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鄭潔著，孔達譯：《美術學校與

海上摩登藝術世界——上海美

專1913-1937》（上海：上海書店

出版社，2017）。

海美術專門學校等，由烏始光、劉

海粟、汪亞塵於1912年在上海創

建，是中國最早和最著名的現代藝

術學院之一。1952年，全國高校

院系調整，上海美專遷往無錫，與

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山東大學藝術

系合併為華東藝術專科學校，後遷

南京，現為南京藝術學院。

在上海美專四十年的辦學史

中，許多現代中國藝術史上舉足輕

重的人物均參與其中，如劉海粟、

張大千、豐子愷、龐薰琹、倪貽

德、潘玉良、陳澄波、傅雷、劉抗、 

俞劍華、木心等，以及更多我們已

經遺忘的名字。他們或曾在該校任

教，或曾在該校求學，或二者兼

之。這些著名和非著名者，在上海

美專一道推動了現代中國藝術史的

發展。今天我們討論重要的現代中

國藝術大師，或是回顧不同藝術門

類在中國近代的發展，上海美專都

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1。

然而，除了上海美專老人回憶

口述2與一部1992年八十周年校

慶時官方組織編纂的《南京藝術學

現代、上海與上海美專
——評鄭潔《美術學校與海上摩登
藝術世界——上海美專1913–1937》

●范　楨

一　不止於校史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下稱上海

美專），原名上海圖畫美術院、上

雖然上海美專在現代

中國藝術史上的地位

無比重要，但是現有

的研究卻多只聚焦於

該校的某個方面，少

有針對該校本身的專

門研究。官方校史通

過標誌性的事件為我

們建立了基本的歷史

認知，但這並非上海

美專的全部意義。

c165-201710016.indd   134 18年1月31日   下午3:18



	 	 現代、上海	 135	

	 	 與上海美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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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史》外3，更為系統的資料整理

與研究多是2012年前後、圍繞上

海美專一百周年校慶紀念展開的，

如劉海粟美術館、上海市檔案館 

編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檔案史料

叢編》，南京藝術學院校史編委會

編的《南京藝術學院校史：1912-

2012》，劉偉冬、黃惇主編的《上海

美專研究專輯》、《南京藝術學院早

期校刊校報研究》等4。雖然上海

美專在現代中國藝術史上的地位無

比重要，但是現有的研究卻多只聚

焦於該校的某個方面，少有針對該

校本身的專門研究，上海美專的整

體價值也因而未能浮現。

其中，1992年《南京藝術學院

史》的寫作近於編年史，但將歷時

十年的裸體模特事件單獨提出。

2012年的《南京藝術學院校史：

1912-2012》則延續了這種書寫偉大

事件和偉大人物的做法，如着重對

「上海圖畫美術院的創建與辦學」、

「蔡元培對上海美專的扶掖與閎約

深美校訓之確立」、「中國最早的美

術學報《美術》的創刊與影響」等事

進行敍述。官方校史通過標誌性的

事件為我們建立了基本的歷史認

知，但這並非上海美專的全部意

義。藝術史學者顏娟英認為，研究

上海美專的意義在於「此學校事實

上繼承了上海地區自清末以來所發

展的新美術傳統，同時不斷地適應

社會的要求，修改教學內容，並配

合畫壇的變化適時的吸收新師資，

逐步演變成受到民間與官方認可的

專業學校，如實地反映出現代美術

發展的困境與具體成果」5。

和以上有關上海美專的著作不

同，鄭潔的《美術學校與海上摩登藝 

術世界——上海美專1913-1937》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rt: 

The Shanghai Art College, 1913-

1937，引用只註頁碼）將上海美專

視為一所具有上海近代文化機構特

徵的「美術學校」，首先從它所處的

社會語境和它的機構功能——即

教育——入手，以此統攝對上海

美專歷史、藝術和藝術家的分析。

本書透過上海美專的個案研究試圖

回應的是藝術與社會的問題：「美

術社會史學派的學者則把目光投向

複雜的政治潮流，以及同時期的文

學和哲學思想潮流⋯⋯結果，對於 

傳統中國繪畫的認識就徘徊在作為

社會進步的障礙和作為愛國主義的

政治元素兩種觀點之間。」（頁1）

在本書看來，直接影響及塑造傳統

繪畫、西方繪畫和現代藝術教育與

創作的是具有一定現代性的藝術機

構，以及當地的社會環境，而不能

僅作國家層面的「衝擊—回應」或

民族主義的二元理解。因此，不同

藝術形式在上海美專的出現有着多

種面向，也有具體適應地方特定社

會環境的形態。

作者鄭潔生於上海，先後畢業

於復旦大學和香港大學，現任教於

香港中文大學，是最早有系統地研

究上海美專的學者之一。2016年， 

比利時魯汶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

國藝術的現代化：上海美專，1913- 

1917》（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rt: The Shanghai Art College, 1913-

1937）6即是其2005年碩士論文的

修訂版本。2017年，復旦大學文

物與博物館學系孔達博士將該書翻

譯並重核史料，由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中譯本。鄭潔的上海美專研究

鄭潔將上海美專視為

一所具有上海近代文

化機構特徵的「美術

學校」，首先從它所	

處的社會語境和它的

機構功能——即教	

育——入手，以此統	

攝對上海美專歷史、

藝術和藝術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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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書評 不僅起步很早，而且一開始便在史

料和研究方法上令人難望項背。在

史料上，除了對上海美專檔案的系

統查閱，作者還使用了報刊與口述

資料（頁305）7；在研究方法上，

作者有效地回應了現代中國藝術史

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針對性地使

用了當代社會學理論（如「場域」、

「機構化」等）進行史料闡釋。

二　本書內容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分：「上海

私立美術學校領域中的上海美專」、 

「上海美專的美術教育和美術」、

「上海美專的美術家和美術」，每部

分各分四章，合共十二章，從大到

小描述了上海—上海美專—美術

家三個清晰的層次（頁18，表1），

勾畫了三者間的互動關係，並上下

延伸到國家政治背景與美術家作

品：上海美專通過對地方市場環境

和國家政策的適應、追隨，形塑了

近代的美術市場、美術教育和美術

家，也塑造了其自身。

作者在第一部分第一章首先交

代了上海美專產生的現代背景，指

出它是為了回應清末上海通俗美術

對本地商業美術專家的需求而出現

的。上海美專的誕生首先是門生

意，然後才是教育理想，並且在嚴

峻的生存壓力下，受制於經營條件

而對藝術與教育的理想不斷妥協。

這為上海美專後來的多次炫目轉向

提供了解釋基礎。

在接下來的三章中，作者根據

上海美專一手史料的內在邏輯， 

為1913至1937年二十五年間的早

期歷史進行了分期，包括「在上海

商業美術市場競爭中取勝（1913.1-

1919.7）」、「美育時代（1919.7-1928. 

11）」和「學潮風波後的校園重建

（1928.11-1937.7）」三個時期，分別

對應商業美術培訓、追隨美育和 

綜合市場化生存三個階段特徵，區

分界限的兩個標誌性事件則是：

1917年開始上海美專對美育的追隨，

以及1926至1928年的學潮風波。

1912年底建校後，上海美專

首先追隨的是上海地方的商業藝術

品味，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不久的蔡元培發表「以美育代宗教」

的主張，敏銳的上海美專校長劉海

粟迅速響應，博得蔡元培對該校的

支持，形成了上海美專追隨美育教

育的風氣，到1926年終於獲得教

育部的備案認可，這構成了該校發

展的第二階段的特徵。1926年11月 

22日，時任西畫系教授王濟遠與旁 

聽生郎應年衝突引發學潮，劉海粟

拒絕了學生組織開除王濟遠、允許

學生參加教務會議、學校財政公開

的要求，學生遂發起罷課，劉海粟

請求警察干涉，最終上海美專關

閉，直到1928年春方才陸續恢復

教務（頁95），開啟該校的第三階

段。部分教師出走組建新華藝術專

科學校，在1930年代成為上海美

專的競爭對手。為了爭取校董及不

同社會階層的支持，此時上海美專

主推國畫，西畫類別的教育則因應

各種籌款需要而搖擺不定，從而進

一步凸顯上海美專實用主義至上的

經營邏輯。在這種邏輯下，教育及

藝術理想是相對次要的。

作者為1913至1937

年上海美專的早期歷

史進行了分期，三個

時期分別對應商業美

術培訓、追隨美育和

綜合市場化生存三個

階段特徵。1917年

開始上海美專對美育	

的追隨，以及1926至	

1928年的學潮風波

是兩次標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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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上海美專早期歷史進行 

分期的基礎上，本書第二部分第五

至八章則分析在現代市場競爭邏 

輯下，上海美專不同教育項目的性

質與影響，包括西方美術的大眾化

和本土化、文人畫教育進入美術學

校、應用美術與美術史研究、「創

造力」的培養。

在第五章中，作者認為，上海

美專最初的西方美術教育雖非正

宗，但是卻在努力適應本地的需求

和接受能力，主要教授偏於商業、

接近中國畫的水彩。其後隨着市

場、政府政策的變化不斷更換模仿

對象，但當它轉向日本、法國美術

時，前一階段的影響又有所保留，

因而創造了一種最適合本土受眾的

西畫教育模式。

第六章論述文人畫進入上海美

專的美術教育，首先是為了遵從官

方要求設立「中國畫一科」的指令

（頁147），而非源於市場需求。與

文人畫更為匹配的教育模式是上海

職業傳統畫家的私人畫室，數量極

豐。為了服從教育部的指令，上海

美專的國畫教育不得不和私人畫 

室的教學競爭。因此，一方面學校

需遵從主流市場上以「四王」傳統

為主導的美學原則及審美品味，從

而恪守並積極宣揚傳統文人畫審 

美原理；另一方面則發揮機構教 

學的優勢，將文人畫技法標準化、

可操作化，方便學生掌握文人畫 

技法。不過，學校受制於機構環境

的特徵，因此在人文傳統內涵的延

續方面顯得力不從心，文人畫也經

過上海美專的標準化教學變成了 

中國畫——文人畫技法成為民族

符號。

第七章分析上海美專在工藝美

術、美術教育、美術史的研究和教

材編寫，指出上海美專鼓勵教師出

版著作，一批代表性的作品將西方

藝術史的研究體例與方法運用到中

國繪畫史，並且通過跨文化的案例

比較，凸顯中國繪畫的獨特性，上

海美專因此成為開啟近代美術研究

的重地。該校的大量出版物如《美

術》雜誌、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

等，構成了其專業自主性的認知基

礎和合法性來源。

第八章通過上海美專的案例，

詮釋了中國社會環境中現代藝術 

創造性（creativity）的含義。作者指

出，在上海美專，藝術創意有兩個

層面的含義：在學校層面，響應新

文化運動、提倡「創造力」的實現

方法，在制度上給予寬鬆的環境，

並在藝術表達上鼓勵張揚個性，將

對學生實驗性創作的干擾降到最

低；在以任課教授為主體的藝術教

學層面，則與劉海粟鼓勵的個人主

義不同，上海美專的藝術家堅持傳

統文人畫的創新原則，即輕視技

法，通過長期的刻苦學習、觀察、

遊歷、臨摹，以期孕育學養，最後

厚積薄發，形成個人獨特的藝術風

貌。縱觀中國歷代大家，無不以古

人為師，以自然為師，而上海美專

的教授則將這一原則運用到包括西

畫以及實用藝術在內的廣泛藝術範

疇，以此提出了與徐悲鴻、林風眠

等人融合中西技法截然不同的、面

對西方繪畫影響的創新主張，即將

文人畫方式運用於其他畫種的訓

練，實踐強調精神表現而非技術融

合的「新文人美術」（頁188）。此是

本書的又一重要發現。

作者指出上海美專的

藝術家堅持傳統文人

畫的創新原則，以此

提出了與徐悲鴻、林

風眠等人融合中西技

法截然不同的、面對

西方繪畫影響的創新

主張，即將文人畫方

式運用於其他畫種的

訓練，實踐強調精神

表現而非技術融合的

「新文人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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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書評 在第三部分的第九至十二章，

作者討論了上海美專影響美術家與

美術作品的方式。

首先，美術教育從私人轉向公

共，學生被批量生產，教師需要注

重教學技巧、改變教學心理並承擔

一定行政職務，導致其教學方法迥

異於私人畫室。與此同時，因為美

術家的公共角色，作品也出現了一

些新的特徵，例如題材風格涉獵廣

泛，精緻程度則略為遜色。

其次，上海美專改變了藝術家

的收入來源，以及獲取經濟收益的

方式。作者指出，上海美專為它培

養的藝術學生提供了新的生存方

式，賦予他們美術家的資格以便從

事教師、編輯等工作。但在上海美

專為藝術家提供一定收入來源的同

時，也因為工資低廉而迫使藝術家

在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從事基於藝

術技能的經濟活動，例如賣畫、組

織展覽，以及商業藝術。

第三，上海美專改變了美術家

的成名方式。學校提供了一種品牌

效應，令藝術家獲得專業身份，便

於發展謀職以及發揮社會影響。同

時，老少畫家相互酬唱，甚至通過

代筆與推介的「合作」方式，創造

了集體名人效應。而頻繁的展覽和

出版，也提高了藝術家的公共曝光

度。作者還指出，這種依賴社會活

動多於藝術品質造名的現象，改變

了現代美術的評判標準；觀眾「在

美術家名氣的壓力下，努力嘗試解

讀其畫作的妙處」（頁244）。

最後，作者研究了上海美專公

共領域中的女性藝術家。她發現上

海女子私立美術學校甚至要早於 

男子美術學校出現，但仍是出於培

養傳統社會所謂「才女」的前現代

動機。現代的女子美術教育則發端

於五四前後，男女同校是重要特

徵；男女同校後，上海美專所有課

程男女通用，作者認為這是對五四

運動的回應。雖然上海美專不追求

培養賢妻良母，但大多數女生卻為

此而來；雖然上海美專也成功培養

出了女性美術家，但打造出來更多

的還是「男權世界中的美麗尤物」

（頁257）。

特別值得一提，本書通過使用

一手史料重審和釐清了有關上海美

專的諸多史實爭議，如創校時間以

及周湘和劉海粟之爭（頁34-38、51-

53、61-62）、裸體模特事件（頁87-

94）、劉海粟的剽竊行為（頁239-40） 

等。此前研究對這些事情的討論在

考證事實後，多數只進行道德上的

褒揚或批判，未能發現事件背後的

底層邏輯。但作者並不僅僅停留在

事實表面，而是追尋事件的底層邏

輯，如認為烏始光、劉海粟等人脫

離周湘自立門戶、創辦上海美專，

不過是察覺到了商業美術的市場潛

力，周湘的失敗則在於他受限於自

身對商業美術和上海地方市場的認

知，未能察覺到新文化運動與政府

倡導的「美育」的意義。裸體模特

事件的背後是劉海粟為了引起孫傳

芳注意、接近權威政治人物的策

略，是塑造自己「美育家」形象的

一種方式。而所謂劉海粟的剽竊也

不過是滕固、倪貽德、鄭午昌等人

心甘情願為他代筆，他們作為劉海

粟的班底，「共同締造了『劉海粟』

這個偉大的名字」（頁240）。

本書使用一手史料重

審和釐清了有關上海

美專的諸多史實爭

議，如創校時間以及

周湘和劉海粟之爭、

裸體模特事件、劉海

粟的剽竊行為等。作

者並不僅僅停留在事

實表面，而是追尋事

件的底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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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除了有翔實有力的史事考

證外，還有以下理論層面的貢獻。

首先，本書按照上海美專發展的內

在邏輯為它的早期歷史進行了有 

效分期。在1982年的《南京藝術學

院史》中，與本書相對應的時間只

簡單分為「迅速發展的十年（1912-

1921）」和「擴大、提高階段（1922-

1937）」兩個階段，雖然書中也以

教育部的立案作為標誌性事件，但

誤將1922年教育部的視察作為「新

的里程」的開始8。而在其他關於

上海美專的個案研究中，則常常按

照現在的畫科分工，分門別類地敍

述不同系別的教學與成就，或以藝

術家個人的視角為中心，難以注意

其行為的邏輯。本書的分期則為我

們對上海美專不同階段的個案研究

提供了一套坐標系。

在中國藝術史的通史和斷代史

寫作中，慣常的做法是按照大的政

治事件進行分期。雖然被本書作者

視作分期標誌的兩次事件也是外部

政治變化的連鎖反應（新文化運動

與北伐），但從一個小範圍看，它

們對於美專的影響是內在的，為後

一時期機構行為的變化提供了動力

和邏輯解釋。比如，1919年，張聿 

光（圖畫美術院時期的校長）離開

上海美專，便是因為他與劉海粟對

「美育」的不同認知和對藝術風格的

不同選擇造成的分道揚鑣，這也代

表了上海美專第一和第二階段的區

別。更多的連鎖反應還包括其他提

倡職業教育的商業美術家離職和「海

歸美術家」的引進（頁60、74-78）、 

校內各種學術的美術活動與團體 

展開（頁80-83）、校董會的成立（頁

84-86），等等。

其次，本書以「機構化」理論

為討論框架，使用圖像學和風格分

析的方法審視上海美專畢業紀念刊

中「非著名」的學生作品。上海市

檔案館藏上海美專檔案中保存了第

十、十二至二十屆畢業紀念刊，相

當完整地記錄了民國時期上海美專

的辦學成果以及保存了學生的藝術

作品，但因為一直未能出版9，且

大部分學生畢業後奉獻於基礎藝術

教育和出版事業，所以除了極少數

取得巨大成就的藝術家外，這些畢

業生的作品難以引起研究者的注

意。鄭潔運用相關檔案將這些作品

視為上海美專機構特徵的表徵，使

用藝術史的風格分析方法，通過作

品觀察上海美專受到的多元影響。

更重要的是，在上海美專「機構」的 

視角下，這些「非著名」作品也變得 

可讀了。

例如在觀察上海美專西畫的時

候，本書先以教師薛珍、顧畸人對

比商業布景畫畫家周湘、徐詠青的

作品，發現地方商業美術品味仍在

1920年代上海美專的西畫教育中

佔有一席之地，同時發現少數學生

也能掌握歐洲學院派的現實主義技

巧，但畢業作品中佔最大比例的是

後印象派和先鋒派風格的作品。作

者比較了歐洲大師作品、日本模仿

歐洲現代主義作品、上海美專前衞

教師和學生的作品，得出近代中國

現代主義藝術的探索受制於日本文

化視野的結論（頁139-43）。而在論

述上海美專的文人畫教育時，則又

本書為上海美專的	

早期歷史進行了有效

分期。在中國藝術史

的通史和斷代史寫作

中，慣常按照大的政

治事件進行分期，雖

然被作者視作分期標

誌的兩次事件也是外

部政治變化的連鎖反

應，但它們對於美專

的影響是內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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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世的作品對古代大師的繼承，強

調美專遵循文人畫原則的一面（頁

155）；而將教師和學生擁有隱晦、

文雅、柔和民族符號的其他畫種作

品，稱為「新文人美術」，用以概括

上海美專特殊的、易被忽視的對藝

術創造力的探索，以及對文人傳統

的重視（頁188-94）。

第三，作者有意識地對在現代

中國藝術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

「衝擊—回應」理論進行了回應。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等學者採 

用的「衝擊—回應」理論在1950年

代以來的美國漢學界佔據主流位

置，它的影響也波及現代中國藝 

術史的研究，如高美慶、郎紹君和 

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的重要著

作bk，這一理論直到最近依然在國

內學術界佔有市場。「理論是灰色

的，但生命之樹長青」，在作者看

來，「衝擊—回應」理論雖不失其

價值，但也遮蔽了諸如地方敍事、

影響抽象化、接受平面化、將西方

化等同現代化等問題（頁5）。本書

的應對策略是：細讀史料，借用非

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術理論進行再闡

釋。如作者在總結上海美專的西方

美術教育時說：「上海美專創造了

一種最適合中國的西畫教育模式，

這種模式不屬於任何傳統，但卻吸

收了不同系統的訓練方法，包括上

海市場品味、歐洲現實主義風格訓

練的等級模式，以及日本對現代 

西方美術的文化想像。」（頁124） 

這個結論乍看匪夷所思，但卻是有

十足的史料支撐的。

例如，關於西方美術教育中的

商業美術審美元素和上海市場品

味，作者引述了上海美專《美術》

雜誌的「函授部批語摘錄」對學員

水彩畫的評價：「身體太圓、致失

玲瓏之態」（頁124），「玲瓏之態」

即商業市場對仕女畫的要求；關於

歐洲現實主義風格訓練等級模式，

作者敍述了上海美專逐步效仿並設

置了法國學院美術教育的寫生、素

描、木炭畫、速寫等課程；關於上

海美專從日本轉譯的對現代主義西

方美術的想像，作者比較了美專師

生留學日本、法國人數和翻譯日、

法美術著作數量的懸殊，這種懸 

殊也顯示在風格表現上，作者比 

較「那些留學法國和留學日本畫家

的現代風格作品，發現差異非常有

限⋯⋯法國海歸派的作品並沒有

充分地顯示他們直面法國藝術而來

的獨特靈感」（頁133）。所以，針

對這個個案，作者的結論是，上海

美專的教育中不同文化、不同觀點

相互交織，「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不

同的需求和興趣」，「創造了一種非

常適應上海市場條件的西畫教育大

眾模式」（頁133、139）。

在這裏，作者使用「專業化」理 

論來解釋上海美專作為一所機構的

運營實踐。上海美專一方面為了自

身的生存和發展，積極順應政府的

要求進行改革，加強「專業化」；另

一方面也受制於所處的市場環境、

傳統觀念和人員組成，只能以自身

條件最大可能地適應身處的各種環

境，以「不夠專業化」的方式獲取最 

佳生存。「衝擊—回應」理論中抽象 

作者有意識地對在現

代中國藝術史研究中	

佔統治地位的「衝擊—	

回應」論進行了回應。	

本書的應對策略是：

細讀史料，借用非中

國研究領域的學術理

論進行再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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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在本書涉及的不同個案

中，都被具體化為面目不同、傳播

方式有異、混合傳統與本土因素的

不同「現代」。但在作者看來，「現

代」與其說是對現代社會的描述，

不如說是一種事實追認——作為

「現代」「專業」機構的上海美專是

如何實踐它的藝術教育；同時，

「現代」又是一種闡釋模型，用上海

現代社會的語境分析上海美專的機

構行為。

最後，本書為藝術史和史學研

究運用社會科學理論提供了範例。

社會科學理論進入史學研究是近年

國內學術界討論非常熱烈的話題，

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社會學理論與概

念，包括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本書中譯為「領域」）、

「象徵資本」、「慣習」，從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功能主義」，伯格

（Peter L. Berger）與盧克曼（Thomas 

Luckmann）的「機構化」等。作者結 

合這些理論，有效地從材料中發現

事實間的邏輯，同時構築出她關於

上海美術「場域」多層次互動和上海 

美專「機構」影響的新理論。上海美

術場域多層次互動模式解釋了上海

美專不同社會影響的起源，以及它

們影響美術家和美術作品的複雜過

程（頁283）。

在作者看來，上海美術市場和

國家教育政策是上海美專生存和參

與競爭的重要場域，上海的市場環

境為上海美專的創立和繁榮提供了

必要條件，國家政策、新文化運動

使其追隨西方文化，同時美術領域

又有自己的自主規則和制度，被認

為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宇宙」（頁

283）。這三個大小不同、互有交叉

的場域，撕扯出了一個獨一無二的

上海美專，因此能夠很好地解釋上

海美專的諸種「專業化」行為。而

上海美專又形塑了身在其中的美術

家及其作品：通過「機構化」的運

作，使背景不同的美術家不得不按

照上海美專的要求進行實踐，並逐

漸「慣習化」，作品趨向於機構需要

的技法和審美標準；同時上海美專

又為美術家提供了教育、資歷、榮

譽、身份等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

象徵資本，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在

更大的環境中成名。

四　結語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本書真

正的野心不在於僅僅審視和釐清上

海美專一些有爭議的歷史事實，更

在於描述一種進入現代社會之初藝

術教育的行為模式。作者分析上海

美專行為模式的方法，不僅適用於

上海美專，也適用於當時各種不同

類型的學校，甚至當我們用來觀察

當代教育機構的一些行為時，仍然

可以有效解釋其行為邏輯。但上海

美專作為一所延續至今的教育機

構，其藝術教育、私立性質、個人

色彩和市場化運營使之成為所有教

育機構中相當特殊的案例，作者描

述的多維層次打破了對現代性的一

般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的

目的甚至不在於還原歷史。歷史成

為一種方法，用於打破我們對東西

方藝術、對現代性的扁平理解。上

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社

會學理論與概念，有

效地從材料中發現事

實間的邏輯，構築出

她關於上海美術「場

域」多層次互動和上

海美專「機構」影響的	

新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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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在於其輝煌的校史，更在於

它為現代中國藝術和現代中國教育

提供的自我生長機制。

當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十全

十美，本書尚有瑕疵之處。如分析

上海美專西畫教學的本地化時，引

〈徐悲鴻啟示〉（《申報》，1932年11月 

3日，第5版）對上海美專的指責，腳 

註提到徐亦自陳曾「惑於廣告」而在 

上海美專學習兩月（頁123，註4）， 

但此事並非說明徐悲鴻是否上海 

美專畢業生這麼簡單；王震曾有詳

細考辨，作者未有在此引述，也放

棄了徐悲鴻、劉海粟之爭的闡釋空

間bl。另外，由於着力於論述上海

美專的機構特徵和它身處的小場

域，作者對影響現代中國藝術史的

一些思想史背景探討參考不多， 

如「中國文藝復興」bm和「國畫復活

運動」bn。但以上兩點均非關本書

宏旨，它仍然是現代中國藝術史和

教育史研究領域不可忽視的一部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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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美專佔據較多篇幅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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