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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实质不是杂混的模仿

（上接2017年11月3日“大众书
画”版）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艺术
在繁荣现象的背后，也存在着价值趋向
偏离甚至背离中国精神的状况。上世纪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一下子涌入这么
多观念，我们惊呆了、吓傻了，人们对
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发达经济盲目崇拜，
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有些电视片和文章
对中国画甚至中国文化予以全盘否定。
如今，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
为世界瞩目，中国人提出了“文化自
信”，我们所强调的“和谐”理念也得
到了西方社会的认同。但不和谐的是，
很多人在艺术上依然亦步亦趋地效仿西
方。从“85新潮”一年走过西方一个世
纪的摹仿各种流派，到后来这几十年的
“翻译西方”——— 即用西方的观念和手
法画我们的题材，创作出一批迎合西方
口味的作品，出现了大批“混血艺
术”，出现所谓“抽象水墨”“观念水
墨”“实验水墨”“新水墨”等艺术形
式。“混血”本无可厚非，应该鼓励在
各种观念并存的学术气氛中进行多向探
索，呈现多元生动的艺术生态，这也有
利于艺术的蓬勃发展。但当其自以为是

时代艺术的主流或努力想成为主流时就
出现问题了，这些“创新”的实质是杂
混的摹仿。这类艺术家相当一部分是非
常有才华、充满创新精神的人，其水墨
试验的形式和技法的探索，对丰富中国
画的艺术语言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但
一些跟风者表现不佳影响了群体水平。

艺术舆情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等有时以揭露
丑陋彰显美善，而美术却是相对直观的
表达。但不少美术作品以丑为美、善恶
不分、真假混淆，专揭伤疤给人看，甚
至戏说历史，歪曲丑化社会公认的英烈
及道德标杆人物，这种现象已不是美术
批评所能解决的，已经由艺术上升到政
治，由个人行为不端致使国家形象受
损。中国当代艺术及从事当代艺术的
人，很多是受西方意识形态左右，否定
我们的艺术发展方向。可见艺术不是孤
立的文化现象，艺术舆情与意识形态的
联系是多么紧密。

不能模糊绘画与非绘画的界限

我2002年随团去欧洲考察当代艺
术，历时一个多月，走访了12个国家，

参观了20多座美术馆、现代艺术馆、博
物馆，还专程赶往格林的故乡，用了三
天的时间参观“第 1 1届卡塞尔文献
展”。当时对一些现象困感不解：有些
人的观念、哲学、精神虽然讲起来头头
是道，但在作品的呈现上却让人似懂非
懂，如没有讲解你根本看不懂。比如在
法国蓬皮社艺术中心及不少现代艺术博
物馆里，我见到了不少同一画家的重复
作品，如“蓝色”作品——— 因为从来没
有人把女人体涂上蓝色在画布上滚动，
这滚出的痕迹即成了作品；因为之前从
没人在画布上只划三刀，所以划了三刀
的就成了作品，这与杜桑将小便器搬上
美展现场一样无非是一些观念的呈现。
另外，很多现代艺术家旗帜鲜明地反对
“架上艺术”(即“画画”)，认为绘画
落后了，要消亡了，国内也有批评家预
言“科技图型将会全部代替手工图
型”。西方的“行为艺术”有时虽然有
趣，但这种“艺术”所承载的内容如果
偏离审美范畴，就会出现连西方也不能
接受的“反人类”作品。

评判一个事物，首先要厘清它是什
么。我们谈美术或造型艺术就包括雕塑
和各种绘画，不是绘画或雕塑就不能用
美术的尺度去评判。那种非美术的“艺
术”不应该是我们艺术发展的方向。

美术批评与美术创作是统一体

中国缺少世界级的画家，当然也缺
少相对应的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有不
少人提及。我认为，美术批评与美术创
作是美术生态中的一对统一体，两者之
间相互作用、互生互存，美术批评不是
独立存在的门类。同理，美术批评的高
度、广度和深度也是与美术创作相对应
的。另外，如果中国的美术批评家不以
中国的美术创作为对应物，而是站在
“全球视野”向全球的美术现象进行国
际化、“国际水准”式的指指点点，期
望能成为世界级的美术批评家而被西方
主流世界认可，其可能性非常小。

走向西方不等于走向世界

什么是世界级？首先搞清楚什么是
“世界”。广义的世界是地域的概念，
狭义的世界应该是指精神以及所影响的
层面。

就像中国古代所说的“天下”，只
是中原地区，其他都是“蛮夷”、“化
外之地”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国门

初开，我们蓦然发现自己被甩在了世界
潮流以及世界话语权之外。当时我所在
的省还创刊了一本杂志，名为《走向世
界》。该杂志曾召开了一个艺术类的学
术座谈会，我发言时即说“难道我们在
‘世界’之外吗？仔细一想，我们所指
的走向世界无非是走向西方，这说明我
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存在着差距”。
在东方国家中相对发达的日本，在一些
人眼里或他们也自认为是“西方国
家”。由此我们可知，在今天的世界，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很重要，有否话语
权更重要。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是否有话
语权就在于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
所产生的综合实力，是否足以让世界瞩
目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每个优秀文化都有其世界级代表

如果从世界的多元格局来讲，世界
上多种文化应该各自拉开距离，并有着
代表每个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及经典性作
品，共同形成人类文化的世界景观。每
个优秀文化的优秀代表，都应该是“世
界级”人物。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不这么看。人

们往往聚焦于更有影响力的几种文化及
这些文化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今
天看到的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往往是欧美
艺术家，东方鲜见，中国没有。即使被
几个欧美艺术大师谦虚地点名的“非主
流文化”艺术家，如毕加索之于齐白
石，也不要认为就是东方某某人与西方
某某人齐名了，这就像我们看民间艺术
剪纸、非洲木雕、乡村泥娃娃的钦佩心
态。我想这要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
及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来理解这
个问题。

这又分三个层面。一是我们国家的
综合实力提升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否已
使我们的文化让世界愿意主动去认识并
接受；二是这种以前世界陌生的文化所
产生的魅力在推广中慢慢使世界广为欣
赏，像我们以前对待西方文化那样，愿
意理解并接受这种文化；三是，我们确
实创造出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又具有
当代性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精品，让世界
各国理解、喜爱并接纳。

在这种文化中出现的登峰造极的人
物肯定是世界级的大师。同样在这种文
化生态中共生共长的代表性批评家，也
会成为世界级的批评家。（未完待续）

三、艺术发展的方向不应是跟风模仿或否定架上

四、中国为何缺少世界级的美术批评家

12月9日下午，“绵延——— 王刚作品展”在苏州金鸡
湖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是艺术家王刚在苏州的首次个
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谭平任学术支持，中央美
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力任策展人。展览
展出了王刚在2014年至2017年间创作完成的51幅作品，以
油画、水墨为主体，并包括了水彩和设计等内容。出席
本次展览的主要嘉宾包括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诸迪；上海
油画雕塑院院长肖谷；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高启光；中
国艺术研究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术委员会
秘书长彦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家
协会水彩艺委会委员祝彦春等。

开幕式上，策展人赵力介绍了王刚近几年主要的工
作方向及艺术创作状态。王刚作为一位涉猎很广的艺术
家，除了绘画创作领域，还包括平面设计和建筑设计等
领域。本次展览实际上是对艺术家个人创作的一个阶段
性的梳理，展览主要分成几个部分，一是日常创作部
分，包括从写生、生活中找到灵感而创作的一批作品，
这是展览中比较鲜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在油画作品
部分，除了在尺幅上有大小之分以外，艺术家在创作过
程中对于油画语言和中国文脉的关系也作了很多的思
考，作为一位来自山东的艺术家，王刚对水墨创作有很
高的自我要求。

学术主持谭平在致辞中说，作为王刚的同事及多年
的好友，他见证了王刚近十几年绘画创作中的探索和变
化，从关注客观表象到关注意象变化再到关注内心感

受，越来越简洁。王刚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家，不仅仅
有油画、水彩、水墨等创作，还涉猎平面设计、建筑设
计、景观设计等。由于他不断地接触社会，参与到整个
社会的大变化之中，这些作品也十分具有当代气息。

此次主题展取名“绵延”，意指连续不绝和弥漫延
长，这是王刚创作状态的某种真实反映。作为一位综合
艺术家，王刚的创作领域广阔，油画、水墨、水彩、水
粉、色粉皆有涉猎，其作品在走向抽象的同时，更偏重
于感性的表达、诗意的抒发和灵性的吟唱，并在不断前
行中总结自我的经验，去建构自我的“诗意地栖居”。

2015年以来的油画系列，王刚一方面极大发挥个人
感性的力量，同时也达成丰富的色彩和多变的笔性。画
面的色彩关系和视觉感受层次丰富又联结递进。彩墨是
王刚作品中引人入胜的组成。他大量使用色彩，达成与
水墨交融的状态，提升画面的视觉性和冲击力，同时激
发墨色的独特美感。“荷塘”是王刚比较热衷的主题，这
一系列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抽象化趋势，自由奔放的线条、
泼洒淋漓的墨彩，都幻化为韵律感、诗意化的意境。

王刚认为，风格仅仅是他创作中的一个过程，最重
要的是他要从风格中走出来，去追求内在精神的统一与
凝聚。在其水墨、水彩、水粉、色粉等小尺幅作品中，
可以看到其艺术思考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他的水彩作
品，介乎油画和彩墨之间，注重色彩表达，又发挥了纸
本和水墨的特性。

展览展期至2018年1月16日。

时代呼唤以中国价值观
为核心的艺术批评体系

□ 孔维克

“绵延——— 王刚作品展”
在苏州金鸡湖美术馆开幕

山东书画界深切缅怀毛云之先生
惊悉挚友毛云之突发脑溢血去世，十分悲痛！多年的

山东美协工作使我们结下深厚的情谊。她是一位长期献身
美术事业，总为别人做嫁衣的热忱的组织者，为山东美术
的发展和美术人才的成长付出赤诚的心血。她离休后重新
拿起画笔，她那民俗漫画式的作品洋溢着喜庆、谐趣、朴
实、明快的色彩和刚毅女姓的豁达、乐观、进取、自信的
品格以及对生活、艺术的热爱与执着。云之大姐一路走
好！ ——— 杨松林

惊悉我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毛云之老师驾鹤西游，让人
痛心伤臆……毛云之老师不仅是位著名画家，更是一位卓
越的美术组织者、领导人，她是一位对艺术严肃认真的
人，她是一位爱才、重才、敬才的人。她一生都在为别人
做嫁衣，众多中青年美术工作者都是穿着她做的嫁衣入列
山东及全国美术组织，我便是其中一员。她为培养山东美
术创作队伍，办好省展、冲刺国展，为繁荣山东的文化艺
术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 刘泽文

收到噩耗，五雷轰顶。沉痛悼念敬爱的毛云之先生！
她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从事美术组织工作的指路人、辅
导员和示范者。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雷厉风行；对画友
的一视同仁、热情相待；对歪风的堂堂正气、刚毅原则：
对生活的清廉简朴、随遇而安等等，无不给我留下不可磨
灭的印象！毛云之先生永远活着！ ——— 刘宗汉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某日，我接到毛云之先生的亲笔
信，开头即称：毛岱宗同志……亲切踏实又正式庄重。在
美协第一次见到毛先生她便告诉我：你已够中国美协会员
条件，来填个表吧。我心里有些吃惊，我连省美协会员都
不是，呆在消息闭塞的曲阜，美协还能想到我这个刚毕业
的大学生。那时我便觉得省美协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学术
机构，是善于奖掖后进，让年青艺术家信赖的地方。后来
参加美协活动多次，果然觉得毛云之先生主持的省美协是
艺术家之家。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向往着那个干

净、单纯、激情澎湃的艺术创作年代。毛云之先生走了，
我心里非常难过，无法表述对她的怀念。——— 毛岱宗

毛云之先生走了，轻轻地，如一片云。
上世纪80年代初，她组建刚刚恢复的山东美协，一干

就是20多年。从“山东风土人情油画展”到“山东人物画
晋京展”、“十画家晋京展”及第六、七、八、九届全国
美展的组织、发动，以及山东美协其他令全国美术界瞩目
的成绩，都是和她的具体组织工作分不开的。我在1987年
由毛老师亲自借调到山东美协兼职副秘书长，后正式调入
美协，给毛老师当助手，亲历并参与了她组织的一系列活
动。她当年提携的那些年轻人，如赵建成、梁文博、王力
克、闾萍、王克举、于文江、李勇等，已经成长为山东乃
至全国的美术创作的重要力量。她对于希宁、黑伯龙、张
彦青、刘鲁生、王企华等前辈如何尊重，对刘宝纯、单应
桂、宋新涛、郭志光、吴泽浩、丁宁原等同辈画家如何团
结，我都历历在目。老师走了，她风清气正的风范，在美
协工作忙碌的身影，她无私的奉献精神，永远留在了我们
心里。 ——— 孔维克

毛云之老师走了。在一个有点阴霾的清晨，我听着
《好人一生平安》这首毛老师生前最爱唱的歌，记下我的
哀思：

你静静地走了/走得那么安祥平和/在这小雪的季节里
/夕阳依依/留下一个萧瑟凄然的黄昏/你静静地走了/像一
只丹顶鹤轻轻地掠过/远方云开鹤路/脚下北去的黄河/那
里是您心灵的归宿/你静静地走了/我的眼里噙着泪/遥望
云中远去的雁阵/在风中聆听《好人一生平安》

——— 梁文博
惊悉我们敬爱的毛云之老师驾鹤西去，我心情无比沉

痛！作为曾经主政齐鲁美术界的老前辈，您任劳任怨、无
私奉献并提携众多青年艺术家，您为山东美术事业的振
兴、传承、发展立下了不朽功绩！是您亲自在省城为我操

持并举办了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山水画个展，并多次在
各种场合推荐和宣传。先生的人品和德行将永远激励晚
辈，您的恩德与奉献我们将永世难忘！您的音容笑貌将永
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 曾先国

我与毛云之老师相识30多年，她那慈祥的笑脸，弯月
般的眼睛，我永远难忘。往年聚会时我都会带一张亲手画
的小卡片送她，每次她都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听说过她的
过去，美丽而有才华，但生活给了她太多的磨难，可她永
远都那么乐观、自信、坚韧、善良。看到书柜里老师送我
的文集，往事就像昨天，我却在灯下怀着无比难过的心
情，写祭奠她的文字……我突然想到一篇极短的祭文：

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
今天，我回家锅里没有了油盐饭
明天，我把一碗油盐饭轻轻地放在了妈妈的坟前
我要画一束百合，为祭奠我对您的思念。我想您也一

定喜欢。仿佛又看到您亲切的笑脸，敬爱的老师，愿您在
天国的乐园中得到安慰。让这芬芳的百合伴您永远……

——— 王小晖
那年，毛云之老师在省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作者

致辞时，老太太清唱了一首《好人一生平安》，这是毛老
师最喜爱、最钟情的一首歌。毛云之老师在扶持、助长青
年艺术家破土、萌发的过程中，精心呵护，爱心备至，我
等晚辈心存感激。今天，这样一个好人走了，不开追悼
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骨灰……想到少了凭吊仪式，遗
体告别的一面缘也没有了，哀伤过后又一阵心酸。

——— 李勇
我自1988年到画院后，因工作关系多次与毛云之先生

接触，她对人热情，工作认真，大公无私，对青年提携扶
持，为山东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山东美术事业
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局面，与她的辛勤努力和付出是分不开
的。 ——— 王磐德

触 王刚 油画 扩张 王刚 油画

王刚 1970年生于山
东烟台。

1994年毕业于烟台师
范学院美术系，2010年获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
学位。现任《人民艺术
家》杂志社主编、常务副
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实
验艺术委员会委员，第十
二届全国美展实验展区评
委，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实
验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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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云之在工作中

毛云之（1931年3月-2017年12月）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人。
擅长漫画、装饰画。1952年毕业于青岛美术专科学校。历任《大众
日报》《济南日报》美术编辑，济南工艺美术研究所美术设计、山
东滨县文化馆美术干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秘书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顾问，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艺术家沙龙》主席。

12月5日，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顾问、画家
毛云之突发脑溢血于济
南去世，享年86岁。闻
听噩耗，山东美术界众
多书画家纷纷表示哀
悼，并以文字寄托缅怀
之情。

年轻的毛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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