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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与艺术史的互动与结合

葛兆光 ：我对艺术史或者说图像研究确实一直感兴趣，在 2001 年和 2006 年分别写过两篇文

章，讨论思想史视野中如何运用和理解图像。①我对图像的关心更早要追溯到 2000 年，当时我到

荷兰莱顿大学访问，非常有名的佛教史和基督教史专家许里和（Erich Zurcher）那时已经 80 多岁

了，他带我参观了莱顿大学收藏的荷兰人绘制的有关日本的图像。荷兰人是西方人中较早与日本

产生联系的，他们绘制了很多有关日本的图画，许里和的团队收藏了两万多张，使我感到非常震

惊。图像对不同文化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 2007 年到复旦大学筹办文史研究院，

就提出了一个研究方向——域外收藏的有关中国的图像，这是我对图像研究产生兴趣的一个因缘。

关于图像，从一个思想史研究者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方面的思考。

第一是思想史视角下的图像研究。

我近几年一直在研究“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的问题，在涉及传统内与外的政治史研究中，有

三类图像对传统帝国政治史的研究格外关键，可以反映帝国对外部和内部差异性的了解。

2019 年 9 月 21 日，作为“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主办的跨学科对话“思想史与艺术史”在北京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

教授葛兆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白谦慎担任与谈人。近年来，思想史与艺术史领域对

图像的关注与日俱增，对图像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发生了鲜明转向。就思想史而言，学者不再拘

泥于仅仅把图像当作文献的旁证，而更加注重图像本身的色彩、位置、结构等元素，试图使它本

身就成为史料 ；就艺术史而言，学界也将研究视域从纯粹的审美或技术分析转向图像背后的时代

思想和价值观念。基于上述研究转向，思想史和艺术史之间出现了对话的契机。

——主持人　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① 葛兆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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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舆地图。一个帝国是在不断移动的，当帝国权力延伸到一个地方时，最重要的就是把

那个地方的地图画出来。舆地图不仅反映了帝国范围的变动，更代表了帝国开疆拓土的历程和权

力的延伸。古代帝国打下一个地方，首先要做的便是“收其图籍”，要收取的不仅是财物，也包

括地图。这就体现出地图的政治意蕴。传说中荆轲刺秦王“图穷匕见”的地图，就是一个例子。

地图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地理的描述，还是一个对帝国权力范围的描述。我最近在看 11 世纪北宋

中期的“熙河开边”，北宋军队打到现在青海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画这个地

方的地图。而且传统的舆地图也往往超出科学、准确的要求，像清代光绪年间官方赠送给日本使

臣的地图扇面中，就特地将日本画大一些，以便让日本方面高兴。地图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准确的

科学的东西，有时它是帝国的象征。

其二是职贡图。职贡图是中华帝国对周边世界辐射和影响的描述，它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不同

国家的使者前来朝贡“天朝”的景象，表现着古代帝国笼罩天下的意识。从梁元帝以来，它就是

表示“万国来朝”，或者说是表示“天下帝国”的一种图像。我一直很关心职贡图，它在中国绘

画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其三是蛮夷图，它直观地反映了古代中国内部的族群差异。现在国家追求国民身份的统一性，

但是在古代中华帝国内部，身份是不统一的。相关图像可以帮助了解帝国内部不同的异族，暗含

着时人对“我者”和“他者”的区分，反映了帝国对自然疆土的控制，如清代的《番社采风图》《滇

夷图》《黔苗图》等。其中特别有趣的是《皇清职贡图》，它在描述周边的异族时，汉人、蒙古人、

满人没有出现，说明这三种人在大清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里是“我者”，是这个帝国的主人，其

他民族都被当成“他者”，也就是被帝国控制和改造的异族。

我一直觉得这三种图像对于研究帝国政治史尤其是研究帝国政治思想史是非常有用的，它们

深刻反映了“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展现了传统帝国对自身、对周边、对世界的认识。

第二是思想史与艺术史的融合问题。

思想史家和艺术史家对于图像的关注侧重点存在差异。思想史研究者应当特别关心那些落入

俗套的、不断重复的、看似平庸的图像。而艺术史家可能侧重于精英的、超出常规的、有创造性

天才的图像。研究思想史的人，为什么要偏重那些艺术史家所舍弃不用的东西呢？举一个例子，

我收集过很多皇历，皇历在古代也叫日书，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出版物。从出土的日书到现

在的皇历，数量非常多。它代表了一般民众生活世界中最需要的那一类东西，里面的插图是思想

史家要研究的。另外，我们都知道年画，年画的艺术技巧，并不见得特别高明，但是年画的内容，

是我们思想史家要考虑的，因为它可能跟我们所思考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普通观念有关。

不过近年来，思想史和艺术史的研究视角却在不断趋近。我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非常强调，

我们不仅要研究精英的思想史，而且要研究背后支撑它的一般性知识、信仰和思想。我们会注意

那些落入俗套的图像，它们可以反映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所思所想。这一点跟白谦慎先生的关怀可

以结合起来，白谦慎先生的《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都开始愈发关注冰山

下面的平民世界，而不是冰山上面的东西。冰山下面的东西其实更多，而且更能反映一般人的兴

趣和水准。艺术史家和思想史家由此产生了对话和交融的契机。

第三是我对目前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疑问。

我感到现在的艺术史家越来越不像艺术史家了，越来越像社会史家、政治史家、文化史家或

者思想史家。艺术史在广泛借鉴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会不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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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也就是艺术史的优势和特色？举例而言，尹吉男教授从一张明代的《杏

园雅集图》里面，看出明代前期的政治变动，写得非常好，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但我总有一点

疑问，这是在讲政治史，还是在讲艺术史？作为一个艺术史家，会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位置？近

年来，我给本科生讲一门课“从艺术品中看中国文化史”，其中讲到《清明上河图》，涉及曹星原

教授的书，她通过《清明上河图》解读出了北宋隐藏的危机，对不对且另说，但这显然不是艺术史，

而是政治史。艺术史家是不是现在越来越不像艺术史家了？我发现，当艺术史家的视野愈发向外

扩大，研究重心转向艺术品的收藏、品鉴、制作甚至市场的流通、升值时，是不是这个时候艺术

史就变成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他们究竟是“研究艺术品的历史学者”还是“研究艺术品

历史的学者”？过去艺术史总是强调风格或者笔墨、线条、色彩、布局、结构等，那么，现在艺

术史最主要的知识和特点是什么呢？

再举一个例子，2019 年 4 月我到美国去，曾经在一个大学里跟研究艺术史的人聊天，说到最

近特别火的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的颜真卿《祭侄文稿》。他说你们这些不是艺术史家的人看了

就知道称赞，可是，如果是研究艺术史的人，会分析这个文稿的风格跟王羲之《丧乱帖》有什么

联系，我们需要寻找艺术品和艺术品之间的连续脉络，这是我们艺术史家做的事。可是，我作为

一个历史学者，马上就开始产生另一个反应，我说你先告诉我，颜真卿是否真的看过《丧乱帖》？

在唐代，《丧乱帖》流传程度如何？有什么证据说明两者有直接的影响和继承关系？作为历史学家，

我首先要追问证据在哪里，但是艺术史家不见得这么做，他们有另外的方法，从风格上能够看出

另外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有关《兰亭集序》在唐代得到推崇、流传、模仿的证据，最近出土的

石刻中还有一些与《兰亭集序》相似风格的发现，这样历史学者能够同意，《兰亭集序》的书写

风格在唐代得到传承，可是，如果认为《祭侄文稿》和《丧乱帖》有联系，作为艺术史家的结论，

也许没有问题，可作为历史学家，这样可能就有问题，这是否也是两方面还存在的差异？

白谦慎 ：我也一直在思考艺术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原来想讲怎样“逃避思想史”，仔细一想，

艺术史受思想史影响非常大。我研究傅山，他的“四宁四毋”里面有一条“宁支离毋轻滑”，“支离”

就是从庄子那里来的。从思想的角度来解释艺术，其实是现代艺术史颇为流行的研究范式。匡亚

明教授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傅山评传》。思想史是我们解释古代艺术

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

以书法为例，许多学者都曾试图探寻书法风格背后的思想渊源，如郭沫若曾撰文《〈兰亭序〉

和老庄思想》，今人也常将禅宗思想和北宋书法艺术联系在一起，这都离不开思想史的解释方法。

到了清代，康有为的碑学研究直接与其变法思想相联系，相辅相成。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分析中

国古代书法，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书法确实是中国各种视觉艺术里最为精英的艺

术，原因在于书法需要认字，而在中国古代，平民识字率并不高。不识字的老太太一下子就能认

出关公像，但是对“关公”这两个字却不见得认识。学习掌握中国汉字需要的时间比拼音文字更

长，因此中国书法成为精英、上层的艺术，和精英的关系特别密切。唐代的几位书法家，欧阳询、

颜真卿，都是大官。许多书法家都是进士，是做过一官半职的。我写过一篇文章研究晚清官员的

日常书法，曾国藩他们写字很多，每天练字、每天写。整体来讲书法是精英文化，所以留下的思

想文化素材十分丰富，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书法比较容易从思想史角度入手。

近年来，艺术史研究尝试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入手，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来从思想史角度解读

艺术品的范式。仍以书法为例，物质文化的变迁对古代书法艺术产生了显著影响，如邢义田、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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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云、何炎泉曾就桌椅传入对古代书写姿势的影响进行过详尽探讨和论辩。大家越来越多地从物

质文化的角度讲艺术，但研究艺术其实很难逃脱思想史，物质文化也被思想史“收编”了。比如，

清代古董市场中什么卖得最贵？青铜器中的钟卖得最贵，铭文越长越贵，这就跟思想史和金石学

联系在一起，最后还是离不开思想史。绘画方面有时能“逃脱”一点，打个比方，为什么“四王”

的画能够比董其昌的贵、时间晚的比早的贵？这个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跟市场本身的规律有关，

艺术品市场要繁荣，需要有一定的数量。有的近现代的画卖得也挺好，因为有一定的量来炒作，

不能像《清明上河图》，就那么一幅，卖完没有第二张画可以炒。

而且，艺术史学在进行传统的艺术分析时，也习惯于挖掘甚至“制造”艺术背后的“意义”

（meaning），从而难以摆脱思想史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前研究的人少一点，现在研究生一多，艺术

史研究队伍一扩大，人人都在找“意义”，一张画没有什么特点，也一定要写出特点来，没有特

点就觉得肤浅，交不了差、毕不了业、发不了文章，我们行业就成了自己制造特点的行业。由此

思考，艺术史最后还是被思想史“收编”了。

葛兆光 ：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面对图像往往有一个倾向，就是希望有文字的文献来支持这

个图像的解说，就是说，还是依赖文字文献，而不是依靠图像本身。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让图像

自身呈现出某种意义，让图像自己说话，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周边的文字材料。如果依靠周边的文

字材料，图像就变成了附庸。我觉得图像自己是能够呈现意义的，有些图像呈现的意义，不是思

想史里的文字文献能够提供的。比如，我们解释青铜器饕餮纹的意义，主要是靠文字资料，如《吕

氏春秋》里的“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但我一直怀疑，这个文字资料会不会产生误导，

思想史会不会因此对艺术图像有错误解释？有的时候，思想史对于艺术图像，可能有一些非常抽

象、非常简单的解释，其实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讲山水画，思想史家就经常会说，在人和山水

的比例上，人这一主体在自然面前萎缩了、缩小了、淡化了，然后马上提升一下，说这是老庄道

家思想，个人融入山水。思想史对于图像的解释，如果走到这一步，恐怕也很糟糕。

我觉得，思想史和艺术史现在不是谁收编谁的问题，而是是否能够找到各自解释的独特角度、

立场和思路。尤其是图像解释，我一直不敢跟艺术史的研究者说，我们现在对图像意义的解释，

是不是手段还单一、简单了一点。

白谦慎 ：葛老师说得很好。在“图”和“文”中，其实中国人是注重“文”的。文字的创造

是重于图像的，能使“天雨粟，鬼夜哭”，惊天动地。这里傅山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应该是“兔

夜哭”。“鬼”和“兔”字型不是很像吗？古代的毛笔是拿兔毛做的，有了文字、毛笔多了以后，

兔子死的就多了，这是傅山的理论，也是一种很奇特的解释方法。

图像本身能不能解释，恰恰是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史问题。中国传统的书论和画论，基本上是

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品评，谁好谁坏 ；另一个是技法，大量的问题是谈技法，如

怎样转笔、怎样运笔。要是没有这两个传统，就像读诗读了半天，连一两句点评都看不懂，根本

没有入门。传统的著述，一两句就把里面的精髓点出来了，让人慢慢体会。但是，很难把这些东

西转换为现代的学术语言表述出来。如果要跟西方对话就更难了，因为要用英文翻译。要让这个

东西能够表述出来、能够写入历史，实际上挑战就更大了。这种情况下所讨论的书法，其实跟文

字内容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有位教授写了研究苏轼书法的书，分析每一件苏轼的墨迹都要找文字

内容和风格的对应关系，这其实很困难。怎样把这种传统的品评语言转换成现在的语言表述出来，

很不容易。如果大家都从文字内容上找“意义”，艺术史也显得很狭隘。围绕传统的书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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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断游离一下，再回去，如此循环。

“结构分析”的方法是方闻先生提出的，他主要是针对外国人。那些长期写字的人，在结

构上其实展现得非常好、非常准确。赵孟 临《兰亭序》，结构和唐人很像，但是用笔的质量

和唐人的完全是两回事。这就像两个钢琴家，弹一首曲子结束的时候时间都能准确到不差一秒

钟，但是里面的风格可能完全不一样。过去研究书法的杂志没有附图，现在都有。当时为什么

没有附图？第一是经济原因，第二是不需要附图，读者都临过那些名碑帖，每个字都知道，无

须多言，给外行看才要附图。过去老先生的引文也不写某本古籍第几卷，因为都背下来了，对

不对都知道的。研究者如果想在艺术史上面做得比较令人信服，让书法家觉得有水平，其实也

挺不容易的。

寻求艺术史的独特经验

葛兆光 ：当我们学习书法的时候，初涉书法艺术的人往往按老师所教的，遵循“永字八法”

那种笔画技法、间架结构，可是我们看到那些高明的书法家，往往却强调不囿于技法，而是要进

入“心忘于笔，手忘于书”的境界。其实，这里是个经验的问题。艺术史家或者说艺术家在长期

创作过程中，有个人经验体会在里面，但问题是，这种经验很难被语言描绘，也很难作为确定知

识被传达。我们经常会看到艺术史的文章，在讲到非常具体的结构、布局、色彩、线条的时候，

是明明白白的，一讲到最后那一下子的时候，却很玄虚奥妙，读者很难得到确定的理解。我总觉得，

艺术史最难理解的，恰恰就是最后的那部分，这是由经验和体会支撑出来的，而这些恰恰应该是

艺术史家们特有的东西。我想，应该是一方面艺术史结合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形成跨学科

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回过头来在知识基础上形成新的经验和体会，也就是说，艺术史家独特的感

觉和经验怎样得到保留？

白谦慎 ：葛老师的说法非常到位。以书法为例，在古代，上层精英普遍对相关的常识和经验

有所掌握，对彼此的品评语言也特别熟悉，从而形成一个艺术品评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基础。然而毛笔退出日常书写以后，造成了共同体的缺失，人们要去专门学习领悟，才能获得共

同的知识、对话的基础。这个对话的基础有时也会遇到问题。比如北宋欧阳修推崇颜真卿，但米

芾就批评颜真卿，说他的书法像壮汉，亦即不那么精致高雅。这里很容易形成审美观之争。

一个共同体的建立，在过去不是问题。而现在品评的基础没有了，传统的东西都缺失了。

现在艺术史学科的文章都写得很长，带着注释，共同体反而缺失了。这种情况下，研究收藏史

是一个相对来说的捷径，文献专业的人会查资料，要进入艺术史，写本关于收藏史的书没有问题。

但是要判断为什么“四王”流行、其他的人不流行，这里就涉及艺术风格的问题。恰恰可以看到，

“四王”是晚清官员最崇尚的艺术风格，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艺术范式。我们研究收藏史时，藏

品怎样流传，相关人员的身份、交往情况，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但风格起什么作用，这是一

个挑战。

荣新江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兰亭序〉在西域》。从研究艺术史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对比唐朝

中心地区留下来的摹本和它传递到边远地区以后的风格，分析临摹最后会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

题很早就有，三国时候的钟繇，他的书法被时人当作楷模，那这个楷模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能够传播多远？敦煌离西安既不算远，也不近，根据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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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传播到那边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兰亭序》的文本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新鲜，我们研究

它的风格怎样一点点递进，在传统的基础上怎样产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因素也很复杂，有的

时候是书写者水平不够或者比较马虎，这就涉及范本流传的问题，包括古代写字的姿势如何、写

字的范本是怎么流传的，这就直接跟风格分析有关，比较接近艺术史的内容了。

葛兆光 ：风格分析曾是艺术史研究中极为关键的内容，它不仅是分析艺术品价值的手段，更

是鉴定艺术品真伪、年代、好坏的手段。然而，风格鉴定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鉴定者自己的经验，

这种经验好像很难用言语来传达。在具有不同经验的人的身上，对同样一个作品的风格的分析会

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对于因为风格而引起的真伪的讨论，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做出截然相反

的判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溪岸图》引发的学术激辩。那么多的艺术史家，对于《溪岸

图》的真伪，靠着风格分析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这让我反过来产生对艺术史核心关键词的疑

问，依据个人经验的风格判断，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东西？风格分析在艺术史的研究里

面，既是一个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连接着研究者的经验，同时又是最危险、最容易出

现失误的部分。

白谦慎 ：在方闻先生和我的老师班宗华那一辈，鉴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当前艺术史

学术范式的转变，已经使鉴定学沦落为“学术食物链”的最下端。但是在中国很不一样，风格鉴

定学还是艺术史界格外关注的话题，一些老先生被视为国宝，实际上还是很尊重鉴定学家的。从

这个角度来讲，也能看出中国学术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应该保持下去。在美国，关于艺术史的

写作，在 20 世纪 60 年代能写短文、札记，而现在学术工业化了，基于风格鉴赏的札记、品评最

多只可作为注脚现身于学术期刊，难以作为正式学术论文发表。研究者有见解，但没有得到引用

大家就不知道，因此学术传播反而受了影响。可见，对于鉴定学等很多我们自己的传统，不要以

落后、传统这种词随便否定，要认识到并坚持其合理性。这些传统依然是我们要继承的宝贵财富。

葛兆光 ：我是 1977 年上大学的，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曾经有一个实践活动，去

博物馆，去荣宝斋。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到那儿去学什么呢？学习版本学，而版本学里，除了通

常的版本知识，也要知道古代书商怎样“造假”。像怎么把古书的印章挖下来，换另外一个印章，

能做得跟原来一样？怎么把好好的一张画揭成两张画？怎么制作“古书”，怎么把纸染成黄的，

看上去很旧？这里很多是实践的结果，实践然后才有经验。我们大一的时候在荣宝斋，确实很开

眼界，积累了一些感性经验。所以，做艺术史、做艺术品的鉴定，确实不仅仅是知识问题，还有

一个经验的问题。一幅画，纸是旧纸还是新纸、印章是旧的还是新的、墨是什么墨，仅仅靠风格

来判断年代，不一定合适。当然反过来说，风格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只是不能完全靠风格分析

来鉴定艺术品。

白谦慎 ：老一辈艺术鉴定家对艺术品往往具有大量的直接上手的经验，这恰恰是我们年轻

一辈所缺失的、要去学习的。纸张、印章等都是在他们鉴定范围之内的。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同了，

高科技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国家可以出面建立一个档案，分析艺术品的构成，这对以后的鉴定

工作有很大好处。这种工作是长期的收集，只有依靠大数据，数据越多越有用。外国有很多年

的积累，我们这方面要学习的东西太多，现在文化保护都以项目制为主，缺少连续性，很难在

这个领域里面有所突破。从建设文化强国的角度来讲，建设文化自信，没有这些技术上的细节，

在一些问题上面就是缺少话语权的。只有把具体的问题解决了才有真正的话语权，包括鉴定方

面。外国人在分析风格方面比不过我们，但是如果他把书画用的墨和印泥是什么时间的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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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鉴定学其实面临着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今后培训我们的学生非

常重要。

关注“下层”的视角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同样碰到了一个问题。过去思想史的研究寻找思想的连续性，是挑选若

干精英、天才的思想，将其作为时代的代表，联结起来就是思想史，但并不是发现普遍的、缓慢

的变化脉络。我举两个例子，写《论衡》的王充是天才，但他很难代表汉代一般思想世界 ；王夫

之是明末三大思想家，可王夫之的著作主要是在清代后期才产生影响，也不宜作为明末清初典型

的思想代表。如果我们回到原本的历史环境中，各种思想史叙述，似乎就出现了难以解读的跳跃性。

因此，我们推动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转向，就是逐渐把目光不仅放在精英身上，也关注一般的知识

思想信仰脉络，下面这一层是缓慢流动的，这才找到了一个真正连续的河流，真正连续的底层制

约着精英的表层，就像丸山真男讲的“执拗的低音”和“巨大的古层”，这一层面在很大程度上，

跟精英、天才形成对照。这与艺术史其实有很多同样之处。

白谦慎 ：的确，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还是艺术史，都开始日益关注精英世界以外

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寻找民众思想与精英思想的联系和区别。但是对于某些艺术形式而言，还是

要格外重视对“上层”和“下层”的区分，也即对所谓的“民众”身份的界定。例如，书法就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书法”和“书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下层”的东西只能称之为“书写”，

这个领域“上层”和“下层”的东西怎么进行区分，也是很关键的。但区分标准并不在于书写者

本身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其书写水平是否高超。古代青铜器的铭文、敦煌的写经，有的书写非

常精美，虽然原作者身份不明，但依据其书写水平，仍可归入书法艺术的范畴，不能简单地套用

下层、民间的概念。这与思想史研究中有关“上层”和“下层”的区分存在一定差别。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不同的领域里，为推进中国学术的进步尽绵薄之力，观点不见得相同，但

目的应该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改善了中国人

民的生活，正因如此，艺术史这个最奢侈的学科才有可能在中国发展。放眼望去，每个国家、每

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艺术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学科，艺术史在中国的发展非常晚近。我读书的时候，

艺术史学科只在高校特别是美术院校里面有，实际上是辅助性的，教美院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绘画、

俄国绘画等知识。我去耶鲁大学读艺术史时用幻灯片，一张幻灯片的费用折算成人民币 2 元多，

那时我们的大学教授月工资才 200 多元，拍不了几张幻灯片。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艺术欣

赏和品鉴活动已经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史才得以在中国大地扎根，进而逐步扩

大其受众群体。今天到美术馆参观也已经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摄影、摄像技术的进步使图像获

取越来越容易了。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听艺术史。

经济基础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经济的改革一定会带来思想上的各种碰撞。中国经济改革给

城乡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给社会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也会给思

想史、艺术史研究带来新资源、新契机、新刺激。艺术史收藏研究也跟我们收藏市场的蓬勃发展

有关。伟大的改革给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思想史和艺术史的蓬勃发展，要归功于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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