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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道泉 杨新涛 唐鹏

赵双午，从事杂技事业30多年，创作演出
的艺术精品活跃在国内外杂技舞台上，深受观
众的喜爱。

那年，刚满8岁的赵双午，还是一个挑吃拣
穿的孩子，“望女成凤”的爸妈就把她送进了湖
南省杂技艺术学校学习。 杂技训练不同于其他
训练，其艰辛过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每天早
晨6点钟起床训练，晚上10点钟熄灯休息，又苦
又累。 难度一天天加大，不断地挑战自我极限，
很多孩子难以坚持。 小小年纪的赵双午也有过
两次逃学。 第一次逃学是刚入学不久，她逃回
了父母的单位宿舍，想得到父母的呵护，但得
到的却是父母的严厉批评，当即把她送回了学
校。 10岁那年第二次逃学，有了第一的经验教
训，她不再逃回父母那里，而是乘长途汽车逃
回了韶山冲老家， 希望得到爷爷奶奶的庇护。
爷爷奶奶没有为孙女护短，语重心长地教育孙
女发奋求学，立志成材，再次将她送回了学校。
有过两次逃学经历的小双午，在家人劝说和学
校的教育下，渐渐地悟出了“梅花香自苦寒来”
的道理。 据当年的老师介绍:“双午那孩子再也
没逃过学，训练特别勤奋，对自己的要求非常
严格，经常加班加点，自加压力，增加训练科
目，是一个非常刻苦听话的孩子。 ”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道酬勤。 赵双午从
湖南省艺术学校诸多学生中脱颖而出，1990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 被选入湖南省杂技团当演
员。 初出茅庐就崭露头角，刚满14岁的她，参加
全国少儿杂技大赛，柔术《春蚕吐丝》获金奖。
小小年纪获得了如此高的荣誉，是整个院团的
骄傲，也是湖南的骄傲。

赵双午始终保持一种求学上进的心态，注
重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 1995年由她主演的节
目技巧造型《鱼韵》 获中南杂技调演一等奖；
1996年她主演的《技巧造型》获全国第四届杂
技大赛金狮奖；2009年她执导并演出《芙蓉国

里》主题晚会节目，个人获田汉表演奖和编导
奖；2010年，她创编的节目《柔术造型》获越南
河内国际马戏节银奖。

赵双午回忆：“在艺术创作这条路上，最具
有挑战的是201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索尼艺术
表演中心，当时《芙蓉国里》演员与交响乐团同
台演出，那一次是湖南杂技首次登陆海外主流
剧院，也是中国杂技首次与西方交响乐团合作
表演。 我们把西方的交响乐和中国传统的杂技
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台晚会，既要考虑海外
观众的欣赏习惯， 又要考虑东西方文化的差
异。 最终从服装、背景、音乐等方面对《芙蓉国
里》进行了重新编排，重点突出杂技的奇妙惊
险特点，加拿大方60人组成的交响乐团现场伴
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赵双午说起这段
她曾经在国外演出的经历时，言语中传递出对
杂技事业的热爱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自信。

2012年4月， 湖南省杂技团打破铁饭碗，转
企改制，每个人面临着抉择。 赵双午出任杂技艺
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2月任总
经理，2017年8月被推选为董事长。 职务不断迁
升，担子越挑越重，她打破省界横向联系，跨出
国门纵向突破， 在开辟国内外演出市场上谋出
路、求发展。 2014年，她以杂技冒险为题材，自己
担任编导， 以众多生动可爱的杂技动作为表现
形式，打造了湖南杂技团第一部儿童杂技剧《森
林奇境》，让孩子们享受成长，还原童真，突破传
统杂技演出舞台的限制， 实现观众与杂技演员
的零距离互动，深受观众喜爱。 2015年她又再次
挑战传统， 将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融入杂技表
演当中，隆重推出大型原创杂技剧《梦之旅》，该
剧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立项支持和第五届湖南
艺术节“田汉特别奖”，先后在国际国内演出近
200场，在美国驻场演出500场。

如今的赵双午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杂技
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杂技家协会副主席。 她带
领着她的团队，像涅槃的凤凰，以更加丰满的
羽翼搏击长空，飞向更新、更高的目标。

嚼嚼文化的菜根
林岫

说书法是高雅艺术，大家无有异议。 把书法搞成粗劣
装修包裹下的“神马道具”，例如用作名片炒作、装点风雅，
或者晋阶发财，甚至买字送钱、卖字洗钱等，肯定绝非大多
数书法爱好者的初衷。 将书法艺术回归到雅文化的高度来
说些什么，并且进一步“知行合一”，落实到位，这是视书法
这门传统艺术为国艺，给其以应有的尊重和敬畏。 这至少
是热爱书法的诚意善心所为，文化良知所为。 尊重，即高定
位；敬畏，是因为书法是民族文字书写的艺术，孕育着中华
文化至善至美的精粹和精神。

书法与文化，书法家与文化人，一个永远的话题。 若有
人低看书法，热爱书法的人肯定反对；如果自己只会抄写，
不能丰厚积养，又经常张冠李戴，唐花宋开，甚至照单抄写
都出错，或者书风德品不正，与不良世风相沆瀣，让很多人
感到书法越搞越浮躁浅薄，那就难免贬抑由人了。 书法家
确实有执笔书写的职能， 然而定位有相当的文化高度，并
非所有能执笔书写者，皆可称作书法家。 那个高度，显然是
文化的高度，品位的高度，人格的高度。

我认为，强调书法艺术是独立的艺术门类，有煌煌千
秋书艺瑰宝、无数卓越大师和艺术家作证，还不够。 历史是
滔滔不绝的江海，没有今天的支撑，就会断流。 不要比拼之
余觉得艺无长进，就动辄抱怨流行，风生水起，艺术不怕流
行，很多影响过艺术史的流派都崛起于青苹之末。 是江海，
就得容许潮流滚滚，不拒细流。 当今书法不怕流行，那么怕
什么？ 怕的是浮躁浅薄成了主流而且流之盛行，怕的是大
浪淘沙，潮流过去后没有为当代书法史的积淀留下精金巨
石。 如果我们面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时机，不能夯
实和丰厚传统文化的基础， 把书法搞得非常浮躁浅薄，那
就很难说了。

最欣赏赵朴初先生说过的几句话：“手艺是拐杖， 学识
是资粮”“有杖行千步（持杖或者可以行远），无粮半步难（腹
无食物行半步都困难）”“学养是人生旅途远行的必备资粮”
“被人看不起，不要先去纠正对方，看看是否应该先纠正自
己”等。这些话，至今听来，亦是棒喝。 文化不是贴金，是日积
月累酝酿之后的喷发。 所以德艺的修行，皆非时日之功。 传
统艺鉴，首重德品，皆信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关于如何修炼自身文化修养，我认为，首先眼界定位
要高，然后才谈得上手从心妙。 未闻有“眼低手高”而成就
大师的；唯眼界高阔，腹充酝酿，才有可能期望手从心妙。
“文化”的概念看似宽泛抽象，却非高深莫测。 当年张大千
作荷花，画毕请教齐白石，齐白石添了几条小青鱼，然后主
翁恭请画题，张大千说题“荷塘秋雨”，齐白石认为“太啰嗦
了，既有荷花就不必言‘秋’言‘荷’，题‘雨塘’足矣”。 后来
一位京剧名票友将此事告诉了溥心畬， 想听听他的评说。
溥先生认为画面已出，雨池、荷塘任由观者去想，原题唯有
“雨”字可取，不如题“听雨”的好。 这“听”字何等精彩，一字
之易，全画点活，神情尽出。 这种取舍增添，貌似简单，其间
却大有文化意蕴。 或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幅画嘛，题啥不
行？ 能有讲究，这就是书画雅趣之所在，文化精蕴之所在。
题“雪中归船”“千山青绿”“红梅怒放”“富贵牡丹”之类，非
不可为。 但是，这跟题“雪江归棹”“千岩竞翠”“梅韵天成”
“国色天香”是一回事儿吗？ 画题虽小，涓滴映日，那也是题
画者腹中酝酿的喷发。 蓄而不发未发，可以；无处生有，飞
来一峰，可能吗？ 这就是我们在读懂前贤大家诗书画的精
妙时，会心感悟，情不自禁要拍案叫绝的原因。

“眼中无有千千景，笔底难成一幅山。 ”这就是菜根谭，
见得苦心慧心。 所以不嚼文化的菜根，不得成大家气候。

黄永玉

有人问毕加索：“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啊！ ”毕加
索问他：“你听过鸟叫吗？ ”那个人说：“听过，好听呀！ ”
“你懂吗？ ”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艺术是有层次的。 层次是
什么呢？是从懂到不懂。 有的画是画给画家看的，有的
画是画给懂画的人看的。 真是这样的，因为懂不是最
高的标准，懂还有很多层次、很多讲究。 因为我这个人
不是正式学院毕业出来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我就是
个打野食的，所以我的胃口就比较好，什么东西只要
是好的，我都容易接纳。 艺术这个东西我想大概就是
这样。

很多年前不是讲什么创新吗，有次开会我就问黄
胄：“什么叫创新，你懂不懂？ ”

黄胄说：“我也不太清楚。 ”
后来我问华君武：“你懂不懂什么叫创新？ 你是领

导。 ”
他说：“我讲过这话， 但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不

懂。 ”
我家乡有个城市叫怀化， 现在是个交通枢纽，大

城市了。 从家乡来了一帮青年，画油画的、画国画的、
画抽象画的，画得很好，在北京开了一个展览会。 画是
相当好了，但到了写展览会前言时呢，却写：我们这一
群年轻人要摧毁那个旧的艺术，建立一个什么新的东
西，怎么怎么，势不两立。 过了几天这一帮人到我家里

来了，我说：“你们这帮乡下人嘛，头一次到北京，之前
就没有来过嘛，你们为什么要摧毁人家呢？ 人家同你
们又不认识，那个东西你们摧毁它干什么？ 何况你们
又摧不毁。你们画你们的画，画一辈子的画吧！你们还
多了个任务，多了个摧毁别人的任务，你们哪里有空
呢？ 哪里有力气？ 你们自己努力都来不及。 ”

我是开玩笑，他们也笑了。 你要建立一个什么组
织“替天行道”，举起大旗干点啥？ 我说你先把你的画
画好吧。 我说一个人穷一生之力如果把画画好已经不
容易了，你却还要摧毁别人，你哪里有空啊？ 沈从文先
生也讲过一句话嘛， 他说：“一个人写了一辈子小说，
写得好不足为奇，写得不好才真叫奇怪呢！ ”画画也是
这样，就是画画，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 如果想出
名，就要往上爬、钻门路、跑路线，另外就是拼命地弄
钱，这样就会影响你画画了，你的画肯定画不好———
花很多心思在别的上面了嘛，怎么能画好呢？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 就如你搞造型艺术吧，
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
过它吗？ 6000年前的东西，你做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
能超过它们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我老
是在想这一类的问题， 一种艺术的新形式的出现，不
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事情。 比如说工业革命、产业革命
以后，社会的力量扩大了，钢铁出现了，蒸汽动力出现
了，电出现了，水泥出现了……于是呢，大城市出现
了，高楼大厦出现了，那垂直的线越来越多，高得不能
想象。 横线、垂直线、光、各种弧线的出现，使人的美感

起了变化， 那么人家看到表现这方面的画就会信服，
真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若长期关在鸽子笼里头生活，
要求解放，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只能通过幻想出现一
些东西。 等到人们不满足于这些方格子、垂直线、弧线
了，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画派，巴黎画派那一批人，都
是这么出现的。 毕加索这些立体派画家的出现，都是
因为以前的原因产生以后的结果， 都是这样出现的，
并不是说事情都是一下子出现的。

贝聿铭是一个大建筑家，人家问他：“你觉得中国
的建筑，如北京城，怎么把它恢复起来？ 你的看法是怎
么样的。 ”贝聿铭先生说：“三个字：太晚了。 ”再问他：
“你觉得中国传统同现代的建筑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怎
么样。 ”贝聿铭先生说：“两码事。 ”就是这样六个字，一
个是“太晚了”，一个是“两码事”。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结合？ 就如同那民
间艺术为什么要改良？ 我实在不懂，人家好好地在那
里，你改什么良。 你的修养又不够，对民间艺术毫无认
知。 你有一种想当然的力量，认为自己可以做民间艺
术的老师，结果却改得一塌糊涂。 我的意思是这样，就
是不同范畴的事情要按照哲学规律来考虑。 它们是两
个范畴，就不能硬把它们搞在一起。 小说是小说，新闻
是新闻，新闻是报道发生过的事情，不能把新闻当成
小说来写，如果那样写了就谁都不信了，因为小说是
可以编的嘛。 拍照是告诉人家世界上真的发生了这件
事，你又重新比照着拍一次。 噢，人家说原来这是可以
重拍的，结果原来的那个效果就没有了。

黄泽亮

瓜子不同于别的食物， 要“嗑” 而不是所
谓的“吃”。 所以嗑瓜子之人都是有闲之人， 不
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闲心， 所以忙里偷闲也
可嗑瓜子。

心闲了， 人就雅。 近来闲画瓜子觉得蛮闲
情逸致的。

瓜子的种类颇多： 冬瓜籽、 西瓜籽、 南瓜
籽、 吊瓜籽、 葵花子……平常生活中所讲的瓜
子一般指葵花子。 这小小的葵花子真是个好东

西， 色彩单纯， 黑白相间的纹理极富装饰味，
非常适合用墨表现， 有些还带着炒制时淡淡的
焦黄， 尖尖的嘴胖嘟嘟的身子， 煞是可爱， 很
好入画。 瓜子在画面中是平面构成中点的因素，
在二维的画面上按一定的秩序和法则进行组合，
构成理想形态， 运用近似、 特异、 韵律、 平衡、
肌理等平面构成要素强调画面的视觉表现力，
借鉴版画的中纱布拓印技巧所产生的逼真自然
的纱布肌理与瓜子这一题材组合相得益彰， 不
但可以填补视觉空间， 丰富画面， 而且在这种
瓜子与纱布的组合空间中 （点、 线、 面的组合）

呈现出平面构成之美与艺术肌理之美， 形成独
特的题材、 独特的表现形式。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人莫乐于闲，
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
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
乐，孰大于是。”张潮所谓的清闲，是指一种心境，
一种生命的状态，实际上却是真正的孤独。 而文
学、艺术创作就是一种孤独的享受。 文章与画是
闲出来的。想起齐白石老人的一句话：“一生只愿
做闲人”。

闲画瓜子， 写点闲文， 人生不亦乐乎！

李辉武

罗曼·罗兰曾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
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感到姜绥吾身上就有
这种英雄主义的影子。他敢于在艺术的世界里扮演苦行僧
角色，又始终怀揣着艺术梦想执着坚守；他积极而热情地
投奔于艺术海洋里随波逐流，却始终向往着彼岸的美丽新
世界。

姜绥吾对艺术的执着，从他的生活状态可见一斑。 每
次走进他的工作室，就像翻越废墟般的战场，直达他的书
房才能感受到惬意。 书架上从福柯到弗洛伊德，从维特斯
根坦到布尔迪厄，从《笔阵图》到《林泉高致》，从《易经》到
《曾子家书》……摆放依旧凌乱，结构未必系统，但从中可
以看出，他涉猎广泛，精神富足。

姜绥吾热衷于表述他的艺术观念，而这些观念来自他
对整个艺术世界的批判。他在一篇自述中写道：“这是一个
不缺少表达渠道和表达意见的时代，每个人都在通过各种
媒体表达着自己，然而此表达的自己不见得便是自己。 观
点可能来自道听途说，可能来自普遍认识，可能来自不确
定的信息，得到的结论是别人早就给你预设好的，等等此
种，毫无建设性可言的表达，我以为皆是无病呻吟。”所以，
他的观点就是：“没有世界，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只能
在表达中，看到自己。”与其说这是批判，不如说是辩论。没
有反驳，没有终点，只能与斗室中鳞次栉比的书籍反复论
争。这是一场漫长的精神苦旅，真正的对手是姜绥吾自己。
因为他就是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他受益于既有的艺术世
界，思维方式、观念形态、方法系统都来自西方现当代艺术
中某些方面的碎片式重构。 另一方面，他又用这些重构起
来的方法和观念批判既有的艺术世界。

在我看来，这场无休止的反复论辩，就是一场自我与
异化此消彼长的不断轮回。 不过，或许正如姜绥吾自己所
说：“就像书法，书写内容已经不重要，关键是怎么书写。 ”
辩论的内容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辩论带给姜绥吾的精神
富足，以及作为副产品而产生的视觉图符。

用画笔描述梦境是姜绥吾早年较为热衷的工作，这一
批作品带有很鲜明的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印记。就像达利宣
称的那样，将幻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用超越现实的无
意识摆脱一切束缚，从而揭示客观事实的真实面目。 在这
一批作品里，《对称的梦境》无疑是梦境物化的实验田。 我
相信他曾有过类似的梦境， 他的画笔忠实地记录了这一
切。

另一批是姜绥吾称之为“非抽象”的作品，也是他的最
新创作。他认为他的这批由点、线、面、色彩、空间构成的画
面， 不是对具体对象进行概括和提炼的结构主义表达，不
是标准的抽象艺术，而是试图用一种非视觉真实性的形态
来呈现，或比喻，或引诱出那样一种存在的状态或内容。简
而言之，就是他在用一种画得不像山的方法画山，画面所
呈现出来的图符与山的联系纽带，就是描述、比喻、拟人等
类似于“赋、比、兴”的文学法式。 我相信，姜绥吾找寻到了
一把艺术自我推进的钥匙，将“非抽象”从特定的图像生产
逐渐推进到纯粹的观念绘画。 不过，这种借助于文学法式
的视觉探究最大的问题，是在创作之时赋予了画面过多的
意义所指，从而过分依赖于后期的文学解读。

读姜绥吾的油画，我时常会有一种距离感。 就像感受
一场来自艺术彼岸的声响，遥远、陌生、惊奇、震撼……这
样的画面让我无法进行共鸣式的体验，大部分情况下是从
不明就里的阅读开始。似懂非懂，将信将疑。终究让我潸然
感动的，还是他敢于直面精神苦旅的勇气和追寻在未知艺
术彼岸的英雄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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