等知识精英纷纷投⼊入⻄西北北考察的⾏行行列列，⻄西北北的游记和出版达到空间的规
模。上海海明星电影公司还于1934年年拍摄了了“主旋律律”电影《到⻄西北北去》。（3）然⽽而，美术界却较少有
⼈人参与这股“⻄西北北热”。除了了赵望云1934年年的塞上写⽣生和李李丁陇1937年年的敦煌临摹之外，以美术为⽬目
的的⻄西北北之旅在30年年代寥寥⽆无⼏几。40年年代初期出现的艺术家赴⻄西北北的⼩小⾼高潮则与抗战全⾯面爆发后东
部院校集体南迁有着更更为直接的关系。


汪晖曾指出，抗战全⾯面爆发导致的社会流动中出现了了20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由都市向边缘
地区的⽂文化流动。（4）在美术界，东部院校的被迫迁移极⼤大地改变了了学院艺术家身处的地理理环境，
也将他们单纯的形式主义追求拉回到与现实世界相关的范畴。（5）1937年年，常书鸿、董希⽂文等国⽴立
艺专师⽣生辗转迁往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吴作⼈人、孙宗慰等中央⼤大学师⽣生从南京迁移到重
庆，随后吴作⼈人组织战地写⽣生团奔赴潢川、商丘前线；⼴广州沦陷后，关⼭山⽉月步⾏行行逃难到澳⻔门，后穿
越沦陷区辗转⾄至桂林林，⼀一路路写⽣生做画，宣传抗⽇日。被迫⾛走出象⽛牙塔的学院艺术家看到与东部城市迥
异的少数⺠民族⻛风情，底层⼈人⺠民的苦难调动出他们强烈烈的现实感。迁移中的写⽣生、随机的抗⽇日宣传和
战地写⽣生团为他们的创作注⼊入了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经验。他们的地理理认知也打破了了以院校为中⼼心的
格局，转⽽而⾯面向更更为⼴广阔、多元的中国⻄西部。


尽管艺术家⻄西⾏行行的背景各有不不同，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体制组织和⾃自我组织两类。第⼀一类包括王⼦子云
率领的“⻄西北北⽂文物考察团”于1940年年12⽉月到1945年年初辗转川、陕、豫、⽢甘、⻘青五省的考察；1943年年，
司徒乔随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前线视察团深⼊入新疆等地写⽣生；1943年年，常书鸿携家眷抵达敦煌，
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二类则包括吴作⼈人、关⼭山⽉月、赵望云、张振铎、黎雄才、韩乐然、董
希⽂文等独⾃自或者⼩小群体组织的⻄西北北旅⾏行行。 第⼆二类艺术家旅⾏行行的交集显然是临摹古代⽯石窟壁画和边疆
写⽣生，但同时他们也在以现代公⺠民的⾏行行脚⽅方式来感知⻄西北北边疆，将⼀一个原来抽象、模糊的边疆具体
化、地域化甚⾄至国族化。 在消化重组写⽣生素材的时候，艺术家⾃自觉或者不不⾃自觉地将边陲地域收编到
⼀一套有着统整逻辑的地理理体系中。 这种⺠民族化的地理理观在关⼭山⽉月的写⽣生作品中表现得 为显著。 


疆域象征与图像组合 

1943年年当31岁的关⼭山⽉月踏上⻄西北北之旅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国难当下中国画何为的问题。 抗战的全⾯面
爆发不不仅使现实主义写实浪潮成为美术界的主流，也改变了了很多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为了了抗⽇日宣传，
以⻄西画为基准媒介的⻘青年年纷纷转向⽣生产和传播更更为便便利利、快捷的摄影、⽊木刻和海海报。跟随⽼老老师⾼高剑
⽗父实践“新国画”的关⼭山⽉月也积极地从新闻摄影中汲取素材和图像，画了了《三灶岛外所⻅见》等具有现
场感的的作品。（6）然⽽而，关⼭山⽉月深知中国画很难具有摄影的图像张⼒力力，既要保证纪实⾊色彩⼜又要兼
顾笔墨墨特性不不太可能成为有前途的出路路。 中国画要想成为抗战的⽂文化武器器就必须挖掘符合⾃自身语⾔言
的优势。如果说关⼭山⽉月在漓江写⽣生过程中开始转向对于地域性的关注（7），那么⻄西北北写⽣生则使他摸
索⼀一种具有地理理象征的图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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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年，关⼭山⽉月在敦煌临摹了了北北魏第⼋八⼗十六窟的胡⼈人鞭⻢马图。［图3］这是从⼀一副壁画上选出的⼀一个
图像局部。随后，关⼭山⽉月以这⼀一素材为基础画了了《鞭⻢马图》。［图4］关⼭山⽉月在借⽤用古代鞍⻢马图的范
式，保留留写⽣生素材基本构图的同时，以写实的⼿手法为⼈人和⻢马画出饱满的身体。 扬起的⻢马鞭、拉紧的
缰绳、挣扎中的⻢马共处于⼀一个富有张⼒力力的瞬间。⻢马鞍上的葡萄叶纹样和哈萨克的服饰为抽象的胡⼈人
赋予了了具体的⺠民族身份。这是⼀一个活在当下的哈萨克男⼦子。他恫吓的眼神，紧握缰绳的⼿手和腰间露露
出的短⼑刀⽆无不不流露露出壁画原型和古代鞍⻢马图不不曾有过的战⽃斗感。上⽅方于右任的题跋“冰雪⽣生活、英雄
⽓气度、勒勒⻢马沙场，祖国永护”与下⽅方图像的组合充分发挥了了中国画传统图像中的象征优势，将少数⺠民
族男⼦子的鞭⻢马瞬间安置在全⺠民族共同抗战的阐释框架中。（8）关⼭山⽉月同期的另⼀一幅作品《祁连跃
⻢马》也描绘了了未曾出现过的少数⺠民族持⼑刀策⻢马⻜飞奔的场⾯面。这些作品在重庆、上海海等地举⾏行行的“⻄西北北
写⽣生画展”、“⻄西南⻄西北北纪游画展”中展出，引起郭沫若等号召⽂文艺⺠民族化的精英们的赞许。借⽤用⻄西北北
的图景，关⼭山⽉月展开了了⼀一套抗战危机下的国族想像。这⼀一想像的地理理中⼼心并不不在重庆临时政权所在
地，⽽而是投射到抗⽇日的 前线。

   


图3：关⼭山⽉月，《临摹敦煌北北魏第86洞洞》，1943年年；图4：关⼭山⽉月，《鞭⻢马图》，纸本设⾊色，163.4 x 
159.8cm, 1944


如果抗战的需要促使艺术家借⽤用了了⻄西北北少数⺠民族的战⽃斗性，那么抗战的胜利利也使他们开始尝试如何
将⻄西北北整合进统⼀一国家的新想像中。1943年年，关⼭山⽉月在写⽣生途中画了了多幅⻩黄河⾼高轮⽔水⻋车和嘉峪关的
速写。（9）［图5、6］1945年年的《⽔水⻋车》，他把这两个距离800多公⾥里里的景观同时放到具有江南⽓气
息的古典画境⾥里里。［图7］懔厉⾼高耸的祁连⼭山以淡墨墨处理理成舒缓的⼭山峦，嘉峪关的城楼降低，⽓气势减
弱，⻩黄河上的铁桥退⾄至远景，浑浊湍急的⻩黄河⽔水抚平为江南春⽔水。 与其说这样的图示将⻄西北北转化为
“多⺠民族地域、⻛风俗与汉族传统图示交流和交汇的场所”（10），不不如说画家⾃自觉或不不⾃自觉地以中国
画的⽓气质和语⾔言去“驯服”⻄西北北的⻛风景，进⽽而将⻄西北北边疆拉⼊入⼀一个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版图。这个疆
域的图像正微妙地从全⺠民抗战转向⼤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关⼭山⽉月在⻄西北北写⽣生中的个⼈人探索在建国后逐
渐转化为⼀一种“新正统主义”的价值形态。（11）1959年年，他和傅抱⽯石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展现
了了“⼤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国家地理理。 这种新中国的江⼭山图启⽤用了了“类似古代地形图”的视⻆角，以祁
连⼭山和⻓长城作为国家疆⼟土的象征。（12）⻄西北北被剔除了了具体的地域性，转为巩固国家中⼼心政权的泛
化的边疆。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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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关⼭山⽉月，《⻄西北北写⽣生11》，纸本铅笔速写，25 x 31cm, 1943；图6：关⼭山⽉月，《⻄西北北写⽣生12》，纸本铅
笔速写，25 x 31cm, 1943；图7：关⼭山⽉月，《⽔水⻋车》，纸本设⾊色，35.4 x 45cm, 1945；图8：关⼭山⽉月、傅抱
⽯石，《江⼭山如此多娇》，1000 x 700 cm, 1959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艺术家被整编⼊入美院、美协等国家机构，写⽣生⾏行行为也成为⼀一种⾼高度体制化的⾏行行
为。50年年代初期，⼤大量量⽂文艺⼯工作者被派往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场，进⾏行行写⽣生和体验⽣生活。兰新铁路路、
⻘青藏公路路等重⼤大道路路⼯工程的开启象征着新中国宏⼤大历史的启幕。在写⽣生中，艺术家身体的劳作、⼿手
眼的协调和对于建设场景的内化也及时对应着建设、疆域、劳动集体和新中国政权之间的关系。


1953年年5⽉月，时任《⻄西北北画报》社⻓长的国画家⽯石鲁被派到兰新铁路路的乌鞘岭⼯工地写⽣生。吴雪杉在研究
中指出，⽯石鲁看到了了⼀一段正在铺建的铁轨、在⼯工地上奋战的2000名官兵、数百顶帐篷还有远处⽩白雪
皑皑的的⻢马⽛牙雪⼭山。他尤其注意到了了不不远处的⽯石洞洞沟梁梁⻓长城还有破败的烽⽕火台，可是他并没有看到
真正的⽕火⻋车。兰新铁路路的兰州武威段要等到1956年年才通⻋车。（13）当年年9⽉月，⽯石鲁去北北京参加第⼆二
届⽂文代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表现和诠释“新”与“旧”的问题。周扬的报告⾥里里指出，“⽂文艺创作的
重点应该放在歌颂⼯工农兵先进，创作时代的典型⼈人物，就是不不断突出新社会的光辉品质，与旧社会
的旧影响⽔水⽕火不不相容。”（14）⼀一年年后，⽯石鲁根据他的写⽣生素材完成了了《古⻓长城外》，他并没有画他
亲眼所⻅见的⼯工地，⽽而是表现了了⼀一个铁路路穿越⻓长城的意象。［图9］⻓长城与铁路路的垂直交叉象征着中华
帝国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秩序的骤然扭转。在惊⼼心动魄的声⾳音中，⽕火⻋车冲破残败的⻓长城，新中国的
政权废除了了古代中华帝国的疆域格局。少数⺠民族的惊愕神情以及受惊的⽺羊群戏剧性地渲染着这⼀一新
旧交替的时刻。 这富有象征意味的图像组合并没有严格诠释周扬关于塑造典型⼈人物的号召，⽽而是体
现了了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艺术性和政治性之间依然存在可商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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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石鲁，《古⻓长城外》宣传画，26 x 36cm, 1954


就在⽯石鲁在兰新⼯工地⼯工地写⽣生的同时，⼀一个⼩小⼈人物正沿着兰新铁路路流浪。他是⼀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
⺠民间照相师傅，名叫庄志贤。由于兰新铁路路的修建，⼯工⼈人和新移⺠民对照相有⼤大量量的需求。庄师傅靠
摄影讨⽣生活。他背着摄影器器材沿兰新铁路路流浪，铁路路修到哪，他就流浪到哪。如果兰新铁路路代表新
中国正史的开始，庄师傅的流浪则是隐匿匿在正史背后的、⺠民间的、不不⽴立⽂文字的个⼈人史。这种个⼈人史
并不不孤⽴立存在，庄师傅的很多河南同乡都是靠照相吃饭的⺠民间⼿手艺⼈人。 新中国的⻄西部开发给他们带
来了了 后流浪的机会。 庄师傅的⼀一位同乡就曾赶着驴⻋车⼀一路路为修建中的⻘青藏公路路拍照， 终⾛走到拉
萨。兰新铁路路通⻋车后，庄师傅在⽢甘肃⽟玉⻔门定居，开了了家照相馆。1957年年公私合营，照相馆被整编进
国有体制，这位流浪摄影师也成了了国营照相馆的职⼯工。1963年年，庄志贤的⼩小⼉儿⼦子出⽣生，起名庄辉。
三⼗十年年后，庄辉成为在当代艺术语境下⼯工作的⼀一名艺术家。他将与同辈的艺术家们共同开启“后写
⽣生”时代的⾃自我漂泊。


下篇 

中国艺术家赴⻄西北北进⾏行行写⽣生、考察和创作是在⺠民国美术史、新中国美术史和当代艺术中重复出现的
现象。与其说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条顺滑清晰的历史线索，不不如说更更像⼀一张起伏不不平的碎⽹网。
它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术的肌理理中起脉，重复中时有断裂，⼜又在全球当代艺术的语境下与个
体实践重新勾连。不不同时期的艺术家在相似的⻄西⾏行行路路线上携带着迥异的时代⾏行行囊和个体诉求。“中国
⻄西北北”的认知和想像在这些实践中反复被构建，从⼀一个⺠民族和国家框架下的地理理范畴逐渐转向当代艺
术中充满弹性和不不确定性的空间暗喻。


本⽂文将指认20世纪艺术家⻄西⾏行行的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西北北写⽣生初始的40年年代、学院写⽣生传统恢复
的70年年代末和学院体制外的艺术家开始⾃自主流动的90年年代。这种将现代和当代艺术并置的观察⽅方式
并不不是去串串联起⼀一部艺术家⻄西⾏行行的通史，⽽而是试图在历史重复的节点上考察艺术家如何以⻄西⾏行行为契
机展开关乎个⼈人、国家、区域流动、艺术版图的多重地理理想像；这些想像⼜又如何在各⾃自的语境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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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心与边缘、腹地与边界之间的关系。上篇集中讨论的是40年年代初⻄西⾏行行之旅的第⼀一个⼩小⾼高潮。⻄西
北北写⽣生的素材在抗战语境下被编码进萌芽中的国族地理理，进⽽而在50年年代的建设写⽣生中转化为新中国
的“江⼭山图示”。 下篇将梳理理70、80年年代之交和90年年代的⻄西⾏行行实践，并借此推动思考“⻄西北北”在当代艺
术的语境下从⼀一个具体的地域概念转向观念化的 “腹地地理理”的可能。


误读与想像之间：80年年代初期的⻄西北北作为投射空间 

近年年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 有益的⼯工作之⼀一莫过于对其发端的重新论述。把中国当代艺术
与新中国美术简单地割裂、 把“前卫”作为当代艺术的唯⼀一正当的基点、以正统／异端、官⽅方／⺠民间
的⼆二元对⽴立作为理理由——这些显然远远不不能描述历史现场的多相性和复杂性。 （15）刘鼎和卢迎华
以他们的策展⼯工作强调了了70年年代早期⾄至80年年代早期这⼗十年年的历史空间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重要性。
创作者们在艺术和政治的紧张关系中表现出持续的摸索和摇摆；与此同时，⺠民国时期遗留留下来的现
代主义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不不断地冲突和缠绕。 （16）受到他们⼯工作的启发，我把对于艺术家⻄西⾏行行
历史的第⼆二段观察放置在1978年年到1983年年之间。1978年年后随着⾼高校秩序的恢复，中国的各⼤大美院也
逐渐恢复了了组织师⽣生旅⾏行行写⽣生、临摹的体制传统，给学院艺术家们提供了了具有合法性的出⾛走契机。
短短⼏几年年间，张建君、蔡国强、尚扬、刘丹丹、李李津等艺术家密集地踏上⻄西⾏行行之旅。（17）⾃自70年年代
中期，他们在有限的资讯条件下饥渴地吞⻝⾷食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艺术史和美学。这些碎⽚片化的认
知被转译到⻄西⾏行行的创作实践中；同时，艺术家们也在临摹古代壁画、搜集⺠民间艺术和少数⺠民族写⽣生
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语⾔言。虽然这时的创作不不乏对于以上知识对象和观看对象的误读和想像，但其
背后颠覆性的⼒力力量量亦是新的创作转型的前奏。


⾃自40年年代初开始，敦煌壁画临摹便便是艺术家⻄西⾏行行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不不同时期的临摹在某种程度上
也体现了了艺术家身处现实的差异。常书鸿40年年代的临摹⼒力力求逼近壁画原作的真实，似乎对应着他正
从艺术家向敦煌保护者和研究者的⻆角⾊色转型；同为旅法画家的吴作⼈人在个⼈人低潮中⾛走上⻄西⾏行行之旅，
他把壁画当作⼀一个静物或⼈人物来“写⽣生”，试图在古今对望中试图营造出新的⾃自我。⽽而70年年代末期的
的艺术家则携带着迥异的历史⾏行行囊和视觉滤镜。1979年年，上海海戏剧学院的教师孔柏基和他的学⽣生张
健君先后去了了永乐宫、⻰龙⻔门⽯石窟和敦煌。30年年代出⽣生于上海海的孔柏基早年年承袭上海海⺠民国时期现代主
义的遗绪，⽂文⾰革期间依然坚持印象派的油画创作。他⼀一直是上海海戏剧学院⾮非写实绘画地下⼩小群体的
⼀一员。 1976年年初次来到敦煌时，他深藏于胸中多年年的⻢马蒂斯和塞尚被瞬间调动出来。他在临摹中读
出的是古代壁画与野兽派之间的相通之处，⻄西⾏行行结束后他以《敦煌印象》为题创作了了⼀一系列列混合了了
印象派和表现主义⻛风格的绘画。


对于孔柏基的学⽣生张健君，古代壁画以其丰富性击中了了他寻找⾃自我表达的焦虑。与80年年代“⽂文化热”
中的知识分⼦子⼀一样，张健君阅读⻄西⽅方哲学理理论的同时也伴随着“如何回过头来重新看待中国的⽂文化”
的诉求。艺术家往往不不像学者那样忠于图像背后的历史渊源，⽽而是以“为我所⽤用”的⼼心态将敦煌笼统
地归为“中国传统⽂文化”——尽管这个“中国”的标签从艺术史的⻆角度值得商榷。⻄西⾏行行归来，张健君没有
急于画画。他⼀一边阅读中国道家宇宙观的书籍，⼀一边与上戏的同学陈箴研习殷墟甲⻣骨⽂文艺术。正是
在⻄西⾏行行的沉淀中，张健君创作了了《永恒的对话》等使⽤用综合材料料的抽象绘画，也开始了了从油画向实
验⽔水墨墨的转向。由此，⽂文⾰革期间⼀一直保持着现代主义暗流的上海海戏剧学院也在80年年代初孔柏基、张
健君和陈箴等⼈人的实践中出现了了 早⼀一批带有东⽅方神秘主义和东⽅方表现主义倾向的创作。 


敦煌之外，⻄西北北的⻩黄河和⻩黄⼟土⾼高原也成为更更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艺术家向往的地理理坐标。1937年年全
⾯面抗战的爆发激发了了中国⼭山河国族化的进程。1939年年诞⽣生的《⻩黄河⼤大合唱》及其在⺠民众中所激发的
爱国激情是⻩黄河在当时被迅速国族化的标志。（18）80年年代初，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是新⼀一轮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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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国族化——⻓长江、⻓长城和⻩黄河被确⽴立为中华⺠民族三个重要的地理理象征物。随着电视机的普及，
1983年年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话说⻓长江》以“爱国主义地理理教科书”的腔调向全体国⼈人讲述中国的空
间结构和地理理边界。（19）美国探险家的⻓长江漂流和⽇日本NHK投资的《丝绸之路路》、《⻩黄河》等纪
录⽚片更更是激起⽂文化⺠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山河意识。⺠民间组织的⻓长江和⻩黄河漂流以极悲壮、⾮非理理性
的⾃自我牺牲将漂流与“⺠民族⾃自豪感”连接起来。在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情感结构下，80年年代赴⻩黄⼟土⾼高
原和⻩黄河流域的艺术家纷纷赋予了了这块⼟土地“寻根”、“⽂文化命运反思”等宏⼤大虚⽞玄的命题。然⽽而不不容忽
视的是这种 “⺠民族精神”的诉求正暗暗与抽象语⾔言的实验相结合。1981年年，湖北北美院的研究⽣生尚扬来
到⻩黄河岸边的佳县进⾏行行写⽣生。他创作的《⻩黄河船夫》虽然看似依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题创作，
但实为他迈向抽象的第⼀一步。尚扬试图在这种单⾊色平⾯面的绘画语⾔言中提炼出⼀一种纯粹的精神性。以
此为起点，尚扬对抽象形式的探索不不断纯化，逐渐脱离了了⺠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局限。


1978年年到1983年年左右的短短⼏几年年间，⻄西⾏行行的写⽣生、临摹的经验与80年年代“⽂文化热”中的知识经验⼀一道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家的语⾔言转型。艺术家对于⻄西北北的认知也在“中华⺠民族源头”和“异域边疆”之间
摇摆。⼀一些艺术家将⻄西北北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作异国的替身来描绘；⼀一些艺术家通过强化⻩黄⼟土⾼高原、
⻩黄河流域的“源头”⾊色彩将其转化为崇⾼高精神的载体；也有艺术家通过对于中亚游牧⺠民族的考古引⼊入
前现代的游牧地理理的想像，以此来冲破国家疆域的限制。可以说，任何⾛走上⻄西⾏行行的艺术家，不不管他
们的⽬目的地和旅⾏行行路路线如何，⻄西⾏行行的经历都颠覆了了他们对于⻄西北北是⼀一块整体的想像，同样引起思考
的还有什什么是“中国”和什什么是中华⽂文明的边界。这些由⻄西⾏行行引发的观察和思考⼤大多没有⽴立即转化到
⻄西⾏行行的创作中，⽽而是在艺术家的⼼心中沉淀多年年后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长城、兰新铁路路、没有地图的祁连


1983年年，上海海戏剧学院的学⽣生蔡国强从上海海启程，乘坐兰新线⽕火⻋车奔赴⽢甘肃和新疆。⼀一路路上，他以
熟练的学院写实主义的⼿手法进⾏行行写⽣生。他在⽇日记中写到，“知道⾃自⼰己很快要离开中国，赶紧向祖先留留
下的东⻄西借些⼒力力。⻘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丝绸之路路、万⾥里里⻓长城。这些东⻄西到外国不不会没⽤用。”⼗十年年后
的1993年年，蔡国强回到嘉峪关实施了了他的重要作品《万⾥里里⻓长城延伸⼀一万⽶米：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
号》，以⼀一把烟⽕火超越了了“祖先留留下的东⻄西”。这个作品 初的设计稿中有⼀一个容易易被忽视的要素，

那就是点燃的⽕火药捻线与不不远处的⽕火⻋车平⾏行行共驰，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的观众共同围观这⼀一场⾯面。
虽然这个设计点因为实际原因并没有实现，但是它在观念上却极具历史张⼒力力。［图10］兰新铁路路多
年年来是通向⻄西北北的重要运输⼲干线，也是⼏几代艺术家⾏行行迹相交的现场。兰新铁路路作为新中国的重⼤大基
建⼯工程于1952年年于破⼟土动⼯工，1958年年越过⽢甘新交界，1962年年全线通⻋车。兰新铁路路的开通促进了了60年年
代开始由东部向⻄西北北的百万⼈人⼝口流动。很多活跃于今天的当代艺术家（艾未未、雎安奇、赵赵等）
的⽗父辈当年年就是当年年坐着兰新铁路路上的⽕火⻋车以垦荒、⽀支边、下乡、改造、劳改等名义落户⽢甘肃和新
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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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蔡国强，《万
⾥里里⻓长城演唱⼀一万⽶米：
为外星⼈人做的计划第
⼗十号》，⾏行行为，1993


呼啸的⽕火⻋车勾连着不不同时代的视野和欲望。。。。。。


1953年年，国画家⽯石鲁来到⽢甘肃兰新铁路路建设现场进⾏行行⼯工地写⽣生。虽然没有看到真正的⽕火⻋车，但他画
的新国画《古⻓长城外》却选择了了以铁路路穿越⻓长城为意象。 （20）画⾯面中，⽕火⻋车以巨⼤大的声⾳音和速度
冲破残败的⻓长城，宣告了了新中国的政权对于古典中华帝国疆域的废除。⽽而40年年后在嘉峪关，蔡国强
则引⼊入了了三种历史纬度，同时并置为近景和远景——⻓长城所代表的古典中华帝国、兰新铁路路所代表
的现代⺠民族国家、国际艺术观众所代表的正在兴起的全球当代艺术体制。⽕火光腾空的瞬间，蔡国强
以全新的时空视野傲视了了古典帝国与现代国家两种疆域格局，进⼊入⼀一个“超国家”的宇宙视⻆角。这种
宇宙视⻆角起源于他在家乡泉州的早年年思考，但是 终的达成却与蔡国强在过去⼗十年年间与各种国际艺
术机构、画廊和藏家不不断磨合的国际经验息息相关。⼗十年年前的⻄西⾏行行写⽣生者正在成为驰骋于全球艺术
流通、凌驾于国家边界之上的“超级公⺠民”。 


与此同时，中国内部正酝酿着⼀一种由体制外“野⽣生艺术家”⾃自我组织的在地地理理的实践。就在蔡国强
来到嘉峪关的三年年前，⼀一个年年轻⼈人也曾路路经于此。他是洛洛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的⼀一个⼯工⼈人，叫庄辉。
从洛洛阳出发，他骑⾃自⾏行行⻋车沿河⻄西⾛走廊⼀一路路⻄西⾏行行，⼏几个⽉月后抵达拉萨。兰新铁路路对于庄辉有着特殊的
意义。庄辉的⽗父亲庄志贤是个⺠民间摄影师，50年年代曾沿着修建中的兰新铁路路流浪，以拍照谋⽣生。铁
路路的修建和建设移⺠民的到来为他提供了了 后的饭碗，铁路路的建成也终结了了他的流浪。［图11］40年年
后，庄辉的⻄西⾏行行并没有选择⽕火⻋车，他回避了了国家铁路路作为地理理认知的预设，⽽而是以 为⾁肉身的骑⾏行行
去体验未知的地理理。与80年年代初的蔡国强和张健君⼀一样，庄辉的旅⾏行行动机也是写⽣生，但是他⼜又与那
些学院艺术家截然不不同。他⽣生⻓长于⽢甘肃边陲⼩小镇，16岁进⼊入⼯工⼚厂，⼀一边⼲干体⼒力力活⼀一边跟着⼯工⼚厂⾥里里的
业余画家学画。对于他来说，“⻄西北北”不不是相对于东部中⼼心的边缘地带，不不是待发现的知识对象，⽽而
⾸首先是⼀一个刻满个⼈人记忆和游⾛走经验的⺟母体空间。 1990年年， 他给⻋车间主任扔下⼀一张字条就上了了路路，
以写⽣生为名的骑⾏行行实为⼀一个⼤大集体⼯工⼈人对于⼯工⼚厂体制的抵抗，也是⼀一个27岁的年年轻⼈人对于⾃自⼰己作为
独⽴立个体的确认。每到⼀一地，庄辉便便到⽂文化馆打听当地有没有“搞实验艺术的”。⾯面对这个⽇日益壮⼤大
的“地下”艺术家⽹网络，他朦胧地意识到⻄西北北可以纳⼊入⼀一个中⼼心尚不不明确的全国性的实验艺术地理理之
中。1990年年的骑⾏行行是⼀一场综合了了体制抵抗、⾃自我组织和在地创作的“后写⽣生”实践。［图12］庄辉脱
离了了写⽣生作为客观世界的再现，⽽而转向以身体的移动来激发、内化和转译主观感受的⾏行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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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庄辉与他⽗父亲拍的全家福；图12：庄辉在1990年年⻄西北北骑⾏行行写⽣生途中


蔡国强和庄辉同属于20世纪结束之际登上舞台的⼀一代艺术家。他们同处于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尾
脉和全球当代艺术崛起的交叉点上。⾰革命记忆、现实主义语⾔言、社会主义⽇日常、散落在⺠民间的⽂文⼈人
传统都是深深刻印在他们身上的历史经验。同为⻘青年年，他们也像40年年代的关⼭山⽉月、吴作⼈人和50年年代
的⽯石鲁⼀一样相信艺术改造世界的⼒力力量量。 ⽽而此刻，不不管是冉冉升起的艺术明星还是底层出⾛走的野⽣生艺
术家，全球深化中的⾃自由主义经济、跨国流动的艺术空间和新兴的艺术市场即将给他们的艺术道路路
赋予巨⼤大的历史机遇。⽽而随着2000年年后艺术体制与市场利利益之间愈发紧密地纠缠，他们也需要在复
杂的艺术界⽹网络中重新辨认⾃自⼰己的位置。与其这也意味着艺术家将做出截然不不同的选择。2008年年以
后，围绕当代艺术的话语和操作不不断沦为附庸于市场的游戏，艺术⾏行行业喧嚣的背后弥漫着⼀一种莫可
名状的虚⽆无感。在⼀一次访谈中，庄辉直⾔言不不讳地说他对于艺术能够改造世界的信仰在2008年年后就基
本破灭了了。


2009年年左右开始，庄辉与⾃自⼰己的过往进⾏行行了了⼀一次漫⻓长的告别。告别亦是新⽣生的开始。他重返⻄西北北荒
芜的⻛风景，以没有明确⽬目的的⻓长途漂泊来保持作为⼀一个⼈人的敏敏感和直觉，⽽而作为艺术家的⻆角⾊色则不不
断后撤、⼏几近消解。 他的⻄西北北⼀一如既往地是⼀一个拒绝被知识化、被历史化和被客观化的主体空间。
2014年年他将把⼏几件不不甚满意的⼤大型雕塑彻底地仍进⼽戈壁，布置成⼀一个永久的个展。之后，他回到
1990年年骑⾏行行曾经过的⼀一处城市废墟，把与⼀一位叫牟莉莉的当地姑娘在此地的合影画在残垣上，取名
为《寻找牟莉莉》。［图13］北北京画廊⾥里里的展览现场极为克制地仅展出⼏几份⽂文献，似乎在提醒⼈人们
重要的不不是艺术家所创造的图像，⽽而是⻄西北北腹地的两个地点和北北京之间构成的地理理关系。真正的展
览在⻄西北北的⼽戈壁和废墟深处，两者距离⼀一千余公⾥里里，它们各⾃自饱满、⾃自⾜足、⼜又达成丰富的互⽂文关系。
两千公⾥里里之外的北北京不不过是那两个空间的注释。


图13：庄辉，《寻找牟莉莉》，综合媒介，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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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国家政治叙事剥夺了了⻄西北北边疆的历史主体性。从40年年代直⾄至今天，各时期的艺术精英将⺠民
族的、国家的、⾰革命的、全球化的各种诉求投射到⻄西北北的⻛风景和⼈人⺠民的形象之上，却没有赋予⻄西北北
⾃自我⾔言说的机制。庄辉以⼀一种富含直觉和情感的空间语⾔言扭转了了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将被剥夺
的历史主体性归还给⻄西北北，引导我们的视线投向那些被⼤大历史掩埋的⼈人们：⽟玉⻔门照相馆⾥里里的顾客、
废墟残垣上的牟莉莉、兰新铁路路边的流浪者。⻄西北北⼽戈壁的荒芜对于庄辉来说依然具有吞噬⼀一切⼈人类
时间和现世政治的⼒力力量量。 这⾥里里是历史凝结和瓦解之处。


腹地地理理：作为起点的尾声 

中国⻄西北北是20世纪伟⼤大的历史空间。艺术家背负着各⾃自隐形的历史⾏行行囊踏上⻄西⾏行行之旅。在远离意识
形态中⼼心的壮阔空间⾥里里， 他们展开语⾔言和媒介的实验，也以⻄西⾏行行为基点编织起新的地理理想像。40年年
代抗战语境下的国族地理理、50年年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国家地理理、⽂文⾰革后在学习⻄西⽅方现代美术和重拾拾传
统资源过程中的艺术史认知地理理、90年年代后充满全球与地⽅方张⼒力力的全球当代艺术地理理——梳理理这些
地理理想像不不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更更是期冀以此来深化理理解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中被遮蔽的复杂性。
尚扬、蔡国强、庄辉等艺术家的实践源头根植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之中。20世纪初期以来尚未解决
的现代性依然是他们艺术基因的⼀一部分，在他们的作品中时⽽而显现，时⽽而隐没。透过这些当代的⻄西
⾏行行者，我们依稀能够看到早期⻄西⾏行行者的身影及其遗产。在20世纪的历史剧场中，他们彼此相望，互
为近景和远景。


近年年来，艺术家继续将身体和⽬目光投向⻄西北北，引⼊入镜头、卫星、⿏鼠标、⽆无⼈人机等多种介质延续着这
⼀一跨世纪的⽂文脉。如果将雎安奇在新疆拍摄的实验影⽚片《诗⼈人出差了了》、《⼤大字》和他早年年的《北北
京的⻛风很⼤大》串串联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乌托邦迸发和熄灭的蒙太奇。年年轻的身体被赋予了了某种
历史使命，瞬间集结成⾰革命的⼒力力量量，随着乌托邦的瓦解⼜又被“去历史化”的⼒力力量量塑造成90年年代街头的
消费者。2002年年，他和诗⼈人竖以“出差”为名沿着新疆的公路路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摇动的镜头下与散
落在公路路旁的同样迷茫的⾁肉体⼀一次次遭遇。［图14、15］以此，雎安奇为⾃自⼰己绘制了了⼀一张带有存在
主义⾊色彩的个⼈人地图，也为他的20世纪画上了了句句号。与雎安奇的⼯工作⽅方式不不同，具有知识分⼦子⾃自觉
的王⾳音将20世纪中国油画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加以处理理。新中国画家的边疆绘画是他 常思考的
对象，也是他的创作素材。王⾳音对于纠缠于这些画⾯面中的学院写实主义、苏式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潜流之间的关系进⾏行行陌⽣生化的转译，体现了了⼀一种空间化、地理理化的艺术史认知。同样是在现实主义
绘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刘⼩小东把写⽣生转化为现场，他以在新疆和⽥田的现场绘画和拍摄为轴，调动起
对于亚洲腹地复杂现实的追问。将⼯工作室从北北京移⾄至太⾏行行峡⾕谷的刘传宏以⼤大量量真实和虚构的⽂文献编
织出⼀一部由间谍、匪⾸首、⾰革命者、⺠民族企业家组成的⺠民国流动史，暗中隐含的问题是什什么是迂回的
抵抗。［图16］与此同时，分别在陕⻄西和⽢甘肃游荡的梁梁硕和旦⼉儿从各⾃自的视⻆角对于⺠民间视觉⽂文化和
物质⽂文化进⾏行行搜集和转化。⽽而更更为年年轻、有着海海外学习经验的郑源从古代丝绸之路路的兴趣出发开启
了了对于当代⽹网络作为“移动的轨迹”的考古。在他的 新项⽬目“悬⽽而未决”中，⽆无⼈人机视⻆角下的⻄西北北航空
公司废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点承载着“⼀一些⽆无法被具体化的事物，⽐比如移动或是记忆。（21）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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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雎安奇，《诗⼈人出差了了》，103分钟，2015；图15：雎安奇，《⼤大字》， 双屏录像，2016


图16：刘传宏，《兴安⻄西艺写⽣生团》， 综合媒介，2017；图17：郑源，《⼀一段（简短的）历史：曾经占据过
这⽚片天空》，综合媒介，2017


这些图像背后闪烁着艺术家对于新的空间关系的思考，以及他们对于亚洲地缘政治、地域历史、在
地经验和⽹网络等多重地理理的重新构建。⻄西北北正脱离⼀一个局限在中国地理理内部的概念，转向更更为观念
化的“腹地”。“腹地”处在多重关系的交叉中，既是内陆⼜又是通道，既是边缘⼜又是中⼼心。流动中的“腹
地”是新的主体性的⽣生⻓长之地。由此，“⻄西⾏行行”不不再仅仅限于向⻄西的旅⾏行行，⽽而是通过想像⼀一种新的地理理
来重构⾃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你我都是⻄西⾏行行者。


本⽂文初稿 初在2017年年三亚华宇论坛上宣读。在思考和写作中受到胡斌、丁澜翔、吴雪杉、⽪皮⼒力力、
鲁明军、舒可⽂文等诸位⽼老老师的启发。吴作⼈人基⾦金金会秘书⻓长吴宁慷慨提供了了研究资料料和图⽚片。 在此⼀一
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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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西安市档案馆编《⺠民国开发⻄西北北》，2003年年，65⻚页。

（2）沈沈松侨，《江⼭山如此多娇──1930年年代的⻄西北北旅⾏行行书写与国族想像》，《台⼤大历史学报》第
37期，2006年年6⽉月。

（3）同2。

（4）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
起》，2004年年。

（5）吴洪亮，《漫道寻真》，《别有⼈人间⾏行行路路难——⼆二⼗十世纪四⼗十年年代庞薰琹、吴作⼈人、关⼭山⽉月、
孙宗慰⻄西南⻄西北北写⽣生作品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年。

（6）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上海海⼈人⺠民出版社2010年年
版，第118、147⻚页。

（7）陈俊宇，《别有⼈人间⾏行行路路难——略略论关⼭山⽉月早年年绘画艺术特征》，出处同5。

（8）丁澜翔，《图像·地域·⺠民族——关⼭山⽉月写⽣生作品中的⻄西北北图景与⺠民族观念》，出处同5。

（9）同8。

（10）同8。

（11）魏祥奇：《写⽣生：再现的“知觉”与“视觉”——1949年年前后关⼭山⽉月的“新国画”实践》，《⻄西泠
艺丛》，2017年年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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