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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巫鸿的日程一如继往地繁忙。

2021 年 10 月，他在中美之间完成了五项

重要学术报告。其中一项是应北大文研

院之邀，作为 2021 年“年度荣誉讲座”开

篇主讲人，以“考古美术中的山水”为主

题，连续进行了四场学术讲座。囿于疫

情，讲座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但从另

一个角度讲，反倒扩大了受众面———这

四场讲座每场都有近 20 万人收看。这个

数字也出乎巫鸿意外。

这只是巫鸿几十年来活跃在东西方

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缩影。巫鸿是国际

艺术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早年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后就读于哈佛

大学，并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

位。在哈佛获得终身教授一职后，他受聘

于芝加哥大学，执掌亚洲艺术的教学、研

究项目。2000 年，在巫鸿的主持下，芝加

哥大学成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成为西

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又一个重镇。

多年来，巫鸿更致力于在艺术世界的

东方与西方之间建筑起理解与沟通的桥

梁。根植于东方的深厚学养以及多元文化

的成长背景，也让他对东西方的看法更为

包容与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巫鸿几十

年的艺术工作，始终在解答两个“终极问

题”：艺术，是什么；艺术，为什么？

1945 年，巫鸿出生在四川乐山。父亲巫

宝三是江苏句容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36 年，31 岁的巫宝三赴美国留学。在哈佛

大学读书期间，他认识了在蒙特霍留克大学

攻读西方戏剧学的孙家琇。

“我的母亲与父亲来源于完全不同的背

景。”孙家琇出生于天津，她的父亲孙凤藻是

天津直隶水产讲习所的创办人，还曾任直隶

省教育厅厅长。“我外祖父是天津很有名的

商界领袖，是一位非常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参

加过‘抵制洋货’的运动。”

上世纪 30 年代，在战争风云即将席卷而

来的大时代下，这两位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相

恋。巫宝三从哈佛硕士毕业后，又转到德国

柏林大学进修。1938 年，孙家琇归途经过欧

洲，在柏林与巫宝三结婚。

婚后，这对有着强烈民族情怀的年轻人

一同回到抗战期间的大后方。巫宝三在昆明

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孙家琇先是在西南联大、

同济大学任教，之后又转至武汉大学外文系

工作，成为全校最年轻的教授。当时，武大在

乐山办学，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巫鸿即出

生于乐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巫宝三任中国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家琇则任教于

中央戏剧学院。巫鸿从小就生活在学术氛围

浓厚的环境中。“小时候大人谈话的时候，我

爱在旁边听。我父母的朋友中不少是很有名

的学者，我虽然不太理解他们各自的职业在

做什么，但多少有点潜移默化的影响。”

少年巫鸿喜欢画画，梦想做一名艺术

家———他曾形容为“狂热”。遗憾的是，在报考

大学那一年，所有的艺术系都不招生，他只能

转而报考美术史系。1963 年，巫鸿进入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就读。等真正进入美院之

后，巫鸿开始意识到，艺术并不是他之前想象

的那样纯粹、“超凡脱俗”。

有一次，巫鸿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讲到米

开朗基罗为教皇画了一幅肖像，但教皇不满

意画像里袍子的颜色，他只好把袍子的颜色

换了。这个故事让巫鸿很受震动。“像米开朗

基罗那样一位大艺术家，连一个袍子的颜色

都决定不了！如果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到一幅

很了不起的画，是不是也该想一想，它是否完

全取决于艺术家的才能？”

“学美术史给了我另一条路，可以去探索

一幅画背后的来龙去脉，看到表面上看不到

的东西，这里有社会中的关系———人与人的

关系，社会的制约，甚至商业和金钱。”

19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国逐

渐向外界打开了一个小窗口。为了让更多西

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周恩来提出组织出

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意见。第一批出国文物

包括许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河北满城汉

代中山靖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甘肃武威铜

奔马，长沙马王堆帛画，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

器等，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

“文物可以向世界表现中国的文化和历

史，相对来说又超脱于现实政治，所以当时故

宫慢慢开始办一些展览。但全国大部分地方

基本还是停滞的。”尽管展览规模很小，数量

也不多，但这扇悄然打开的文化小窗给了巫

鸿一点光亮。这一年，27 岁的巫鸿“稀里糊

涂”地被分配到故宫去工作。

第一年的工作是在绘画馆里“站殿”，即

看管和清洁陈列馆。“天天擦玻璃，不停地擦，

还有拖地，收拾卫生。”巫鸿满脑子都是玻璃

上的各种手印，以及小孩子吃过冰棍留下的

嘴唇印。但此中收获也是外人无法企及的。有

一次故宫举办了一个“近百年中国绘画”展

览，“我每天擦陈列柜玻璃的时候，离这些画

是真近啊，对每张画的绘画内容、题款、印章、

纸等等都产生了难忘的印象，这是很特殊的

学习经验。”

一年后，巫鸿进入办公室，

开始参加业务工作。此时“文

革”逐渐进入尾声，故宫也开始

复原陈列馆。巫鸿最初在书画

组，后来去了金石组———金，即

青铜；石，即石刻。这个工作最

大的“福利”便是天天接触实

物。“在金石组的经历对我后来

的研究很有帮助，我有机会把

铜器拿在手里，反复研究，那种

感觉与完全接触不到、仅仅在

书里看一些图片是完全不一样

的。”

意识到“实物”无论对考

古还是美术史都非常重要，

巫鸿后来要求学生尽量从实

际文物入手做研究。“即使研

究一个人，你需要参考很多资

料，但是还是要看到原物。”巫

鸿后来做各种研究时，都坚持

要看到原本。比如他的专著

《中国绘画的“女性空间”》，里

面提到的画，90%他都看过原

本。

1978 年，巫鸿重返中央

美院攻读硕士学位。第二

年———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

的一位老同学与巫鸿恢复联

系，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他

申请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从报名到收到录取通知书，

从登机到开始在洋学堂上

课，一切有如云里雾里，不可

思议。”巫鸿后来打趣说，当

时如果有托福考试的话，他

肯定一辈子都出不去。

巫鸿后来说，在哈佛的前

两年，他睡得极少，就是囫囵

吞枣地学习。但学习的过程

让他觉得很愉快；“另外，我是

第一位来哈佛学人类学和美

术史的大陆学生，所以老师还

有同学都帮了我很多，这非常

重要。”

在哈佛读书的第一年，巫

鸿主要是在人类学系。“当时

中国只有‘社会学’没有‘人类

学’，我一听到还有个‘人类’、

还有个‘学’，觉得太吸引人

了。”若干年后，巫鸿笑着回

忆。尽管最终聚焦于艺术史

研究，但这一年的人类学训

练，对他未来的专业有着深远

影响。

到了 1987 年，巫鸿已在

哈佛连续学习了七年，“大

致弥补了之前治学中的断

裂和漏洞”。他将撰写博士

论文，作为这段学习生涯的

总结。

美国、英国、法国从 18、

19 世纪就开始收藏中国艺术

品。美国美术馆里的中国收

藏品非常多，书画、铜器、陶

瓷等，均非常精美。除了收

藏，西方对中国美术史的研

究也有很长的历史。从 20 世

纪初，特别是从二战以后，美

国很多大学开始设专门的教

席讲授亚洲艺术或中国艺

术。“虽然在冷战时期，美国

和中国在政治上隔绝，但对

中国美术的研究没有停顿，

许多美国学者通过对台北故

宫的藏品进行研究，取得相

当重要的成绩。”

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

候，巫鸿把目光锁定在汉画

上，载体则是位于山东的汉

代名祠武梁祠。从某种角度

说，这是巫鸿的挑战之举。对

于当时美国研究中国美术史

的现状，他注意到一个很明

显的断层。“1980 年代初期，

美国大学研究中国美术，基

本分成两部分：一大部分人

在搞早期的铜器、玉器，另外

一大部分在研究书画。汉代

艺术则被艺术史家所忽略，

那时研究汉代画像石和佛教

艺术的人相对比较少。”巫鸿

介绍。这样的结构导致了两

个后果：其一，从学术的角度

讲，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形

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断层，构

不成“通史”；其二，很多艺术

史研究者安于现状，认为“重

视青铜和卷轴画的现状是天

经地义，不需要变革”。

巫鸿毫不掩饰他的学术

“野心”和自信：“当时西方研

究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已经积

累了不少。我有个想法，希望

写一本不太一样的美术史。”

武梁祠是他实践自己在艺术

研究中“不太一样”的方法论

的试金石。巫鸿在自述中说，

“我采用了一个不同的方法，

把武梁祠作为一个整体作品

来谈，进而探讨图像背后呈

现的思想含义，与当时的历

史、政治、学术、儒家思想联系

起来，还涉及到当时的礼仪

和道德观。”武梁祠研究所体

现的是一种结合了考据学、

图像学和原境分析等方法的

“内向”型研究。

1989 年，巫鸿在博士论

文基础上完成的著作《武梁

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

思想性》由斯坦福大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

哈佛时期的巫鸿，还扮

演了另一个重要角色：为一

批“80 年代”中国画家搭建起

与西方学界和公众的桥梁，

帮助隔绝已久的彼此实现了

一次难得的“会面”。

当时正好有一些包括陈

丹青在内的中国艺术家来到

美国。他们本来就是巫鸿在

中央美院时的同学和朋友。

巫鸿马上找来陈丹青，告诉

他可以在哈佛做展览。大家

立即行动起来。巫鸿在陈丹

青的介绍下认识了同在纽约

的木心。哈佛大学的展览虽

然在专业层面上的意义不

大，但这是木心一生的第一

次画展，看到自己的作品被

观看、被喜爱，木心本人也比

较受鼓舞。

1994 年，巫鸿离开哈佛，

到芝加哥大学，受聘于艺术

史系及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2002 年，芝加哥大学东亚中

心正式成立。

“我到芝大肯定是想做一

些新的事情，但不是把‘西

方’当成一个靶子去反对，而

是根据我对美术史的理解去

发展国际化的中国美术史研

究和教学。”巫鸿一再强调，

“学者”是比较个人化的身份，

“我的写作和教学是从我自

己的教育和经验，包括在故

宫、哈佛以及别的地方得来

的，是一种个人化的经验过

程。我从来不觉得我代表了

谁。”

巫鸿与国内学界往来频

繁。他的观察是，从美术史

的角度来看，国内的青年学

生体现出来的水准越来越

高。

（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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