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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午后，寒风凛冽。
在静安公园门口，远远地就
能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在
人群中央，一名女街头艺人
正在作画。她叫杨燕，华东
师范大学油画系毕业的硕
士，也是上海目前46名持证

艺人中学历最高的一名艺人。女硕士生在街头作
画，会不会有些违和感？不过，杨燕自己对学历并
不是很在意，也不认为高学历与街头艺术之间存在
着冲突。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冯燕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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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时，她执意参加艺
考，当时老师劝导她，她的
文化成绩在班里只是中上，
但只要努力，考上区重点高
中还是可以的。可她还是
执意选择了艺考。

只见杨燕将一块画板垫在
画纸下面，放在腿上，低头作画，
不时地抬起头观察着眼前的模
特小朋友，微笑着告诉小朋友放
松表情。冬日的公园门口寒风
阵阵，来往的路人却因此驻足，
饶有兴致地或欣赏着她作画或
拍照，而她一直专注于自己的画
纸上。

作为一名有着硕士学历的
街头艺人，她自己对学历并不是
很在意，她也毫不讳言，她曾经
是一名中专生、大专生。

“85后”杨燕从小喜欢绘画，
相对正式地开始学习美术是在
10岁，她是属于很早就意识到自
己对美术热爱并决定将之作为
一生事业的人。中考时，她执意
参加艺考，当时老师劝导她，虽
然她的文化成绩在班里只是中
上，但只要努力，考上区重点高
中还是可以的。可她还是执意
选择了艺考，当然，这也少不了
在背后一直支持她的妈妈。

杨燕初一时，开始喜欢偶像
明星古巨基。古巨基和她有着
相同的爱好，那就是绘画，更巧
合的是两人生日是同一天。说
起这位大哥哥对自己的“帮助”
和“鼓励”，杨燕用“偶像的正能
量”来形容。每次歌迷会上，杨
燕总会送他一幅自己亲手画的
肖像送给他，就这样，古巨基也
会每次鼓励杨燕继续坚持自己
喜欢的事。

2001年，杨燕考入了上海市
工艺美术学校，开始了更为深入
的专业学习。在那里的四年里，
杨燕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2005 年夏天，杨燕参加了上海
市艺术类美术专业统一高考。
其中，她在素描考试中取得了
85.4分的高分，试卷后来还被刊
登收录于《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
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试卷点评》

一书中。
尽管杨燕在美术类专业考

试中获得了高分，但文化成绩以
2分之差只能与本科擦肩而过。
进了上海电影艺术学院广告系，
之后杨燕发现课程内容与她在
工艺美校学习时相差无几，于
是，她向学校申请了转系，大二
的她顺利转入会展设计系继续
学习，同时她开始把注意力转向
学堂之外。

她收学生有一个标准，
就是看他们学习美术的热
情和兴趣。在杨燕看来，绘
画艺术不是速成的学科，至
于天赋，杨燕说：“没有兴趣
哪来的天赋？”

杨燕萌生了在校外兼职做
家教的想法，她考了教师证，并
在网上发帖表示可以教孩子学
习绘画，也可教中高考艺术类学
生。很快就有人联系到了她，请
她上门教学。

杨燕的教学细心认真，针对
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学
习计划，个性化的教学效果很
好。她的学生们也会主动地向
别人介绍这位小老师。随着时
间的推移，来找她学画的人越来
越多，甚至一些是已经工作的成
年人也来向她拜师。

那时，她自己还只是一个大
二的学生，20岁的她上门教学不
仅耽误时间，安全问题也令妈妈
担忧。于是，妈妈在2007年时出
资为她租了她的第一个画室，让
她在那里专心教人画画、创作，
由此自己的绘画水平也有了很
大的提高。

那个画室面积很小，只有20
多平方米。房间内只能摆下两
张桌子，最多容纳 4 人同时作
画。没两年，原来的小画室已经
不能满足需求，2009年元旦，妈
妈又为杨燕另租了一个稍大一
点的画室。

杨燕在这个画室度过了两
三年的时间，这期间她教过很多
学生，有的已如愿考上大学，有
的去了国外继续深造，有些是孩
子，有些则是与她年龄相仿，甚

至比她年长的上班族。这些人
来自各行各业，其中有一位是来
自北京知名企业的高管，出于兴
趣爱好学习美术，只要有机会来
上海出差就一定去找她学画；有
来还是电影行业现场副导演，因
为工作需要和自己的兴趣而找
她学习场景速写……

除了教学生画画，杨燕还会
接一些商演活动，比如3D地面立
体画、人体彩绘、为展览现场作
画等。但是，无论在校外的工作
多么忙碌、收入多少，她的求学
之路却从未中断过。大专刚毕
业，杨燕便考了专升本，为的是
继续学习，提高绘画水平。

到了 2011 年初，她迎来了
自己的第三个画室，90平方米左
右，她可以充分施展开，完成一
些较大的创作了。同时，她也考
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升本美
术学系。2012年本科毕业后，杨
燕又通过统考考上了华师大美
术系油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
边读研，一边在画室继续创作。

杨燕教学的时间一般以学
生的空闲时间为主，虽然自己也
有学业要兼顾，但是为了照顾学
生的时间，她一般没课的时候都
会在画室，只要她在，学生可以
随时去学画。她不想因为自己
的原因耽误学生的时间，更不愿
意打断他们对艺术的热情，杨燕
说，她与学生一起成长，她享受
着这份快乐。

另外，杨燕不希望跟她一样
喜欢美术的人在学习上走过多
的弯路，为了顾及一些经济条件
不是太好的学生，她还推出了包
月计划，每个月交一定的学费，
月内任何时间都可以随便来学
画，不用再计时收费。

她收学生有一个标准，就是
看他们学习美术的热情和兴
趣。在杨燕看来，绘画艺术是一
项长期的学习过程，不是速成的
学科，而兴趣却是支持每个学生
坚持下去的动力。至于天赋，杨
燕说：“没有兴趣哪来的天赋？”

“学历只是学习的附加
品，并不是我所刻意追求
的。同样，街头艺术也是我
想要做的另一件事，本质上
这是另一种自我学习的方
式。”

去年6月，杨燕硕士毕业了，

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到画室的教
学和创作中。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结识了街头艺人陆昕一，交谈中
两人对艺术理念相近。在陆昕一
的引荐下，杨燕参加了上海市演出
行业协会的考核，并顺利通过。

自去年10月底加入协会以
来，经每周统一安排，杨燕一般
会不定期地在周五和周末下午
前往静安公园门口做街头艺术
表演。她的街头活动包括现场
人物肖像画和人体彩绘，肖像画
可以写生，也可以根据顾客提供
的照片绘画。每当她作画时，周
围总会有许多人围观，人群中有
中老年人、小朋友，还有年轻的
情侣、学生等，并时常有人拿出
手机、相机拍照。

在很多人面前作画，杨燕并
不会感到压力的存在，学生时代
的她就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和
同学们一起在户外写生。她说，
街头艺术本身就是为了展示自
己、推广艺术，她并不介意在众
人面前表现自己，不会因此而产
生压力，她也从不认为高学历与
街头艺术之间存在着矛盾。

“学历只是学习的附加品，
并不是我所刻意追求的。同样，
街头艺术也是我想要做的另一
件事，因为本质上这是另一种自
我学习的方式。”杨燕清楚地知
道，在西方，街头活动是许多艺
术家艺术之路的起点，他们在街
头进行艺术创作，被“伯乐”发
现，之后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指
导，最终一步步地成长为艺术
家。而中国很多艺术高校的学
生都没有经历过街头活动。

“他们一入校就认为自己已
经进入了艺术的高雅殿堂，根本
不屑于从事街头活动这种基础
的工作。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从基础做起，
踏实地学习，获得艺术上的成长
和进步。社会能给你的不一定
是学校能给你的！”杨燕说道。

不过，刚决定从事街头艺术
时，杨燕还是听到很多反对和质
疑声，特别是一些年纪稍大的亲戚
朋友。“归根结底，很多人对街头艺
术还是存在一定的误解，觉得这是
在街头卖艺、以乞讨为生。”

据杨燕所知，协会旗下的街
头艺人大多有其他的工作，平日
空余时会在街头做表演活动。
像她一样，他们都是出于对艺术
的热爱而加入协会，从事街头艺
人主要为了展示艺术，而不是以

单纯的收入为目的。这些艺人
有年轻人也有中老年人，形式有
绘画、手工艺、音乐、非遗展示
等。

就在青年报记者与杨燕在
街头现场交谈时，一位姑娘请她
帮忙按照一幅照片作画，照片是
她和一位异性的合影。姑娘姓
江，照片中的异性是她喜欢的对
象，这天她正好在静安公园附近
散步，想着该为喜欢的人准备什
么礼物，恰好看到了杨燕的街头
艺术，就想到把画像作为圣诞礼
物送给对方，向他表白。

公园门口的寒风很大，杨燕
一直在认真地画着，她不时搓一
搓冻僵的双手，但祝福有情人的
心让她的内心变得火热。天色
渐晚，光线越来越暗，旁边围观
的人都纷纷打开手机里的电筒
为她照亮。经过40多分钟，她终
于完成了这幅画，微笑着交给江
小姐并祝福她的爱情顺利。

为了方便顾客携带、保存画
作，杨燕通常还会赠送一个画
框，把画装好之后再给顾客。至
于酬劳，顾客完全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愿来给。

虽然杨燕现在从事街头艺
术的时间不算久，但她在这个过
程中很快乐，也收获了很多。经
常在附近散步的老年人与她很
熟悉，像老熟人一样打招呼，而
小朋友则最喜欢叫这位大姐姐
在自己的小手上画上喜欢的图
案，然后举着小手高兴地反复欣
赏。其间，也有家长被她的画作
吸引，来咨询她怎么收学生……

杨燕说她很喜欢这种交流，
也很感恩能加入这样一个大家
庭，并感谢每一位顾客和路人，
她会把街头艺术继续做下去，并
开发一些新的形式，比如，在新
的一年里，她考虑把手绘明信
片、书签也加入进来，既丰富自
己的街头表演，也增添这座城市
的艺术氛围。

“另一种自我学习的方式”

女硕士乐当
街头艺人

杨燕在静安公园为路人画像，一旁的小朋友好奇地看着她创作。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