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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

在当代中国写意花鸟画的版图上， 苏高
宇先生是极为醒目的一位画家。 他以勤勉的
创作态度、严谨的艺术法度、渊博的学养修为
夯实艺术之路，以格调的高雅、境界的高远、
风姿的高蹈、技法的高妙，确立自己的艺术标
高。 他如同一位高蹈的艺术行者， 在五花八
门、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里执守理想，排除艰
难，其行愈远，其艺愈精。

认识高宇，是2008年的事。 那一年，中国
美协、中国国家画院等单位在长沙举办《笔墨
精神———郭石夫苏高宇师生大写意花鸟画
展》。 画展的焦点自然集中在他恩师、著名大
写意画家郭石夫先生身上， 但忝陪师侧的高
宇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为画展多方张
罗，细谨备至，言谈举止谦恭厚道，洵洵然有
儒雅之风。 那时，他的画艺已卓然可观，笔下
的紫藤气韵生动，沛然苍劲，所造兰花丰茂馥
郁，品位不俗，显示出不凡的艺术根底。 此后，
他一直客居京华，情系丹青，心无旁骛，勤学
苦研，笔耕不辍。 近十年的苦修，使他对中国
画的规律参悟更深，技法更为纯熟，造诣更加
精深。

对传统的诚敬， 是高宇艺术创作最显著
的特点。 在他眼里， 传统是中国画的大本大
源，是中国画和发展的命脉，优秀的艺术传统
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绘画大师； 离开了深厚的
传统，中国画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画家将失
去丰厚的精神滋养。 因此，他对中国画传统极
为虔敬，对徐渭、八大、石涛、黄宾虹、齐白石、
潘天寿、李可染、李苦禅、张大千等前辈大师
崇敬有加，数十年如一日，于深厚的中国美术
传统里沉潜浸润， 潜心领悟画坛前辈的艺术
经验，广泛汲取艺术营养，博采众长。 他精研
中国画的写意传统，深味中国画的笔墨精神，
参透中国画的审美特质和艺术创作的辩证
法。 他的花鸟画，尤得中国文人画的精髓，重
精神气质，重品位境界，蕴藉内敛，简旷放逸，
令观者回味无穷。

梅兰竹菊“四君子” 是中国画的传统题
材，是历代画家反复图写的对象。 要在这一题
材上出新出巧出奇， 殊非易事。 决定其高下
的，除绘画本身的功力外，画家的阅历、眼光、
学养、品性、胸次、境界等画外功夫非常关键。

有的画家因画外功夫不足，所作不是流于俗，
就是止于平。 高宇笔下的“四君子”象简意丰，
格高调雅，境深味浓。 其梅疏密有致、骨清气
俊，其兰幽雅素洁、清新可人，其竹风姿绰约、
隽逸洒脱，其菊淡雅丰润、超诣脱俗。 他的每
幅“君子图”，无不生机勃发，趣味盎然，风神
独具，堪称上品。 感于他笔下梅兰竹菊的独特
性和标识性，我习惯称之为“苏梅”“苏兰”“苏
竹”“苏菊”。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牡丹、荷、紫
藤、苍松等植物，核桃、板栗、石榴、荔枝、玉米
等果实，鸡、蟹、蛙、鸟等动物，月饼、八宝粥、
蘑菇、竹笋等食物，无不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高宇师古而不泥古。 在承继传统的同时，
他融入自己的主观情感、 艺术个性和时代审
美特点，作品既显古风古韵，又具时代气息。
其作都有一种清新明朗、健康向上的格调，彰
显出刚健进取的时代气象。 他的荷， 突破了
“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香远益清，亭亭净
植”的小情小调，其硕大疏阔的叶，劲健远举
的茎，坚实饱满的苞，气势磅礴，境界高远，一
派蓬勃向上的景象。 他笔下的苍松，枝干如虬
龙伸展，遒劲沧桑，粗粝浑朴，凸显一种顽强
的生命力和栉风沐雨、无坚不摧的意志力。 他
画的鸡，精神矍铄，气宇轩昂，具有雄视天下
的王者之风。

他不苟流俗，不甘平庸，不追求作品表面
的光鲜热闹，不虚张声势唬人，不满足于肤浅
的表达，而是深入把握客体的内在精神气质，
注重精神表达，注重“象外之象”“味外之旨”
“韵外之致”。 他的作品充满强烈的生命意识
和人文意蕴，既是对自由生命的深情礼赞，又
是其人文关怀的艺术表达。 这与“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观念遥相呼应，也
与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和艺以载道的艺术传
统一脉相承。

俗云：“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高宇是湘西
土地上走出去的艺术家。 湘西这片诞生过文
学巨匠沈从文、绘画大家黄永玉的土地，赋予
他超拔的艺术灵性。他艺术上早慧早熟。曾看
过他16岁时所作山水， 其灵动的笔墨和清新
脱俗的画面远超同侪。 他又极为勤勉，常年与
笔墨为伴，几乎无日不动笔。 先天的禀赋加上
勤奋，使他的创作渐臻随心所欲之境。 曾看他
现场作画，他胸有成竹，举重若轻，信笔挥洒，
游刃有余，令人生出“技盍至此乎”的感叹。

黄诗

有人说：京剧老了。
不光是京剧， 几乎所有传统剧种都面临着这个诘

问。甚至戏曲人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老了？
两百年前的时尚，乾隆慈禧们的最爱，那都是什么

年代的事，京剧可不是老了么！ 所以有歌如此唱：“小朋
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
观众老了……”

慢着！ 这个结论也许下得太早。 2月21日下午我在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见到，小观众稚嫩的脸庞上写
着的分明就是专注。如此入迷的神情，若不是亲临现场，
绝不敢相信，这会是一场京剧交流活动。

典雅华丽的剧场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台上的演
员们，一反平时单纯表演的常态，采取边表演边授课的
方式，时不时停下来讲解程式。 一挥云手，一个回眸，一
甩水袖，一亮嗓子，观众们醉了。

难不成真的是京剧“火了”吗？ 我想，也许是心态变
了。人们都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你认可，但你可曾想
过，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也许，是开放包容的心
态；也许，是敢于尝试的勇气。 这是作为“90后”的我的
理解，也是我能够喜爱京剧艺术的原因所在。

其实，热爱京剧，绝不代表否定现有流行音乐元素，
也不代表着你必须“老气横秋”地满口“之乎者也”。热爱
京剧，正如当我们运用公元纪年时，依然惊叹于天干地
支的玄妙；当流行十二星座时，同样欣赏十二生肖；当我
们随手拈起一颗智利车厘子的同时，还能记得石门蜜橘
的甘美……

今天，我们热切地呼唤工匠精神。对那种师徒相授、
秉承古法的诚心与坚持深表钦佩。 但与此同时，许多人
又沉醉于快餐文化，在一轮又一轮的潮流冲击中渐失自
我。 当面对多种价值观的角力和撞击时，我们也许应该
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看京剧？

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不是烈火烹油似的狂飙猛
进，而是文火慢炖般的渐臻完美。 这不就是我们口口声
声呼唤的“工匠精神”吗？ 自小学戏的坚持，口传心授的
执着，十年磨一剑的匠心。 多少人，一出戏就唱了一辈
子。

在今天，京剧的传承，早已不仅仅是上一代京剧人
传给下一代京剧人，而是将京剧的神韵风貌传递给广大
群众，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它、认同它、欣赏它、喜爱它。

《One� Night� In�北京》中唱到：“不管你爱与不爱，
都是历史的尘埃。” 但我想， 京剧不会成为历史的尘
埃， 它会演化， 会滋养， 会哺育其他的艺术形式。 如
《梨花颂》 那般深情款款地唱着：“梨花开春带雨， 梨花
落春入泥……”

京剧是一门高雅的艺术，这话不错。 但京剧绝非曲
高和寡，更非艰涩难懂。你不需将它供奉在大雅之堂。你
需要做的，只是找个闲暇时候，走进剧场，看一场真正的
戏。 然后让你的心告诉你，京剧可美？

也许连你自己也不相信，东方审美，原来和自己这
么的配！

迟美桦

鹅蛋脸，乌黑的长发，素色的衣裙，以及谦和礼
貌、 轻言细语……陶娜给我的印象是青春而灵动，
古典而温婉。 等到仔细翻看她的两本作品集后，画
风变了———我见到了一个新锐派青年艺术家，走在
现代艺术的前沿，不断探索和创新。 也看到了一个
地道的湘妹子，吃得苦，霸得蛮。 流年芳华，姹紫嫣
红。

陶娜，197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005年毕业于中
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200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造型学院，获得研究生学位，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和长
沙两地。陶娜从2000年开始参赛并多次获奖，她在北
京的个展《走位》《国色天香》为她赢得了业内新锐艺
术家称号。 2012年，陶娜凭借在艺术创作上的成绩，
代表中国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和“未
来通行证———从亚洲到全球” 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全
球巡展。 迄今为止，陶娜举办了三次个人展，参与了
60多次群展，获得7次国际国内奖项、13项中国专利。
连续6年参与到文化部直属的多个重要国际展览，在
欧洲当代艺术中心、中国美术馆、台湾美术馆、威尼
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莫斯科MOMA、法国亚洲美术
馆等全球顶级美术馆参与展览。 也是最年轻的威尼
斯双年展国家馆参展者。

陶娜的作品以方形为符号组成， 近看是一个个
用五彩斑斓的油画色彩涂成的小方，远看，方能看出
端倪。 陶娜说， 方块表达电子时代中人们的生存状
态。

在跟世界探讨艺术的过程中， 陶娜在经历不同
国家艺术文化的洗礼后，回顾中国，感叹两个字：“太
快。 ”路上行人都行色匆匆，人们都在赶时间、赶效
率。 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着别的国家可能要上百年
完成的进程，亦导致：快，乱，丰富，包容。 这是中国在
转型时期的特色， 而陶娜的创作也跟她的社会生活
体验协调同步：颜色鲜艳，内容模糊，有动感，画面却
令人有些眩晕。

《欲望都市》系列中，陶娜大胆用方形着色磁铁
作为主要创作材料，说白了，也就是日常生活里常见
的冰箱贴。 从简单日常的女性审美角度出发，这位女
性艺术家对精致、漂亮的着色磁铁，从最初的收集，
萌发了以这种生活里常见的细物作为艺术创作原材
料的张狂念头。 她用好玩的形式，让观众参与到作品
中，互动让画面发生变化，从而完成一次以“细物”构
成大型装置的主题。

“手工”是陶娜很典型的表现方式。“在装置和绘
画上，我使用不同的材料和技法，但都有很浓的手工
情结。 ”她说，“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完成一张作
品，眼花腿累，但不愿草草结束。 我想这和我个人性
格也有关系，我不喜欢浮躁、表面的东西。 我认真绘
制每一个方格，它们既要符合画面的统一，还要单独
好看；我也希望我的作品如同高级成衣，既要有整体
感，还要有耐看的细节。 ”

“方块”，是陶娜所坚持的作品语式。 她认为，这
个创作领域有强大的潜力和生命力：“目前我只触及
到皮毛，它还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我不太关注具体的
某位艺术家在干什么， 但我会关注其他视觉领域发
生了些什么变化， 如新材料、 新科技、 新结构的运
用。 ”就像作品《媒体制造》《天阙》那样，她更加注重
与科学技术的结合， 或者就像《欲望城市》《国色天
香》那样，更加倚重大众的广泛参与。 她天马行空而
少有禁忌，她穿梭于设计、摄影、绘画、装置、雕塑之
间。 在她看来，这就是当代艺术创作的真谛。 她说：
“被束缚了的当代艺术即如行尸走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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