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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未央，秋已至。仲秋时节，秋风为清晨和傍晚带来一丝丝凉意，也带

来了万家庆团圆的喜庆气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同一片月

色，分照古今，照亮过古代文人墨客吟诵中秋、寄托思念的诗词、书画作品，

也见证了今人对前人艺术成就的传承与发展。

庆罢中秋，拍卖行一年当中的重头戏——2016 秋季拍卖已盛大开槌。

各大艺术品拍卖行纷纷放出拍卖消息，除了中国古代书画、中国近现代书画、

瓷器工艺品等以往春秋两季拍卖会的“保留节目”外，各家均使出浑身解数，

打出特色牌。今年的秋拍各拍卖行会交出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香港苏富比将在秋季拍卖会期间举行“#TTTOP”

晚间拍卖。据悉，本次夜间专场由亚洲人气偶像 T.O.P 客席策划，参展艺术

家也是以村上隆、名和晃平等为首的 T.O.P 艺术界大咖。本场拍卖中的作品，

不仅能体现年轻艺人作为策展人的艺术倾向，同时也反映出当代亚洲年轻藏

家的国际收藏视野。可以说是一场非常值得期待的视觉盛宴。

亚洲艺术收藏市场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状态，亚洲藏家在各大拍场的表现

尤为抢眼。早些年，亚洲藏家群体经历了市场的轮番淘汰，面貌发生了截然

不同的转变。以中国藏家为例，收藏群体从老一代藏家发展为上世纪 90 年

代拍卖业兴起以来的企业家群体为主。而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从收藏时代向

投资时代的转变，以投资为目的的有其他行业资金支持的藏家和艺术基金成

为最有实力的买家，同时收藏群体亦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年轻藏家更被经常

提及。随着新一代藏家在拍卖行影响力的提升，他们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对

于当代艺术的国际趋势具有更高的认知度。

织虫低鸣，月圆当空。初秋的九月如此充实，大家都在等待着仰槌起拍

的惊雷一刻，期待着今年秋拍带来更多的与众不同。可谓是，秋虫啾唧天，

花好月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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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美展创始人  严陆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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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中国藏家的『世界力量』：

严陆根和他的『严氏收藏』

文｜王广维   图｜南京国际美术展组委会

严陆根的艺术产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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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艺术

鉴藏是永不会缺席的重要一环，或买

卖、或交换，或承袭，它是彰显一件

作品艺术价值、衡量其艺术地位的标

准之一。不管是古代私人的艺术鉴藏

还是宫廷内府的皇家蒐集，无不印证

了艺术收藏在艺术史上的显要地位。

而在这一行为背后的主体——艺术藏

家，则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

拥有众多经典的艺术作品，更多的还

是在于他们使艺术收藏变成了一种有

思想、有温度的人文行为。

当世界著名艺术媒体 Artnet 发

布出亚洲顶级藏家的名单时，人们的

眼光也自然而然地将视点集中在对这

些藏家的关注上。无论对于哪一位藏

家而言，作品的数量已不再是参与比

较的主要因素。相反，从作品中所折

射出的作品以外对人文的关注、对艺

术的沉思以及对自我收藏观的展示正

逐步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砥柱力量。

而这些跻身列位的亚洲藏家们，其中

大部分都来自中国，这也从一个鲜明

的角度可以看出，在日益多元化的艺

术（产业）领域内，中国藏家们凭借

着蓬勃的需求和财富的积累，正在风

云变幻的艺拍场上，以大面数的成交

额占领着艺拍场的前排，推动着艺术

市场不断迸发出新一轮的活力。

对 于 排 名 前 列 的 严 陆 根 先 生 而

言，从他由地产大亨转变为文化名仕

的过程就引起了艺术界的密切关注，

同时作为一名亚洲顶级的艺术收藏

家，他也在亚洲乃至世界艺术格局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向我们展示着他

“严氏收藏”的力量。

严陆根先生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就陆续在拍卖会中，一举拍下了

张大千、傅抱石、黄宾虹等现代名家

的精品力作五十余幅，这些作品如今

也都在市场上增值了几十至几百倍。

现在的佳士得、苏富比等国内外重要

拍卖场上，也频频出现严先生的身影，

在这过程中，严先生再次入手收藏了

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黄宾虹等

排名前 100 位的大师、名家的书画作

品，这些作品的数量总和在三千件以

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展览现场

上，其中仅仅张大千各个时期的名作

就达近百件。同时，对于西方艺术大

师作品的收藏也是严先生专门涉足的

收藏领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收

藏了现代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

后印象派大师及罗丹、摩尔雕塑排名

前 100 人的作品，大概在 300 幅左右。

最多的是毕加索的作品超过了 50 件，

收藏了欧洲 13 世纪到 18 世纪鲁本斯、

麦哲伦等大师古典油画3000幅以上。”

其中一些被他收藏的西方艺术大师的

作品，在前后举办的几次《向大师致敬》

系列展中也呈现给了广大观众。

在 Artnet 所发布的亚洲顶级藏

家名单中，严陆根先生只是其中的成

员组成，但无疑能肯定的是，他在其

中所具有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根植

于他独特的藏家属性和收藏观念，进

而形成了专属于他自己的“严氏收藏”

体系：开放性、包容性与共享性是“严

氏收藏”的主要特征，它们共同支撑

起“严氏收藏”的内在结构和外在显

现，推及到具体的表达，则可有以下

两方面说明。

其一，扩展了艺术收藏的“可能

性”。传统意义上，个人的艺术藏品，

尤其是较为珍贵的作品往往是秘不示

人或只是在小群体范围内“把玩”的，

而严陆根先生则在首届南京国际美术

展举办的时候就将自己收藏的 20 余

件西方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也包括

他收藏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

毕加索《戴绿帽子的女人像》，以“向

大师致敬”的展览理念完成了它们与

大众的会面。我们不去探讨这种展览

所能引起多么轰动的观展效果，而是

将视点集中在严陆根先生在这过程中

所完成的对藏品更多“可能性”的转

化，那就是由传统鉴藏“私以专享”

目的转变为现在“天下共享”的文化

情怀。而也正是这种“可能性”的转

化，让严陆根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

村上隆 《自己心中的小人物》

严陆根博士与艺术家村上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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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展览现场

1110



1312

了他艺术收藏观念的影响力，这也就

势必为他完成在如今艺术收藏界的地

位集聚了力量，成为他影响中国乃至

世界的重要推动源。

其二，形成了艺术品藏家到艺术

推手的转化力量。也许，仅仅作为

一名艺术品藏家，还并未能够展示出

严陆根先生的真正影响和他的眼界视

域。围绕他的藏品以及他所引进的艺

术展览而来的百家湖博物馆、百家湖

美术馆、延伸到全世界各地的画廊、

艺术空间，再到他投资创办的艺术品

投资杂志、艺术周报，更为重要的是，

他还签约了 5000 位艺术家，并展开

了国际间艺术家驻村计划，这一切则

都在更大程度上概括了这位艺术收藏

家的不同之处，他以别样的艺术视角，

不局限于藏家的身份，而是依靠收藏

促成对艺术的推动，再度转化成一名

艺术推手。而对于此，他也曾表达出

自己的观点：“艺术有跨国际的凝聚

力。所以艺术家来自东方或西方并不

重要，艺术不会被地域框限。”正是

这种再一次的转化，更能突出他的价

值和意义，也向人们展示了为何他能

够跻身居于亚洲顶级藏家的榜单之中

的原因之一。

归根结底，像严陆根先生这样具

备力量的中国藏家，他们在推动艺

术收藏不断升温的过程中，无疑也在

一定程度上唤起了艺术市场的活跃力

量。对其而言，这些是双赢的绝佳展

现，既带来了人们对艺术文化的自信

心，也在无形中为藏品的价值提升提

供了保障。不管藏家们出于什么样的

目的，依据 Artnet 出炉的榜单，虽

然还在冠以“亚洲”的牌头，但我们

可以看到这些来自中国的藏家，正在

不断积蓄力量，所彰显出来的是他们

对世界范围内艺术收藏和市场的深刻

影响，而这就是来自中国藏家的“世

界力量”。（责任编辑 / 张驰）

艺市人物

南京百家湖美术馆效果图  图片由南京百家湖美术馆提供

南京凤凰山艺术园

萨尔瓦多·达利 《十颗五角星》 集锦照片上水粉钢笔画  31cm×24cm  百家湖博物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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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著名艺术媒体 artnet 评选出亚洲顶级藏家榜单。观察这份名单，亚洲前 20 位藏家之中，万达

集团董事长王建林名列第七，南京国际美术展创始人、百家湖文投集团董事长严陆根位列第九，“超级藏家”

张锐排第十一，刘益谦夫妇排第十四，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排第十六。文章称，这些亚洲顶级藏家推动了全

球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亚洲顶级藏家浮出水面：
超级买家，驱动力何在？
文｜差差

SUPER BUYER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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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太有钱了！”这样的惊

呼，不断出现在伦敦、纽约的拍卖现场。

不管是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老牌大

行，还是香港巴塞尔熙熙攘攘的展览

现场，中国藏家们豪掷千万的慷慨举

动，让金钱和艺术的结盟，变得越来

越富于话题性。

作为收藏领域中的顶尖者，这些

藏家们传奇般的艺术收藏经历，常常

被圈内外人士所乐道。王建林在一手

打造了万达地产帝国之外，正不懈余

力地构建着艺术帝国；刘益谦用 2 亿

多的鸡缸杯喝了一杯茶，随即照片曾

经刷爆了各大媒体，他的龙美术馆也

随之名声大噪；王中军豪掷 3.77 亿元

人民币，拍下了备受瞩目的梵高油画

《雏菊与罂粟花》，惹来多方热议；

严陆根更是除了在国际收藏市场上不

断高调出手外，其苦心经营“南京国

际美术展”每年都以浩大阵容让人震

撼……中国藏家的举动，提醒着我们

艺术市场与藏家心态的新变化。

收 藏 市 场 一 定 是 与 宏 观 经 济 同

步的。这是一个“大时代”，中国的

GDP 总量名列全球第二。全球化、互

联网、房地产的浪潮，造就了一位位

属于这个时代的富豪。历史的发展规

律就是如此，经济基础到位后，下一

步就是文化自信、自我表达的需求。

许多人也惊讶地发现，这些插手

西方收藏市场的亿万富豪，再也不能

被称之为“土豪”了。他们大多具有

颇高的艺术品位，都能对西方古典、

现代艺术史娓娓道来，对大英博物馆、

罗浮宫、凡尔赛宫的藏品如数家珍。

在收藏界，他们已经不再是“有钱任

性”的玩票性质，而是有目的、有品位、

有系列的收藏。

例如严陆根先生，就明晰地将自

艺市人物 艺市人物

莫
奈 

《
睡
莲
》 

百
家
湖
博
物
馆
馆
藏

米罗 《夜晚的人和鸟》 百家湖博物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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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收藏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十

年主要收藏中国艺术品，后十年主要

收藏国际艺术品。长达 20 年持续不断

的收藏，从爱好到沉迷，从地产大亨

到艺术专家的身份转变，呼应的正是

这 20 年来的时代转型之风。2007 年，

严陆根成为首位在公开市场中收藏毕

加索作品的华人，拍得毕加索颇具传

奇色彩的《戴绿帽子的女人像》，接

下来几年，他收藏的毕加索各类作品

超过了 50 件。另外，他还收藏了欧洲

13 世纪到 18 世纪鲁本斯、麦哲伦等

大师古典油画 3000 幅以上。这样的

收藏规模和体量，无外乎被冠以“全

球华人收藏西方大师作品最多之人”、

“收藏西方油画最具规模之人”。

对此，许多人窥测的是，中国富

豪们热衷海外购艺术品的缘由何在？

有一种意见称，富豪们把大规模

的海外收藏看成一笔买卖。今天的艺

术收藏家们八面玲珑，他们与资本结

合地更加紧密，他们的视野更加全球

化，看到了艺术品市场中的绝好商机。

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一旦买到了好

的作品，一件艺术品的升值空间，要

远远高于其他投资渠道。而且，投资

艺术产业还有看不见的各项软回报，

例如塑造企业形象、公益慈善行为以

及合理避税，这些都是刺激企业进军

艺术品市场和大量购买收藏品的动机。

在全球艺术品市场上为何频频“扫

货”？严陆根对此则别有用心。他明

确地表达说，自己的野心并不仅限于

艺术本身。他的梦想是打造一个艺术

帝国。长久以来，当下的艺术市场是

由国外把持的。他想做的，就是提升

当前中国的艺术生态，对当前艺术市

场作一次颠覆。

收藏是一项技术，全球许多藏家

都是苦心经营于某几项门类。但严陆

根却已经远远超出了某一门类的收藏

家。在他的百家湖博物馆，里面收藏

的藏品门类、体系清晰又丰盈。除了

西方大师作品外，从明清到现代时期

的书画艺术家珍品都赫然在列，如傅

抱石、齐白石、张大千等名家大师之

作。当代艺术也进入了他的收藏体系。

不管是中国艺术家吴冠中、陈逸飞、

陈丹青以及“当代艺术 F4”等各类派

别，还是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村上

隆的作品，这些来自苏富比和佳士得

的艺术品，已经构造了一个应有尽有

的珍品博物馆。

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藏家的地

位已经举足轻重，各大拍卖行已经在

调整策略，迎合亚洲市场的藏家口味。

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上的分量却

还不够。严陆根从收藏出发，逐渐衍

生出一条整合了美术馆、展览、艺术

基地、艺术品销售的庞大产业链。在

此期间，他利用“南京国际美术展”

积极为中国艺术发声。这个国内首次

由民营企业举办的国际美展，每一年

都迎来世界各国庞大的艺术家团队，

也同时让中国当代艺术亮相在国际一

流的舞台之上。

虽然自己正在进行的是高端的专

业收藏，但是严陆根却长远地考虑到，

艺术的市场要打开，还需普及艺术的

社会教育功能，推动艺术的消费理念

的转变。他收藏了现代印象派、立体

派、野兽派、后印象派大师及罗丹、

摩尔雕塑排名前 100 人的作品，大概

在 300 幅左右。每年的“南京国际美

术展”上，这些大师们的原作都会引

市民轰动，成为艺术普及的生动课堂

和绝佳样本。

事实上，中国富豪虽然不断涌

现，但是能称得上是“藏家”的人

却少之又少。相对于欧美成熟的收

藏体系、有内涵的收藏心态来说，

我们不少人还存在急功近利的心

态和从众心理。很多富豪涉足艺术

品市场，其出发点还是个人私利，

缺乏对艺术品发自内心的喜爱或痴

迷。很多人并没有制定长远的艺术

品收藏和投资战略，更没有真正研

究和透彻文物艺术品的本质所在。

一个成熟的艺术市场，离不

开藏家成熟的品味和心态。值得玩

味的是，当下社会上一个不断提起

的文化符号是：王世襄。我们为什

么如此怀念王世襄？他收藏万千珍

品，又淡薄名利。几乎是以自己一

己之力，推动了明式家具的研究与

收藏。当收藏超越了个人一己之利

的小世界，提升到为国、为民的大

境界时，这样的藏家才能真正在史

上留下一笔光辉的精神遗产。

可以想见的是，中国必然会有

越来越多的富豪收藏家们走上世界

舞 台， 也 将 对 全 球 艺 术 发 挥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作 用。 而 只 有 像 严

陆 根 先 生 这 样 的 藏 家 越 来 越 多

之 后， 中 国 的 艺 术 收 藏 市 场 才

能 真 正 实 现“ 群 星 闪 耀 ”。 正

如 奥 地 利 伟 大 作 家 艾 茨 威 格 在

《 人 类 群 星 闪 耀 时》 里 说 过，

在 历 史 中 总 有 一 些 人 和 事 的 意

义 非 凡，“ 那 些 不 可 胜 数 的 事

件 也 会 挤 在 这 最 短 的 时 间 内 发

作， 但 它 们 的 决 定 性 影 响 却 超

越 时 间 之 上。 这 是 群 星 闪 耀 的

时 刻， 之 所 以 这 样 称 呼 这 些 时

刻， 是 因 为 他 们 宛 若 星 辰 一 般

永远散射着光辉。”

（责任编辑 / 于量） 王洋 《紫禁城上的科罗德 2》 97cm×180cm  纸本设色  2014 年  百家湖签约青年艺术家

代炼 《小怪兽》 40cm×40cm  布面油画 2014 年  百家湖签约青年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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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画家

中国曲阳县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文学博士。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校董，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文艺网艺术总监，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圣赛德艺术

中心客座研究员，胡润艺术榜少壮派国宝艺术家。

获奖：1987 年获建军 60 周年全国美展佳作奖（中国·北京）。1997 年获都灵国际美术展特别奖（意

大利·都灵）。1998 年获东京银座绘画展优秀奖（日本·东京）。2003 年获哥伦比亚首届世界绘画

贡献奖（美国·哥伦比亚）。2004 年获“傅抱石奖”南京水墨画传媒三年展组委会提名奖 ( 中国·南京 )。

2005 年获现代金陵水墨画传媒展提名奖， 现代金陵水墨画传媒展评委大奖（中国·南京）。2007 年

获圣赛德当代艺术奖（美国·南科罗拉多）等。

收藏：作品被 中国美术馆（中国）、关山月美术馆（中国）、深圳画院（中国）、圣赛德艺术中心（美

国）、帕斯高艺术中心（美国）、本田艺术博物馆（日本）、春日美术馆（日本）、拉劳美术馆（法

國）、圣安纳美术馆（荷兰）、黄胄艺术基金会、比阿诺现代美术馆（土耳其）、法国宫殿艺术中心、

法国国家图书馆、河北美术馆、河北大学美术馆、大连美术馆、临沂市博物馆、日照市博物馆等艺术

机构和收藏家收藏。

杨佴旻

文｜田庄

一切皆源于色彩的魔力，色彩的变化本无有穷尽，更何况那如风中天际白云般自由无碍的心——你应该好

好观读一下佴旻笔下的蓝天白云，那简单之纯美美到无物之境！

《五月的楼兰》 145cm×367cm  纸本设色  2016 年

杨佴旻
为中国画

打开一条通向
缤纷的色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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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艺术家的

工作状态，这种工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

研究状态。在杨佴旻的画中，不论是他

的色彩还是构图，我都能看到一种研究

性，这种研究性是那些伪装成业余画家

的人所不具备的。”我以为此语是对杨

佴旻及其作品极到位极有份量的判断和

评价。

影响的焦虑以及遮蔽与还原

影响一个艺术家创作手法和风格的

因素无处不在，这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外

来的，布罗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曾指

出传统和大师的影响给艺术家带来的焦

虑感，事实上这也是创作的重要驱动力

之一，杨佴旻对西方许多现代流派都有

过研习并受到启发，但中国传统绘画对

杨的影响则是最持久的同时也是渗透性

的影响，如果没有这种影响，就无以理

解杨对传统材料的以一贯之的钟情和志

在必得的超越的雄心。从宋元文人画之

兴起，以墨水主导绘画竟持续了几百年，

中国画几百年的黯然失“色”历史让杨

佴旻唏嘘感叹！事实上，从中国的更古

老的文化根脉上原本是不乏色彩的，汉

唐时丹青即是绘画之称谓，然自宋元以

降的士大夫文化疏离了中国传统中本来

既有的色彩元素，重水墨而轻色彩，数

百年囿于所谓惟求神似，摈弃华艳，而

营营自绕于所谓格高调雅的文人自娱的

琢磨
艺术创作的达成自然需要直觉和

灵感的驱动，但未经深思的创作恐难以

成就卓越乃至伟大。因此对杨佴旻艺术

成就的研究和对其创作态势的关注，不

能仅限于对其作品作赏读观感式的解

析，我首先更有兴趣于艺术家的创作思

想——它的缘起和走向。当问及个人创

作阶段的演变，杨佴旻曾谈到，在他

80年代末大学时代潜心版画创作时期，

他一直未停止对水墨画的琢磨。与中国

很多画家成长经历相似，杨佴旻由传

统国画而叩开艺术之门，可以说画家的

初心始于国画，但作为一个被不熄烈火

般的熊熊创作雄心鼓动的艺术家，来自

远方的呼唤让他很快就厌于抱规守旧：

必须搞出点新的东西，一种契合于当下

的活着的东西——正是这样的观念激发

他的“琢磨”——当他说到对艺术的思

考时，他强调“琢磨“一词，相对于思

考这个词，琢磨似乎更能描述杨对中国

现代绘画的实践性探索。观念必须体现

于具体的技艺之中，并且通过最终的有

效的文本得以验证，不可避免的，这要

经历一些曲折，杨佴旻最终成了，通过

持续的琢磨，而非空想和偶得。杨其实

是个感性至极的艺术家，他曾自况是一

个简单的艺术家。事实上，杨佴旻从不

依赖任何标新立异的观念成就其艺术。

尽管中年的杨佴旻曾在南艺用五年的时

间研习艺术理论并获博士头衔，但他显

然不喜以任何理论或名头束缚自己的创

作，历经对艺术乃至人生庞杂曲折的思

考，他最终想要的乃是思想之盐，是琢

磨的析出物，是形诸于本质之光彩的作

品本身。因此，当杨说自己并不复杂的

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或许意味着，

他坚拒用任何空心化的概念或浮华的词

藻包装和配置艺术，他也不想培植那种

观念的耐心，他用极单纯的艺术目光审

视中国和世界艺术的历史和现实，他用

很长的时间——琢磨，但是他的一切思

考终将融入他的感性语系，一切的思考

终化于他魔幻般的笔墨和色彩。

线条：
对循规蹈矩的反抗

一个艺术家的风格是如何造就的？

自然这非短期而成。但每一个风格艺术

家皆发端于最初的体悟和思绪。虽未必

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切，但循规蹈矩的平

庸者往往一开始就关闭了通向不凡的可

能性，而一个卓越的属于明天的艺术家

会很早寻求个性语言的确立并以此对抗

任何既成的教育和范式的桎梏。比如，

一些人会以为人只能通过房门出入，而

窗口并不拥有此功能，但对于拥有一双

翅膀者这个障碍并不存在：因为他完全

可以从敞开的窗口飞出。当然，这只是

一方面，现实总要比这复杂的多，没有

窗口怎么办？对于隐形的窗口怎么办？

可能性和方向在一开始未必是敞开和明

朗的。作为杨佴旻创作历史的目击者之

一，杨早期作品的粗厉特性给我留下强

烈印象。青年时代的杨佴旻无论于创作

和生活都不是一个安份角色，他着迷又

很快不满足于自己的实验作品。他尝试

不同的技术，而当他感到自己正滑向某

种熟练时，即马上寻求另外的形式（而

这也正是杨佴旻式的“琢磨”！）。当

我们在一起谈论，我感觉得到他对未来

和远方充满向往。事实上，如今的人们

常谈论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于

80 年代即是杨佴旻选择的生活方式，

他去大漠、戈壁、热带或海边，我相信

是一种强烈的对远方的向往驱动他不断

启程，这种诱惑强烈至此，以至于他甚

至因为花光了路途的盘缠不得不逃票回

家。自然，他的野心始终表现在他对创

作的探索上，这其实是所有创造者的宿

命：生命必须通过文本凝华。一切的意

义必须回归作品，舍此人生的游历将被

虚无的岁月吞噬。我曾去学院美术系的

画室看他和他的同学们人体模特的素描

作品，在一屋子的习作中，杨的作品以

自己独特辨识度而吸住我的目光，显然

他一开始就没有陷入追求“画得像”的

技术精细的才艺满足感，笔意间难掩对

物像的独特理解和解读，他要展现的不

是描摹功底而是笔触的艺术表现力量。

他用粗重线条突出人的身体的轮廓和律

动，而这线条正是在模特身上看不到的

被抽出的形式：对于艺术家来说，看不

到的未必不存在。他的笔触夸张、充满

力量和自信，并为下一幅创作埋下可能

的改变的伏笔——而这正是展现一个艺

术家无穷创造力的所在。

一个不伪装的画家

没有难度的创作是不能成立的，人

人皆可为的手艺不可称之为手艺，艺术

创作更是如此。一个吊诡之处，在美术

界，亦在诗歌界，在一定历史时期都曾

出现甚至循环出现一种反智、反创作难

度的思潮，使一些操弄者投机者以为有

机可乘，亦使一些头脑不清者误以为那

就是艺术，其结果是造成所谓艺术门槛

的降低和艺术品味的败坏。另一方面，

在当今时代，有一些人士，甚至以所谓

业余性，边缘性为噱头，标以非主流的

所谓先锋性面目，以博世人眼球并获取

某种资本。此类人士的做派，不啻为终

南捷径的现代版。在众声喧哗的现世，

此种作法或许还真能一时“奏效”，或

鱼目混珠而沽，或滥竽充数而鸣，但怕

只怕终有水落石出之时，只剩下所谓“艺

术家”而没有什么“艺术”了。一个清

醒的创作者和观察者必须意识到艺术创

作活动是一种诚实的艰辛的劳动，它必

将持续性地挑战并消耗创作者的才华和

激情。艺术是无限的，这并非意味着怎

么都可以，艺术家的自由是无限的，但

艺术家所能使用的自由却是有限的。条

条大道通罗马，但做为一个孤身艺术家，

他所能走的道路也只有一条。杨曾自述

他小时候临摹芥子园画谱乃至完全背

过，我以为正是这种不可绕过的笔墨功

底为他将来对国画新技法的创立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这几乎是一种老生常谈，

但艺术是“艺”而同时也是一种“术”，

于躁动不安的当代，更特别需要一种严

肃真诚的态度来对抗各种光怪陆离的观

念对技术的鄙薄。当然，于学画阶段不

同，杨佴旻在其慢长的创作生涯中，主

要的致力于对技法的尝试和研究，在杨

佴旻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受邀嘉宾诗

人西川曾表示他对杨潜心研究中国当代

水墨画这一姿态的关注，西川说：“我

觉得在杨佴旻的画中，能够感觉到他不

伪装成业余画家，他是以专业画家的姿

态工作，表现出了一种研究的素质。这

种研究不全是凭借他的才气——虽然在

评价艺术工作者时我们经常会用到“才

华横溢”之类的字眼，但这只是一方

《月到中秋》 61.5cm×76.3cm  纸本设色  1994 年

《以莫奈作品为蓝本的风景》 77cm×83cm  纸本设色  1995 年 

《未开的水仙和野菊花》 63cm x 55cm  纸本设色  1997 年

意绪之中，最终导致中国绘画艺术丧失

了内在造血功能，其实这也暗合了一个

古老文明由曾经的自信开放而渐至内向

保守并走向衰微的过程。毋庸质疑，传

统水墨画本身具有自己的思想情趣和审

美价值，古中国的伟大画家们为中国也

为世界创造了永恒经典的东方艺术，但

经典属于永不复返的过去，旧有的语境

已经消逝，今人复制过去的经典只据有

向过去致敬和形式习练的意义，当今画

家想要因袭传统的方式创造属于当代的

伟大艺术无异于刻舟求剑。因此，对任

何一个中国画家来说，虽则传统作品仍

是值得研判和思索的对像，但什么是我

们传统中仍然活着的东西以及哪些是需

要摈弃的，传统的材料和形式在多大程

度上应当传承或改变，以使当代艺术

走入现代人的广阔精神世界？等等此类

问题，却是摆在当代中国画家面前的一

个严肃而迫切的问题。在杨佴旻看来，

中国艺术的现代化来得有点太慢了，在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人抱着古人的审

美眼光评判当代艺术，仍有人画着古代

的画，抒发着所谓古代文人的情感，这

岂止不真实，简直太荒谬了。一个头脑

清醒的艺术家只要忠于自己眼见和内心

实感，就不难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从来

就是五彩缤纷的，从高山大川，危楼广

厦，蓝天白云，溪流淙淙，到一花一木，

一桌一椅，无一物不闪动着物像本然的

色彩和光辉。万物本身的内在丰富性已

经为目光敏锐的艺术家提供了表达不尽

的可能性，如果一个艺术家对此视而不

见，那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匮乏，而是

艺术家自身的欠缺。杨佴旻一直寻求的

正是意欲通过在表现技法上的突破，进

而通过拯救失色的世界，而为现代的人

们创造新的意境和语系，在他之前，林

凤眠、吴冠中们所做的努力，都是在绘

画创作实践中着力突破传统中重笔墨而

轻色彩的痼疾，尝试通过引入色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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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借鉴油画表现技法等为中国画注入

新的生命力，从力促中国画现代化上，

杨佴旻是承前启后的佼佼者，于今他比

先行者们走得更远，他已把中国画引入

了充满未来的开阔地。纵观杨佴旻之画

作，杨用其妙笔为我们还原了那个原本

多彩的世界，当这个世界物什和草木以

一种绚丽而怡然的形像呈现在我们眼前

之时，我们才恍悟我们原来曾被一种陈

腐的扭曲的审美观念钳制，而错失了对

周边这个彩色世界的识读，遮蔽它的，

是沉沉的历史和久久难以消散的内心的

迷雾。

由白菊花到楼兰古城

杨佴旻曾多次谈及发生于三十多年

前的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于他本人来说，

这也是其艺术个性和风格的探索期，充

满了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和不断闪现

的新念头，他创作了大量的实验性作品，

其中版画作品《乌里雅斯泰夏日的一天》

获得了日本美术界的注意，被日本读卖

新闻介绍为自鲁迅在中国倡导新兴版画

以来最重要的版画家之一，但也就是这

幅作品，由于其不合居主流地位的“高

大上红亮”的官方标准而被布置于一个

国家级美展的角落里，戏剧性的是，日

本版画家山口雅三就是在角落里这幅画

前伫足良久，并要求见见这位画家。而

今回顾这一戏剧性细节，作品的时代及

历史意义变得更加清晰：艺术必须重新

审视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关注人性，

关注生命本体，才会还原它本来的意义，

呈现它永在的本质。因此，作为一个自

发的觉醒者，杨佴旻在创作的青春期即

主动选择了一条求索之路。这是一条诱

人的未知之路，也注定是一条艰辛之路。

也就是那个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

中国传统画已走向末路必须寻求突破，

但由于面临着传统审美趣味的巨大阻

力，因而改变变得极为艰巨和复杂，可

以说，与直接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不同，

革新中国传统画是一个险途，是一道窄

门。但是，年青艺术家们越来越意识到，

传统表现方式所呈现的画境和意绪已与

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形成隔膜，无

法满足现代人的丰富的生命需求，也难

怪此间，有人甚至怀疑中国画的工具和

颜料本身，认为是这些硬件束缚了中国

美术的现代化。而这也正是杨佴旻一边

做着各种实践一边潜心琢磨的时期，90

年代某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作品白菊

花在杨佴旻于保定的画室里完成了，当

作品完成一刻，佴旻就知道这就是他想

要的东西，得来全不费功夫，白菊花是

他创作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标志，但它的

重要性不仅在于个人风格的确立，更在

于他打破了人们对中国画传统工具和材

料的怀疑，在另一层面上，他对技法的

拓展也为中国传统画连通现代打开了一

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看到的是另一

番洞天，传统和现代的断层得以衔接，

一种被压抑的潜能被释放，一种被人为

禁行的路径如今发现可以走到未知的远

方，一片世代只播种古老种属作物的土

地，如今抽出现代的新植株。作为一个

距佴旻不远的观察者，我目睹自其自完

成白菊花创作至今的二十年，杨走在一

条越走越开阔的新路之上，技艺由必然

王国而进入自由王国，日趋丰富的题材

展现着杨氏技法的巨大潜力，由小题材

到大题材，由静物到人物，由具像到抽

像，由现实手法到变形构成的尝试，我

注意到杨似乎已到了想画什么都成的阶

段，而这也正是我一直期待并相信杨佴

旻能做成的事，画于近期的光的戈壁，

楼兰古城等作品，则可显见其对色彩的

理解已更加深刻，更趋本质，而这于仍

然行走在路上的杨佴旻来说，其自然已

收获今日之硕果，而其更大的意义当是

在明天——当传说中的楼兰古城变成佴

旻笔下的色彩的音符之时！

风格辨识和色彩魔力

对于创作来说，杨佴旻反对重复，

厌恶烂熟。他一贯的思想，使他成为较

早就具备创造意识的画家，他从来不自

得于对物像的临摹，他目光如炬，捕捉

的永远是事物在瞬间发出光辉的本质，

他知道艺术无用，就像美的无用，但他

却强调创作的有效，即美感的及物性，

这大概就是他心目中艺术的意义。当杨

还原世界的色彩之时，他还原的其实是

有他的心加入构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

一个属性来自于对色彩的敏锐发现，但

这个世界的构筑却借助了幻想的笔墨，

他用笔触表达一种无声的旋律，用色彩

抒写一行行静默之诗。因此，杨的色彩

学似乎是攸关世界本质的唱辞，此本质

并非定义而是激活，每件作品都是一个

重新被发现的自我的本质在唱歌。

如果杨的作品给你的感觉是养眼，

那你就被杨的美学风格击中第一个感触

点。太舒服了，那样的一束玫瑰花你想

拥有一束摆在窗前，那样的沙发你忍不

住想去坐一坐，那样的果子你忍不住要

去数一数它一共多少颗，尝一尝它肯定

是甘甜的，那篱笆，那小园，那淙淙流

水，触手可及，有时仿佛记忆，虽逝去

但依然清晰，有时仿佛现实，只是因为

某种错失，而将它忽略，而杨则用画笔

把这些呈现于前，告诉你关于美的治愈

性和它与你心灵的亲缘关系，一切迫近

的曾被你和岁月白白的忽略，而如今一

切遥远的似乎并不那么遥远。他用线条

和色块解释物象，充满单纯而澄澈的概

括力，你甚至来不及感叹我怎么没有发

现，你心中块垒就为其所消融了，你沉

浸于河流仿佛是水，你徜徉于中天又似

乎是云。一个奇异的感受是，凡观其画

中物者，会被赋予一种拥有感，这是一

种非常奇妙的馈赠——一种慷慨的美的

布施。

一切皆源于色彩的魔力，色彩的变

化本无有穷尽，更何况那如风中天际白

云般自由无碍的心——你应该好好观读

一下佴旻笔下的蓝天白云，那简单之纯

美美到无物之境！但中国古文人笔下是

什么呢？写意的天空，被暗示的天空，

被清高衬托的天空，对应着一颗无趣的

宦海失意的心！难道用留白就表明了天

空的存在吗？天空并不那么空！你见过

有哪幅传统的水墨画这么耐心的描摹天

空？它竟对蓝天白云这种无限寥廓的真

实的美视而不见。油画自然很能表现天

空丰富的色彩和层次，但可惜油画颜料

却很难实现色彩和画布的交融，无论如

何，它没有色墨与宣纸这种渗透互融的

温润之德！极纯之蓝！极洁之白！被遮

蔽的天空被眼睛再次发现，瞧，通过如

此的蓝天白云，我们把天空的归还了天

空，亦归还了人的心灵。而天空亦把它

的无尽意回馈给我们，杨通过无痕的技

艺，我们看到了画家至纯而喜乐的心。

所谓，墨分五彩一说，是中国绘画传统

理论中，对追求并相信技术的一个重要

论说，但是，对于今天诸如杨佴旻等水

墨艺术家，如果一墨分五彩，五彩又分

几彩呢？有多少种红？多少种蓝？多少

种紫？古人曾带着镣铐跳黑白之舞，而

在五彩墨色中意欲穷极表现而至自由，

这是历史的幽暗，旷古的寂寥！而今日

之艺术家又何其幸也！

获救之物：
本质与诗意

谈论色彩我们能谈论几分成色？色

墨不言，自呈无限底意。我注意到佴旻

之蓝，神秘而蕴含柔情；我观佴旻之红，

恣意而不滥情；我赏佴旻之紫，高贵而

不倨傲；我睹佴旻之褐，神秘而寥廓无

际。有时，杨偏爱用玫瑰红，画家有情，

而玫瑰亦有意，他爱它，它就静静开在

瓶中，绽放于窗前，那玫瑰又似乎在报

答画者之爱，似乎画家是种下它，而不

是画下它。有时我思睹那玫瑰，觉它充

满诱惑，那自然是非肉欲的诱惑，那似

乎是有一个神秘之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窗

口摆放的一个信物，它提醒看到它的人，

可以到那画里的世界去。我看佴旻的太

行山图，见他用大量的赭石色系表现太

行，于我有限的美术识见，赭石在中国

画色系中本常做配料色之用，但在杨这

里使它恢复了色彩的本相，当他大胆的

大面积晕染太行时，它的太行是彩色的，

它的赭石之土石，是彩色之歌吟。他这

次是用简约而诗意的纯色写下他幻想中

太行形态和梦幻。我终于发现色墨于佴

旻而言，实乃他借物言志的诗句了。因

此诗画源这一古老说法，于佴旻这里重

获了它崭新的意义。

什么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必

须包含艺术家的态度。艺术不是对现实

描摹照本宣科，不是画得很像而已。我

见过一个名头不小的艺术家自夸他画爱

因斯坦画得像，我不认为这值得炫耀。

艺术家的创造必须有一种态度，一种目

光，一种可传达的态度和可共享的目光。

说艺术家通过作品教育世人是不妥的，

但艺术的确具备启发之功能，让世人看

到凡俗眼未见之相。因此此间艺术家素

养和修为就至关重要了。这决定艺术家

将唤起物性中什么样的本质。因为粗鄙

的艺术败坏人心，而美好的艺术则给我

们以慰藉和鼓舞。在杨看来，本质是一

种高度浓缩的诉诸于直觉的艺术气象，

它即包含趣味也包含对趣味的体悟。它

是一种如此真切不可替代的东西，因此

杨自有其对艺术好坏判断的决不妥协的

标准。

一花一叶，一几一案，一盘一盏，

佴旻好多作品取材于静默之物，但有心

人所见，凡其下笔之物，皆新鲜且充满

活性，懂他的自然会懂，佴旻所绘者岂

是状物，实作诗也！其诗不弄玄虚，闪

动的都是物自体的光辉，他把世人寻常

所见，皆赋予一种崭新的陌生，提醒你

对身边物重新识读——特别被你久久忽

略的美！我以为从诗学的角度查看，佴

旻笔下之“诗”，极肖里尔克所主张之“物

诗”。须知，言之（下笔）无物将使我

们落入虚无的可怕陷阱，凌空虚蹈，我

们必将坠地粉碎。靠观念，靠语怪力乱

《曼哈顿的早晨》 55.5cm×56.5cm  纸本设色  1999 年

《玫瑰色的记忆》 86cm×90cm  纸本设色  2005 年

《小芳》 40cm×32.5cm  纸本设色  2002 年



2726

神，中国当代艺术之路只能走入歧途。

意识到我们自己将消失，所谓艺术家做

为个体也终将消失，就必须为自己的艺

术作品日后的孤存负责。不错，作为创

造的艺术是孤立的，这也是艺术家的孤

独原因，但也惟其如此，艺术必须依存

于物，并循物之形迹求索物之本质的飞

马，方有希望抵达远方的神之居所。所

以，如里尔克这样思绪深沉之人，也要

从物诗开始，并格物而致幽微悠远。当

然，此间所述艺术家对物的依存并非指

衣食住行之需，而是作为创造者表现对

像的物之为物的某种本质诗意的东西，

于大诗人里尔克如此，于所有艺术家面

向物的唤醒无不是如此！所以，物是人

之所处世界初始和构成，人本身亦为

物，杨的笔下，人物亦是有物性的。须

注意，他笔下之物，非素描之物，非油

画之物，乃色墨之物，物之魔力在于本

质，本质之力量在于发现，发现之力量

在于表现，表现之力量在于技术，技术

之力量在于琢磨。杨笔下之静物自有其

生命之喜悦，脱逃于传统痼疾，焕发崭

新之觉悟。我以为这是杨佴旻静物作品

的大贡献所在。

仁远乎哉以及
杨佴旻作品的东方性

我不只一次听杨佴旻表达对坚持东

方所谓道统的反对，时常甚为激烈。但

在西方的一此评论家眼里看来，杨佴旻

的作品一定深受儒释道的影响。佴旻说，

儒释道里有很好的东西，今天的我们需

要汲取的是它里面好的东西。但，我们

今天再来谈论儒释道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要装扮成古人与世界对话吗？——

对西方膜拜或者迷信传统都是文化上不

自信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隐藏的功利

心，而这功利心，正是我们东方文化所

反对的。过去是个参照物，而当下才更

需我们直面，最紧要的，我们需要关注

的永远是人性的东西，从人性出发，从

现代出发，我们再来重新审视我们的道

统，我们才会发现什么是我们传统中活

的东西，然后复归现实才能找到与世界

交流的平台。因此，其拒绝作品的符号

化，是研究杨佴旻作品及其艺术思想的

一个重要切入点。更因此，所谓杨佴旻

作品的东方性，事实上更应从审美特征

意义上作理解。从毛绒绒的色彩触摸感

这一观感，我曾想起王小波曾在一篇文

章中嘲笑朱熹关于仁的解释，他援引朱

的话说如有人看到小鸡雏的绒毛产生的

感觉即是仁。于王小波来说，这简直是

胡扯。但是，王先生过于轻薄了朱氏仁

说在文化上美学上的意义，我以为：对

于朱氏之说，如果我们扬弃其道统上的

虚妄钳制，不去把它意识形态化，那么

这里这个仁就仍具有继续讨论的意义。

我想说杨笔下的色彩常给我这样的感

觉，毛茸茸的，如新生鸡雏般的感觉，

唤起自己内在之温情和善意，比如它奇

妙的安慰作用，它的唤醒，它的陪伴，

它的宁静的光泽和安祥的力量，我以为

这皆包含仁之奥义——仁之唤醒，中国

之传统得以被以现代绘画语汇阐释，不

是我们必须去被迫接受承当什么使命，

而是，我们从来就是是其所是的东西，

而这种东西亦有赖于我们自己去不断重

新认识，不断发掘。仁远吗？我欲仁仁

就至吗？未必。但仁在。一种古老的感

觉应被重新判断和表达，不是为了标新

而与西方对抗，而是延续传统中真正具

有内在生命力的东西。而它这种生命力

被唤醒，它影响的将是世界而非仅是中

国。基于中国复杂历史及现实，也许仁

的精神远未被招回，但即使在这未来看

起来模糊的时代，在一个太多精英有理

由批判当代的这个当代，杨却用一种从

容的创造力带给世人至善的鼓舞、确信

及希望。仁也许远，但通过艺术的时空

隧道，似乎我们又可以先期抵达。

作为诗人的杨佴旻

当我收到佴旻寄给我的诗集时我一

时感到惊讶，之前我只知道他近年偶尔

写诗玩儿。但当我读过它们，我又觉得

这一切非常自然。他用词语去触摸他的

色彩语言未及之境，抒发他自己内心世

界的另一精神向度，面对此我既能感到

佴旻熟悉和陌生的两面，一个始终钟情

并歌唱着绚丽的世界，另一个则神游八

荒驰骋物外。究竟何谓自由？自由是自

由和对自由的渴望。或者，换言之，自

由永远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运动。

自由是克服风阻乘风而行的翅膀。对于

创作来说，终点即是局限，即是不自由，

因此，创作不应有终点。因此我认为，

中年的杨佴旻忽然迷恋上写诗其实正是

其自由心性的表现，他对所有新的形式

和艺术语言始终充满好奇和尝试的热

情，而这某种程度上正是诗写的核心动

力，他貌似在玩儿，他把他的诗通过手

机分享给他在生活中或旅途中认识的男

人女人们，但一年之后，他出了一本厚

厚的诗集。作为诗人的他怎么来抒写他

的故土太行山呢？他写下自己内心深处

的印记：——河床上的槐树林 / 夏天里

慵懒的小花犬 / 所有的印记 / 乳名里的

门户下植根我藏匿的栖息之所，他写下

他的幻想：在砂石间——牧羊的路上 /

白云深处有太行仙女走来——一身紫衣

冠 / 她笑了——出乎意外的美丽”他打

开自己的喉咙：“我歌唱——/ 我是歌

手 / 山巅更多的焰火吐出她的咽喉 / 我

拧开银杏树枝上的水龙门”。在佴旻的

诗里我们看到那个充满瑰丽幻想的乘风

飞翔的少年，这既是他艺术的起点也是

归宿。

继往开来者：
贡献和可能性

抛开技法谈艺术创作也是虚妄的。

但佴旻的贡献重要首先不在于他创造了

一种技法，也不在于对色墨水纸本性的

了然于心的谙熟，我以为他的重要性，

一开始并且始终是一种紧扣现实并且永

远求新求变的观念，他不只一次表现他

对经典的态度，他丝毫没有贬斥经典之

伟大的意思，如他对齐白石的尊崇是始

终如一的，但是他更强调的是，艺术家

的当代意识，就他的理解，所谓的现代

化，并不是向西方看齐，而是以现代人

之眼，观照当代之中国，当代之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他对西方作品的研摹是

试图了解另一个参照系下对事物的表现

方式，这就是其作品以莫奈为蓝本的静

物作品的意义，他没有重复，当同样的

题材出现时，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要试着

用我们的语言说出，相同吗？当然不，

我的美学气息是你所不可替代的。不同

吗？有一种对物本质的了解，一种相通

的东西溶于其中，观者无论东西自然有

一种无言的默契。另一方面，艺术不仅

仅是一种表达，艺术也应是一种对话，

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与观者灵魂的对

话，而也正是通过对今者对话的实现，

通过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艺术表现，必

将为后世创造经典。佴旻的创作秉持这

样一样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本身首先是

对他自身的挑战，因为他必须否定自己

既得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他得于

传统，而今后他则必须发现一种全新的

语言，所谓必须的指令来自于自己的内

心，一种内在促逼，庆幸的，然而又不

是必然的是，他成了。必须注意到，佴

旻不主要是一个做概念的艺术家，概念

的玩家也许更容易看起来更新锐更符合

某些人对现代艺术的期待，但是他的副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笔者本人亦对这种

虚无主义充满警惕，对艺术来说，态度

永远是态度，观念永远是观念，艺术文

本必须由根本的东西支撑，它不能是消

解了技术的，真的，美的，自欺欺人的

东西，换言之，万变不离其宗，就算是

艺术家的名号没有门槛儿，艺术也永远

是有门槛的。从这个角度说，佴旻的贡

献则是历史性的，他的贡献是及物的，

他处理的题材越普通，甚至越小，他的

价值就越耐人寻味，首要的问题不在于

画什么，而在于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

发现了什么，又通过如何的手段使那被

发现物的本质发出可见光。他籍此解放

了被遮蔽的中国画色彩的物自性，同时

展现了精湛的个人才能。

用色墨新境之类的词形容杨的作品

似乎并不够。杨所创造的并非新境。如

果有境的话，其境的特色也不在新。新

是一种感觉层面上的语汇，新在哪里为

什么新？杨的贡献在于去蔽，这既包括

观念层面也包括技术层面，当一种固有

的观念充斥并成为标准的时候，旧观念

将成为暴政。暴政之下是被遮蔽的物性，

是物本质的旋律和绚丽。去蔽也就是还

原，还原自然不是对物像的描摹，而是

对物本性的还原，是打开物的无限开放

性！因此毋宁说，杨在创造出令人赞叹

的具有高度个人识别度的画作同时，他

其实正为后来者开出一条新路，这不是

一条无中生有的一条路，而是做为一种

可能的路（方向）他或许始终存在着，

杨发现了他。在这条新路上，每个艺术

家都可以创造各自其新。

（责任编辑／张驰）

因此，在谈论杨佴旻作品个人风

格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杨佴旻作品的

历史性意义：他使用完全是传统的用具

材料呈现物象时，它一方面发掘出中国

画材料的潜在能力，特别是色彩的表现

潜力和特质，另一方面从技法上打碎了

来自于或旧或新的陈词滥调，成功的开

拓了新技法的可能性，可以说杨为中国

水墨画业已打开一条通向缤纷的色彩之

路，这条路通向拥有无限可能性的诱人

未来。以此判断，杨佴旻实是中国画当

之无愧的继往开来者。

《太行深处》 300cm×145cm  纸本设色  2013 年

《无尽太行》 120cm×120cm  纸本设色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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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人

我与杨佴旻虽然结识时间已久，

但真正在一起相处，则机会不多。以我

的直观感觉，杨佴旻不是高调的人。与

许多喜欢做画外功夫的画家相比，他宁

愿守在画室里埋头画自己的画。我一向

比较逆反，当多数人过于收敛和谦虚，

不愿抛头露面，我便对那些敢于自我肯

定，甚至自我膨胀的人发出喝彩；而在

人人冒充大师及泰斗时，我对那些自谦

的人低调的人怀有好感。对前者的喝彩，

是因为当某人在万马齐黯一片沉寂之时

敢为人先，体现的是一种勇气和魄力；

对后者怀有好感，是因为现在依靠自吹

自擂做自我推销成了愈演愈烈的风气，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多捞一些

好处，与艺术毫无关系。杨佴旻出道已

有些年头，按理可以弄出更大的动静

来——而且，他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

他对我说他是不愿这么做，生怕自己落

到与那些被自己唾弃的人一样的处境。

我理解，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在我们的时

代很难呼风唤雨，整个生态如此，独善

其身已非常人所为。

杨佴旻的另一个特点是坚韧。与其

说杨佴旻的坚韧与他的性格有关，不如

说是他的理想使然。很多年来，我都有

这样的感受，圈内的朋友相聚，几乎极

少有人讨论艺术。记得韩少功曾戏言，

文学圈的同行聚首，从来不谈文学，要

么谈论体育或八卦，要么打诨插科。是

的，我们时代的艺术家作家已经不敢或

者鄙视涉及专业话题了。这恰恰是问题

所在，没有热情，哪来对文学艺术的敬

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何以拥有攀登

高峰的雄心壮志？而对文学艺术的热情

来自始终如一的理想，理想是作家艺术

家终生的旗帜。杨佴旻坚固地抱着他的

理想不放——他的理想是：把这个时代

的中国画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高度不是虚幻，这一点，杨佴旻非

常清醒。他一再强调，一个当代中国画

家需要视野，需要胸襟，需要学识。就

他的阅历而言，印证了他自己对当代中

国画家应有的基本素质的要求。杨佴旻

多年来在日本游学、创作，在世界各地

行走，又保持与国内画坛的血脉联系。

因此，他通过创作实践深入思考中国画

的未来走向，既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极为

有效的途径，同时也成功地树立起一座

具有示范意义的标杆：无论从哪方面评

判，一个时代必然具有一个时代的绘画，

传统是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辉煌是依靠

今天的画家亲手造就的。

几年前，杨佴旻突然想起应该重新

进入学院氛围，把自己置身于相对单纯的

学院状态——他大约觉得，这是另一条修

炼心性的道路。我曾问他：你拿这个博士

学位，想获得什么？杨佴旻的回答是：我

需要这个过程。几年后，杨佴旻顺利地戴

上了博士帽，我再次问他：博士学位对你

以后的创作会有没有帮助？他的回答是：

没有，但是我完成了自我的设计，学位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够做成自己想做的事

情。杨佴旻为了做成一件事情不惜花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正是他性格中坚韧的一面，

他为他自己的理想一步步攀登的勇气和决

心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他的观念

 一个画家的创作活动及最终成果，

取决于他的整个观念，这是个常识。杨

佴旻曾反复向我陈述他的绘画观念，一

方面显示了他对绘画（特别是中国画）

的完整思考，另一方面也证明他在建设

新的经验和知识系统时的严肃态度。我

曾为杨佴旻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借用了

他一幅作品的名称，叫做《窗外有风》。

我观赏他的许多作品和阅读了他的一些

文章之后，发觉这个名称含有某种寓意，

与他的绘画观念及作品风貌发生着内在

联系。

稍稍熟悉中国现代绘画史的人都不

难发现，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开始，

传统水墨的格局面临实质性的变化。台

湾画家席德进干脆宣称，未来中国绘画

的历史将这样划分：林风眠以前的绘画

史和林风眠以后的绘画史。席德进这一

结论虽然与当下更为多元和多样的局面

不十分贴切，但是，此结论放在中国画

范围，意义仍然是一目了然的。林风眠

（以及徐悲鸿）的实践已经不是他个人

艺术趣味的体现，而是标志着一个绘画

体系的没落，以及另一个绘画体系的历

史性亮相。

在当代，任何一个再保守再无知的

画家也不敢否认这样的现状，即：水墨

画已从单一和封闭走向多元和开放。我

相信一点，尽管传统水墨（或者说，传

统中国画）依然是一部分人的衣食父母，

这与学术评价无关。许多人被传统水墨

在当下的市场热潮迷惑住了，以为市场

是绘画现实的晴雨表，这是深刻的误解。

杨佴旻立场坚定地指出：“水墨画（他

指的是传统水墨）无论从哪方面来讲，

实为和逐步走入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太不

相适应，太陈旧了，中国画不能把陈旧

当独特——不能让不思进取成为中国画

坛的常态。”其实，这样的“常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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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的裹挟下大有席卷之势，很多

曾经高举革新大旗的人纷纷缴械投降，

心安理得地成了“常态”中的一员。正

如杨佴旻质疑越是民族化就越是国际化

的说法。他认为，作为一个当代画家，

如不具备起码的视野和胸襟，怎么可能

使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现实中生效？换

句话说，民族特点只是一种由时间沉淀

的历时性的东西，若不能提升到与其他

民族的共识性评判上，只不过是自欺欺

人的把戏而已。

我想特别提及杨佴旻的一个观点，

他说：“传统与现代明确划分，能免于

传统遭受破坏……只有清楚哪些绘画面

相为传统，哪些为现代，中国画家才知

道自己应做什么，才能把画事做好。然

而，至今中国画显然在这个分界上含糊

不清。恰恰是对中国画艺术传统与现代

关系上存在不清醒认识，一直以来‘革

新’的矛头直指中国画艺术传统。……

建树新的就得以破坏传统为代价，这种

历史文化传承之传统让人疑惑。”二十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把传

统中国画当作保留画种，而把以黄宾虹、

齐白石为代表的传统水墨画模式称之为

伸进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段尾巴。实质是

对“不破不立”的新阐释。保留和革新

可以在不同的途径里同时展开，但是这

并不表示两者的意义是相等的。这一点，

与杨佴旻正好是不谋而合的。杨佴旻不

属于情绪激烈的人，他的思考来源于长

期冷静的观察，以及本人的实践经验，

比空洞的表态远为有力。

水墨画的革新是当代画家无法绕开

的课题，多年来众多画家为此付出了极

大的心力和劳动，为什么成果寥寥呢？

杨佴旻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是水墨画家

仍然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抱着传

统“水墨为上”的陈旧观念不放，他解

释道：“正说明了水墨画的色彩表现难

以挣脱‘旧系统’框架，难以给愈益强

烈的色彩表现以一个应有位置是中国画

现代化的盲点——中国画由墨相向着色

彩转向是近百年中国画家实践中的难

题……林风眠正是在浓墨与重彩的交融

中求得了和谐。虽然他所开创的这一条

路还有待完善，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强有

力的派系，但探索还在继续，新水墨的

影响正在日益崛起，目前在中国画坛，

水墨重彩画风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方

向，也定当形成气候，成为未来中国画

的主流。”杨佴旻反复强调色彩在水墨

画创作中的重要性，准确地切中了时弊，

回顾近几十年来的水墨画创作，几乎极

少有画家愿意在色彩的强度和丰富性上

下工夫，水墨单色仍然一统天下。这必

然造成水墨画表现力的单调和贫乏。杨

佴旻发出疑问：“面对万紫千红的世界，

为什么要把水墨画定格在单色上呢？因

为它的名字叫‘水墨画’吗？”他进一

步说：“事情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墨

守着那单色，岂不是如同不让一个少女

穿色彩鲜艳的衣裳一样吗？一直憋在心

里的一句话，今天就冒昧的说出来：在

宣纸上进行实验的，我的朋友，我的同

志们，在你们的墨色里添加上颜色吧，

你的画面一定会更具魅力！”

请记住，杨佴旻大声疾呼的“色彩”

并非简单的与水墨对等的表面样式，色

彩代表了一种立场和灵魂，对于像杨佴

旻此类一心进取的画家而言，表面的样

式仅仅是结果，他希望从源头上推陈出

新，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在他与我的交

谈中间，他常常不自觉地陈述自己对“技

法”的迷恋，用他的话说：“笔墨、意

境永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但

千万不要因为它伟大，就被束缚了手脚；

不要以为水墨画的新旧在于题材，而是

取决于技法，在于画家本身的灵魂。”

在他看来，技法不是单纯的作画技巧，

不是简单的笔触、肌理和色块，技法是

驾驭画面的缰绳。没有新的技法，就没

有新的方向，正如他考察了日本画和中

国画之后发出的感慨：“日本画已初步

完成了它的现代化形态，因为它已凸现

出一个与现代审美意识相适应的和稳定

的形式结构。创作思想的统一化，风格

上的现代化，语言上的纯粹化，技法上

的创新化是它的一般特征。日本画在整

体形态上走出了传统，但包容在作品中

的精神内涵和美学感觉是日本民族固有

的。”所以，杨佴旻特别期盼“出现思

想与技法高度统一的新中国画形式。”

这样的形式是否已经存在？无疑，

杨佴旻的结论是肯定的。如前面所言，

自徐悲鸿、林风眠一代人开始，中国画

革新的号角始终没有停止，在当下，尽

管风气使然，大多数中国画家缩回到传

统的怀抱，但仍有一部分画家马不停蹄

朝前奔驶。杨佴旻是其中之一，具体地

说，是其中非常耀眼的成功者之一。

他的创作

杨佴旻是创作上的多面手，人物、

风景、静物都有所涉猎，而且都画得精

致而深入，趣味无穷。就我的观画经验

来看，喜欢那种表情丰富的东西，单一

则说明才能偏窄。袁枚论诗，以才、力、识、

胆为四种品质，才华排第一位。每个对

创作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理解，艺术家

不是劳动模范，单靠勤奋的劳作无法达

到应有的高度。我有理由相信，杨佴旻

具备做一个优秀画家的才华，并且没有

浪费这种才华。他的作品证明了，在任

何一个环境里，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里

发现其位置，而无须看作者的名字。我

一直抱有这种看法，判断一个画家的特

征，是看他具不具备独特的个人图式——

古今中外艺术史上凡有成就者，概莫如

此。既然杨佴旻的才华给了我们信心，

那么，即使对他加以苛责和追问，似乎

也不足以使他在我们的印象中减分。

在以前的文章里，我多次提及一个

观点——即博尔赫斯说的那句咒语：一

个作家或艺术家只做他能做的事，而不

能做他想做的事。这是带有一定程度的

宿命的色彩。我遇到过许多弄艺术的人，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自我陶醉，

自娱自乐，失去了任何客观依据。杨佴

旻内敛及谦和的性格使他的调门很低，

但如我所说，他是坚韧的，是理想主义的。

综观他这么多年的创作，都在既定的轨

道上步步向前，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状

况。这一点，与西方的巴尔蒂斯、莫兰迪，

中国的林风眠、关良等人很相象。

我想提及杨佴旻的早期作品：《以

塞尚作品为蓝本的静物》、《以莫奈作

品为蓝本的风景》，这是探究他的作品

的线索。杨佴旻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墨

守成规，像许多在宣纸上重复古人那一

套的人那样，做既不费力又讨好受众的

事。杨佴旻试图将现代绘画的表现方式

嫁接在中国画材料上，为自己开了个好

头。我的意思是，假若杨佴旻加入到当

时的“实验水墨”的阵营中，随大流跟风潮，

捣鼓那些非驴非马的实验品，结果必定

白白把自己搭进去，而不会有所斩获。

杨佴旻为何要把塞尚和莫奈做蓝本？看

似偶然的东西，其实是必然的。也就是说，

杨佴旻把内心的创作冲动与期待突破的

方向结合起来，迅速而有效地排解了他

的苦闷：宣纸上的革命是可能的，但是，

生宣纸的承受力必须与它的性能相一致，

它承受不了真正的写实，它的局限是先

天的，这种局限却正是它的优势。

在我与杨佴旻讨论时，多次设问，

想从他口中套出他的秘诀。例如，宣纸

和色彩的关系？因为我始终抱有疑惑，

宣纸与画布性能不同，水性颜料和油质

颜料之间的区别也显而易见，如何做出

同等品质的效果呢？杨佴旻以棉里藏针

的方式坚持自己的立论：中国画革新必

须以色彩为先导，单色（墨色）的表现

造就了以往的辉煌，但与当下的生活相

距太远。远到什么程度？远到所有关于

传承的话题都已陈旧不堪。前人如此迷

恋的水墨（单色）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无

所取了吗？结论不重要，杨佴旻的作品

是他的证据。我们至少得承认，无论是

绘画还是音乐，都不是理论可以说明白

的，必须观看，必须聆听，“看”和“听”

比起空头理论要重要得多——离开作品

本身，一切言说（理论）都是白费的。

所以，在杨佴旻作品中溜达、徜徉

和游走，你会发觉，他的贡献值得重视

和珍惜，不仅如此，你还能发现，他的

作品中具有使人着迷的技法表达，这种

表达已经炉火纯青。利用宣纸的特质，

水性颜料的功能，描绘现代生活、情境，

同时创造出与油画对等的视觉效果，甚

至在某些方面补充和添加了油画所不能

的东西——那些在自由烘染的墨痕里闪

现的色彩之光，那些极为细腻而又厚重

的笔触之间，那些灵活而又稳定的形态

之中，无一不加深观赏者对宣纸和水性

颜料的好感。这是一种完整的感受，也

是杨佴旻的梦想，人们常常把梦与现实

做了截然的区分。但在有些人身上，梦

想就是现实。当一个画家做出前人没做

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我读到一些批

评家谈论杨佴旻的文章，大致上在两个

方面对他加以肯定：一是他的作品意境

悠远和独特，二是他的作品在形式上有

突破和确立。我更关注杨佴旻在水墨技

法上的掘进与冲击。当人们谈论到林风

眠，几乎众口一词谈论他在“融合中西”

上做的贡献，而“融合中西”的实质是

以西方为前提的。这样的上下文关系不

难理解，对画家的实际创作，却是一个

难题。杨佴旻认为我们时代的画家不应

该再拘泥于中国和西方这种过时了的二

元对立的话题，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

创作的丰富性和有效性所用，就此来看，

杨佴旻的创作态度是超然的——作品才

是解决争议的最终依据。

我还要重复一点，当代中国画依然

处于低谷的境地，有志于在中国画园地耕

耘的画家事实上肩负着额外的压力。杨佴

旻的创作标志了一种启示，或者说，表示

出一种骄傲的姿态。——中国画可以在新

的生态中激发潜能？在“穷途末路”之后

再现生机！借用黑格尔的历史观：存在的

便是合理的。杨佴旻的作品已经作为事实

存在了，至于它的合理性，我没有怀疑，

而且，我感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珍

爱他的作品——我想再次重复，对作品的

最终评判是由它本身的品质来决定的，这

正是杨佴旻的优势所在。

几句后话

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他的

史诗》，意思是，一个人的一生可以造

就他个人的史诗。但是，有的个人史诗

即是时代史诗。成为时代史诗，是每个

理想主义者的一生的动力。如果一个人

对自身的判断与历史对他的判断不谋而

合，那是天大的幸运。杨佴旻有这样的

幸运吗？他没有吗？（责任编辑／康棣）

《卓雅》 69.5cm×45cm  纸本设色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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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策展人在展览中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几十年来急剧提升，在今天，一场艺术展

览的成败与否和策展人能力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国内，“策展人制度”的兴起与“独立策展

人”的不断涌现，体现了当代社会中公民的活跃程度，也是“当代艺术”在社群化生活中不断繁荣

的图景展现。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主题为：HISTORICODE：萧条与供给，从字面上看，这

是一个既涵盖了历史意义，又要考虑现实问题，还引入经济学术语，最后的呈现却是艺术的形式。

从本期开始，《艺术品投资》将分两期对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策展人进行专访，分别就美展主

题、策展理念、提名艺术家的选择及不同地域的策展环境等因素来进行深入的交流，希望为读者呈

现一个相对完整的策展人思路，本期我们推出的五位策展人分别是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总策展

人吕澎先生、联合策展人 Letizia Ragaglia 女士、德国策展人 Heidi Ballet 女士、美国策展

人 Katie Geha 女士及韩国策展人李章旭先生。

3332

HISTORICODE
策展人专访（一）

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

采访整理｜张承龙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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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澎，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及美术史学者，早在 1992 年就策划并主持首届广州双年展，他也担任了第 53 届及 55 届威尼

斯双年展特别邀请展策展人。

Lu Peng is an art critic, curator and art historian. in 1992 he served as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Guangzhou 

Biennale (officially titled the First Guangzhou Biennial Art Fair). He was also invited as the  special 

curator for the 53th and 55th Biennale in Venice.  

吕澎

采访人：

张承龙（以下简称：张），《艺术品投资》杂志记者。

受访人：

吕 澎（以下简称：吕），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总策展人，艺术史家。

张：出于怎样的考虑让您选择了

“HISTORICODE：萧条与供给”这

一宏大且极具社会性的主题来作为第三

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主题？

吕：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艺

术与社会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被尽可

能地回避，直到今天，艺术圈有很多人

在鼓吹和实践所谓的“艺术规律”，并

认为观念艺术的核心是艺术本身，是一

种独立的艺术观念的演进。在今天看来，

这样的看法非常幼稚，从古至今，艺术

都与那个时期的问题有关：宗教、生

活、巫术、权力、神明、政治、经济、

战争，甚至虚荣心和及其铭记。可是，

在部分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看来，

艺术就是一个抽象的行而上观念，是

一个机智的念头，是一种自我猜谜，

或者是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行为。关

注内心的含义是与人性和特定历史中

的精神世界发生关系。“萧条与供给”

这两个词来自经济学，但是，它们提

示着人类各个领域的普遍问题，这是

我想说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通过对 20 世纪的历史和艺术史的回顾

做一个视频广告片的原因，提醒关心

艺术的人们：什么是我们今天的艺术？

我们正是通过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从不

同的个人经验和实践来提供他们对这

个问题的看法，以便改变至少是在中

国当代艺术中缺乏思想、认识能力甚

至创造能力的现象。基于中国是全球

的关注与问题焦点，我们也希望这个

展览对全球更大范围的艺术领域产生

影响。

张：《HISTORICODE： 萧 条

与供给》，字眼上看，这是一个既涵盖

历史意义，又要考虑现实问题，还引入

了经济学术语，但最后展览的呈现却是

艺术的，这些复杂问题的交织在一起，

您是如何看待的？毫无疑问，这些不可

能面面俱到，如果您的策展思路要有条

主线，将会是，为什么？

吕：前面已经提及到艺术从来不

是一个单一的领域，艾未未最近有一个

说法叫“艺术就是政治”。事实上，如

果我们今天遭遇的问题无论来自什么领

域，我们的艺术一旦与之发生关系，艺

术就成为这个关系与问题的陈述者和象

征。我在“主题阐释”中说道，这个题

目是一个开放性的出口，艺术家们基于

他们自己的观点，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

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事实上，任何

问题只要从艺术家的角度提示出来，那

就是艺术问题。所以，这样的题目与艺

术没有任何矛盾。也是基于这一点，策

展团队在选择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摈

弃了那些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故弄玄

虚甚至智力低下的作品。

张：从策展方案上看，您已经通过

主题阐释比较全面的叙述了这次展览构

成的可能面貌，展览是您主题阐释中谈

到创造历史任务的一步吗？如果是，甄

别与分析人类面临的当代问题和挖掘富

于建设性的可能性是展览最后的价值判

断吗？如果是，两者该如何来权衡？

吕： 有 些 人 没 有 注 意 到

“HISTORICODE”这个词，的确，我

的大型展览项目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目

的：探讨艺术史问题。从 1992 年的“广

州双年展”的“操作历史”，到 2010

年的“改造历史”和 2013 年的“历史

之路”（威尼斯），都是在探讨艺术史

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历史是人的行为

及其结果，不要以为有一个历史本体存

在。本次展览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将

艺术史问题放在一个全球史的背景上进

行考察，试图在不同的艺术家以及他们

的作品之间，发现艺术史的复杂性和书

写的依据。那些以为可以简单地通过资

本或者小聪明就可能创造艺术史的人，

通过本次展览也许会感受到自己的浅薄

与缺乏艺术洞察力。毫无疑问，价值判

断会是我们认识艺术史问题的基础。

张：我们知道，艺术本身并不是解

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它只能是提出问题。

艺术发展到今天，在今天这个多元且信

息化的时代，您如何看待它的价值？

吕：艺术如果不与社会和人们的意

识发生关系，也许就什么也不是。艺术

的作用是深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感染、

影响和刺激中枢神经，改变人们的观念，

打开人们的智力，开启理解世界的可能

性。因此，什么样的艺术能够更充分地

起到这样的作用，什么艺术就是我们关

心的艺术，也是艺术史需要记录的艺术。

张：策展人对一般民众而言还是一

个陌生的术语，先请谈谈何谓策展人？

这个身份在展览当中的重要性何为？您

认为一个策展人最重要的素质或能力是

哪方面？

吕：策展人对于一个展览当然至关

重要：或者把展览做好，或者搞砸。好

赖都取决于策展人的水平。可是，在中国，

策展人的权利并没有获得普遍的保障，

在展览作品的选择上、展览呈现方面，

在推广与展览物理条件方面，还存在着

策展人失控的地方。这是因为投资或赞

助人的意志还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策

展人的工作条件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

中国的策展人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一个最突出的

问题是将策展看得很简单：不过是提出

展览理念和通知艺术家，或者就是在布

展时做一些“指导”。限于“提交书面

策展陈述”、“电话通知艺术家”、“书

写展览前言”、“组织过场学术会”以及“出

席开幕式”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事实上，

策展人工作复杂性还远远没有被很多人

意识到。概括地说：在中国，一个策展

人的主要能力体现在综合能力上，学术

思想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他甚至要准备身体力行地去

做最具耗体力的工作。他必须与出资人

保持有效的沟通，与展览空间的责任人

保持有效的沟通，与推广机构、公共关

系、设计单位、工程单位保持有效沟通。

懂艺术史，懂编辑出版，当然，也要动

一些财务的基本知识。总之，思想、责

任以及行动力，是策展人最必须具备的。

张：作为资深策展人，想先请您谈

谈您一直以来的策展思路？一个好的策

展在策展之初的预期和展览呈现上做到

多少比例算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吕：除了学术上的基本点，我不是

每个展览都采用一种路径和模式，要根

据资金、空间、目的来策划展览的规模、

特征和效果。应该说，当我们有了基本

的价值观立场，有了基本的项目推进程

序知识，有了关于艺术展览的基本知识，

我们得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确

立一个新的展览项目计划。

张：把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放进其

特殊的语境并基于一种特殊的立场或者

世界观给予描述、分析和判断是您在主

题阐释中认为我们今天应持有的态度与

方法。基于这个立场您对最后展览的呈

现有多大的期待度，尤其是现在策展人

们都对各自提名的艺术家及作品有了一

个基本的梳理？

吕：事实上，我与联合策展人有一

个基本的合作立场：根据自己熟悉的国

度、艺术家和问题，对提名艺术家的

艺术如果不与社会和人们的意识发生关系，

也许就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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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选择进行分工：我主要对中国艺

术家的选择为主，而她对国外艺术家

的意见将是主要的提名判断。我们在

展览的主题及其理解上取得了非常高

的一致性，这样，我们之间在确定最

后参展艺术家时没有太多的分歧。这

种工作方面的基点，就是对艺术家所

处的语境的综合判断。

张：消费时代，我们的艺术展览

不可避免地走向愈来愈商业化和娱乐化

的道路，当下，你依旧坚持用严谨的学

术态度来做展览，展览面向普通观众，

但鉴于展览的专业和探讨问题的深刻程

度，未来展览的呈现势必会需要的文本

解读，您如何看待文本解读与作品本身

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会否担心过度的

文本阐释会喧宾夺主？

吕：对艺术的理解应该是开放性

的，一位观众对一件艺术品的理解不应

该限制在我们规定的文本或解释上。不

过，基于我们的观众对艺术了解的程度

不同，也基于艺术知识的普及也相当地

不乐观，所以，为一个展览准备说明书

是有必要的。学问就在那里，你必须去

掌握，这取决于观众的认识水平和愿望

程度。无论如何，我们提供展览论文和

画册，就是为了让观众尽可能地理解展

览通过艺术作品想说的一切。

张：以往我们都过于关注观众能从

展览中收获什么，而较为忽视策展人在

一个展览中的收获和体验。这方面您有

预期吗？

吕：我的预期就是看观众从展览中

有什么收获。

张：策展的程序本身也许可以被定

义为审查 (censorship)，对于这种说

法您有何看法？您认为您扮演者审查员

的角色吗？

吕：我扮演着对艺术家的作品是

否适合我所设定的主题和问题的审查角

色。

张：南京国际美术展作为中国民营

艺术机构创办的国际性美术展，作为富

有经验的策展人，您对这次整个策展团

队是如何看待的？对民营艺术机构的运

作有何期待吗？

吕：展览的整个策展团队是很棒

的，我们不能在一个什么抽象的平台上

进行评比，但一个团队能够在共同制定

的游戏规则中完成他们的任务目标，这

说明这个团队及其每一个成员都是很棒

的。工作正在进行，我期待着团队的完

美性获得验证。民营艺术机构目前面临

着许多困难：政策、制度、经验、专业

人员。在这样的条件下，民营艺术机构

将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问题不是民营

机构自身能解决的例如政策和制度建

设——尽管他们可以提出很多建议，但

是，在艺术知识、营运经验以及专业性

方面，是必须考自己的不断摸索去完成

的。理想必须经过残酷的失败才可能实

现，希望民运艺术机构能够充分认识到

这一点。

张：百家湖文投对即将举办三年南

京美展的愿景是从美术展过渡到南京国

际双年展，每一个城市的大型艺术展、

双年展都非常注重“在地化”，南京作

为这个展览模式的城市母体，您作为总

策展人，是如何处理这个国际化模式下

不同文化、不同政策、不同地缘因素等

差异问题，尤其是南京国际美术展是由

民营企业来牵头创立和运营的？

吕：所以在地化有几点：充分关注

当地艺术，从分了解当地观众以及充分

研究当地人文问题。作为一个国际性展

览，本次展览仍然保持着在地性的视角：

发现本地艺术家，尤其是以一种特殊的

在地视角去观看全球问题，而不是一个

所谓的全球视角。

张：现在展览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着，学术会议也进行了几次，从目前

的筹划和准备工作来看，您还有什么

建议吗？

吕：我们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

中，我们计划在展览开幕时有一部由策

展团队完成的学术论文著作的出版。这

依赖于这个团队每一个成员的认真和努

力。我们之后还有一个评奖工作，为此，

我们的工作团队奖为之做出负责而耗时

的努力，为评委的工作创造方便。总之，

工作越来越紧张和繁琐，我们对之有充

分的思想准备。我希望我们的学术工作

及其成果能够成为展览推广和宣传的有

效内容和组成部分。

张：在中国，专业的艺术展还远没

有达到被普通民众接纳的程度，看展和

参观的人群还是以业内人士和艺术爱好

者居多，南京国际美展的从创办时起的

一大宗旨是要对普通民众进行艺术的普

及和推广，但是今年的美展主题专业且

学术性强，缺少像前两届如西方大师真

迹展等亮点，作为策展人如果我们要向

普通民众推广美展，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和举措？

吕：我们要相信观众的思想和判断

能力，同时我们也要为观众理解艺术提

供方便。例如我们会为观众提供作品的

一些信息以及艺术家的说明，我们会通

过不同的媒体为观众提供更分充分的展

览说明和作品说明。在这方面，我也希

望参展艺术家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在

很大程度上讲，展览是一个桥梁，以便

为观众接近艺术提供宽阔的路径。在这

方面，我想媒体推广部门也要充分发挥

自己的能力，提供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艺

术阐释和介绍。（责任编辑／于量）

莱蒂奇娅·拉加利亚，意大利 Museion 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她在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曾担任第 54 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评

审委员，和 KÖR 维也纳城市公共空间艺术项目的评审委员会成员。

Letizia Ragaglia is the director of Museion, the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Bolzano. She 

was a member of the jury for the 54th Biennale in Venice and a member of the jury for the Vienna-based 

project KÖR (Kunstim Öffentlichen Raum / art in public spaces) from 2010 until 2013.

Letizia Ragaglia

问题翻译（中译英）：田师艺

回答翻译（英译中）：徐淮燕

把那些设法反映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而又各不相同的艺术实

践，当作个体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将当下的艺术家和艺

术作品看成内容和地理位置上互相交织、互相补充更加合适。这

样的话，以“HISTORICODE：萧条和供给”为主题的展览将会

提供一个知性的、诚实的、有意义的策展平台，想要为当代的全

球文化群岛做出贡献。

——Letizia Ragaglia

张：Can you  ta lk  about 

curator? This is a strange term 

to the public in china.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dentity in the 

exhibition? Which aspec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or ability of a curator?

策展人对一般民众而言还是一个陌

生的术语，先请谈谈何谓策展人？这个

身份在展览当中的重要性何为？您认为

一个策展人最重要的素质或能力是哪方

面？

L: There are different "identities" 

of curators: a curator has, first of all, 

a different duty if he or she curates a 

solo show or a group show, or if the 

show is in a museum or public space, 

or if it is an international event like a 

Biennale or a Festival. That means 

that a curator has to understand, first 

of all, the context in which his or her 

work is moving. By context, I mean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also the 

public, and a curator has to consider 

all of these. Furthermore,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a curator has 

a huge responsibility and this relies 

essentially on his or her being at the 

"service" of art and of the artists. I 

believe that a curator has to work in 

order to present at its best the work 

当代艺术的特征是

不同特定文化和社会传统的分层化 

采访人：

张承龙（以下简称：张），《艺术品投资》杂志记者。

受访人：

莱蒂奇娅·拉加利亚 Letizia Ragaglia（以下简称：L），

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联合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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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rtists and has to avoid misleading 

readings of the works that can be 

caused by bad presentations or by the 

will to force artworks into a theme that 

doesn't belong to them. Of course, 

each curator has his or her beliefs, 

but I think without being rhetorical that 

he or she has to stick to them with 

honesty and integrity. So finally, I think 

that without simplifying too much, the 

job of a curator is mainly to take care 

of the art and in doing so try to give 

only secondary importance to his or 

her ego.

策展人有不同的“身份”：首先，

如果策展人策划的是个展或群展，且

这个展览在博物馆或公共空间举办，

又或者它是一个像双年展或艺术节那

样的国际事件，那么策展人就有着不

同的责任。这意味着策展人必须理解：

第一，他或她工作的环境是移动的。

这里的环境，我指的是文化环境以及

公众，策展人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此外，

我一直认为策展人有很大的责任，, 这

本质上依赖于他或她“服务”的艺术

和艺术家。我相信策展人必须为了呈

现最好的艺术家的作品而工作，并且

要避免可能是由于糟糕的展示或强行

将作品放入不属于它们主题导致的对

作品解读的误导。当然，每个策展人

都有自己的理念，但我认为他们必须

坚持诚实和正直，而不要有夸张修饰。

最后，我认为策展人的工作没有简化

太多，主要是照顾好艺术并在这样做

时努力把自我意识放在次要的位置。

张：As a senior curator,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curatorial 

th inking? For an excel lent 

curat ing and a  successful 

exhibition, what is the proportion 

o f  t h e  e x p e c t a t i o n  i n  t h e 

beginning and the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作为资深策展人，想先请您谈谈您

一直以来的策展思路？一个好的策展在

策展之初的预期和展览呈现上做到多少

比例算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L :  A success fu l  exh ib i t i on 

depends on different factors and luck 

is one of these! But talking in terms 

of steps, I think that a successful 

exhibition needs time and necessary 

research. Very often an exhibition is 

conceived in a certain way and during 

its preparation it is modified: I think 

that a good curator needs to have 

a strong idea, but also needs to be 

flexible enough to adapt this idea to 

new research that he or she carries 

ou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exhibition. The curator has always 

to keep in mind the reasons of a show 

and agai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is 

show is presented. A curator doesn't 

make a show for his or herself, but for 

a public that comes to see it and this 

has to be respected always. Therefore 

good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s has to 

be planned well and is essential in a 

show. A show is a dialogue between 

works and architecture, between 

works and other works, between works 

and the public, and a good curator 

always keeps these issues in mind. A 

good show is not there to simply give 

answers, but also to raise questions: a 

show is not about understanding, but 

about entering dimension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public should feel this.

一个成功的展览取决于不同的因

素，运气是其中一个！但按照步骤来

说，我认为一个成功的展览需要时间

和必要的研究。往往一个展览是以某

种方式构思，而在其准备过程中被改

进：我认为一个好的策展人需要有强

烈的意识，但也要足够灵活来适应他

在准备展览的过程中进行的新研究产

生的新想法。策展人始终要牢记一个

展览策划的原因以及展览呈现的环境。

策展人不是为自己策展，而是为前来

看展的观众，这点需要总是被尊重。

因此良好的作品展示必须计划好，这

至关重要。一场展览是作品和建筑之

间、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间、作品和公

众之间的对话，一个好的策展人总会

牢记这些问题。好的展览不是简单地

给出答案，而是要提出问题：展览不

是关于理解，而是关于进入不同于日

常生活的维度，公众应该感受到这一

点。

张：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HISTORICODE: depression 

and supply’?

您 是 如 何 理 解 本 次 美 展 的 主 题

《HISTORICODE：萧条与供给》的？

L: Historicode. Scarcity and 

Supply deliberately focuses on artistic 

production from 1990 onwards. This 

date has certainly not been chosen 

at random as 1990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break in recent history. 

In the sphere of worldwide politics 

it mark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a new focus on post-colonial 

issues. Moreover, since 1989 in 

particular, so-called globalisation has 

introduc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that have altered its 

perception from that of a unidirectional 

vector extending towards the future, 

to something with a much larger 

and more widespread dimension. 

The contemporary, then, has moved 

decisively away from the modern, even 

if it implies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modernity and the frameworks 

used to interpret it. To define the 

contemporary we have to compare it 

to the past. So the past is no longer 

seen as something that is finished 

and therefore subject to processes 

of removal and oblivion, but rather as 

something that lives in the present 

and has to be constantly re-read and 

interpreted. Recent art stands out for 

its vast number of re-readings and re-

appraisals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that have been pursued in the West 

on account of the idea that history 

opens up a possibilistic dimension, 

not only to the present, but to the 

future as well. This means that the 

past becomes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constructed. In fact, many artists 

today are driven by what Hal Foster 

has defined as an “archival impulse”. 

This concept of archival impulse, or 

a re-reading of the past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its responsibility to both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the exhibition through 

a number of different artistic stances.

1990 also witnessed the gradual 

diffusion of the idea of a worldwide 

art. From then onwards the so-called 

art of the peripheries ceased to be a 

marginal phenomenon, a situation that 

has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canons 

of western art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art. The art historian Hans Belting 

considers 1989 to be a fundamental 

watershed that establ ished the 

concep t  o f  g loba l i sa t i on  as  a 

keyword in the various analyses of 

contemporaneity. The exhibition will 

certainly discuss these considerations 

too. To quote Belt ing: “Today’s 

contemporary art presents itself 

not only as new art but also as new 

kind of art, an art that is expanding 

all over the globe. However, what 

precisely constitutes this newnes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One element 

of its newness is that it is no longer 

synonymous with modern art. Rather, 

it sees itself as contemporary: not only 

in a chronological sense, but also in a 

symbolic and even ideological sense.”

Globalisat ion is also widely 

connected with the liberalis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that has been brought 

about by new forms of transport, but 

more importantly by new satellite a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se processes, however, in no way 

coincide with the West opening up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On the contrary, 

they under l ine the hegemonia l 

concentration of the economy in the 

hands of a very few. So in this case, 

globalisation brings with it substantial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inequality,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1989, 

not only did the borders open, they 

also multiplied. The works of many 

artists therefore focus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 and the false 

neutrality of the term that brings with it 

a complex range of consequences.

Édouard Glissant, a French 

intel lectual  born in Mart in ique, 

developed a vision of the world as an 

archipelago, where cultures are like 

islands that interact without dominating 

each other. 

Gl issant 's vision introduces 

a n o t h e r  e f f e c t  o f  s o - c a l l e d 

globalisation: the earth has been 

replaced by a world that is both 

internally diversified and polycentric. 

This means that if we no longer think 

of the globe as a single unit, then 

the conflict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 which dictates that local elements 

must adapt to global trends - loses 

both its strength and meaning. So, 

under globalisation, loc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must be 

allowed to coexist. The exhibition will 

also present artistic perspectives that 

emphasise how being contemporary 

is characterised by a stratification 

of different and specific cultural and 

social traditions.

“HISTORICODE：萧条与供给”

独辟视角，专注于 1990 年后的艺术

创作。这显然并非随意选择的日期，

1990 年是重要的历史分割点。在全球

政治领域，它标志了冷战的终结和对

后殖民问题的新关注。此外，尤其是

1989 年以来，所谓的全球化已经引发

众多重要的当代概念问题，改变了对

它的单向式地认知，延伸到未来，变

成了更大、涉及范围更广阔的东西。

当代意味着分割时间，插入间隙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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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解读。为界定当代，我们必须

将它与过去比较。因此，过去不再被

视为已经完结的因而可以被抹去和遗

忘的东西，而是活在现在，必须不断

被重新解读诠释的东西。近期艺术的

一个突出特征是大量重新解读和重新

评估现代概念，在西方这基于一个观

念：历史开启可能性的维度，不仅面

向现代，也通向未来。这意味着过去

成为必须要建造的东西。事实上，今

天的很多艺术家受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所谓的“档案冲动”驱使。

本次美展将通过大量不同艺术立场来

展示“档案冲动”的概念，即重新解

读过去的同时考虑它对现在和未来的

责任。 

1990 年也见证了世界性艺术理

念的逐渐扩散。从那时起，所谓的外

围艺术不再是一种边缘现象，对于西

方艺术和艺术院校规则的质疑由此产

生。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认为 1989 年是一个基本分

水岭，奠定了全球化作为各种当代艺

术分析关键词的观念。本次展览肯定

也将探讨这些关注要点。引用他的话：

“今天的当代艺术不仅是一种新艺术，

也是全新类型的艺术、散布全球的艺

术。然而，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种新

鲜性依然存在争议。这种新鲜性的一

大元素就是它不再等同于现代艺术。

它自视为当代艺术：不仅因为时间顺

序，同样因为象征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不仅如此，全球化也和新传输形式和

更重要的卫星、互联网通信技术带来

的世界经济解放密不可分。然而，这

些进程和西方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开放

并不吻合，相反的是，其凸显了经济

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霸权式集中。因

此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

的社会问题，比如不平等、不公正和

政治冲突。1989 年，国家边界开放的

同时也成倍增加。因此，很多艺术家

专注于探讨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全

球化）这个词汇虚假的中立性及其带

来的一系列复杂后果。 

马提尼克岛出生的法国文人爱德

华·格里桑（ Édouard Glissant）提出

的一种构想将世界视为一个群岛，不

同文化就像岛屿交互影响但不存在谁

主导谁。 

他的构想带来了所谓全球化的另

一个影响：地球已经被一个兼具内部

多元化和多中心化的世界取代。这意

味着如果我们不再将全球视为一个单

元，那么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冲突——

其中地方元素必须顺应全球趋势——

将失去动力和意义。因此，在全球化

背景下，地方、区域和国际概念必须

允许共存。这个展览呈现的艺术观点

强调当代艺术的特征是不同特定文化

和社会传统的分层化。

张 ： “ H I S T O R I C O D E : 

d e p r e s s i o n  a n d  s u p p l y ” , 

literally，this topic covers the 

significance in history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 in reality, and 

also introduces the economic 

terms, but the final exhibition 

presentation is artistic. As all 

these complicated problems 

intertwine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se points can't please 

everyone, if there is a consistent 

thread in your curating, what is it 

and why?

《HISTORICODE： 萧 条 与 供

给》，字眼上看，这是一个既涵盖历史

意义，又要考虑现实问题，还引入经济

学术语，但最后展览的呈现却是艺术的，

这些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您怎么

看？毫无疑问，这些不可能面面俱到，

如果您的策展思路要有条主线，将会是，

为什么？

L: I think that I replied to this 

question in my previous reply, I can 

only add that I am convinced that art 

can not and has not to give answers to 

problems and is not a 1:1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 But art has this unique 

capacity to give different, ambiguous 

and unexpected perspectives on the 

reality.

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之前的回复中

已经回答过了，我只能补充说说我相

信艺术不能也不必去回答这些问题，

也并非对世界 1:1 的翻译。但艺术有

这种独特的能力去给出与众不同的、

模棱两可的和意想不到的现实观点 .

张：As a curator,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ost important 

s t a n d a r d s  o f  t h e  a r t i s t s 

nominated  by  the  Nanj ing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the 

exhibition?

作为策展人您为此次南京国际美术

展提名的艺术家最大的考量是什么？您

希望最后的展览将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预

期？

L: I think that the nominations 

are very heterogeneous, but of a very 

good quality: the force of the exhibition 

will be to demonstrate that an issue 

can never have one interpretation and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thing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我认为提名很多样化，但是质量

非常好 : 展览的力量将是证明一个问

题绝不只有一种解释 , 我们需要从不

同的观点看问题。

张：Nanjing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is 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it is founded by 

the China's private art institu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hole 

curator team?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the operation of 

private art institutions?

南京国际美术展作为中国民营艺术

机构创办的国际性美术展，作为富有经

验的策展人，您对这次整个策展团队是

如何看待的？对民营艺术机构的运作有

何期待吗？

L: I think that nowaday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has changed a lot. The public 

sphere unfortunately is not able to 

guarantee all the desired standards 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therefore strong 

private initiatives that try to contribute 

to a positive variety and cultural offer 

should be very welcome.

我认为如今公共和民营之间的关

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幸的是公共领

域不能达到在文化领域所需的所有标

准，因此试图促成积极的多样性和文

化提供的强大的民营活动应该是非常

受欢迎的。

张：Now the exhibition is 

organized in an orderly way, 

and the academic meeting also 

carried out several times. In the 

view of current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现在展览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学

术会议也进行了几次，从目前的筹划和

准备来看，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L: I am only the co-curator, I have 

a lot of trust in Lu Peng’s capacity and 

experience.

L u  P e n g  i n v i t e d  d i f f e r e n t 

personalities, so I guess that it will be 

his aim to let these different voices 

speak in the show.

Nevertheless, I think that the 

public will need some "orientation" 

inside the show: maybe there could 

be some main sections and there 

should also be texts that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ctions.

我只是联合策展人，我对吕澎的

能力和经验非常信任。吕澎邀请了不

同的人参展，所以我想他的目的是让

这些不同的声音在展览中发声。不过

我觉得公众在展览中需要一些“方向”：

也许会是一些主要部分，或者是提供

有关这部分的信息的资料。

张：In China, the professional 

art exhibition is still far away from 

ordinary people, and visitors 

of the exhibition are mainly the 

industry insider and art-lovers. 

The purpose of our exhibition 

is to popularize and promote to 

the ordinary people, but in this 

year,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is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which lacks these highlights such 

as Western Master Artworks like 

the first two sessions. We hope 

to promote the art exhibition to 

the common individuals. Do you 

have any good suggestions?

在中国，专业的艺术展还远没有达

到被普通民众接纳的程度，看展和参观

的人群还是以业内人士和艺术爱好者居

多，南京国际美展的从创办时起的一大

宗旨是要对普通民众进行艺术的普及和

推广，但是今年的美展主题专业且学术

性强，缺少像前两届如西方大师真迹展

等亮点，作为策展人如果我们要向普通

民众推广美展，您有没有好的建议和举

措？

L: Contemporary art tends to 

be distant from the "mass" public 

everywhere, not only in China!

I  th ink  tha t  i t  i s  impor tan t 

t o  m a k e  a  g o o d  s h o w  a n d  t o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ublic. 

Nevertheless it is essential to plan 

different events alongside and around 

the show: guided tours for different 

people: children, students, adults and 

even elderly people. These guided 

tours have to have different structures. 

Furthermore, talks with artists and 

experts can be helpful.

I t  c o u l d  b e  a l s o  a  g o o d 

idea for the Festival to offer very 

"easy lessons" or introductions to 

contemporary art.

当代艺术在各个地方都是不为大

众所熟知的，并不仅仅在中国出现这

种情况。我认为重要的是办好展览并

且不要低估公众。然而一个好的展览

需要围绕展览及其周边策划不同的活

动：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导赏服务，

包括儿童、学生、成人甚至老年人。

此外，与艺术家和专家交谈是大有裨

益的。在艺术展期间提供当代艺术非

常简单的课程或推广也是个不错的主

意。（责任编辑／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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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策展人李章旭所言，在我们的现

实生活中找到历史、经济、政治、社会

和伦理概念，将它们简化为有机的相关

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去眺望现实世界，

这一切都归于个人的选择。现实世界是

我们生活的当下，也是我们存在的空间，

在与他人共存的此刻，我们按照自己的

信念和价值维持生活，因为世界并非只

有一个我，这也是本次展览主题“萧条

与供给”的最大的意义。

李章旭，策展人，1967 年生于韩国， 庆北大学信息通讯大学院毕业 , 游戏开发公司总监督，并作为主任研究员进行企业管理和

负责 (Logic-Core) 开发，以及产学联合项目等。2007 年之后开始艺术策划活动，并参与过多项大型国际展览活动，2008 年

~2010 年参加策划宋庄艺术节韩国馆的展览，2013~2014 年在首尔市立美术馆策划《液体文明》、《关系的根源》2 次大型展览。

成功策划宋冬在韩国首尔的个展《最后的收藏所》, 以外的代表展览是《风险社会》,《中国摄影》,《要求 反省 追究 责任》,《混成

涅盘》等等。

策展经历： 

2017  《中国现代美术展》，艺术中心，韩国首尔。

2016  《否认》, Noonbit 出版公司； 

            《光的信号》，白盒子艺术馆， 北京，中国。

2014  《风险社会——李暐》，白盒子艺术馆， 北京，中国；

            《未知的边界——来自韩国的新媒体艺术实验》，四川美术学院 , 重庆 , 中国；

            《最后的收藏所——宋冬》，松原艺术中心，首尔，韩国；

            《液体文明》， 首尔市立美术馆，首尔，韩国；。

2013  《关系的根源》，宋庄美术馆 , 北京，中国；

            《Art: gwangju 13》, 金大中会展中心，光州 , 韩国。

2012  《气，兴，情 , 首尔拍卖北京代表处》, 北京，中国；

            《中国 摄影——徐勇》， Palais de Seoul 艺术中心 & CSP111 画廊，首尔，韩国；

            《NOW! KOREA! CHINA! 2012! 》, 798 时态空间 &798 天画廊 , 北京，中国。

2011  《要求 反省 追究 责任》, 天画廊 , 798，北京，中国；

            《北京新媒体艺术年展 , “点，线，连接，连续，一个，全部，无”》, 宋庄美术馆， 北京，中国；

            《混成 涅槃》, 798 时态空间 , 北京，中国。

2010 《第六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国际展》, “越过文化地平线”, 上上国际美术馆， 北京，中国。

2009 《第五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 - 韩国馆》, 原创艺术博览中心 , 北京，中国；

            《中国当代美术主役展》，北村美术馆 & SANG 画廊 , 首尔，韩国；

            《开启新的门》，zhuokeart.com & 798 光辉岁月当代艺术中心 , 北京，中国。

2008 《第四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 - 韩国馆》, 原创艺术博览中心 , 北京，中国。

李章旭

   问题翻译（中译英）：朱敏

   问题翻译（中译韩）：李俊杰

   回答翻译（韩译中）：韩德熙（HAN DEOK HEE）

关于主题和策展

张：《HISTORICODE： 萧 条

与供给》，字眼上看，这个主题既涵盖

历史意义，又要考虑现实问题，还引入

了经济学术语，但最后展览的呈现却是

艺术的，这些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您是如何看待的？毫无疑问，这些不可

能面面俱到，这次您的策展思路如果有

条主线，将会是，为什么？

李：关于艺术，我们不应该把它

界定为大众普遍参观的展览内容，也不

应该把它界定为艺术与我们之间的现实

游离。现实里面的一切都与人类的历程

同出一辙，休戚相关。当今时代，我们

生活在高度工业化的世界和复杂的环境

里，更难分辨经济、现实与艺术之间的

关系。经济对人类历史具有莫大的影响

力。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等

这些概念都是以经济为基础而引发出来

的。正是如此，经济在政治、社会、文

化领域的诸多范畴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从这些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该展

览的主题相当合适，所以愿意以同样的

视角与观点来考量当下艺术家的创作。

张：总策展人吕澎针对主题提出的

开放性阐释为：“如果历史的创造仍然

是我们的任务，甄别与分析人类面临的

当代问题和挖掘富于建设性的可能性是

本次展览希望提示的艺术动机和主题。”

您认同这种价值判断吗？如果认同，您

的观点是？如果不认同，观点又是？

李：这种判断我是认同的，我在

我写的美展主题阐释里提出了这样的观

点。解读历史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直

线型时间观，另一种是圆形型时间观。

我们在直线型时间观的基础上分析历史

的问题，将我们生活的世界简单地区分

为“生产资料”和“生产产物” ，用

这样简化的两种概念对复杂的现象予以

一目了然的解释。虽然这种方式有点些

极端或过于单一，但它对时间和空间进

行了抽象化概念化的描述：将时间高度

抽象化，把它分为四个季节，将空间也

高度抽象化，分为五个大陆。而面对这

些复杂化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

问题，我也在寻找那些能对它们做恰如

其分的表述的艺术家和作品。

张：另外，吕澎还提到他的大型策

展项目都是一以贯之地探讨艺术史的问

题，当然这次南京国际美展也不例外，

您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思考的，换言之，

您的此次策展也是从探讨艺术史的角度

来发现问题的吗？您提名艺术家的侧重

点又在何处？

  李：这个问题与我前面的回答有

些关联。我在提名艺术家的时候会侧重

在考虑如下方面：也是我们常常在多语

境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汇，如“不确定的

时代”、“未知的明天”、“急变的环

境”、“危机的 21 世纪”等等。我们

就身处这样的情况之中。自 18 世纪蒸

汽机的发明引起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

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领域都经历

了环境的剧变。我们就生处在这样的环

境之中。所以我提名了那些力图表达这

些观点并紧随时代路线的艺术家。

张：策展人对一般民众而言还是一

个陌生的术语，请谈谈何谓策展人？这

个身份在展览当中的重要性何为？您认

为一个策展人最重要的素质或能力是哪

方面？

李：一般民众对“策展人”感到

陌生是很自然的。除了经常登上媒体的

名人以外，比如政客、经济人士、明星

等，人们对那些事不关己的以及几乎不

太被媒体关注的领域感到陌生。策展人

的基本工作是收集资料、保存、管理、

研究、计划、筹备和举办展览。除此之外，

还需要有相当积极的态度。比如说，在

现实的基础上观察时代的需求是什么，

寻找其对象，通过实践将梦想或计划成

真。还有，像探险家一样探索 21 世纪，

还有敢于挑战新领域的冒险精神也很重

要。

张：作为资深策展人，想先请您谈

谈您一直以来的策展思路，或者说是您

的工作方式？一个好的策展在策展之初

的预期和最后的展览呈现上做到多少比

例算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李：我的工作风格是事必躬亲，

还有使记录日常化。比如说在想出来一

些策划或者创意时，立刻记录下来。要

有怎样的主题、艺术家和要怎样展示展

品等问题也进行很仔细地构想并记录。

在执行策划时，组织小组人员分别进行

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地要把该展览的

最终呈现做到比原订计划要好 101%。

这才是成功的展览。不过，从计划到实

践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有时最短也要 1

年多，最长可能要 3 年甚至更多。

张：以往我们都过于关注观众能从

展览中收获什么，而较为忽视策展人在

一个展览中的收获和体验。这次参加南

京国际美展，这方面您有什么预期吗？

李：观众是很重要的，没有观众参

与的展览是被忽视的。教育也是展览举

办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教育包含很多内

容。例如按照观众的不同情况（比如性

别和年龄等等）提供相应的教育才是成

功的。不过一次展览要获得成功的教育

效果，需要有完善的系统。要健全完善

这个系统最需要的是在多样的领域里积

累资料，就是说展览阐释 (Docent)、宣

传以及参加项目和展览的艺术家和工作

人员都要参与调查问卷等反馈性工作，

通过这些反馈的积累和总结，在举办下

一次的展览时，就可以参考。这样的资

料持续累积，展览会不断的健全可持续

发展的系统 (Running Organization)。

所以我认为健全系统是很重要的。而这

次参与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我希望

使它成为构建南京国际美展可持续发展

系统的起点。

策展领域和
韩国当代艺术现状

张：我们知道您近年来工作和生

活在北京，也一直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

发展，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您对中国艺术

的整体是怎么看的？从您这次的提名来

看，似乎在您的名单中中韩艺术家各占

一半，两国的当代艺术面貌在您看来最

大差异在哪？

李：从 2007 年起，我一半时间在

中国，一半时间在海外，观察了很多中

国举办的大大小小的展览和活动。以这

样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当代艺术十分有

趣。打个比方来说，像太阳光通过棱镜

散射出多样的颜色的光谱 (Spectrum)

那样，我们生活在当下，通过中国的棱

艺术并非是立竿见影的事业，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来

看，并踏着历史性的节奏走向未来。

采访人：

张承龙（以下简称：张），《艺术品投资》杂志记者。

受访人：

李章旭（以下简称：李），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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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Prism) 展现出多样的色彩。中国东

部大城市的摩天大楼与发达国家相比毫

不逊色。但是西部内陆似乎与 21 世纪

隔绝而展现出 20 世纪的生活方式和状

态。 这样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存在的现

实具有非常大的魅力。因为中国和韩国

环境不同，所以两者难以相比。中国多

样性和平地共存。韩国则对于流行性东

西很敏感，在一定的时期内流行一些时

代思潮，艺术形式也相应地跟随思潮发

生变化。最近韩国的单色画在世界范围

内备受关注，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它代

表韩国当代艺术并引起世界对韩国的关

心，但是不能忽略它歪曲了韩国艺术市

场这一现实。  

张：我们知道被誉为“录像艺术之

父”的激浪派艺术家白南准是韩裔背景，

他是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有着深远影响

的大师级人物，今天我们依然把录像艺

术归为媒体艺术的一种，您个人以及韩

国艺术界对白南准的定位和评价是怎样

的？从他的创作到今天韩国当代艺术的

发展有没有一条可见的脉络？

李：首次把 TV 引进到媒体艺术领

域里的人是白南准。目前，他的后裔韩

国艺术家们在这些媒体艺术的特性上，

加上自己的哲学，进而不断地扩张自己

的领域。我这次提名的艺术家李庸白

（Lee Yong-baek)，郑然斗（Yeondoo 

Jung)，李昌原（Changwon Lee)，白

丁 基（Jungki Beak)， 李 二 男（LEE 

LEE NAM)，Unzi KIM, Ryu Biho 等，

均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他们都曾入选

威尼斯双年展并在国际性的画廊举办过

个展，或者参加了群展以及相关项目。

其中李二男 (LEE LEE NAM) 今年 9 月

在北京白盒子艺术馆举办个展，11 月

还将在比利时和 Bill Viola 一起举办双

人展。我在这两次展览中将以策展人及

项目团队人员的身份参加。 

张：韩国这些年的流行文化输出在

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中国也可以

说是随处可见，当然这是两国经济文化

交流密切的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对韩国的当代艺术都太陌生了，相较

于同为近邻的日本我们甚至很难说出一

个如草间弥生、村上隆似的知名艺术家，

关于这点您怎么看？ 

李：哈哈。这个嘛，就是应该更多

的韩国艺术家需要努力的课题。之前有

过像白南准那样杰出的媒体艺术家，

目前，要是问谁是代表韩国当代艺术

的艺术家的话，也有一些，李禹煥 (Lee 

U Fan) 金煥基 ( Kim Whan Ki) 朴栖

甫 (Park Seo-bo) 等单色画画家，还

有活跃在纽约的世界级艺术家徐道濩

(Do-ho Suh) 等，他们在媒体艺术、

装置艺术、雕刻和绘画艺术等领域均

展现出了显著的成就，我相信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交流的加深大家会知道越

来越多的韩国艺术家。

张：我注意到在上次策展人提名会

议上您提名的大多数艺术家都是韩国本

土的艺术家，您的这种选择是出于何种

考虑？会否希望借这次南京国际美术展

为中国的艺术界和普通民众介绍韩国当

代艺术的创作现状？您有没有特别关注

的韩国艺术家，为什么？

李：前面的回答我已说过提名的

那些韩国艺术家并不仅限于在韩国。他

们像游牧民族 (Nomad) 一样，不会停

留在一个地方 , 而会穿梭于全世界开展

工作。虽然韩国的徐道濩 (Do-ho Suh)

在首尔大学艺术大学担任教授，但是他

以纽约为中心在世界各地广泛地开展活

动。李禹煥 (Lee U Fan) 也超越亚洲范

围在全球积极地开展活动，是纽约佩斯

画廊 (Pace Gallery) 的专属代理艺术家。

朴栖甫 (Park Seo-bo) 则是世界级的画

廊贝浩登 (Galerie Perrotin) 和白立方

(White Cube) 的代理艺术家。除了他

们俩以外，我这次提名的艺术家都在国

外比韩国更受欢迎，。所以我比较关注

他们，因为他们在韩国比在中国和海外

认知度更低一些。 

张： 我 们 的 主 题 是

“HISTORICODE：萧条与供给”，

它的视野范围要从 1990 年以后来看，

而从地域上，韩半岛依然处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后冷战阴霾下，地缘政

治因素错综复杂且多变，今天活跃在韩

国的当代艺术家们的创作关注这种复杂

的社会政治现实吗？在这种境遇下，韩

国的当代艺术是否会呈现出不同于其他

地域的特点？

李：韩国，可谓世界唯一的分裂的

国家吧。它处于特殊情况。这是不能否

认的事实。但如果太执着这一点的话，

什么事都无法开展。反过来说，虽然韩

国受到相当大的历史压力，但是它具有

别的地区无法比拟的独特活力。虽然韩

国面积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份那么

小，人口也很少，但是它在特有的充满

活力的基础上，在大部分的领域都获得

了长足的发展，在艺术方面也在迅速成

长。我认为这是韩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

的一定优势。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和美展

张：我也注意到您这几年在中国策

划过一些展览，想了解一下您对中国当

代艺术的一些看法，可以是整体的也可

以是个体的，我们希望了解一些不同的

视角？如果是个体艺术家的话您有没有

特别关注的，为什么？

李：首先我要关注的是中国具有

的多样性。如果我要是说比较关注某

个个体的话，这问题有点敏感，因为

我也有些关系较近的艺术家。哈哈，

当然举贤不避亲，也几位艺术家我会

比较关注，我关注他们的创作方式，

他们总是不断地尝试多样的创作方式，

也都不满足于一种主题或一种材料，

而是不断努力，追求变化。我很关注

他们。还有我个人倾向于欣赏具有很

强实验精神的艺术家。 他们在多方面

不懈怠地尝试改变和创新作品。我比

较欣赏这一点，我在与他们交流的时

候会学到不少的东西。我个人认为，

好的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会彼此鼓励，

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双赢的关系，所以

我认为好的策展人和好的艺术家的关

系也应如此。

张：南京国际美术展作为中国民营

艺术机构创办的国际性美术展，作为富

有经验的策展人，您对这次整个策展团

队是如何看待的？对民营艺术机构的运

作有何期待吗？

 李：我认为，本次展览和以前的

第一届和第二届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

性。虽然现有的项目也在同步筹备并进

行着，也许是时间上的紧迫感，我个

人感到有些吃力，但我也认为，如果

有充足的时间和有组织系统 (Running 

Organization) 支持的话，会呈现更好

的结果。如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系

统，并得到持续的反馈 (Feedback)，

未来会拥有进一步发展的策划团队和组

织。当然，民营艺术机构做出这些新的

尝试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显然这一切都

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需要创建人

以及其他所有相关人员的热情和辛苦付

出。我想为他们所有的人热烈地鼓掌，

并期待后面的展览。

张：百家湖文投对即将举办三年南

京美展的愿景是从美术展过渡到南京国

际双年展，每一个城市的大型艺术展、

双年展都非常注重“在地化”，南京作

为这个展览模式的城市母体，您作为一

位外籍策展人，是如何处理这个国际化

模式下不同文化、不同政策、不同地缘

因素等差异问题，在您提名的艺术家中

您有着怎样的考量？

 李：您问得挺好啊！在短短的时

间内组成策划团队并选拔优秀的参展艺

术家需要强大的推动力，这是件很了不

起的事情。我认为，南京具有足够的历

史和文化积淀来举办双年展。但不需要

太注重规模，而要更专注于内容的充实。

仔细观察世界级的双年展都会发现它们

呈现出很独特的个性。我认为，南京双

年展要取得圆满成功的话，应该展现出

与别的双年展明显的不同点。在地理相

近的韩国和日本也有双年展和三年展在

举办。在中国国内也有距离很近的上海

国际双年展。所以南京双年展要想举办

成功的话，这些都是在展览前需要仔细

考虑的问题，然后将它的独特性融入到

展览中去。但介于这次美展对于提名艺

术家有限制，并且在时间上也有一定的

局限等种种原因，我个人对这次提名也

有点不太满意之处。当然，如果南京双

年展最后会实现，展览应该在时间和资

源上得到充分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策

划展览和项目，根据此计划提名适当的

艺术家，按照南京双年展的独特性进行

规划。我认为这就是正确的方向。

张：在中国，专业的艺术展还远没

有达到被普通民众接纳的程度，看展和

参观的人群还是以业内人士和艺术爱好

者居多，这个现象在韩国的情况是？

李：由于您提问“韩国的情况如

何”，我仅限于解释韩国的情况如

何。有几个规模大的展览代表韩国，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吧。首先有光州双

年展、釜山双年展和媒体城市首尔双

年展 (Biennale Mediacity Seoul)。这

些展览非常侧重于与观众沟通。为此，

与展览同步进行多种节目和项目。还有

最要紧的是宣传要成功，这也是前提。

这些展览强调的精神就是通过和观众沟

通进而和他们一起享受展览，指引生存

在当下社会的我们一起思考问题并寻找

答案。它们同样强调的是建立渠道和老

百姓维持对话，倾听意见，得到反馈，

通过维持这些渠道和程序以便改善展

览。我认为，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组织

(Running Organization) 这个概念也

不会太过分。

张：南京国际美展创办的初衷之一

就是要对普通民众进行艺术的普及和推

广，但是今年的美展主题兼具专业性和

学术性，缺少像前两届如西方大师真迹

展等亮点，作为策展人如果我们要向普

通民众推广美展，您有没有好的建议和

举措？

李：一般由普通民众都知道的有

名的艺术家或一线艺术家来组成的展览

会很成功。不过这样的展览好吗？虽然

对此各有各的看法，但我认为走在方便

的老路还不如以新颖的热点创造新的亮

点，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去做人

人都容易做到的事情还不如去做那些艰

难的事。哪怕它很艰难并且看来是件小

事，但却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要继续

做下去，这将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

会使那些不为人知的艺术家慢慢引起公

众关注并且获得信任，一步一步地迈向

前方也可谓是有意义的事情。艺术并非

是立竿见影的事业。我认为，我们要以

长远的眼光来看，并踏着历史性的节奏

走向未来。（责任编辑／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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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芭莉，活跃于柏林和布鲁塞尔的独立策展人。她即将在 2017 年挪威的罗弗敦国际艺术节合作策展。目前她在法国国家影像

博物馆和波尔多 CAPC 当代艺术博物馆进行策划的工作。

Heidi Ballet is an independent curator based in Berlin and Brussels. She will be curating the Lofoten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LIAF) in Norway together with Milena Hoegsberg in 2017.Currently she is the 

curator of the 2016 Satellite series at Jeu de Paume Paris and CAPC Bordeaux.

策展经历： 

2016    Edgardo Aragon, Guan Xiao, Patrick Bernier & Olive Martin 和 Basim Magdy 等艺术家的个展。

2015    布鲁塞尔克隆当代艺术展，

2013—2015    以研究策展人的身份策划了主题为“零年后”展览，该展览分别于柏林世界文化宫（2015）以及华沙现代艺术博

物馆（2013）举行。

Heidi Ballet

问题翻译（中译英）：田师艺

回答翻译（英译中）：田师艺

张 : C a n  y o u  t a l k  a b o u t 

curator? This is a strange term 

to the public in china.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dentity in the 

exhibition? Which aspec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or ability of a curator?

策展人对一般民众而言还是一个陌

生的术语，先请谈谈何谓策展人？这个

身份在展览当中的重要性何为？您认为

一个策展人最重要的素质或能力是哪方

面？

H: I think in the first place we are 

there to help artists show their work and 

their thinking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I think as curator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define ethics and attitude,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starts with ourselves: 

to work at the same level as the artists, 

to make sure the artist and staff are 

treated well and to be appreciative 

of the work of everyone involved in 

making the exhibition.

H: 首先，我认为策展人应当尽力

去帮助艺术家以最好的方式展示他们的

作品和想法，并且作为一个策展人 , 职

业道德和职业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他与

艺术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工作，确保艺

术家和工作人员被很好地对待且感谢大

家参与到展览中，对每一位参与到策展

工作中的人心存感激。

H: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identify those artists that are visionaries 

and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catch what is in the air, and bring this 

in an open, non-biased and correct 

way. Our role is to encourage critical 

thinking and dialogue and encourage 

artists to be brave and committed in 

their artistic practice. As curators we 

need to encourage common people 

also t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I am very happy 

to be involved in Historicode since 

the exhibition is very brave in asking 

questions about the whole world, about 

mankind and civilization.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认同这些艺术

家，他们都是梦想家，要知道这个世界

正在发生什么，捕捉空气中的东西，并

且将这些东西以一种开放的、无偏见的

和正确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的角色是

鼓励批判性的思想和对话，并鼓励艺术

家们勇敢地坚定艺术创作。当然作为策

展人，我们也需要鼓励一般民众发散性

的思维，置身于主流思考之外。我十分

高兴地参与到第三届南京国际美展中，

因为它在勇敢地就人类和文明的议题向

世界发问。

张 :As a curator,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curatorial thinking? 

For an excellent curating and a 

successful exhibition, what i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xpectation 

i n  t h e  b e g i n n i n g  a n d  t h e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作为资深策展人，想先请您谈谈您

一直以来的策展思路？一个好的策展在

策展之初的预期和最终的展览呈现上做

到多少比例算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H: I like to imagine an exhibition 

as a space where things as we know 

them are being unfolded and they are 

understood in new ways, a space of 

imagination. We have understood the 

world in a certain way until today, bu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another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other 

analysis and a second truth shows 

itself. 

我喜欢将一个展览看成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看到那些东西正在

慢慢显露，并且他们正以一种新的方式、

在想象的空间中被理解。我们一直以来

都以一种寻常的方式认识世界，但我们

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

或另外一种分析方法找出其本质的第二

真理。

H: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it is 

good to experiment with the exhibition 

model.  For me an exhibi t ion is 

successful when it is doing something 

new and is not copying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done many times before. It 

can question a new issue, or give a 

new view about something, or even 

show a new model for making an 

exhibition. I like very much working in 

China since there are right now much 

more opportunities to work in new ways 

than in Europe. 

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实验

和展览模型。对于我来说，一个展览在

做一些新的东西或者以前从来没有复制

过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成功的。它可

以质疑一个新的问题，或者对事物给予

一种新的看法，甚至是展示一个新的展

览模型。我非常喜欢在中国工作，因为

在中国比在欧洲有更多的机会用新的方

式工作。

张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HISTORICODE: depression 

and supply’ ?

您 是 如 何 理 解 本 次 美 展 的 主 题

《HISTORICODE：萧条与供给》的？

H: I am very happy to think 

together with Lu Peng and Letizia 

Ragaglia about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ink about the role of art today, and 

to not underestimate the role of art 

but to value it and see how important 

art i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nd civilization, just as much as in 

the Renaissance for instance. Maybe 

we have not questioned enough the 

importance of art in the last decades. 

What I also l ike a lot about the 

exhibition theme is that there is a clear 

statement not to talk about 'East' and 

'West'.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ink 

in a global way today, since our world 

is so connected today. People travel a 

lot and they study in many places of the 

world, cultures are more influenced by 

each other than ever before.  

我 非 常 高 兴 能 与 吕 澎 和 letizia 

ragaglia 一起策划这个展览。我认为思

考艺术在今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不

是去低估艺术的地位而是看到它在人类

和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像在文艺

复兴时期一样。也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没有足够地重视艺术。我非常喜欢

南京第三届国际美术展的另一个原因是

这个展览没有明确的“东方”或者“西

方”的划分。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以

全球性的方式去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我们的世界是彼此连接的，人们到处

旅行，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学习，彼此

之间的文化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且

重要。

张 : “ H I S T O R I C O D E : 

d e p r e s s i o n  a n d  s u p p l y ” , 

literally，this topic covers the 

用另一种方式感知这个世界

Perceive the world in another way

采访人：

张承龙（以下简称：张），《艺术品投资》杂志记者。

受访人：

Heidi Ballet（以下简称：H），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评审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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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in history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 in reality, and 

also introduces the economic 

terms, but the final exhibition 

presentation is artistic. As all 

these complicated problems 

intertwine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se points can't please 

everyone, if there is a consistent 

thread in your curating, what is it 

and why?

《HISTORICODE： 萧 条 与 供

给》，字眼上看，这是一个既涵盖历史

意义，又要考虑现实问题，还引入经济

学术语，但最后展览的呈现却是艺术的，

这些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您怎么

看？毫无疑问，这些不可能面面俱到，

如果您的策展思路要有条主线，将会是，

为什么？

H: I think the way I like to think 

about exhibitions and make exhibition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so I am very happy about 

this cooperation.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how all types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at people have on the 

same world, and show that everyone's 

perspective is influenced by where 

they are looking from. But what we are 

looking at is the same: a global world, 

and in the end we are all humans, and 

we all aim for a civilization that develops 

and makes humans able to express 

what humanity can mean.

我觉得我思考以及策展的方式与南

京国际美术展的主题十分相近，因此

我认为这次合作十分愉快。当我们思

考历史和文明的问题时，最重要的是

在相同的世界里展示人们不同的观点

和视角，并且去展示每个人的观点背

后是如何、从什么地方受到的影响。

但是，我们面对的都是一样的：一个

全球性的世界，以及到最后我们人类，

都以发展文明为目标，使人类能够表

达人性所蕴涵的意义。

H: When we think about economics 

and civilization, each country is also 

moving at another pace, and they are 

in another economic stage. There is 

a very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real 

value and on what is our world and 

civilization built? Do the works of art 

that are built today really contribute to 

civilization? The 'real' value of artworks 

is not related to money, but to insights, 

a rich educ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to open up new perspectives. I think 

money can help, but it cannot just buy 

it. Both for artists and curators, making 

good work and good exhibitions takes 

a lot of time, experience, courage 

and study. But I think the Nanjing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is providing 

an excellent context to create a very 

meaningful exhibition.

当我们谈到经济和文明时，每个国

家都在以另外一种步伐在发展着，并且

他们正处于另外一个经济阶段。中国经

济发展十分迅速，然而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 我们的世界和

文明建立在什么之上？实际上，艺术品

真正的价值与财富无关，但是要深入地

了解，需要优秀深厚的教育以及开拓性

的新视角。我认为财富是有帮助的，但

它不能仅仅只是购买。无论是艺术家还

是策展人，做好工作和做好展览都是一

个花费大量的时间、经验和勇气的过程。

但我认为南京国际美术展为创造一个有

意义的展览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和背景。

张 :As a curator,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ost important 

s t a n d a r d s  o f  t h e  a r t i s t s 

nominated by  the  Nanj ing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the 

exhibition?

作为策展人您为此次南京国际美术

展提名的艺术家最大的考量是什么？您

希望最后的展览将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预

期？

H: I have decided to take a very 

global perspective and introduce 

artists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The artists I have chosen are from 

Europe,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on 

the other hand I have also chosen to 

work with people who have moved in 

their lives and have a double identity 

background, or they might be from a 

diaspora, displaced in another country. 

For me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artists 

are showing us alternative ways of 

seeing the same things, and that 

they open up our worlds to learn new 

things. 

我会用全球性的眼光和视角去推荐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我选择的艺术家大

部分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另一方

面，我也选择了一些有双重国籍且颠沛

流离的人，他们可能来自一个离散分裂

的国家。对我来说，艺术家们看同样的

事物却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出来，

他们打开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学到了新

的东西。

张 :Nanjing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is 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it is founded by 

the China's private art institu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hole 

curator team?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the operation of 

private art institutions?

南京国际美术展作为中国民营艺术

机构创办的国际性美术展，作为富有经

验的策展人，您对这次整个策展团队是

如何看待的？对民营艺术机构的运作有

何期待吗？

H: I think that organizations that 

are developed with private funding often 

have a possibility of growing faster 

and to change and act faster, they are 

more agile. I think in a changing art 

world the private institutions can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since 

they are not linked to state institutions. 

I think it is very good that the Nanjing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is adopting 

a very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has 

contacted international curators like 

me to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this 

exhibition. The team of jury-curators 

that is working on the exhibition is a 

team of very international and very 

professional curators. I believe that we 

are setting up an important exchange 

and can make a good exhibition, and I 

also hope that we can build up a long-

term collaboration. 

我认为民营组织往往有更快增长的

可能性，他们更加灵活。我想，在多变

的艺术世界中，私人机构会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与国有机构无关。

南京国际美展采取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方

式，并与我们这样国际化的策展人取得

联系且一起工作策展，这是件非常好的

事情。策展人学术团队是一支国际性和

专业性很强的团队，我相信我们正在建

立重要的文化交流并且可以策划一个很

好的展览，我也希望可以与南京国际美

术展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

张 :Now the exhibition is 

organized in an orderly way, 

and the academic meeting also 

carried out several times. In the 

view of current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现在展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学

术会议也进行了几次，从目前的筹划和

准备来看，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H: I think we should carry on as we 

do and try to show the artworks that we 

have chosen as good as possible, to 

guarantee a good technical execution 

of the exhibition.

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我们正专注的

事情并且尽可能去展示我们已选择的艺

术品，并对展览有一个好的学术保障。

张 :In China, the professional 

art exhibition is still far away from 

ordinary people, and visitors 

of the exhibition are mainly the 

industry insider and art-lovers. 

The purpose of our exhibition 

is to popularize and promote to 

the ordinary people, but in this 

year,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is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which lacks these highlights such 

as Western Master Artworks like 

the first two sessions. We hope 

to promote the art exhibition to 

the common individuals. Do you 

have any good suggestions?

在中国，专业的艺术展还远没有达

到被普通民众接纳的程度，看展和参观

的人群还是以业内人士和艺术爱好者居

多，南京国际美展的从创办时起的一大

宗旨是要对普通民众进行艺术的普及和

推广，但是今年的美展主题专业且学术

性强，缺少像前两届如西方大师真迹展

等亮点，作为策展人如果我们要向普通

民众推广美展，您有没有好的建议和举

措？

H: I think in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re is onl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that are very big fans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few people 

take the time to look at contemporary 

art very carefully, and are open to 

learn from it, to learn the language 

that the artist s using to tell a story. 

Contemporary art is not always very 

accessible and it is something that 

institutions worldwide are aware of.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take 

the role as an educator very serious 

as an institution: to communicate and 

promote the exhibition as wide as 

possible, and to give access to all kinds 

of ways to talk about and experience 

the exhibition, that make the exhibition 

accessible: through workshops, guided 

tours etcetera, so that the visitors go 

home with a satisfactory experience 

and will have the feeling that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at 

is part of the exhibition if they make an 

effort.

我认为，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

只有一小群人是当代艺术的粉丝，很少

有人花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当代艺术，或

以开放的姿态从中学习艺术家讲述故事

的语言。当代艺术并不是很容易理解，

这是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都知道的。我

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机构扮演一个美

育工作者的角色：并且尽量宽泛地去传

播和促进展览。通过各种展览、研讨会、

导览等等，使访问者满载而归，尽量有

满意的体验，让他们了解很多的事情也

是展览的一部分。（责任编辑／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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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戈哈，是一位作家、策展人，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史学家。现为美国乔治亚州拉马尔多德美术馆的馆长。

Katie Geha is a writer, curator, and an art historian. S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Galleries a the Lamar Dodd 

School of Art.

Katie Geha

问题翻译（中译英）：田师艺

回答翻译（英译中）：田师艺

张：Can you  ta lk  about 

curator? This is a strange term 

to the public in china.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dentity in the 

exhibition? Which aspec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or ability of a curator?

策展人对一般民众而言还是一个陌

生的术语，先请谈谈何谓策展人？这个

身份在展览当中的重要性何为？您认为

一个策展人最重要的素质或能力是哪方

面？

K: I see a curator as someone 
who creates a context in which to view 
art. It can be creating a narrative or 
a grouping that tells a story, or it can 
elucidate meanings in several works 
of art that exist only when placed in 
proximity to one another. Often I see 
the curator as a type of collaborator with 
the artist, making sure the artist’s work 
is presented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我认为策展人扮演的是一个为观赏

艺术而创造环境的角色，他会创建一个

叙事或一个分组去讲述一个故事，能够

阐明多个艺术作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

只有在作品彼此接近时才存在。当然了，

某种意义上策展人通常也是艺术家的合

作者、搭档，确保艺术家的作品以最好

的方式呈现。

K: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of a good curator is flexibility 
and a sense of humor. Often exhibitions 
are in flux until the very moment the 
opening begins, so it is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act quick on your feet, see 
other’s points-of-view, and be ready to 

alter any preconceived notions about 
the show. Having a good sense of 
humor jus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that much more fun.  

我想一个好的策展人最重要的素

质是灵活性和幽默感。通常情况下，除

非直到展览开幕前的那一刻，在此之前

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变数，所以你要加速

你的步伐，去聆听别人的观点，并且准

备好去改变那些对于展览先入为主的观

念。而拥有良好的幽默感，会使整个过

程变得更有趣。

张：As a curator,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curatorial thinking? 

For an excellent curating and a 

successful exhibition, what i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xpectation 

i n  t h e  b e g i n n i n g  a n d  t h e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作为资深策展人，想先请您谈谈您

一直以来的策展思路？一个好的策展在

策展之初的预期和最终的展览呈现上做

到多少比例算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K: I always anticipate and look 
forward to how an exhibition will evolv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I 
love working with artists and as such I 
make sure that I’m working with artists 
who have a similar sensibility as me 
and with whom I get along. Generally 
an exhibition begins with an idea or a 
conversation with an artist. I try not to 
be too strict about the conditions of the 
show, allowing the artwork to tell the 
story rather than trying to fit the work 
within a strict framework. I find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show evolves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 
The art should always be paramount 
(not the theme) and I see it as my job 
to facilitate that meaning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the creation of 
didactic materials, and the programming 
that is developed in tandem with the 
exhibition.

我总是期待着一个展览在创作的过

程中如何去发展演变。我喜欢和艺术家

一起工作，我能确保我在和那些与我有

同样感受的艺术家一起工作，和与我有

同样感受的人相处。一般来说，一个展

览始于一个突发奇想的点子或产生于与

艺术家的对话中。我觉得展览不应那么

绝对和局限，尽量让艺术作品本身去讲

故事而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下去填充

作品。通过作品的呈现去发现展览更深

层次的意义。艺术始终是置于首位的（而

非主题），通过组织的工作、图录的编

撰以及与展览相关联的项目来促进这一

意义，我将此视为我的工作。

张 ： “ H I S T O R I C O D E : 

d e p r e s s i o n  a n d  s u p p l y ” , 

literally，this topic covers the 

significance in history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 in reality, and 

also introduces the economic 

terms, but the final exhibition 

presentation is artistic. As all 

these complicated problems 

intertwine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se points can't please 

everyone, if there is a consistent 

thread in your curating, what is it 

and why?

《HISTORICODE： 萧 条 与 供

给》，字眼上看，这是一个既涵盖历史

意义，又要考虑现实问题，还引入经济

学术语，但最后展览的呈现却是艺术的，

这些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您怎么

看？毫无疑问，这些不可能面面俱到，

如果您的策展思路要有条主线，将会是，

为什么？

K: I see theme, largely, dealing with 
ideas related to globalization, a theme 
that art has been grappling with as early 
as the 1990s. Since the exhibition does 
have such a global reach, I imagine 
that artists work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respond to ideas of depression 

and scarcity in a variety of ways which 
is what I think will make this show so 
complex and interesting. Such a theme 
has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depending 
on where you approach it in the world.

我看到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与

全球化相关，这是一个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艺术就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

题。因为展览确实有这样一个全球性的

影响力，我认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通过

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对萧条和稀缺的想法

将使得第三届南京国际美展变得更多元

更有趣。这样的一个主题它有多种多样

的阐述方式，而采取什么样的阐述方式

取决于艺术家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张：As a curator,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ost important 

s t a n d a r d s  o f  t h e  a r t i s t s 

nominated  by  the  Nanj ing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the 

exhibition?

作为策展人您为此次南京国际美术

展提名的艺术家最大的考量是什么？您

希望最后的展览将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预

期？

K: I hope we have a large variety 
of artists working in different ways. I 
would love an exhibition that combines 
realism with abstraction, performance 
with sculpture, video with net art. I think 
with such a smart and wide-ranging 
academic committee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in terms of the ways in 
which this theme can be interpreted 
and I hope the art chosen reflects this 
diversity. 

我希望看到一批专注于不同领域的

艺术家。我倾向于一个将现实主义与抽

象主义结合的展览，以雕塑、影像与网

络艺术的方式呈现。我认为，这样一个

聪明和涉猎广泛的学术委员会具有无限

的可能性，通过不同的方式阐述这个主

题，我希望作品的选择反映以上种种多

样性。

在一个展览中，

艺术始终是置于首位的。

采访人：

张承龙（以下简称：张），《艺术品投资》杂志记者。

受访人：

Katie Geha（以下简称：k），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评审策展人，

艺术史学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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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Nanjing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is 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it is founded by 

the China's private art institu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hole 

curator team?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the operation of 

private art institutions?

南京国际美术展作为中国民营艺术

机构创办的国际性美术展，作为富有经

验的策展人，您对这次整个策展团队是

如何看待的？对民营艺术机构的运作有

何期待吗？

K: I think the curation team is 
terrific. Personally, I’ve already learned 
so much more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simply from interacting with 
this group. It’s been incredibly enriching. 
We work with private art institutions 
all the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they work within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the field. 

我认为策展团队是了不起的。就我

个人而言，在与这个团队互动的过程中，

我已经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当代中国艺

术的东西，并且十分丰富。我们在美国

一直与私人艺术机构工作，对于民营艺

术机构的期望当然是希望在该领域内达

到最高的标准。

张：Now the exhibition is 

organized in an orderly way, 

and the academic meeting also 

carried out several times. In the 

view of current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现在展览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学

术会议也进行了几次，从目前的筹划和

准备来看，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K: I think the planning has gone 
very smoothly. I k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more mature working 
artists do not take part in juried 

exhibitions. Generally those exhibitions 
are reserved for more emerging artists. 
In the future it might make more sense 
to have one section of the exhibition 
that is not juried but instead represents 
invited artists. It might also be intriguing 
if in the future, a small handful of artists 
were invited to create site-specific 
projects. I know many American artists 
who would be thrilled to have a small 
budget to create a work of art in China. 
Also, I’d be happy to help streamline 
those forms for next year! 

 我认为目前为止展览工作进行得

很顺利。要知道在美国，许多成熟的艺

术家并不会参与评审性的展览。一般来

说，那些展览是为更多的新兴艺术家而

保留的。将来如果南京展览不仅仅只是

评判而是以邀请艺术家的形式，那么可

能会更具有意义。今后，一小部分艺术

家如果被邀请来创作特定的项目，我想

这会很有趣。我知道许多美国艺术家会

很乐意在中国规划一小笔预算来创作艺

术品。当然，明年我非常乐意通过我的

方式去简化这些形式并促进合作。

张：In China, the professional 

art exhibition is still far away from 

ordinary people, and visitors 

of the exhibition are mainly the 

industry insider and art-lovers. 

The purpose of our exhibition 

is to popularize and promote to 

the ordinary people, but in this 

year,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is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which lacks these highlights such 

as Western Master Artworks like 

the first two sessions. We hope 

to promote the art exhibition to 

the common individuals. Do you 

have any good suggestions?

在中国，专业的艺术展还远没有达

到被普通民众接纳的程度，看展和参观

的人群还是以业内人士和艺术爱好者居

多，南京国际美展的从创办时起的一大

宗旨是要对普通民众进行艺术的普及和

推广，但是今年的美展主题专业且学术

性强，缺少像前两届如西方大师真迹展

等亮点，作为策展人如果我们要向普通

民众推广美展，您有没有好的建议和举

措？

K: Obviously,  i t ’s  important 
to publicize the events in popula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not 
just art-related magazines. Billboards 
and other public venues are also always 
a great help in informing the general 
public. When the Tate Modern opened 
they held an exclusive opening party 
for all the cab drivers in London. One, 
to get the cabbies involved but also so 
that all the cab drivers of London would 
know where the new museum was 
located. Pretty great idea, I think! Other 
ideas might include Family Days where 
local people can bring their children. 
Perhaps set-up some kind of an activity 
for children (collaging, special kid tours, 
etc). I think education would also be 
paramount for the exhibition – training 
docents to give tours and invite local 
schools to participate.

很明显，在宣传上，大众传媒对

于推广美展是很重要的，但不仅仅只是

在艺术相关的杂志上宣传。利用广告牌

以及公共场所是推广展览非常有效的方

式。泰特现代美术馆开馆的时候他们在

伦敦为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举办了独家开

幕派对，让伦敦的司机都知道新美术馆

的地址。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其他的想法可能包括家庭日等，家庭日

当天群众可以带他们的孩子来参观展

览。也许还可以专门为儿童设置一些活

动（拼贴、专门的孩童观展活动等）。

我认为美育也是展览很重要的部分，可

以培训一些讲师导览解说，邀请当地学

校来参观。（责任编辑／于量）

艺市声音

百 家 湖 签 约 艺 术 家

作 品 鉴 赏

A P P R E C I A T I O N
O F
W O R K S

陈夏辉
1989 年生，湖南人，职业油画家

2011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在上海 / 苏州

2014 年  群展  上海“空降画室”青年艺术家联展

2014 年  参加上海泛华拍卖

2014 年  群展 “夏天已入药 ”上海证大喜马拉雅商业广场

2013 年  艺道偕行 - 青年油画邀请展。

2013 年  苏州吴门六月风展  私人收藏

2012 年  苏州年鉴展

2011 年  《辛亥革命》  被中山堂收藏

《听之欲》 60cm×60cm  布面油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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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画家

1959 年出生于中国甘肃省天水市，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1991 年毕业于湖

北美术学院油画助教班。1998 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山水与人物的对话”

研修班。现为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第二工作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新

加坡新神州艺术院艺术顾问；湖北省古玩和艺术品商会艺术顾问；美国海外艺术家协

会理事；东方书画家协会理事；明日美术馆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

《塑料袋系列》作品参加美国加州双年展，同年在纽约曼哈顿军械库画廊展出；并于

2006 年在日本东京及大阪等地参加第六回“中日友好交流展”。

2000 年 3 月《江苏画刊》第三期介绍作品及评论文章《包裹着的心动》；《塑料袋系列》

作品发表在 2005 年《江苏画刊》第 5 期、第 6 期、第 7 期、第 8 期 、第 10 期、

第 12 期等并于 2006 年第 3 期、第 7 期做专版介绍。

作品获奖

1994 年油画作品《面具》获第八届省美术作品优秀奖，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1994 年油画作品《母与子》获第二届全国教师优秀美术作品汇展优秀奖（ 展地：中国军事博物馆）

1994 年《肖像 94.2》获 94 新铸杯“中国画，油画精品展优秀奖（展地：中国美术馆）

1995 年油画作品《母与子》获湖北省教师美术优秀作品展一等奖（ 展地：湖北）

1998 年《肖像》在华人书画名人大展中获一等奖（展地 : 北京）

2001 年《种子》获“中国油画大展”优秀奖（北京）

2002 年《命运 . 海洋》获《世纪精英 . 中国书画大展》金奖（展地 : 北京）

2004 年《童年》获第十届美展省优秀奖（ 展地：湖北）

2005 年《塑料袋系列》获首届中国文艺“金爵奖”（展地 : 北京）

2013 年《花季》鼎新华南——吾土吾民全国油画展优秀奖（展地：广州）

2013 作品《山丹丹》“首届武汉环保美术创意作品展”获一等奖

2014 年作品《八角楼》入选首届山东国际美术双年展获优秀奖

刘剑

54

是“抄袭”还是“模仿”？
为“相同”下一个定义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日本摄影师川口春彦（Hal Kawaguchi）做的一个疯狂实验：他将数对夫妻模特用塑料袋包裹起来后，

用吸尘器抽成真空，并拍下了这些诡异的照片。新闻一经刊登，这令人惊叹的艺术题材引起了业界的激烈讨论，而在这些声音中，有

的人提到了一位国内的艺术家——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刘剑。他们发现，早在 2004 年—2005 年，刘剑教授的塑料袋系列油画作

品就在《江苏画刊》连续刊登过，并于 2006 年在中国、日本、美国相继展出。

几个“塑料袋”引出了一个争执已久的问题：是模仿还是抄袭？这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对此艺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

认为艺术必然需要原创；另一种则认为艺术依赖传承，不能以抄袭论之。

那么，如何为这两者之间划定界限？抑或这两者间本就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

《塑料袋：背》 120cm×80cm  布面油画  2005 年 日本艺术家川口春彦摄影作品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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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保红

感受真实与观念真实
——读刘剑的油画

感受真实与观念真实画语的赘述是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进程中，不断满足和丰富着人类精神的繁衍和生息，并培育出了观者用肉眼

来判断视觉信息之间细微差别的画语能力，这种能力成为未来社会迷恋、幻想和审美的画语基础。我们的油画创作及风格样式将继续

体现人们所独有的审美和传达视觉的功能，使人与人之间自由地表述各自的愿望和梦想。当今，中国当代艺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有思想的艺术家们在艺术的精神、观念﹑形式、技法的取向上更追求当代性。他们的作品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使画坛呈现出多元

性的局面。

《维纳斯》 160cm×140cm  布面油画  1996 年

刘剑也不例外，他以积极的态度，积蓄以油画为根基的

艺术能量，完善了观念真实与感受真实的艺术理念，他的油

画把握着生活的特别视角，迸发着生命的激情，用油画语言

表达着自我的内心悸动和对人类命运的独特探索。刘剑的油

画是大气的。说他大气是指其选题的涵盖。刘剑从不类似其

他画家那样关心生活中常见的风景、人物、静物并对其进行

写实描画。他十分在意作品中深刻的、独特的、内在的自我

觉悟表达。于是，刘剑选择了关注人类、关注世界命运，这

种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作为切入点。去创作他那种极富想象

力的绘画——一种看似极为写实，实为非常抽象、又具有非

常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油画。他的作品在题材上多取材于环保

．战争、当代政治等紧逼人类命运的主题。他大胆表现和抨

击那些危害全人类命运的作法和手段，提醒人们捍卫和平，

追求平等，注意环保，反对战争，反对专制，反对独裁，积

极关注自身命运。他是一个真正关注政治，关心时事的艺术

家；是一个对人类和社会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画家。这远

胜过那些搞涂脂抹粉，娇饰生活；搞闲情逸趣，自我陶醉的

艺术家。这着实令人敬佩。

刘剑的包裹系列和塑料袋系列表面平整，体验出细微感

受真实，画幅巨大又精致入微。形、色、肌理效果完全是画

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具有超过照相技术的表现力，可谓超

写实。这在写实技法上是一种成功的创造。

刘剑对技法十分讲究。他巧妙地利用物理和化学原理，

运用材料的丰富变化，既画得十分写实，又熟练到得心应手。

他的画面肌理、效果丰富，又画得平整光亮，给观者一种技

术上的玄妙之感。他的画面的形、色、肌理效果完全是画出

来而不是做出来的，具有超过视觉真实的表现力，可谓超写

实。这在写实技法上是一种成功的创造。他的油画色调沉重，

每幅作品色调明确。他喜欢坚实稳重的血红、土黄、中黄、

普蓝、黑色。这强化了他富有个性的绘画语言的分量。他的

《塑料袋 - 生活》 160cm×140cm  布面油画  2005 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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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人体》 160cm×140cm  布面油画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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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造型准确、扎实、讲究力度。他严谨的造型语言使他的

作品显示出严谨、缜密、庄重的画面效果，无一丝轻浮和随

便，步步渗透着他个性的刚强、认真。刘剑的作品先一步是

对装置艺术的创造的设想，并赋予其主观的如梦的想象背景。

这不同于简单的对物对人对景的写生。其创作过程显得更主

观，更自觉，更主动，因而就更自由。刘剑清楚知道他要说

的话该怎样说。有一种理性的控制。目的是将他自己的心灵、

思考、精神更明确更直接更强烈地传述给受众。

刘剑在他的包裹系列中以这种捆绑包裹的作品来制造一

种梦魇。用极为精彩的写实技法完成他精神上的折射和内心

对人类、对世界的感悟。他的《命运·海洋》《命运·鲸》《种

子》《向日葵》…，画白沙布包裹而渗血后沉入海底的鲨鱼；

画白布包扎而挣扎着冲出海面的鲸；画干涸的土地上散落着

枯萎的星状生物和枯燥龟裂的花盆中伸向天空呼唤的绿色巨

手；刘剑画一片金黄色的向曰葵，个个被黄布捆绑包裹着仰

天候望……等等。在他的塑料袋系列中《塑料袋·生活》《塑

料袋·人体》…则是关注人类命运主题的扩展。是在更加深

刻的层次上对生命存在价值的体悟，它所包含的主题也许用

一个词汇无法涵盖。从这个角度来说，画家的追求在深入，

内容的阐释更完备，解剖社会人生的视角更独特，技术形式

的把握更充分。将塑料袋与女人体两种符号元素组合，塑料

袋在这里有了新的象征意义，它是笼罩着的密不透风的云，

是分隔着两界的屏障，是令人痛苦的桎酷，是人性中不可或

见的隔膜，于是形成了画家对现实社会的特有认识，他用这

种复合符号阐释和解读了当今社会的状态，深层次地表达人

与现实的强烈冲突。这里不是漫骂，不是激愤，而是超现实

主义的陈述，给我们较多的遐想和冷静的思考。

刘剑自幼随父母在新疆军营生活，在西域南疆广袤的大

漠长大。祖国西陲广袤的戈壁沙漠、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

豪放、深沉的性情，也造就他开阔的胸襟及顽强刻苦对艺术探

究的态度，严谨细致的绘画风格。新疆生活的耳闻目染，使他

更注意关注画面背后传述的精神——人类的生存、命运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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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油

画专业。毕业后在新疆喀什从事美术工

作，这期间正是八十年代内地艺术家将

目光投向祖国边陲，喀什成了各路文人

采风趋之若鹜的艺术之地，刘剑的工作

之处于是成为了内地画家的接收站，在

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诸多的艺术家如

黄胄﹑李山﹑靳尚谊﹑詹建俊﹑林岗﹑

吴小昌﹑庞涛﹑尚杨﹑肖惠祥等一批画

家及王朝闻﹑力群等艺术理论家共同生

活﹑共同作画。这一时期与中国各类艺

术家思想与感情的互融对刘剑其后的艺

术思想和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

其深远，也使他能更加成熟地把持自己

艺术的走向。1986 年尚扬先生将其调

入湖北美术学院，这时湖北美术界正是

85 思潮兴起时期，南方楚文化又给刘

剑打开了全新的视野，这时的他便开始

思考和尝试自己艺术发展之路的方向。

来到学院，生活——教学——创作，这

种有序的生活规律使刘剑的基本功更加

趋于扎实严谨。1998 年刘剑又参加中

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袁运生、庄品先生主

持的“山水与人物对话”现代艺术研修

班，使刘剑对艺术的现代性、前瞻性更

有足够的认识，使刘剑对材料、工具的

各种表现更熟悉和了解。这一切都是刘

剑今天艺术的底蕴和明天艺术的基础。

刘剑善于读书、思考，更关注当代

艺术精神和艺术思潮。这使他具有了锐

利的眼光。经过勤奋刻苦的探索研究，

从综合材料试验开始，通过材料的介入，

使自己的新的观念成为表现的可能，绘

画技法与材质的结合，使画面产生综合

意义，形成了独特画面语言并使之丰富

完善，使画面内涵增加。注意材料工具、

特征、感发产生的艺术效应。材质资源

的使用是艺术资源的一种。让实物发挥

至另一种意义而不是原有意义。在材料

上抓不同主题的切入，强调绘画性。可

以用三度空间配合，但不能远离绘画性。

要求自己在创作中，注意媒材和各种技

法的研究与综合，并把握住个人内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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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要过早定型。他说“当你知道各

种材料丰富的可能性时，最重要的是准

确选择使用材质。其实材料和审美的机

遇与困难是同时并存的。以积极的心态

去判断审美精神和个人语言。”在创作

中以游戏似的创作；方法进行作画。操

作和实践过程会给人提出问题并出现契

机。要不断深入耐心的工作，要有定意

和毅力，坚持；抓住一个点去实践。待

看出一个结果后再判断。要从多角度认

真开掘。找主题要从工作量上去找，当

一个想法；实现后再转主题。画家是什

么心境、气质、经历和环境下的人，就

应该有什么样的艺术。今天中国绘画不

一定非要或都要去表现静感和禅宗风

格，处在当下社会、应当注意时代感，

快节奏、高频律、速度、信息、力量、

科技，还有理性科学并关注人类命运。

当代的大部分艺术家在作画时在某

些程度上像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

首先画定自己的自留地，一生仅仅一个

主题和形式。而刘剑的创作路子较宽，

他由早期的包裹系列到后来的塑料袋系

列再到目前的表现系列，经历了一个由

观念真实到感受真实，再由技术真实到

生活真实的诸多过程。既呈现了他骨子

中的坚挺与真诚，也体现了他的洒脱与

超然。刘剑的油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

术形式、风格和表现技法。可以说，他

的艺术对于那些苛求基本功的人来说，

其造型、色彩语言、制作技术均无可挑

剔。对于那些追求现代画面构成形式，

现代精神展示，现代观念传述的人来说，

其前卫性、前瞻性是有目共睹和不容置

疑的。

时代要求艺术家不断探索出新的

技法和表现形式，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具备更强烈的富时代特点的作品。

只有这样的艺术在艺术史中才有特定的

位置。刘剑的油画浸满着真诚执著，张

扬着锐气和坚韧。刘剑艺术是给大众的，

相信会让大家喜爱。人们也会更关注刘

剑的艺术。（责任编辑／康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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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 160cm×110cm  布面油画  1999 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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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地理

从 2016 年春拍情况来看，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各拍品门类中，古代书画增长极为迅

速，瓷玉杂项、宫廷艺术等也有不同幅度的增长。作为体量最大的近现代书画保持稳定，然而当代书画、油画

及当代艺术等延续下调趋势。中拍协艺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幼铮认为，大型拍卖企业的“减量提质”将继续成为

当前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经营策略。据对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匡时、杭州西泠、北京翰海、广东崇正

等 10 家拍卖公司的样本统计，今年春拍，10 家公司共举办 202 个专场拍卖，上拍 33419 件（套），成交 24219

件（套），成交率 72.44%，成交额为 98.83 亿元。从上述数据看，同比 2015 年春拍 , 成交量增长 7.02%, 成交

额增长 15.20%；环比 2015 年秋拍，成交量增长 3.31%, 成交额增长 19.72%。可见，当前的艺术品拍卖依旧大

有市场。

2016 秋拍：
市场升级状态中的逃生游戏
文图｜朱光耀  张茜

数据表明，当下艺术市场基本延

续了 2012 之后的大体走势。业内对于

今年秋拍的预期仍以市场平稳为主，

这主要缘于今年春拍的成交额和成交

量虽是双向增长，不过由于北京匡时

十周年庆典的因素，假设剔除北京匡

时，其他 9 家公司合计 73.25 亿元，

与 2015 年春拍的 75.01 亿元、秋拍的

72.54 亿元基本持平。此外，据雅昌

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统计，今年上半年

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成交额 243.60 亿

元，同比小幅下降 2.30%，这也印证

了中拍协对 2016 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

卖市场基本保持稳定这一基本判断。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本次

的春季拍卖，10 家公司单件成交均价

为 40.82 万元 / 件（套），同比 2015

年春拍的 37.91 万元 / 件（套），有

较大提升。刘幼铮认为：“这说明，

大型拍卖企业的减量提质继续成为当

前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经营策略，

尤 其 是 在 市 场 调 整 时 期。” 然 而，

2016 春拍的利好业绩仍然不能改变公

众对秋拍的消极心理。因为目前的中

国艺术品市场依旧处于 2012 低谷之后

的调整期，这是铁的事实，无论国际

经济形势还是国内的市场环境都不能

给出乐观的缘由。因此我们不妨说，

2016 年秋拍仍是一场升级过程中的拍

卖业逃生游戏，但不可否认的是，逃

生后的幸存者无疑将更有生命力和创

造力。在笔者看来，2016 秋拍仍有几

个亮点值得期待：

古书画如何救赎？

在 2016 年 5 月 15 日晚的中国嘉

德 2016 春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

之夜·古代”专场上，曾巩《局事帖》

以 1.3 亿元起拍，在经过几位竞买人

的激烈争夺之后， 掀起午夜拍卖的最

高潮，最终以 1.8 亿元落槌，2.07 亿

元成交，一举夺得本场桂冠。华谊兄

弟传媒董事长、收藏家王中军最终喜

获这件曾巩遗墨。而同样深受关注的

宋克《临 < 急就章 > 并诸家题跋十二

开》在多轮竞价后，以 9200 万元成交，

被晋商张小军成功斩获。《唐贤写经

遗墨并近代诸家诗画》则以 5750 万元

成交。3 件唐宋奇珍重品，成为此次“大

观”夜场的前三甲。可见在 2016 年春

拍中，古代书画板块极为抢眼。另据

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统计，这次春

拍，共有曾巩、宋克、夏圭、吴镇、

恽寿平、刘贯道、梅清、蒋廷锡等 14

位古代书画家刷新了个人拍卖纪录，

这对整个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而言，

也极具信心和风向意义。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即将开

始的 2016 秋拍中，古代书画的表现将

依旧抢眼。在各大拍卖企业“减量提质”

的战略政策下，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

市场保持稳步发展，仍将在少有新闻

艺术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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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拍卖场中，以醒目的姿态表明了中

国古代书画的强势地位。我们不禁要

想 2016 的秋拍，尤其是在中国嘉德、

北京保利、北京瀚海、北京荣宝、西

泠印社、朵云轩以及苏富比、佳士得

的拍场中将会出现哪些古代书画作品

走上目前拍卖业的救赎之旅？古代书

画作为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原本存

世量极少，每每成为拍卖场的中坚力

量。而有的稀缺藏品交易后往往又石

沉大海，影踪难觅。故而，只要征集

到作品，向来不乏买家。在艺术品市

场不景气的当下，更需要这样的作品

支撑门面。所以说，对于古书画市场，

我们仍可拭目以待奇迹的到来。

当代艺术，我们还能相信谁？

当代艺术板块为近几年来的重要

收获。不过，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中除

了 2013 年的昙花一现后，整个板块至

岳
敏
君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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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少有大的起色。尤其是自曾梵志《最

后的晚餐》于 2013 年拍出 1.42 亿后，

亿元时代的到来不仅没有给予艺术市

场更多的惊喜，还使得当代艺术背负

了“垃圾”的骂名。其实，这种针对

当代艺术的质疑早在几年前便见诸各

大媒体。2008 年，美国艺术评论家于

《The New Republic（ 新 共 和）》

杂志发表抨击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报道

“Mao Crazy” 。他指出，中国现当

代艺术过时落伍，思维狭隘，缺乏想

象力，完全是对欧美艺术的低水平模

仿与剽窃。同时他还列出了岳敏君、

张晓刚、张桓、蔡国强、王广义、展望、

杨少斌等“低劣剽窃者的名单”。

与其呼应的是，国内对这些艺术

家的质疑之声更是从未间断。对于当

代艺术，笔者从未丧失信心，不过当

代艺术家与收藏家理应表现出自己的

应对姿态。是时候了！不然，我们真

不知道还能相信谁？

大象之外，还有谁舞得精彩？

谁都知道，中国拍卖行业已进入

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瀚海、北

京荣宝、西泠印社、朵云轩等少数几

头大象的领舞时代。但成熟的拍卖市

场生态中，诸多不同层次的拍卖公司

从来不应缺席，只有维持多样性的格

局才能保证中国拍卖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我们不仅要问，除了领舞

的大象，还有哪些中小拍卖公司能舞

得精彩？结账难、真伪混杂、假拍成

风等严重的行业问题——这些问题显

然同样存在于领舞者——使得公众对

这些拍卖公司恨之又怜之，情感十分

复杂。不过，作为逃生游戏中的劣势

成员，它们似乎更应提升自己，找出

逃生的路径，这样才能生存下去，而

不是沦为被淘汰者。对此，我们可以

冷眼静观。（责任编辑 / 张驰）

黄宾虹 《高阁清话》 中国嘉德供图



6968

聚焦画家

1975 年生于青岛 , 字子尧 ,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会员 , 山东女画家协会会员。

2010 年，泥与水的抒情——王伟业与于瑶绘画作品展  青岛

2012 年，纸迷 . 瓷妆——于瑶的水墨与陶瓷作品展  青岛

2013 年，中国——马来西亚绘画交流展  青岛

2013 年，中国女画家水彩作品交流展  青岛

2014 年，梦非梦——王伟业于瑶绘画作品展 青岛

2014-2015 年，进修于清华美术学院杜大恺中国画高研班

2015 年，于瑶的门与道——新青年“修持计划”系列艺术个人展  青岛

2016 年，憩园——于瑶里院主题创作展  青岛

于瑶

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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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兴里”里院》 141cm×70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馆陶路 17 号 -3》 140cm×68.5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安静的画室

心底哼唱着 summer

蘸满墨色的画笔

溢出老里院的故事

盛夏亮得幌眼

湿透了我的发辫

手里托着滴水的冰棍

走过喷香的邹家扒鸡

门口扇着蒲扇的大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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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路 19 号》 121cm×68.5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她可是

东风电影院的影迷

我要回去央求妈妈

一定要吃到喷香的扒鸡

还要说服贪玩的小姨

扯着她穿越

通往影院的大楼梯

于是

我飞奔进清凉的门洞

踏着磨白的木楼梯

还未奔进门

就大喊

妈妈 小姨

大人们惊恐地望着

我却嬉皮笑脸

希望有个完美的结局

《上海路里院》 122cm×70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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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里

我总是张望

希望落日时

长廊的尽头

是手拿糖球的妈妈

站在这里

我总是张望

希望昏黄的路灯

能照见

那件白衬衣的身影

正是我等的阿郎

站在这里

我总是张望

偶尔飘过的芬芳

又让我忆起那

曾经的时光

这里是放学后的秘密花园

司令是高个子的大眼

他一声令下

我们四散躲藏

我躲进王爷爷家门外的木箱

任他们怎么叫喊

我也不能发出声响

我窃笑

我可是藏猫猫的行家

院子怎么这么安静

他们还没发现我的踪影

我猜想

今天我一定是大家的偶像

当我爬出木箱

咦

伙伴们呢

月色下

整个小院溢满了饭香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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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路 26 号》 42cm×31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芝罘路 42 号》 42cm×31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芝罘路 42 号 -2》 42cm×31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芝罘路 42 号 -3》 42cm×31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那时

我总是侧身跑过

阿婆家的门廊

因为

总有小孩子闻不惯的

烟丝的味道

阿婆立在门口

总是浅笑

而今

这里高楼林立

而我却

总记起那股

烟丝的味道

近来

我常常走过你住过的老街

踏进里院

因为思念

门洞弧形的轮廓

裁剪出

皮影戏般的故事

那里

有时静好

有时喧闹

有时明亮的刺眼

有时低沉的昏黄

时而划过的叫卖声

牵出门洞内外的主角

你对着我这个孩子说

一辈子很快

你说我像我妈妈

见到陌生人

也会红了脸

你说你年轻时到过上海

最爱香云纱的衣衫

你那木地板的小屋

曾是我和弟弟

每个周末的乐园

你总挺直着腰板

一尘不染

风清云淡

如一座高山

门洞弧形的轮廓

裁剪出

老城的故事

那里

岁月如戏

马尾辫的女孩

哼着小曲

随着阳光拐进

铺满光影的

老院

角落的水龙头

溅出晶亮

楼上的炒锅里

香葱已经焦黄



7978

艺术地理 艺术地理

毋
庸
置
疑
的
是
，
书
画
行
业
遭
遇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霜
冻
期
，

温
度
之
低
、
时
间
之
长
、
来
势
之
凶
猛
，
都
是
让
这
个
行
业
的
从

业
者
以
及
技
术
家
们
始
料
不
及
的
。
之
所
以
叫
霜
冻
期
，
是
因
为

到
目
前
为
止
，
书
画
行
业
里
面
的
资
金
流
几
乎
没
有
了
。
这
种
没

有
，
是
因
为
形
势
的
严
峻
，
导
致
了
资
金
持
有
者
们
按
兵
不
动
了
，

靠
借
贷
为
生
的
资
金
流
也
断
了
，
如
同
一
条
曾
经
波
涛
汹
涌
的
河

流
，
一
下
遭
遇
了
寒
流
，
被
凝
固
了
。

挤
压
泡
沫
的
书
画
市
场

已
经
奄
奄
一
息
了

文
｜
齐
玉
新  

齐
雪
胭

对这个现象，我想以一家之言做分

析：我们先从源头说起。

反腐，直接导致了官员们不再敢接

受书画作品这类文化礼品。这类市场过

去叫做礼品市场，也正是这个市场所具

有的强大牵引力，形成了热火朝天的书

画市场繁荣昌盛的景象。然而，官员们

不敢要了，老板们也就不买了。截止到

今天，通过各个渠道的信息反馈，以及

每天都有陌生电话问你需要贷款不，而

银行的贷款放不出去，没人贷款。这是

因为，没有项目投资，也就是说，投资

风险太大，现金都没人要了。钱，一动

就有可能回不来了，更不要说利润。

那么，礼品市场的凋敝，紧接着

的反应就是：大批靠贷款为生、跟风投

机的书画经营者们失去了销售渠道和出

口，他们的资金链断了。一方面被迫低

价转让手里的作品，另一方面被迫破产

转行，其中聪明者手持资金做蛰伏状，

等待春天。

书画市场的源头出了问题，很快，

导致了各个实体画廊和书画网络经营的

吃力。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因为，礼

品市场出了问题，那么中高端的书画作

品也就几乎无人问津。这时候，供求杠

杆开始自然的发生了调节作用。一方面

是打价格战，这是市场营销中最原始也

是最直接的办法，因此截止到今天为止，

一是大部分中高档书画作品的成交价格

几乎不到去年的一半。尽管，一些书画

家仍然在咬紧牙关高喊着自己不断人为

攀升的润格，但市场的残酷自然使得成

交价成坍塌式往下跌。升值，很多炙手

可热的书画家的作品跌到了三分之一仍

然无人问津。因为，这类艺术品，严格

的或者苛刻的说，它本来就是奢侈品，

不是一般老百姓用工资能够玩的起的东

西。只有老板、只有财团才有能力玩，

他们是小众。这些小众，属于市场中的

精英，也证实这小众群体，才更有市场

的牵引力和购买力。

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移动客户端的销售成了万众奔涌

的独木桥。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微

信成了书画（各种微商）从业者寄生的

平台。寄生，似乎也成了未来一个时期

内的主要营销模式。微信这种便捷的手

机客户端，一下成了书画作品寻找到的

另一个快捷、便利、新型的销售出口。

各种微信营销模式诸如朋友圈、各种微

拍群的迅速建立到忽然的迅速消失，都

说明，这种快餐式的寄生销售再一次凋

零了，如同昙花一现。

微信，当开始成为电脑终端之后的

另一种新型平台，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的

状态。开始的时候，它的销售优势是跨

界。所谓跨界，是因为，网络书画平台

基本是建立在专业书画收藏家和收藏爱

好者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圈内人、基

本都明白大致的市场价格，时间久了，

这就不好玩了，过于透明的市场是没有

暴利和机会的。微信销售，就等于把圈

子跨界到了书画界之外，是朋友圈、是

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有的圈子，这个圈

子很多都是圈外人，大家不懂的书画作

品的真实价值和价格，那么最初的微商

利润很大、销售量也很好，应该说是非

常过瘾。

但好景不长，朋友圈和微信群的拍

卖模式很快图本瓦解。因为无序、因为

无诚信。

这时候微拍这种更先进便捷的手机

端微信拍卖程序的出现，几乎一统天下，

迅速蔓延。看到它的火爆，于是乎成片

成片的微拍程序应运而生，目前已经有

十几家微拍程序在书画领域争夺蛋糕。

但微拍这种销售模式，已经开始显现了

它的弊端：

一是，价格越拍越低。从开始的时

候分享到朋友圈，忽悠圈外人。慢慢的

圈外人开始明白了，这玩意不值钱，我

买了之后干嘛？我买了之后卖给谁？于

是价格越来越低，怎么办？很好办——

找托儿干。时间久了，细心人就会发

现，老子上当了，不玩了。价格继续跌、

甚至流拍现象、放鸽子现象越来越多。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书协会员的作品微

拍几乎都有三五十块钱的了。这么低的

价格还要分给拍卖者一部分，作者得到

的就少得可怜了。那咋办？偷工减料！

于是乎，很多书写者开始胡写乱写，

反正我好好写又卖不了几个钱。胡写，

一天写几张也能换个百八十块钱够买

菜买米了。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开始

了。产品质量的下降，造成成交率进

一步下降，慢慢的购买者也不伸手了，

哪怕三十五十块钱，因为他们买到手

的就是垃圾而不是所谓的书画作品或

者艺术品。

二是，各种微拍的出现，肯定会形

成抢蛋糕占份额的状况，那么只好一方

面组织好一点的作品，另一方面拉人。

可能唯一的、最有说服力的做法就是俺

们家这程序拍得价格比较高。其实这是

老板自己当托儿往里面烧钱。这要烧多

少钱？烧到啥时候是个头儿？一旦你不

烧钱了，价格上不来了，大家照样跑掉。

在这样一个书画霜冻期，唯有认钱而不

认人，这就是经济规律，追求利润是原

始动力。

而我们冷静下来分析一下此时此刻

的书画市场，其实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只

是不愿意点评这个事情：书画作品，只

有中高端的才有收藏价值，而中高端的

里面也并不是所有人的作品都有价值。

国家反腐之后，很多书画官员的作品越

来越露出本来面目，大家也不会去花钱

买了，都是扯淡、都是忽悠。

那么，低端的作品呢？我们不否

认，每一个大师都是从低端开始走过来

的。低端里面的确将来会出现大师、这

部分作品一旦看得准、利润率也是巨大

的。但是，对未来的预期，谁能看得那

么准？尤其是大多数收藏爱好者，他们

具有的只是盲目性和跟风，他们根本没

有那个能力去鉴别哪些是原始股最终能

上市，哪些根本上不了市。所以，低端

的作品腹黑点说，99% 是垃圾。可能

黄宾虹 《西泠山水图》 2016 年西泠春拍成交价 138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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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绝大多数人不爱听，可这是事实，

历朝历代会写会画的人多了，最后不就

剩下三五个嘛。

书画类的网站已经和搜狐、新浪

一样，除了号称自己是最大、第一门

户之外，几乎没人打开电脑上去登陆

了。满大街的人包括蹲在厕所里的人

都在上微信，都在玩微拍。移动互联

网已经统治了网络和国人的生活。于

是，我在想，书画作品在为微信时代

的终结者又会是啥？当我打开朋友圈，

几乎都是微拍、微商在刷屏的时候。

我觉得，这和炒股票一样，当全民都

在炒股票、环卫工人也蹲在树下看大

盘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

样春暖花开的时候，活蹦乱跳的都是有

生命力的。所以，我劝他，赶紧把手里

的东西整理一下，没啥艺术价值的、没

有升值潜力的、中低端的作品抓紧抛售，

留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哪怕，等市场转

暖的时候你再吃进，而不是现在大冷的

天搂着一堆破烂过日子。市场，在困难

的时候，现金为王。当你手里持有着一

大笔现金，其实是有着最大的安全系数，

这体现着你随时可以拥有无限的资源。

这时候，谁都缺现金，包括艺术家们。

市场，永远都不会缺作品，因为，中国

的真艺术家和伪艺术家太多了，他们随

时都可以开工，日夜兼程、风雨兼程的

为你制造出大量的精品和垃圾来。

这时候，有脑筋的要捂好自己的钱

袋，不要随便出手买东西，除非你真懂

或者有人帮你长眼（其实反过来说这时

候也真是捡漏入市的好机会）。因为这

么冷，忽悠人的都出来沿街叫喊了，但

一般打着这种旗号的基本都是骗子，比

如：泰斗、状元、大家、大师、领军人

物、顶级高手、带头人、扛鼎力作、狂

草精品、传世力作。反正一看那词儿你

就脸红或者害怕的，都要小心。真正有

实力的人比如启功先生生前绝对不这么

做，黄宾虹先生也不这么忽悠，说得越

大也要小心，街边小贩的把戏。精品或

者好东西，需要眼力慢慢淘。

当你发现某人的作品谁都在卖、谁

都有、而且形式、格式、内容基本都差

不多的时候，这毫无疑问就是成批制造

的，你再聪明都有可能买贵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好东西一

般不会是成批制作出来的，都不太会

又重样儿。只有降低成本快速加工的

才都是成批制造的。如果，价格不高，

你觉得喜欢，那也无妨，就当买了个

礼品送送人也挺好。总比买条中华烟、

吃顿饭便宜。

此文，仅是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

考，无意映射任何一方。如有涉及，表

示歉意！（责任编辑 / 于量）

着，一个行业全民都参与的时候，丧

钟基本又要敲响了。物极必反。

书画市场，这几年在挤压泡沫，这

是非常好的事情，只有把泡沫挤压掉，

才能给下一个发展时期留下足够的空

间。但现在，整体经济环境下，书画市

场不仅挤掉了泡沫，这个行业都奄奄一

息了。

前天，有朋友问我，啥时候会回暖？

我说这个还真的说不好，不过我觉得时

间会很长，这是新常态。但是，我倒是

希望这个冬天最好更加漫长一点，这样

就能够把不适合生存的、不具备竞争实

力的、泡沫太大的、虚假的艺术家、虚

假的机构包括那些病毒细菌都冻死，这

齐白石 《螃蟹》 21cm×16.5cm  图片由北京荣宝提供

百 家 湖 签 约 艺 术 家

作 品 鉴 赏

A P P R E C I A T I O N
O F
W O R K S

罗灿
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

研修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人物画工作室。

1990 年获安徽省首届中学生书画作品邀请展一等奖：

2011 年 9 月作品《流光溢彩伴年华》获安徽省辉煌丹青 - 合肥经济圈美术作品联展优秀奖；

2012 年 10 月作品《编织梦想》获安徽省第四届美术大展优秀奖；

2012 年 11 月白描作品《编织梦想》入选全国第三届线描艺术展；

2013 年作品《和谐之美境》入选全国政协主办的美丽中国全国书画作品展。

2014 年 7 月作品《黔风拂幽香 .1》入选第八届民族百花奖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 《黔风拂幽香 .2》入选 2014 第三届造型艺术新人展。

2015 年 6 月作品《编织》入选中国大连首届中国画展；8 月作品《擎秋》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少儿美术教育学术展。

《出嫁前夕》 6 尺  纸本工笔  2011 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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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画家

1985 年生于河北遵化，2008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现居北京。

2016 参加“水墨双生”青年艺术家邀请展（北京）

2016 参加“初夏艺象”艺评网 2016 艺术邀请展（北京）

2016 参加谷雨记事展览（北京）

2016 参加 WALLART 艺术节（北京）

2015 参加亚洲青年艺术家提名展（北京）

2015 参加艺青年“Art youth”艺术展（北京）

2015 参加 GOART 艺术节 （北京）

2015 参加第三届 V 时代青年艺术展 （北京）

2015 参加“形·色”首届优秀青年艺术家联展（北京）

2011 参加浙江省艺术教育联盟展（杭州）

2009 参加青年水墨联展（北京）

2008 参加全国美术院校大学生提名展（北京）

2008 毕业创作《颂》获得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创作优秀作品奖

2007 参加山外山水社作品展（杭州）

徐大明

82

《清荷图》 46cm×46cm  纸本水墨

一尊罗汉一头兽，一把瑶琴放膝头，太湖立于画两旁，如意送来解心忧……

这是徐大明水墨作品中运用最多的创作元素。嬉笑的罗汉、献福的瑞兽、这些统文化中有意味的符号，在他的作品中被反复运用。

每见徐大明的作品，会不禁被画面中流露出的安静、平和感染，这也正是他努力营造出的意境，希望将观者带入其中。但这如佛

光普照般的宁静气息，只是如同摄影抓拍的精彩一瞬。画面中下落的水滴，伸爪的瑞兽，抚琴时高抬的手，无不意味着在下一秒，将

是另一番变化。水滴落地迸飞闪耀，瑞兽逗趣伸爪嬉戏，手起弦动琴音曼妙。一切都不再是静止的，被定格的刹那透露的是背后的喜

文｜谷晓峰

平淡中的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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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贤》 45cm×45cm  纸本水墨  2015 年

悦，是他对快乐的理性描绘。巨大的太湖石、精巧的珊瑚、超脱的灵芝，这些来自不同环境的物件齐聚画中，本应只能在梦中同见的

物品，超越了现实，幻化一处，是艺术家美好愿望的感性表达，亦是徐大明作品当代性的明确显现。这些场景的描绘，蕴含着徐大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与理解。

徐大明崇尚中庸之道，追求中和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感性与理性的调和是他寄托绘画予以抒发的个人情感。徐大明对画面的

处理非常巧妙，但他对主观情感的表达却朴实甚至笨拙。这种质朴而又直白的情感传递方式会让你感到踏实。无需多虑，正如画面一

样宁静祥和，仅此而已。没有过分修饰，没有过分强化，恰到好处。这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髓之处。是他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内化于

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实化于行的表现。

全如涓涓细流始于动终于静而归于平淡。这是他心性的写照，在平淡中修行，犹如一股清泉，甘甜、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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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溪》 70cm×35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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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憩》 38cm×34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之一，她根植于文化这棵大树。中国画随着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孕育和发展形成了异于其他地域的审美情趣

和美术样式。中国画的母体是中国文化，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熏染，无时不刻地影响着对于中国画美的取舍，因而

中国画便形成了她特有艺术精神。由于中国文化对于主宰“天地运行、四时往来”的“道”有着深切的体悟，中国画一方面向外，将对“自然”

和“造化”的启示，通过“参天地，赞育化”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则向内通过修养身心，培育回省内照、自得其趣的生命情调，以复现其身

心的“本体之明”，从而达到“澄怀观道”的艺术境界。然而，今天当我们面对全面西方化、逐物化的世界时，我们应摆脱当前的浮躁与浅

薄从而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应努力在中国画基本画理的探索上追求“致知穷理”；努力在自身学养的修习上把握“意诚心正”；努力在学

问传承的次第上做到“知所先后”。“中和之美”是传统美学的主要价值观。我试图在这个审美背景下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艺术的理解

融为一体。画面是内心的写照，无论是悠哉闲哉的文人高士还是拈花一笑的罗汉都是内化于心的一种流露。通过这种流露展现一个安详平和

的内心。我坚信艺术是个人情感的精确表达，因为个人所以自由，因为精确所以严肃。”

——徐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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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喜》 70cm×40cm  纸本水墨  2015 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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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剖析 热点剖析

ASIAN
COLLECTORS

与众同享的亚洲藏家
文图｜许辰辰

不久前，亚洲藏家以天价购藏艺术品跻身国际顶级藏家行列是艺术圈的焦点话题。他们引发艺术界的震动，

推动着私人美术馆的发展，雄厚的财力拉动了市场的增长。亚洲藏家在艺术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

可塑造艺术圈的品味，或可挖掘其收藏品的教育潜能以培养观众。从长远来看，他们应将藏家的真正价值发挥

更积极的作用。

龙美术馆  西岸馆

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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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剖析 热点剖析

藏家中的“启明星”

8 月 15 日，日本著名中国瓷器藏

家坂本五郎先生于东京辞世。这一消息

传出，令艺术界人士深感痛惜，有人忧

先生谢世，会否标志着日本一个收藏欣

赏中国艺术品时代的终结。坂本五郎，

寒门出身，白手起家，从一窍不通初涉

古玩，到稳立艺术市场及古董交易界之

核心。24 岁时在东京创立“不言堂”，

逐渐发展成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古董交

流会之一。他冒险涉足青铜器收藏，经

常讨教鉴定知识，终以锐眼卓见成为日

本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家之一。除了潜

心钻研青铜之外，他亦涉猎中国器物收

藏。其一生都在为寻求稀世珍宝而走遍

全球，但是他的理想是将搜寻到的宝物

公诸于世。先生曾多次亲身捐赠藏品至

亚洲各地艺术馆，还鼓动身边藏家一起

加入。其对中国艺术珍品恭敬谦逊，由

衷敬仰。虽然斯人已去，他却为世人守

住这一世代永传的东方美学。

在今天的艺术品市场上，我们依

旧可以找寻到像坂本氏这样优秀的艺术

收藏家。一位优秀的艺术收藏家需要眼

光、情感和觉察力，也要乐于分享艺术。

不得不提及明式家具的复兴，这离不开

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女士的再研究和再推

广。其与明式家具相处四十多年，几乎

与所有重要的家具收藏家与藏有家具的

博物馆打过交道。她仍在向世人推广明

式家具的艺术魅力。攻玉山房主人叶承

耀手中绝大部分收藏来自嘉木堂，他迄

今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明式家具的藏

家，每一件藏品都是至爱，每一件藏品

都蕴藏故事，他对明式家具收藏的“狂

热”情感促成香港蘇富比 2015 年明式

家具拍卖会的“白手套”佳绩，让市场

重新认可明式家具的艺术价值，并且重

获各界藏家的追捧。

藏家定制新品味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藏家的品味逐

渐引领着艺术圈的风潮。至少在亚洲地

区，如上海或首尔，当代艺术的重要展

览在藏家的私人美术馆展出的热度不亚

于公共美术馆，公共美术馆的发展规模

及影响力度相对显得薄弱，这也印证了

亚洲藏家的崛起正逐渐影响着观众对艺

术的品味及美术馆的关注度。

台湾企业家陈泰铭是亚洲首屈一指

的西方当代艺术收藏家，从培根、里希

特到中国现当代艺术，无不涉猎。他将

朝夕相处的收藏先后于四间知名日本美

术馆公开展出，艺术展在当地带来极大

回响，打破在日本展览以女性观众居多

的惯例，吸引更多年轻人、设计系学生

等观众入场。这一分享让更多人欣赏艺

术之美，并搭建起东方艺术间的桥梁。

今日的艺术生态有别于昔日，正是

余德耀美术馆 明式家具藏家  叶承耀医生

坂本五郎创立“不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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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藏家的吸引力，引导着艺术家的创

作风格，甚至是艺术界的新潮流。无数

的艺术展、媒体对艺术的普及加上艺术

商业化，这些现象蔓延整个艺术圈，为

艺术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

藏家的潜力不应局限于推动一场艺术展

览，或许他们可以引发一场艺术运动来

变革艺术市场。

前段时间，余德耀先生于上海余

德耀美术馆呈献了一场贾科梅蒂的回顾

展，全方位呈献了贾科梅蒂的艺术生涯，

透视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知名

艺术藏家，余德耀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美术馆

有责任搭起桥梁，让中国观众亲身感受

这位 20 世纪伟大雕塑家的艺术精神。”

中国对西方艺术的兴趣正在增长，这一

展览无疑为疲软的艺术市场带来正能

量，或许可以在上海的艺术界掀起一股

西方艺术风潮。在一个当代艺术空间展

出现代艺术，这一举措带来新的刺激、

突破与经验，更显现一位藏家对艺术的

热忱。

亚洲藏家的社会责任

这正发生在艺术圈，藏家在享受收

藏乐趣之余，他们更愿意展示他们的收

藏品，和其他人分享，他们可以做的更

多，可以参与艺术创作和教育，可以创

建未来公共和私人艺术界的合作模式。

真正的藏家应更乐于承担社会责任，并

不仅仅停留在为收藏品买单的层面，又

或是展示自己的收藏品。

中国房地产大亨严陆根先生自上世

纪 90 年代开始购藏西方艺术大师如毕

加索、莫奈等杰作。他认为艺术不受地

域局限，有跨国际的凝聚力，他创办的

“南京国际美术展”已不再仅仅是一个

展览的名称，将艺术家与自己收藏体系

的融合，体现艺术的学术性与商业性的

同时，也助推了艺术家的成长。从一个

新的高度来看，他的举措试图将艺术覆

盖范围拓展到全球化背景之下，为国内

艺术市场带来一种新的文化，一种全新

的体验。

亚洲藏家不缺乏像刘益谦夫妇、余

德耀先生、陈泰铭先生等这样认真购买

和收藏艺术品的藏家们，俨然他们已受

到全球的关注， 但我们需要的藏家比

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提升鉴赏艺术的眼

光，拓展知识体系并专业性地打造自己

的私人收藏，从而建立亚洲和西方艺术

的收藏以表现艺术之间的对话，这也是

艺术作品中不可取代的、持久的艺术价

值。我们更希望看到更多的亚洲藏家来

证明藏家的真正价值，告诉观众艺术的

真正价值。（责任编辑 / 张驰）

嘉木堂主人  伍嘉恩女士

近日，ARTNET 公布亚洲排名前十的藏家，指出亚洲藏家在全球艺术品收藏市场开始起到重要作用，

并推动全球艺术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中国大陆如杨斌、王兵、郑志刚、王健林、刘家明、严陆根以及

台湾的陈泰铭占据了七个席位，可见当下中国收藏环境已有着国际化的趋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是否这种

情形产生的缘由是来自于社会整体对于文化艺术的重视，亦或根本源自于商业利益的考量。

天价收藏
背后的逻辑
文｜文夏

ARTNET 评出位于亚洲前十的中国藏家

热点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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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未经历断层和腰斩的西方

收藏体系，90 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我

国艺术收藏，是对于传统文化艺术收

藏的火种保存，尤其是在古代以及近

现代时期藏品的门类中尤为突出，而

自尤伦斯夫妇之后，又将新的权贵阶

层带上了投资和获利于当代艺术领域

的时代。短短 30 年间跨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这种跨度也注定不是文化和艺术

普及化的跨度，而是精英阶层一次身

份重拾，也是该行业重新获利的群体

组织建设和利益划分。收藏是一个大

圈子，艺术收藏却是个小圈子。从经

济利益来看，收藏其实是一种特殊的

财富持有形式，自然类如玉石、珠宝、

标本等等，历史如文献、钱邮币、纪

念物等，当然艺术品也是一类，油画、

雕塑、摄影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然

而这种收藏若量大则成为浮沉的投资

流通市场，其量小则难免成了上层往

来方便的金钱游戏。脱离了文化艺术

的社会整体背景，这样的艺术市场是

只有往来账户的空中楼阁，产业化必

然是需要形成规模和量级的，从市场

角度看来，艺术领域的产品充足，却

缺乏量级消费市场的消化，仅在顶层

进行挪移誊转，不过是数字名目的变

化罢了。

昂贵艺术背后的市场困局

高身价的企业家、富豪们掷重金购

藏天价艺术品大多并非出于对艺术有多

少情感，商业社会需要明确的利益目的

激励，归咎于投资领域的房地产、股市

一直是占据着投资渠道的重要份额，所

谓两者的风险高企，而艺术品投资的蓝

筹，更多不过行业的吹风手段。而真实

情况是基础的艺术消费脱离了应共生于

房地产的装潢而偏向于好急功的投机性

艺术品倒卖，而以金融、政策等手段进

行的天价艺术品投资，则希望依靠天价

效应带来艺术领域所能影响的其他层面

的价值获取。首先，这种现象背后的最

大原因仍在于艺术文化的公众成长是建

立在公众生活和消费水平之上的，且这

种成长耗费高昂的代价成本；其次，当

下的教育制度缺乏对人文艺术方面的重

视，当下经济发展依然更多重视理工社

科类的发展，至少在权重二者平衡上是

有偏颇的。最后，前两者所导致的参与

这一产业的资金是稳定且富于惰性的，

活力不足而投资相对于整个社会的通货

膨胀所应有的风险防范意义并不明显，

最终只能寄生于商业模式、政策与权利

的寻租。

于媒体而言有价值报导的仍然依

靠着富豪、企业家进行的天价艺术品购

买，而大众行情多仅能以乱象形容，万

达王健林近日因《鲁豫有约》的一次采

访中所发豪言被网友所关注，据福布

斯估计净值为 330 亿美元的他被列为

亚洲首富。近几年的收购中，他购入

了包括 2820 万的毕加索作品“克劳德

和帕洛玛”（1950）和拍卖的莫奈的

Bassin aux nymphéas, les rosiers 睡

莲 (1913)。对于不断制定一个个能达到

的小目标的王健林，在买艺术品上的目

标也是惊人的，基本都是艺术史闻名或

者大众熟知的艺术名家。王健林这种顶

级地产巨头，也多是买着玩玩，但是早

年也没少吃这行当里常见的亏，但作品

多是成了私人展示用，办公室里挂了不

少，与社会公众没啥关系，豪是挺豪的，

只不过土了点。

另外，如百家湖的严陆根与龙美术

馆的刘益谦、王薇夫妇则方式不同了，

严陆根凭借艺术南京、南京国际美展等

品牌项目扎根南京，虽消费市场并不完

善，良性群体也未建立，好歹是占了新

山头的。严陆根算是早年钱就不缺的老

板，早期便开始购入西方艺术家如巴勃

罗·毕加索、奥古斯特·罗丹、克劳

德·莫奈、保罗·高更等艺术史中难得

有名的作品，尽管由于缺乏指导，不知

其真伪价值，但真真说着积累也是不容

易。创办的百家湖美术馆，作为一所南

京的私人美术馆，他更加专注于展会等

大众市场的开拓，同时南京国际美术展

亦会在此举行。地产业成功的他，将艺

术品与地产业进行了结合，并希望开拓

衍生、复制等相关产业进行更庞大的产

业整合。而上海创建龙美术馆刘益谦王

薇夫妇则通过自己的藏品价值，进行着

其美术馆产业的全国覆盖计划，并在今

年完成了其西南计划。

然而在模式上值得称道的是上海

K11 的展览与商业地产结合，上海的经

济基础搭配艺术文化的博眼球效应，使

得此次排名第五的中国藏家郑志刚在业

内获得了不小的名气，展览效应带动的

商业消费，为他在上海进行的当代艺术

布局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模式将

高昂的艺术品收藏成本，分摊到为人熟

知的艺术品展览票务费用及周边商业带

动的商品利润中，算得上是成功的艺术

地产模式的探索。

然而不论在价格和名头上如何的光

鲜亮丽，但不难被人发现这一仍然处在

投入阶段的事实，或者艺术品的文化性

消费本来便是一个需要不断投入且难得

回报的漩涡。

至少在一定层面上而言，这种行

为促进了市场需要对艺术品消费进

行重新的正视，至少在博物馆、美

术馆产业不断火热的当下，一线城

市的带头作用是有意义的，只是一

线城市的模式要得以在二三线城市

进行复制和推广，却依然有着不小

的困难和挑战。（责任编辑 / 于量）

百 家 湖 签 约 艺 术 家

作 品 鉴 赏

A P P R E C I A T I O N
O F
W O R K S

闫鹏飞 
1982 年出生于山西省

2004 年于中国美术学院肄业

2006 年考入吉林艺术学院

2007 年 《松江树》荣获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开始”写生作品展一等奖

2011 年 《七时一刻》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 卓越艺术空间  （北京） 

2014 年 《无微不至》------ 上上微作品展  上上国际美术馆  （北京）

2014 年 《致敬—青春》全国青年艺术家特展  （北京）

2014 年 《艺术未来》首届国际青年艺术博览会   （中山）

个展

2012 年  《风景的前生》  卓越艺术空间   （北京）

《风景的前生》之十二  250cm×180cm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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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年·锦时
文｜艾艾

初次见到艺术家于东升的作品，便觉得画作里有一种深深地宿命感，

那是任凭时光怎样流逝都无法抹灭掉的情愫。亦正如此次个展的名称“素

年锦时”一般，不染一丝铅华，纯本自然。纵使岁月更迭、得失荣枯，

依旧是山明水净人清洁，起伏随意，皆是美好。

在于东升的价值观里，似乎一间房、一盏灯、一本书足可以构成他

想要的全部。痴迷于古旧书籍收藏的他，流连其中，总像是一个违逆者，

1978 年生于山东淄博

2002 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2013-2014 年于北京画院袁武工作室研修

展览
2015 “当代意境”，艺典空间，北京，中国

2015 “心睿”，悦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5 艺术无界，上上国际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5 微艺术博览会，玖层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5“美丽新世界”——2015 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银奖，南京

2015 “青年思想家：勇气与自由”三为艺术年度大展，北京

2015“水墨 新图像”/ 第一回，北京

2016 “水墨 新图像”/ 第一回巡回展，厦门

个展
2015“笑忘书”，798IN2 SPACE, 北京，中国

2016“素年·锦时”，进行时空间，北京草场地艺术区，中国

于东升

《
水
浒
人
物
图
谱
》
系
列  3

8
c

m
×

3
8

c
m

×
3

  

纸
本
彩
墨  2

0
16

年

聚焦画家

《明刻历代烈女传》

企图与时间抗衡，只是岁月倏然即逝，光阴里的

故事回首望去如同远方寄来的名信片，已泛起淡

淡的黄。

此次展出的于东升《笑忘书 II》和《水浒人

物图谱》两个系列作品的创作来源得益于艺术家

本人多年的收藏，精挑细拣出的旧书参照在侧，

却又并非完全照本宣科，注重于神韵的刻画。艺

术家将自身的情感与书籍原本想要传达的内容交

融合一，犹如故人重逢，笔墨之间的即兴处理所

产生的意外之趣无不像是在述说着岁月静好。东

升作品的奇特之处就在于看似东方的艺术语言里

其实是以西方的新表现主义的风格贯彻其中：追

求粗拙恣意、原始简单踊跃的美学风格，竭力主

张还绘画以本来面目，注重绘画性、探索内容、

色彩及形式的自我语言。所以，从作品里诸多的

笔触细节可品味出艺术家绘画功力上的匠心独道，

却又超然于技法本身。而平静的图式下隐藏着一

种不易被察觉的强烈情绪，破败的书藉是社会形

态递进的佐证，作为个体依存在这个大时代背景

之下诸多的思考，同时也揶揄着必须要面对的各

种无能为力。在衣食住行迅速发展得越来越精致

的今天，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节也在迅速消退，相

互间攀比的是谁的外在更好看，真正意义上的精

神贵族已基本不复存在，挤破头的朝着粗鲁卑劣

的方向前进。

《水浒人物图谱》是艺术家于东升今年的新

作，也是首次对外展出。不同于《笑忘书》系列

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理性思考，《水浒人物图谱》

这批绘画作品以瑰丽的想象、激烈奔放的个人情

感为出发塑造出艺术家对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

品的理解，通过对不同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鲜明

刻画，即可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浪漫主义情怀跃

然纸上。衔接到《笑忘书》这批作品，艺术家似

乎有意在把对社会当下的种种忧患的思考以一种

文学性的、侠义英雄式的表达方式借以换位予以

抒发。

就所谓的新文人式绘画这一概念而言，其答

案本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因为争相往自

己头上戴皇冠，以至于变成了皇帝的新衣。从古

至今，一向有份量的作品与观众就像是心有默契

的故交，无需辩言。（责任编辑 / 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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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藏家的目

光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品欣赏的层面，

他们更加青睐与中秋有关的可直接收

藏的物品，邮票、金银币、月饼模、

月饼券、民俗画等等都成为近期颇受

追捧的对象。

中秋题材邮票一直以来炙手可热。

中国两岸四地均发行过中秋邮票，

最早的一枚是中国台湾于 1966 年 6

月 23 日发行的《民俗》邮票一套 3

枚中的第 3 枚，这套邮票以中国传

统绘画的形式，展现了 3 幅分别代

表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的图画，

而代表中秋节的是“嫦娥奔月”，

构图风格酷似中国传统的年画。中

国邮政 2002 年 9 月 21 日发行以中

秋为题材的《中秋节》邮票，全套

邮 票 共 3 枚。 第 一 枚 为《 团 圆》，

邮票图案为全家团圆品尝月饼的喜

庆场面，表达了人们对共享天伦的

期 盼。 第 二 枚 为《 赏 月》， 邮 票 图

案以清香的菊花，满堂的瓜果和仰

望明月的人们，将明月与人情融为

一体，表达了人们对丰收的祝贺，

对风调雨顺的祈望，对亲人的祝福，

对远方游子的思念和对和平幸福的

追 求。 第 三 枚《 月 为 媒》， 邮 票 图

案以月亮、小溪和一对互赠香囊的

情 侣，构 成 一 幅“但 愿 人长 久， 千

里共婵娟”的爱情画面。而世界第

一套中秋主题的邮票是 1958 年 9 月

27 日南越政府首先发行的，主图为

一位女孩子手举灯笼上街去赏月，

背景有一轮皎洁的明月。中秋佳节，

阖家团圆，选择一份精致美好而又

寓意深刻的中秋邮票，无论是馈赠

亲朋还是自己收藏，都是不错的投

资选择。

金银币也是市场的一大亮点。近

几年里，中秋系列金银币产品设计开

始将传统故事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

把中秋传统融入符合当今现代人审美

喜好的设计当中，每款产品都形式新

颖，精巧万分，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

颇有收藏价值。2001 年，中国人民银

行为此特发行一枚中国民俗系列（中

秋节）纪念银币，正面图案以传说中

的广寒宫与桂花树为主景，配以飘动

的祥云，背面图案以一轮明月及牡丹、

月季和菊花组成画面，并标示“花好

月圆”文字及面额。而为了迎接即将

到来的丙申中秋，共享团圆、吉祥、

和谐和平安，中国邮政于 8 月 28 日发

行了中秋题材的纪念邮票——《月圆

中秋》，一套一枚。同时，为配合该

套邮票的发行，中国集邮总公司也在

当日独家发行该邮票金系列的第一套

产品。作为传统邮票与贵金属结合而

打造的邮票金系列产品 , 符合邮票的

传统形态及邮票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特征，又利用贵金属材质为邮票赋予

了新的艺术表现力。

随着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日，

中秋文化被演绎得越来越浓郁，在收

藏界，月饼模具也成为收藏新宠。月

饼作为节日食品，其文字和图案都体

现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寓意，一件件雕

刻精致的月饼模具堪称民间工艺品。

因此，月饼模具的历史似乎也应追溯

到宋代。但流传至今的月饼模具，较

为常见的是明清时代的产物，这可能

与其材质的耐久性有一定关系。民间

的月饼模具多为木质，且多为杜梨木

所制。杜梨木又叫“杜木”，木质细

腻无华，横竖纹理差别不大，适于雕刻，

除用于制作月饼模具外，更广泛用于

雕刻家具和印章，有些模具还是带把

手的。最大的能扣出直径近半米的大

月饼，最小的托在掌中也就拇指大小，

精致可爱。

市面上的节日题材贵金属艺术品

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次品进入了市

场，企图鱼目混珠。许多专业贵金属

藏家表示，节日题材的贵金属产品，

不仅是礼赠亲朋的最佳选择，自己收

藏也是优选。同时，从贵金属本身的

价值来看，藏家更注重它的象征意义，

况且贵金属纪念币发行的数量一般都

相对较少，具有极大的的升值空间。

贵金属产品之所以成为节日礼品，最

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市民看中其收藏

价值及贵金属的抗通胀功能。而且这

些贵金属产品每年推出的主题或图案

都各不相同，且均为限量发行，其收

藏空间被看好。

介于当前市面上关于传统节日的

收藏品较为繁杂，特别是由于中秋节

即将来临，中秋节的藏品颇多，藏家

尤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关注发行机

构的背景，权威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邮政发行的藏品表现相对较好 ;

第二是要关注藏品的发行量，注重后

续藏品的保存。

收集有价值的物品，是人类共有

的特征。而价值，既可以是因为喜爱

而赋予物品的精神价值，也可以是藏

品本身的贵重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艺

术品收藏是建立在自我喜爱的基础之

上，因为收藏本身应是一件可以使人

获得精神满足的事情，是一种文化的

交流和内心的满足，大家需要清楚投

资和收藏的区别，避免盲目消费和冲

动消费。（责任编辑 / 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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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弥盖，想必大伙也都怨声载道，

但也懒得说出个究竟。铁马冰河，蹄陷

深渊，动辄保持好心情，肚腩渐鼓，马

齿徒长，目送自己的人生曲线走向下垂

之际，我理想当中是过一种比较悠闲的

生活，但是越来越不太可能实现了。所

以我特别羡慕法国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她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说一辈子的

时光，让我学会了怎么浪费时间。哀感

顽艳颓废幻灭，特别羡慕心里能够坦然

地浪费时间的一种生活方式。

  修齐治平知名琐屑的故事，平民

百姓的伏枥人生，细枝末节的情节，弄

堂胡同的日子……普通的生活同样有精

彩有曲折有艺术。新中国的著名老混子

黄永玉当年跟随李可染拜谒到齐白石家

做客，看到的是不能入口有虫的月饼，

白石老头招待客人及其过分。这些小题

材品尝起来一样该是“香甜美味”。

  人，无非需要借助一点情趣而活

下去，有人就说这和通灵有关，否则是

必行尸走肉，腐朽不堪。中国笔墨之作

为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用于消磨必定

留不住的时间，它真气充沛，这对我来

讲这是非常奢侈的。曾经艺术品市场风

云际遇的高蹈也渐趋沉寂，量中华之物

力，结与国之欢心，我们又不无怀念。

收藏已变成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如

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老祖宗们留下

的辉煌成就还是值得肯定，你我当然不

曾拥有，中秋佳节闲言《中秋帖》，由

于笔法功力深厚，气韵直追晋唐，而又

独具风骚，故长期被认为是晋唐名迹，

演绎史诗般的人间奇迹，备受世人珍视。 

  时间的普遍规律是流逝，而不在

乎细节的变化，需要明白的是，为什么

无论武媚娘则天大圣皇后奶大奶小，君

临天下二十余年，都不能阻止历史的车

轮。只因生命太短，还是找些自己喜欢

吃的，多吃一些，找些好玩儿的，多玩

儿一些。

  收藏艺术品是带来一种拥有满足

感受，这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最直接方式

之一。怪力乱神，京城赵先生十几年前

收藏破烂，其中闻立鹏的油画成交 300

多万，周思聪的画稿成交 500 万，《半

夜鸡叫》连环画稿成交 250 万。原来只

花 2000 多元买的一堆＂破烂＂，十年

后拍了 2000 多万。这成为 2010 秋拍

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走街串巷，给他

们带来较大利益的是中央美术学院、中

央戏剧学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当

做垃圾扔掉的档案资料，和其他机关单

位抛弃的书画也是他们收购的重点。其

中徐悲鸿，齐白石等大师的作品就有数

十幅，经过他们手的古今中外名人资料

不计其数，这给了有较强商品意识的＂

破烂王＂一个较大的利益区间。换一种

角度解读，收藏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执

着的理想，也一种生活方式，是活脱脱

地演绎一出现实版本哈佛商学院经典案

例教学县级城市邻家小二赵百万的发迹

财富神话。

  古代的书法与琴棋诗画一样，是

文人的修养，而非专门的艺术。千古流

芳的鸿篇巨制《中秋帖》，清乾隆时被

收入内府，与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

帖》，王珣的《伯远帖》合称“三稀”，

该帖刻入《三希堂法帖》中，后由清宫

末代皇帝溥仪鼓足勇气带出后流入香

港，1951 年有关部门以重金收回，现

藏故宫博物院。《中秋帖》，又名《十二

月帖》，《书断》中说：“字之体势，

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

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是《宝

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

临本，原帖在“中秋”之前还有“十二

月割至不”六字。此帖丰润圆熟、线条

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

  做为一个对于品质有肤浅理解和

毫不妥协的人，想当年变史新锐孙逸

仙还没名满天下到处拉赞助拜码头的

时候，他的态度是：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眼里没高低贵贱，把喝一瓶还是

雪花，五六扎之后一定勇闯天涯，给

不肯接见或不给赞助或不把家里藏着

的黄花闺女嫁给我，是王侯商贾们没

长眼，否则炮轰，元气剽悍。《中秋

帖》二十二个字你能感到疾风骤雨的

人生，我看得血汗停止流动，心驰神

荡立时坐地飞升。有“诗人说：把计

算留给机器，我们去焚香、试茶、洗砚、

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

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

支仗、礼佛、尝酒、宴坐、翻经、看

山、临帖、刻竹、喂鹤。”——花好

月圆夜，现世安稳。我已经成功地无

所事事了几十年，内心恬静，或有用

或无用，本一不二地直到今天。立秋

后的微风惠风和畅，有天，我在杨柳

拂风路边的地摊边上，看见一位老中

医长髯白眉，“士志于道”，凌波微

步，手中攥着一个《中秋帖》，在通

往牛逼的小道上徐徐策杖行走，拉着

我的手不松非得让我看看他的十八辈

传世孤品，我艳羡不已，同时，我也

回避了老人神情气爽下，又要开口谈

论的人生三大终极命题。我抬头仰望

浩瀚无际的银河很是走心，月亮已张

开了非常灿烂的笑脸，于世间诸多美

好我心怀不朽，其实，人活无非一世，

草木无非一秋。（责任编辑 / 康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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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里，月

同样因其盈缺而成为各自圆满、伤感

或多变的象征。纵观古今中外文艺史，

对月的诗画表达不在少数，所以今天

也就应着中秋将至的景致，随便聊聊

与月相关的三两艺术作品吧！

在中国艺术史上，直接描绘日月

星辰的绘画作品其实并不多见，而对

月的表达也是更多寄存于诗词曲赋之

中。无论是从《诗经》里“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还是到魏晋乐府《子夜

四十歌·秋有月》“仰头望明月，寄

情千里光”，直至后世诸多诗词，月

在中国文化里总是代表着思念与团圆。

特别是后来逐渐被丰富的中秋习俗，

更是将“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寄托

思乡及思念亲人之情”的文化日趋完

善。而不知何种原因，这种对月的表

达在视觉艺术领域则少之又少，即便

是有如宋画表现钱塘大潮的场景，也

并不见其空中月相。直至到了清代金

农，才在某幅《月华图》里少见地描

画了一只孤零零的月亮在画面中央，

与其说是写实之作，不如说是画家自

由挥洒的月之印象：月上嫦娥翩然，

天狗腾跃，画面浅淡却生动万千，俨

然是画家内心之月的恣意随笔。

在西方的传统语境里，月亮亦是

重要的文化象征。在古希腊神话中，

仅仅是代表月亮的女神就有三位：

代表新月的菲碧、代表满月的塞勒

涅， 以 及 代 表 弯 月 的 阿 尔 忒 弥 斯

（Artemis，在罗马神话中对应的是

狄 安 娜 Diana）， 而 最 后 者 更 是 在

整个神谱中具有非凡地位的主神之

一，足以见得欧陆对月亮同样有着

难以一言以概之的复杂情结。现藏于

梵蒂冈美术馆中的月神雕像，身上

刻满了代表丰收和狩猎的蜜蜂及鹿，

而其胸部众多的乳房则反映了她代

表沃土和生生不息的意象。而另一

尊藏于卢浮宫的月神雕像显然更加

有名一些，引鹿而行的月神被塑造

成典雅而不失强悍的形象，俨然是

把月的温柔和阴郁集中表现了出来。

也许正是因其变幻莫测的阴阳起伏，

月也一直给人留下一种不稳定的“危

险感”，所以在莎翁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中，朱丽叶便有台词：“别

对着月亮起誓啊，它变化无常呢，

对着它起誓也许连爱情都会像它一

样 无常。” 在 绘 画领 域， 表达 月 神

的作品也还算比较多。如果说法国

新古典主义画家威廉·布格罗创作

于 1882 年的油画《曙光》，还是在

尽力通过描绘月神之美来表现月色

之柔的话，那么到了印象派的梵高，

则完全是在用自我的强烈的色彩来

表 达 自 己 的“ 心 月” 宇 宙 了 ----

仔细想来，那画面里随兴恣意的书

写，倒还真是与我们金冬心的《月

华图》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处呢！

如果说在之前艺术史的视觉领域

里，月亮还被表述得不够充分的话，

那么在当代艺术的创作语境里，月亮

则成了比较广泛的援引素材和灵感之

源。 在 美 国 艺 术 家 约 瑟 夫· 科 内 尔

（Joseph Cornell，1903-1972） 的

作品里，总有各种月与星辰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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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月在他的作品里似乎被消解了

作为具体的“月”的属性，从而具备

了某种代表神秘及未知的多重隐意。

生于莫斯科的前卫派艺术家 leonid 

tishkov，则带着他创作的装置作品

“private moon”（私人之月）在

世界各地游历，并向人们讲述了一

个关于“某人遇见了月亮并与之长

久相伴”的故事。在这件综合了装置、

行为和摄影等多种媒介的作品中，艺

术家捕捉了自己与一个巨大人工月

牙之间各种充满感伤的照片，照片

中的场景不断变换，足迹遍布中国、

新西兰、北极等等。而出生于阿尔

巴 尼 亚 的 摄 影 师 Adrian Limani，

也以月亮为主题拍摄了一组有趣的

作品。他用自己弟弟做模特，利用

剪影拍摄法，创造出一系列同时空

错觉的画面，而其中天马行空的趣

味念头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近年来以

月作为创作主题的作品也不少。如果

说艺术家黄玉龙的户外装置作品《Yue 

Liang》还是更多表达着月之表面质

感的话，那么王郁洋用霓虹灯管所拼

合的“月”则显然更加具有多重的隐

喻 ----- 在现如今被各种强光所充

斥的都市里，我们是否还能体会到自

然的月光，在现如今被繁杂的快速消

费物所填充的现实中，我们是否还能

感受到那种内心的缓慢与温存？

当然，如果我们把目光延展到设

计领域，会发现设计师对月的应用可

就更为广泛了。当代艺术与设计，虽

然各自都具备内在的语法，但是在某

些层面来说，却难免有着互相连接和融

汇的交集，只是在此也不再赘述，还是

把更多的想象留给阅读此文的诸君。中

秋品茶赏月，也请不要忘记，那空中之

月并不只是单纯的影子，它还可以是其

他无尽的可能。( 责任编辑 / 张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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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海

青年作家，原名杨海霞，浙江玉环人。

现供职于浙江美术馆学术部。

出版有：《有限的完美》、《华美的冒险》（故宫出版社 2012）、《明清后妃的爱恨往事》（故宫出版社 2014），《写作的女人危险》（东方出版社 2015）。

著有新编历史剧越剧剧本《鲍叔牙》，2015 年搬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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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庭
步
月
图
》

住在山间，时间好像静止了。晨起，

要开很远的路去上班，路上渐渐喧嚣。

暮色时回来，小院的石榴、桂树、柿子、

天竺葵、月季，合欢花，挤挤艾艾，满

目的浓浓淡淡。下了几场秋雨，小院角

落牡丹的枯枝，也开始生出嫩叶。秋日

真是素朴，它伸展，弥漫，在沉着中有

着几分薄凉。“岂但中秋堪宴赏，凉天

佳月即中秋。”不由想到南宋马远的《月

下把杯图》的题句。画面中远山苍茫，

圆月当空，主人把杯迎友，童子侍立，“相

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杯”。话

语不翼而飞，画面有迹长存。而这月色

与欢愉的时光，已经消失在时间深处了。

这几天在读的是《随园诗话》，秋

凉特别适合读袁枚。袁枚曾写《戊子中

秋记游》，友人相聚随园，中秋之夜，

蒸猪头吃，此时月亮放大光明，肉已熟

酒又醇，猪头烂如泥，众人大快朵颐，

酒醉方休。于是，袁枚又开始感叹，余

过来五十三中秋矣，人生百年，无岁不

逢节，无境不逢人，执笔而悲也。 

 悲哉秋之为气也。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伤秋的题材很多，文人月下访谈

抒怀的题材也不少见。同样的月色，看

的人心绪多有不同，可以是梨花院落溶

溶月，可以是寒山一带伤心碧，也可以

是信是流光不可留。“元丰六年十月

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

起行。”这是苏轼的月夜。“遂至承天寺，

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中庭。”

最为美妙的不是月色，而是，“怀民未

寝，相与步中庭”。人生有好友，长夜

无眠，无事相邀，哪怕静默如谜，也是

内心相契。苏轼《夜游承天寺》勾勒了

一幅永远的月下夜游图，想来，人生的

记忆未必是密树浓荫、远山含翠，到了

回忆的时候，旧时月色旧时人，倘能沐

上宋时月色，亦复隽妙。

去年深秋，去万年禅寺。山上下来

时，月色如洗。在川端康成的演讲中，

提到元仁元年（1124）的一个月夜，

明惠上人进花宫殿坐禅，及至夜半，禅

毕，睁眼，见残月余辉映入窗前，于是

顿觉看月的人变为月，被人看的月变为

人，“心境无边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

光”，人与月光浑然交融，这是怎样神

妙之境。

艺术·生活 艺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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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年，文徵明 63 岁，这是他倦

游京师归来的第六年。秋夜，童子烹茶，

与友人在中庭赏月。但见碧梧萧疏，流

影在地，故而感叹“愿得长闲似此时，

不愁明月无今夕”，作《中庭步月图轴》。

总觉得文徵明的画，轻轻浅浅，视觉相

遇时，意蕴就荡漾开来。文徵明早年山

水多有秀逸之气，中年后行笔渐放，给

人以繁密无尽之感。此幅画水墨清雅，

满庭月色，恬淡清旷，草堂、古书、酒

具，两株梧桐、一丛枯木，清幽秋夜，

三位好友谈兴正浓。画家通过层层渲染，

布景虚简，行笔朴放，让人不觉置身月

夜。虚空本来是无光，又是无色的。有

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正如徐复观认

为，中国的艺术精神，追根到底，即是

庄子虚、静、明的精神。月色缥缈，画

家不由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那些曾经

浓烈的东西，如今都已归于内心的静谧。

“人千年，月犹昔，赏心且对樽前客。”

《中庭步月图》，让人在至静至深中找

到对话的愉悦与慰藉。

元丰三年（1080），苏轼谪居黄州，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月圆之

夜，心绪清冷，怅然写下“中秋谁与共

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无疑，苏轼是

描写灵魂最深刻的大师。博尔赫斯想必

深谙其中之味。他说，我用什么才能留

住你，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

的悲哀。这种感觉，就如在无数个松针

落在地上都能听得清楚的暮色时分，有

时渴望某种生活，突然陡峭的内心。

中秋总会如期而至，这是时序与节

气给予的何等的恩宠。感时伤世，望月

遣怀，是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情结。

这动人的秋夜，内心应该很敏感吧。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唐寅的《嫦

娥执桂图》，月宫仙子嫦娥，裙裾飘

拂，月光之下，神情温婉优雅，凡尘

之事早已烟消云散。一生只度过短暂

的五十多年时光的唐寅，在他落寞的

晚年，独住桃花庵，面对幽冷明月，

时常花下独酌，月光勾起他内心不尽

的伤感。而此幅《嫦娥执桂图》，设

色妍丽，清雅圣洁，却一扫孤寂之态，

这是唐寅对这月光诗意般的亲密感，

想必是画家自己的情绪在画面中跳跃。

有时觉得，宋徽宗赵佶的《闰中秋月

诗帖》，应该是最有月色意境的吧。

瘦金体婀娜妩媚，华美秀妍，却又笔

力挺拔，见其所书，“万象敛光增浩荡，

四溟收月助婵娟”，顿觉“忽然风动处，

惟有月写得”。传为王献之所书被乾

隆视为“至宝”的《中秋帖》，当是

最为神妙。“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

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尽管

只有 22 字，且断句说法多种，中秋思

念之情字字珠玑流光溢彩地寓于古厚

的书法之中，让人惊叹。

说说我爱的常玉。常玉最毋庸置疑

的长处就是以优雅的克制创造了难以抗

拒的情境。他有一幅作于 1960 年的油

画《圆月·沙洲·裸女》，裸女躺在沙

洲，仰望一轮圆月。画面极为空旷又极

为渺小。寂寞沙洲并不冷。那轮火红的

月亮，就这样遥不可及，继续一场必须

继续的对话。这是画家的内心，忽明忽

暗，散发着东方的情愫，消融在如此空

灵、广阔的艺术意境中。它让我们在这

个月夜，听到的不仅是生命在低声细语，

还有天地万物的一场交响乐。而我们的

欲念，正穿透了时间与空间，寻找这背

后的永恒。常玉是不可学的。他不取悦

任何人。当他表现最丰富的精神特质，

你必须深入他的孤独深处。就如这轮圆

月，你必须倾听到它的声音，以及，生

命的复调。

万古有此月。此时坐在我的小院，

看月色，听秋虫在鸣，月夜下的紫薇怎

么可以这么美。有幸穿过这么漫长而又

瞬息的时间而来，对这人生与世界，要

有一份情意。（责任编辑 / 张驰）

常玉 《圆月·沙洲·裸女》

百 家 湖 签 约 艺 术 家

作 品 鉴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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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林
1976 年出生于山东省荷泽市。

2001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人物画工作室，获硕士学位，师从赵奇先生。现为青岛大学美术学

院中国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水墨人物画创作，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展获奖并被收藏。

参展经历：

2004 年国画获“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获优秀奖

2004 年国画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2004 年国画获“全国中青年国画提名展”优秀奖

2005 年国画获“第二届全国国画年展”优秀奖

2005 年国画获“全国中国画大展”金奖

2005 年国画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中国画大展”银奖

2010 年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花鸟》 直径 42.5cm  纸本水墨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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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少卿《喜从天降》
29cm×57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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