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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建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系雕塑组，是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源头。鲁艺精神
是支撑其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艺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与时代，是鲁美雕塑家坚守的
初心和使命。从上世纪50年代起，鲁美雕塑系即承担起国家重大主题创作任务，创作了一座座经
典雕塑作品，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进、昂扬向上、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形
成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雕塑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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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美应：（1932 年-2020 年）雕塑家、
雕塑教育家，鲁艺精神重要传承者，鲁迅美
术学院雕塑基础教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1952 年至 1955 年就读于东北鲁迅文艺学
院美术部雕塑系，1956 年至 1958 年在中
央美术学院雕塑训练班学习，1958年任教
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历任教授、
系副主任、教研组组长。参与创作《哈尔滨
防洪纪念塔》、《庆丰收》群雕、抚顺雷锋墓
前纪念像、沈阳中山广场群雕等经典作品。

田金铎：（1932 年-2019 年）1955 年就
读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留校任
教。1963 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
究班。历任雕塑系主任、雕塑系教授，终
身践行鲁艺精神。参加《庆丰收》群雕、沈
阳中山广场群雕、《哈尔滨防洪纪念塔》等
重大公共主题雕塑创作。

陈绳正：出生于1935年。1956年毕业
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后留校任教，任
雕塑系副主任、教授。参加《庆丰收》群
雕、沈阳中山广场群雕等大型公共雕塑创
作，为诸多城市留下时代记忆，并多次荣
获全国雕塑大奖。

贺中令：出生于1935年，雕塑家、美术
教育家，1964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
系，任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创作了《白山
魂》《残历碑》等作品，荣获多项国家大奖。
其以高度的责任感继承和弘扬鲁艺的优秀
传统，是鲁艺精神的继承者和践行者。

李象群：出生于1961年，鲁迅美术学院
院长、当代雕塑家。其代表作品有《堆云·堆
雪》《红星照耀中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
数次荣获国家雕塑大展、体育美展重要奖
项，荣获国际缪斯艺术奖。2016年以来，李
象群带领鲁美师生先后创作《旗帜》《走向胜
利》《红军魂》《追梦》等大型组雕，传承弘扬
鲁艺精神，诠释时代精神。

1951年，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雕塑
系成立；1953年建成东北美术专科学校雕塑
系；1958年发展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雕
塑家刘荣夫、郑惠南、张法孟、王熙民、金克
俭、李克勤、黄心维、高秀兰、杨美应、田金
铎、曲乃述等先后在此任教，建立健全了一
整套现实主义雕塑教学体系，逐步形成了
具有东北特点的现实主义雕塑流派。

1958 年 11 月，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
师生 18 人奔赴北京，参加迎接国庆十周
年首都十大建筑的雕塑创作。具体为全
国农业展览馆《庆丰收》群雕，包括展馆门
前广场群像两座、门厅大浮雕一块、门厅
群像一座。师生合力攻坚，用9个月时间
高质量完成了全部创作。

《庆丰收》群雕集中表现了喜庆丰收
的场景。在创作手法上向中国传统回归，

圆雕与浮雕相结合，采用装饰化元素，运
用民族雕塑语言。作品中行进的人物群
组充满了运动感，金字塔式的结构体现了
稳定感，动静相宜。塑造了真实生动的人
物，融入了富有民族色彩的骏马、战鼓等
形象，用喜悦庆丰收的情节加以统率，富
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两座群像分别以“工、农、商、学、兵”
和“农、林、牧、副、渔”为主题，充分体现人
民群众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热烈场面，象
征着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奋进的新中国形
象。这两座群雕的作者，一组是王熙民、
曲乃述、高秀兰、吴国璋、苏兆海；一组是
杨美应、李仁章、陈绳正、田金铎、张秉
田。基本构思由曲乃述、李仁章提出，共
同参与者有领导小组组长苗大伦，教师郑
惠南、黄心维、金克俭、魏天元，学生吴支

超、易振瀛、张熙玉。与广场群像同时完
成的田金铎创作的大厅内浮雕，使用了民
歌式的浪漫情调和装饰手法；金克俭、张
熙玉创作的门厅群像表现了领袖与人民
群众亲如家人的亲切氛围。

据参与创作的雕塑家回忆：“创作者付
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教师指导下去云
冈石窟、龙门石窟考查，同时，注重从中国
历代文物、塑像中学习线的运用技巧、概括
而灵活的手法。”1987年，全国首届城市雕
塑评奖，《庆丰收》仍被评定为最佳奖；2009
年又获得“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

1958 年，由鲁美雕塑系集体创作的
《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同样引起强烈社会
反响。经典佳作的不断推出，产生了直面
生活、反映时代的具有东北特色的现实主
义雕塑流派。

不断创作大型纪念性雕塑
逐步形成具有东北特点的现实主义雕塑流派

《庆丰收》群雕的创作实践为鲁美雕
塑系的艺术探索打下坚实基础，雕塑艺
术家继承弘扬鲁艺精神，自觉承担起艺
术服务社会的使命与职责，并不断有精
品佳作问世。1970 年创作完成的沈阳地
标雕塑《中山广场大型群雕》堪称城市雕
塑的典范。

1967年，当时的沈阳军区成立中山广
场群雕工作组，吸纳鲁迅美术学院师生田
金铎、杨美应、高秀兰、张玉礼、陈绳正、庞乃
轩、张秉田、易振瀛、贺中令、赵判吉、孙家
彬、丁伟年、薛世哲、高宝田、宋文元等组成
创作队伍，并从东北建筑设计院选出建筑
师、军区选出美术工作者，组成强大创作阵
容。鲁迅美术学院雕塑家田金铎担任创作

组组长，雕塑家孙家彬担任毛泽东像塑造
工作。中山广场大型雕塑整体呈船形，由
毛泽东全身像和周围58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形象组成。

沈阳中山广场群雕开创了多个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最大规模的毛泽东
塑像与群雕工程；首开以雕塑形象表现
半个世纪中国现代革命史先河；国内大型
雕塑首次成功使用沈阳原创新材料与玻
璃钢合成；塑像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生活原
型……沈阳中山广场群雕是历经风雨坚
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与坚韧不拔、勇于创造
的民族品格的缩影，因此家喻户晓。塑像
总高20米，成为城市地标。

1978年，辽宁美术创作室雕塑创作组

并入鲁美雕塑系，13名雕塑家为雕塑系注
入了新的力量。鲁美雕塑系不断继承创
新，创作出一批精品。田金铎的《走向世
界》、贺中令的《残历碑》《白山魂》等以深刻
内涵和独到艺术表现享誉国内外。

关注历史、观照当代是鲁美不变的传
统。2000年后，鲁美雕塑在以具象写实为
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领域，逐步吸收
国际当代雕塑的新观点、新技术，丰富创
作。这一时期鲁美创作的大批优秀雕塑
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赵一曼》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整体雕塑》、北京西
站南广场雕塑《国风》《雷锋和少年儿童》、
第十届全国美展入展作品《姜煜》《无题》
等充分展现了新的探索成果。

以具象写实为本
吸收当代雕塑艺术成就进行新探索

继《庆丰收》等创作后，鲁迅美术学院
雕塑系全体教师于2015年至2017年参与
创作完成了中央党校大型组雕《旗帜》，又
于 2021年创作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广场大型组雕《追梦》，鲁美雕塑系以新
经典作品完成了与前辈艺术家的对接，让
鲁艺精神薪火相传。

《旗帜》高 13.7 米、长 20.8 米，坐落在
中央党校综合教学楼广场前。整个作
品采用同向、围拢式构图，主题鲜明、内
涵丰富、气势恢宏、鲜活灵动。雕塑顶
端塑造一面鲜艳飘动的巨型红色党旗，

下部塑造 62 个人物形象，旗帜两边是 56
个民族人物形象，展现全国各族人民紧
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众志成城、坚定
豪迈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
力奋斗的昂扬精神风貌。《旗帜》领衔主
创为鲁迅美术学院院长、雕塑家李象
群，主创团队由洪涛、鲍海宁、李遂、张
哲宇、马克辛等 20 余人组成。全体创作
人员迎战酷暑严寒，最终呈现出气势宏
伟的史诗般力作。

表现历史、塑造英雄、弘扬精神、歌颂
时代是雕塑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和功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主题雕塑工
程中，鲁美再担重任，
创作完成大型汉白玉
组雕《追梦》。

《追 梦》主 题 突
出，生动表现了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
民，不忘初心、
牢 记 使 命 ，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阔步走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领衔主
创为李象群，主创为鲁美雕塑系主任洪
涛，以及李遂、吴彤、朱光宇、沙泉、商占
祥等骨干力量。

《追梦》以四个侧面展开，正面主要
表现新时代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
子等各界人物。另外三面则选取全国 56
个民族人物形象，以具象写实的表现手
法，以“团块结构”作为主体造型语言，各
界人物代表形象融入造型主体中，诸多
元素烘托视觉形象，形成团结一致、阔步
前行的恢宏气势，展现出欢乐和谐的宏
大场面。

《追梦》既写实又写意，73个人物比例
协调、动态严谨，由不同民族人物形象组
成多个乐章，构成一曲气势恢宏、动人心
怀的交响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
合的创作拓展了民族化与时代性相融的
雕塑内涵。

李象群表示：“《追梦》是在《旗帜》
的基础上创作的，延续了《旗帜》的精
神。希望以打动人心的当代现实主义
精品佳作给人们带来心灵的震撼和奋进
的力量。”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拓展民族化与时代性相融的雕塑内涵

大型雕塑《追梦》。 大型雕塑《残历碑》。

大型雕塑《庆丰收》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