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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关悦

以平常心，观平常事，画平常物
——专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冠英教授

上一次采访吴冠英教授，还是

十二年前。2008 年，作为奥运会吉

祥物福娃的原创者和主要设计者之

一、残奥会吉祥物福牛乐乐的设计

者，他为公众所熟知。一个生肖轮

回过去，再度走进他的办公室，某

一瞬间有种时光穿越的恍惚——墙

上一眼能看到熟悉的各种福娃和福

牛设计手稿，面前的吴冠英教授依

然从容恬淡、亲切和缓，只有头上

略微增加的灰白头发，在提示着时

光流逝。

教书、画画、做设计，时代变

动不居，他在艺术的世界里静水流

深。这些年来，不时在媒体上见到

吴冠英的报道，连续多年的生肖、

拜年特种邮票设计，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币设计，各种吉祥物、纪

念封设计等等，大都身具国家形象

宣传和文化标识意义。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的公众号上，时不时会发一

些他的日常创作，下面有留言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 年毕业于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潢系书籍设计专业。2008

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原创者和主要设计者，2008年北京残疾人奥运会吉祥物“福

牛乐乐”的设计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画思维和动画创作。曾荣获北京奥运会、残奥

会特别荣誉奖，中国漫画杰出贡献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等奖项。

Part 1
 速写本：“任是寻常也动人”

吴冠英随身的包里永远带着速

写本。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本子，

最后固定成现在这种——16 22cm

见方，环线装订，硬壳牛皮纸封面。

大小刚好可以塞进随身的包里，又

便于摊开来扫描保存作品。

这样的本子，他家里少说也摞

了几十本。翻开里面全是他的日常

速写。校园里、机场和高铁站的等

候大厅、咖啡馆、旅途中……他从

不刻意选择地点和景致，随处坐下，

简单的一支秀丽笔或勾线笔，十几

分钟，就勾勒出一片生动的烟火气，

是我们最日常的样子、最熟悉的场

景。

在吴冠英看来，任何一个生活

的细节都是动人的。因为我们每个

人就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经历过

相似的生活和情感。他的笔下，有

高铁站里归家心切的游子，大箱小

包盛满对家人的情义；有饭店排队

等位的母女，妈妈低头喂女儿吃雪

“吴先生的画笔无时无刻不在帮助

人们发拓世间万物之美。”“作品

和做人都是杠杠的，是一辈子学习

的榜样。”但直到最近，看到他集

结这些年速写作品出版的《游画世

界》，才发现光环背后，日复一日

坚持创作、观察、思考的力量是如

此厚重而惊人。守得安静，方得精

进。在人人嚷着社会浮躁却又身不

由己的时代，这一点让人敬佩又渴望。

吴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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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的瞬间，眼里满是温柔的爱意；

有机舱里伴着飞机轰鸣声入眠的疲

惫旅人；有清晨公园里晨练遛弯的

老人……吴冠英说，之所以多年坚

持写生和速写，就是为了持续锻炼

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以保证能捕捉

到生活里那些让人心动的瞬间。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论捕捉瞬

间，没有什么胜得过照相机这项伟

大发明。美颜、滤镜、PS 技术，让

照片在呈现“美”这一点上显得无

比强大。但吴冠英不这么认为。看

到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到此一游”

的打卡照，摆个 pose“咔嚓”一下

就匆匆离开，他觉得特别遗憾。“生

活中真正美的东西，一定不是摆出

来的。”他说，“其实观察和体会

才是最重要的。但大家却常常忽略

了身边真正的美、忘掉了生活最本

质的东西。”

拍照的习惯也影响了美术圈的

创作。“有些画家会直接照着照片

画。但是被定格的这个瞬间，其实

是在一个前后连续的过程中的。在

这个过程中你看到的那些鲜活的东

西、感受到的当时的氛围，只通过

照片是绝对感受不到的。这也是为

什么我们要坚持带学生外出上速写

课、写生课的原因。”

他曾有一次听著名连环画家

贺友直的讲座，贺先生举的例子让

他特别有共鸣：假如画农村里一个

人烧柴火，必须先看他烧火的整个

过程。到院子里抱柴火，抱的是高

粱秸秆还是树枝？用的是什么样的

灶？他如何点火、如何揭锅盖？这

一系列动作入眼入心，画时才能找

到最经典、最有表现力的那个瞬间

和动态，甄选出最具有美感又最自

在威尼斯旅游的间隙画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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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去香港大澳渔村闲游，看到一艘渔船旁边拴着三叶小舟，

像三个孩子围在母亲身边，颇有情趣。画速写并非只将客观的物

象如实地描摹下来，有感情的注入与想象的介入，画才会感人。

然的表达。

这其实也是他的速写集想跟读

者传达的另一个主题——欣赏画作

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去观察

生活、感受生活。

他的观察呈现在画中，映出的

是我们这个手机时代的日常。街边、

机场、路上……画里人们最常见的

动作就是埋头看手机。还记得采访

时，记者随口问了一个问题：“您

外出速写时，会不会有很多人来好

奇地围观？”而他的回答，让人意

外又感慨。“不，其实并没有”，

他说，“现在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

没有人好奇别人在干什么，能静下

心读书的人也少了。哪怕面对面坐

着的人——无论是陌生人还是认识

的人，也都很少交流。大家都靠手

机打发时间，也可能是为了掩饰自

己的孤独或尴尬”。

他在书里的一幅速写旁如此写

道：“不知从哪天开始，人们逐渐

习惯了从手机中看虚拟的世界，而

忽视了身边真实的世界，因此错过

了多少稍纵即逝的美妙风景和万千

种花草之香，也少了诗意的生活。”

他通过速写反映身边的世界，

一个年轻妈妈抱着一个小女孩在等座。她喂孩子吃冰棍的耐心

及专注的神情吸引了我。孩子依靠在妈妈的怀中，妈妈注视着

孩子，那充满爱意的眼神，在嘈杂的环境中显得如此安宁、美好。

在芝加哥外出时看到两个在车站旁边等车的人。远处还有两个

身着休闲装的旅行者，正在等待过路口。动静中的四个人在此

时此刻偶然“同框”，身同在此处，却各自心在别处。

家里有一把躺椅，

不常坐时，成了堆

放玩具的地方。挤

在一起的玩具，颇

像几个要好的“小

伙伴”，仿佛有了

灵气一般。每个家

庭的一角，几件小

饰物，一个小藤筐，

几枝干花……都可

折射出主人的品味

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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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试图唤醒人们对生活之美的共鸣

和感受力。读者在关于他速写集的

公号文里留言说：“吴老师想必对

生活的珍视超乎了寻常，令人敬

佩。”的确，他喜欢画温暖美好的

情景、身边熟悉的人与物，“用带

有情感和温度的笔触去传达自己的

感受”。而这，其实也正是这个时

代迫切需要的对“美”的引导与表

达。

1982 年从中央工艺美院书籍设计专

业毕业后，吴冠英留校从事设计和

插图的教学工作。与此同时，凭着

爱好和实力，他在连环画界也开始

崭露头角。《带阁楼的房子》《红

与黑》《灰姑娘》《荷花仙子》《邦

Part 2
“不要做迎合审美的事”

这些年，从奥运福娃到纪念

金币，再到生肖、拜年特种邮票设

计，吴冠英的很多设计作品都带着

浓郁的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但如果

看他早期的连环画和插画作品就会

发现，他的创作风格其实极为多样。

常在清华荷园的池塘边散步，看尽这里春、夏、秋、冬四季各种植物的枯荣变化。今又逢深秋季节，池边春时的茵茵芳草，此时

已化为金黄色的茅草，夏日满池的碧天莲叶，也渐变为残荷，在艳艳的秋阳下显出特别迷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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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走亲戚

七八十年代骑自行车串门

九十年代天安门旅游

斯舅舅》……十年里，他创作了大

量优秀的连环画和插画作品，从题

材到绘画风格，尽情地进行着自由

探索，也温暖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他曾在谈到插画设计时说：“插

画是对文学内容的浓缩，可以达到

‘以一当十’的目的，反映出对文

学作品产生的共鸣、对生活的理解

和造型艺术审美的追求。”虽然后

来转向了设计和动画的创作研究，

但这种对内涵精神、日常体验和形

式美感的多重追求却一直贯穿他的

创作生涯。

2020 年 11 月，吴冠英创作、于

2019 年 10 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组画

作品《身边的变画——游》获得了

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漫画项目

一等奖，这是中国优秀新闻作品的

最高奖项。看看这组兼具艺术性与

新闻性的漫画，或许可以感受到什

么叫作好的作品可以“以一当十”。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光明日报社策划邀请不同创作者以

“身边的变画”为主题，用新闻漫

画的形式展现我们衣、食、住、行

等诸多方面的变迁。其中吴冠英的

作品是要以“游”为主线，展现不

同年代中国家庭出游的变化。

在按年代呈现的七幅画作里，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公共汽车、

老式拎包，到七、八十年代的二八

自 行 车、“ 的 确 良” 衬 衫， 再 到

九十年代的 BP 机、“打卡”首选

地——天安门，千禧年后越来越普

遍的私家车、自拍杆、境外游……

组画作品《身边的变画——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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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拜年》邮票 2013癸巳年生肖邮票

吴冠英用丰富的细节、明亮温暖的

色彩，配合悄然变化的交通工具，

串起了几十年里的发展变迁。从不

同年代的画面中，每个人都能找到

自己最熟悉最亲切的记忆。

不着废墨，笔笔传意。吴冠英

说，创作这件事，容不得任何糊弄。

而要做到所谓的创意或者创新，一

定得是“有根基的创新”，不能靠

灵光乍现、凭空想象。

在学校教书，遇到学生来求助

“没灵感”“找不到感觉”是常有

的事。有时他被请去当各种动漫比

赛的评委，也会遗憾不少作品看似

酷炫，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空洞无

物。原因何在？吴冠英说，相比外

在的形式，创作最根本的还在于内

驱力。少了这一点，只会浮光掠影，

或如无根之萍。他的忠告一针见血：

“千万不要去做迎合审美的事。”

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都已身

处流量时代。社交媒体、网红、短

视频……除了不知不觉被消耗掉的

时间，我们的审美、喜好、思考，

也总在不由自主地被影响、被裹挟。

身为师者，他在课堂内外不断引导

学生去思考和接近艺术创作的本质；

身为艺术家，——借用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的比喻，他以作品

映照生活，又以作品启迪思索，在

公众和“美”之间努力架起一座桥梁。

在微博上，吴冠英经常分享

一些自己的速写和水彩创作。他画

的二十四节气插画已经到了第四

套，仍然一到节气之前就被网友提

醒更新，人气极高。他自己非常喜

欢这个系列的创作。相比成人化、

比较诗意的古代风格，他更希望用

充满童趣、贴近生活的方式来表现

二十四节气。他说，希望大家通过

这组画能感受到，我们的中国文化

生动而又鲜活，它其实就在身边。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金银纪念币设计

Part 3
传统文化：不能“拿来主义”

2019 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金币总公司计划发行

一套金银纪念币，以表现民族团结、

普天欢庆为主题。但“民族大团结”

的主题想要在设计上出新，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金币总公司前前后后

否了很多设计稿，最后想到了曾多

次担任纪念币设计评审的吴冠英。

此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吴

冠英出了两套设计稿：第一套相对

传统，仍以人物作为表现民族团结

的主要造型；另一套则跳出人物叙

事框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团花图

案设计。在寓意团结一心的心形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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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纹中，象征繁荣的牡丹、象征和

谐的百合，还有象征团结的石榴共

同组成疏密有致又极富美感的团花

图案，外围则饰以飘带和醒目的中

国结。金币边上一圈还饰有 56 朵

石榴花，寓意 56 个民族。整体图

形设计的语言，无一不在传达“民

族团结同心，普天欢颂国庆”的美

好寓意。

这套设计一出，立刻被金币总

公司采纳。结合金币的质地、凹凸

磨砂工艺，最后呈现出的效果极其

出色。金币发行后一片好评，几乎

到了一币难求的程度。

吴冠英说，这其实就是中国传

统装饰艺术的力量。雅俗共赏，既

有内涵寓意上的丰富性，让人感觉

到跟传统文化的亲近；又兼具视觉

设计上的美感，让不论中外、不论

是否懂中国文化的人看到，都能有

一种审美上的愉悦感，觉得喜欢。

除了纪念金币设计，他还设计

了多套生肖邮票和拜年特种票，都

是在传统符号与现代元素的结合上

特色鲜明。他说，“其实要说这些

设计元素，大家都想得到；中国传

统装饰的资料，网上也随处都找得

二十四节气

手绘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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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但只有真正了解这些传统装饰

图案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才能懂

得把它们用在哪里、如何运用。”

时下，国风盛行，涌现出诸多

“新国潮”设计，各地的非遗展、

非遗设计周活动如火如荼。一方面，

这对弘扬传统文化来说无疑是好

事；但另一方面，很多设计还是存

在一种“生硬”感，让人说不出来

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吴冠英说，

根本原因，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

究理解得不够透彻，直接“拿来主

义”进行套用或堆砌。

如何将传统文化艺术更好地

与现代设计结合，一直是艺术创作

的一个大课题。吴冠英忆起当年在

中央工艺美院受的教育：“比如说

要将一朵花变成一个图案，老师要

求我们必须先去写生，在写生基础

上进一步构思图案上的变化，还要

结合使用的方式，比如要变成瓷盘

上的花，那么瓷盘的造型、质地如

何？如果是做门上的造型装饰，那

么与这座建筑整体的风格是怎样的

关系？这个思考过程其实是非常重

要的学习过程，不是搬来图案直接

贴上去那么简单。”

用吴冠英的话说，中国传统装

饰艺术也许“不时髦”，但非常有

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如今，以故宫

和敦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IP 深受大

众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对推动传统

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是件好事。但他

同时提醒：“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绝不只在敦煌和故宫。从荆楚到陕

北，每一个地方，都能挖掘出非常

丰富的传统文化，值得我们认真去

研究。”

这两天，吴冠英的微博又更新

了。他上传了自己最新的手绘封作

品，二十四节气插画里的小主人公

和她的动物朋友们手拉着手，无忧

无虑，纸间仿佛有宁静的幸福在流

淌。旁边题记：“爱，是对他人生

命持久的关注。”吴冠英说，自己

是“以平常心，观平常事，画平常

物”，但正是对生活、对艺术的持

久关注和热爱，使得这份“平常”

在笔尖传递出动人之美，并凝聚成

为春风化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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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力、表现力依然可以很丰富。像宫崎骏的动画

作品很多都是非常严肃的主题，但非常受欢迎。我们

还是需要有一些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思考，去挖掘现实

中一些特别好的故事。

记 者   现在国内动画的整体水准，在国际上算是怎

样的水平？

吴冠英   其实单纯从技术层面，中国的动画技术还是

比较容易达到国际水准的。但如果细看，就会觉得在

细节方面还是有所缺失。比如我们现在做三维动画，

可能更多还是在角色上下功夫，但是背景比较空，很

多背景细节几乎没有，只是个“大概齐”的样子。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迪士尼做了11年的美术设计，

他给我讲的设计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为了在动画中

记 者   您这些年主要从事动画方面的教学工作。中

国原创动画这几年很受关注和好评。比如《哪吒》《大

圣归来》《大鱼海棠》等等。对此您如何评价？

吴冠英   国产动画这些年进步确实挺大。大家开始注

重真正地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出发来做我们自己的东西。

中国人开始喜欢上自己的国产动画了，这也是很让人

欣慰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原创动画不能仅仅

用观众多少、票房高低来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

很希望我们动画的题材可以更广泛一些。现在基本都

是神话主题、架空世界，如果几个传统文化大 IP 都开

发完了，接下来还能做什么？

动画的魅力或者说表现力绝不止于凭空想象的、

架空的东西。它也可以是非常贴近生活的。我们会发

现国外的动画作品很多都跟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但它

对话：动画艺术与审美



15

2020 年第 9 期

设计一个埃及法老墓的壁画背景，他

们会专程去大英博物馆，因为那里的

埃及文物馆藏极为丰富。他们会实地

体会埃及文物的氛围，会仔细研究博

物馆里法老墓壁画上的细节，用什么

样的笔触、描绘的是什么事件，等等。

这种对待艺术创作的严谨态度，对待

细节的一丝不苟，特别值得我们认真

学习。

记 者   现在还有一种声音，担心随

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会不会使得动

画变得过于专注或者依赖于技术？

吴冠英   关键还是看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无论应用

什么新技术，动画的“灵魂”一定是人赋予它的。所

以主观性是动画最核心的东西。比如，动画片里想表

现一本有生命的书，这样的东西虽然是来自于生活，

但经过人的加工，在画面组织和角色捕捉的这一瞬间，

它就已经变成艺术形象了，而不再是自然属性意义上

的书。既反映生活本质，又区别于生活，这就是艺术

的价值。

我觉得动画实际上是表现人潜意识的东西。为什

么这么说？比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可能会不自觉地

想：要是我的车能长双翅膀飞起来就好了。这是人的

潜意识，而动画可以借由人的加工和技术手段的辅助，

让它成真。从现实角度，这件事可能匪夷所思；但从

反映心理潜意识的角度，他反而是最真实的。 

记 者   您提到“不要让自己去迎合审美”，特别有

启发。能不能请您再详细说说，独立的审美意识到底

该怎样培养？

吴冠英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去超市买瓶

装水，讲实话很多包装设计实在是不敢恭维。但这种

天天接触的东西，大家看得多了可能也就慢慢无视、

习惯甚至接受了，就像是一种强行植入，它会潜移默

化地影响你对美的感悟和判断。

所以为什么说美育特别重要，因为审美是要在一

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引导、慢慢培养的，不是一夜

之间就可以提高的。拿国外的博物馆教育来举例子，

老师带着十来岁、甚至八九岁的孩子看印象派画展，

出的题目是请大家比较看看印象主义和浪漫主义绘画

有什么不同。这个年纪，孩子们已经在被有意识地引

导着去思考美的不同跟多样性了。

现在国内很多大城市的家长也开始有了这方面的

意识，喜欢逛博物馆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件好事。

从大学到中小学，也都把美育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虽然说因为种种原因，有时候还难免有点“恶补”

的意思，但总归是个好的开头。

但另一方面，从全社会来说，美的氛围的营造也

非常重要。我们时不时会在媒体上看到报道说哪里哪

里又建起了一座奇形怪状的建筑；我们走在街上，时

不时就会看到乱七八糟的广告牌、颜色丑陋的建筑围

挡，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影响其实也挺大的。所以说

提高全民审美，依然任重而道远。

给学生讲解动漫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