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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正尧

“后水火”水墨陶瓷作品展

“后水火” 左正尧水墨、陶瓷艺术作品展

开幕式日前在深圳一六一八艺术空间盛大开

幕，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5日。

就材质而言，水墨的材质为宣纸，陶瓷

为泥，泥与纸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 于

艺术家而言，这些都只是媒介或载体。 水墨

作品也会因为水与墨、宣纸在材质上的排斥

与碰撞产生偶然性的效果。 而釉下彩陶瓷会

在烧制过程中发生窑变，出现意想不到的生

成，这正是水墨新瓷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水

墨还是陶瓷， 都是艺术家精神世界经历

“水” 与“火” 的实验、碰撞、锤炼、融合等多

种方式后呈现的，因此策展人将展览命名为

“后水火” 。

“万福攸同

杨涛书法作品展”

近日，“万福攸同—杨涛书法作品

展” 在荣宝斋大厦的润和美术馆盛大

开幕。

杨涛先生是一位具备书法文化、 技法、

悟性、想象力及思变求新考量的全面性的书

法家。 其篆刻不安于现状， 有探索气象；篆

书取势于史前，隶书取法于两汉，均古朴率

真，自然天趣。 他的书法尤其是草书，个性

鲜明，可谓标新立异。 看似纵横酣畅，却本

于谨慎，运笔挥洒自如而又收放有度，点画

间自然流露。

此次展览共展出杨涛先生的作品116件，

均为其近期创作的精品力作，涵盖楷、行、草、

隶、篆等多种艺术形式，清晰呈现出杨涛先生

独特的艺术风格。

楮墨间

张肇达书画艺术大展

2015年1月18日，楮墨间———张肇达书画

艺术大展在艺术市场美术馆开幕。

“楮墨间” 是著名时装设计师、艺术家张

肇达最新一个展览的题目， 也是张肇达在时

装与艺术创作领域长期探索并不断实践的创

作动态， 更是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重

要形态。 在张肇达的时装设计作品亦或是在

油画、雕塑、水墨画、书法等门类的艺术创作

作品中， 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与西方

潮流文化的诸多思考与探索。 本次展览将持

续到1月25日。

天天向上

名师提名展学术研讨会

“天天向上-名师提名展学术研讨会”

日前在筑中美术馆举办。“天天向上” 是筑

中美术馆推广青年艺术家的品牌展览，展

览通过名师点对点的推荐方式， 评选出老

师心目中最为欣赏及认可的学生， 从而发

现德才兼备的青年艺术家。展览到1月25日

结束。

墨法社会

李孝萱水墨展

“墨法社会———李孝萱水墨展”近日在天

津三远当代艺术中心隆重开幕。展览由著名艺

术批评家朱其担任策展人，全面展现李孝萱以

现代都市异化社会景观为艺术主题的水墨人

物画创作。

李孝萱， 现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院长，作为当代水墨人物画家，他早以深刻的

社会关怀和深厚的笔墨传统名满艺术界。 李

孝萱的人物画训练， 既有传统的线描人物画

及其花鸟画的写意笔墨， 又经历了从写实主

义到表现主义的吸收西方画法的人物画的现

代改造。

“清·奇” 水墨三人邀请展

2015年1月18日下午，由北大资源集团文

化艺术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主办的《“清·奇”

———水墨三人邀请展》画展在北京798正文堂

开幕，此次展览展出了、巨建伟、张利勇三位艺

术家的水墨作品。

展览清奇之意出自司空图 《二十四诗

品》有“清奇” 一品，意为诗清远闲淡幽静之

美。 而当下轻靡华艳的水墨画潮流下， 张利

勇、 巨建伟三位刚从学院毕业的年轻艺术家

的作品确有恰淡之风。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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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禅画：自然地生活 自然地艺术

□

魏妍

从古到今， 很多艺术家都将参

禅打坐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训练，

因为禅意通常能给人带来参透人

生的智慧。禅家认为，“心与宇宙合

一” ，人回归自然之后的艺术创作，

才能真正展现心境，此时的艺术创

作也会自然而然地充满禅意。 禅画

可以说是“中国创造” ，它的产生

与发展对整个中国美术史有着重

要价值。

禅画的前世今生

艺术的起源与宗教是分不开

的，大禅法师曾说“艺术和宗教从

来都是并存的，是非常好的双胞胎，

它们没有分离过， 也从来没有背叛

和相互抵触过。 ” 人们通过有形的

艺术来表达无形的宗教信仰， 而宗

教题材又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

土壤。 民国时期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提出过“审美代宗教” 的主张。尼采

曾说“宗教消退之外，艺术就抬头，

它吸收了宗教所生的大量情感和情

绪，置于自己的心头，使自己变得深

邃，更有灵气，从而能够传达升华和

感悟。 ”

“禅画” 意识在远古时期的巫术

岩画当中就有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出

土的 《缯书四周画像》、《人物龙凤

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便是宗

教观念在绘画作品当中的体现。中国

传统文化有着极强大的生命力和包

容性，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不断的

发展融合，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

思想融合，变成了中国的佛教，即禅

宗。 与此同时，佛教题材的绘画作品

以及带有佛教思维方式的绘画作品

便有了自己的归属———禅画。禅画自

然就是佛教“禅” 的派生。

南朝时期， 从统治者到底层百

姓， 都十分信奉佛教，“南朝四百八

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佛教对艺

术创作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

响。 唐代王维的山水画就颇具禅意，

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空” 和“寂”

的“无我之境” ,体现了自然与人性

的复归。 禅机与水墨相结合，南宋时

期便出现了禅画这一绘画类型。宋元

时期,随着佛教禅宗的空前发展 ,一

批参禅画家从文人画中解脱出来,出

现了不同于传统文人画的古代禅画。

明代以后逐渐消亡,禅画不再作为独

立的一支画种存在，而是变为文人画

的一个旁支。

禅画独特的艺术性

禅画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特殊的

一笔，作为宗教与艺术结合的优秀成

果，与其他类型绘画作品在审美上有

着极大的不同。 欣赏禅画，不仅在于

它技法上的艺术性，还包括所体现的

禅学思想。

首先是生命的归属感。 禅是穿

透生命、穿透天地万物的自然表达，

是生命自信的表达。 所以，禅画往往

能够超越题材本身的限制， 让人感

受到画外之画，直指人的内心。 我们

所讲的生活禅， 指的即是生活中的

艺术，是我们对人，对天地自然的一

个真正的态度。 反过来从艺术角度

出发，是我们在和天地交融，和生命

对话，所以生命在需要艺术表达时，

我们也只是去做一种自然的叙述。

而正是这种自然而然的对生命本源

的关注， 更容易唤起人们内心对自

然万物的归属感。

其次是内外统一感。一幅画的创

作需要艺术家与欣赏者共同完成，艺

术创作是艺术家自身思想的流露，而

观者结合自身的经历对它进行二次

创作。禅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创造

性，很容易被人接受，并且与之形成

内在交流。禅画来自于生活又反映生

活，它凝聚着人类思想的精华，禅的

宽容与深刻， 会让观者心向往之，与

创作者形成内心共鸣。作品与精神的

统一，创作者与观者的统一，让人愿

意去挖掘探索禅画的艺术高度与精

神高度。

然后是内心的满足感。这种满足

感不仅限于禅画本身的艺术现更是

找到生命归属、得到精神慰藉之后发

自内心的喜悦与满足。 人生在世，面

对形形色色的诱惑与困苦，很多人在

欣赏禅画的时候， 能对生命有所顿

悟。 这也就不难理解，弘一法师仅有

两个字的 《放下》 今年能够拍出

471.5万元的高价。 因为禅画给予人

的，不仅是艺术上的熏陶，还有精神

上的慰藉。

当代禅画的市场价值

时间流转到今天， 禅画虽不似

从前火热，但依旧受到艺术家、藏家

们的追捧， 比较知名的艺术家有南

宋的梁楷、牧溪，元代的日观，明末

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等，还有近现

代的弘一法师等。 随着整个艺术品

市场行情起伏， 即使在拍场表现平

淡的2014年， 这些人的禅画成交价

依旧坚挺。

翰海2014年秋拍 “翰海重要古

董书画 （夜场）” 中， 八大山人的

《画诸册（九开）水墨纸本》拍出

4370万人民币的高价。 弘一法师的

作品近几年的成交价、 成交额都呈

现上涨的趋势。 北京匡时2014年秋

拍“畅怀———中国书法夜场” 中，弘

一的书法作品《“安本分学吃亏” 卷

手卷纸本》 拍出了920万元的价格。

而当代的禅画艺术家， 较为知名的

有曾剃度出家后又还俗的史国良。

2014年秋拍中， 北京银座 “中国当

代书画” 专场中，他的《2009年作

刀郎木卡姆 镜心 设色纸本》 拍出

10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除了它的市场价值，禅画在当今

社会还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大禅法师

说 “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要有宗教情

怀， 其实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信

仰。 艺术和宗教合为一体的时候，和

生命自己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是一

种生命自信的表达。 ” 而这种表达，

应该就是禅画做追求的，是禅能带给

我们的人生启示。

如今，我们面临新的变革，天地

万物都在改变， 如何寻找内心的纯

净，活在自然状态下，大抵就是艺术

家们想通过禅画告诉我们的。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艺术圈的“乳癌”之殇

□

毕武英

1

月

16

日， 歌手姚贝娜终究没有

逃脱乳癌魔掌而不幸离世的消息令

人惋惜，而就在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

对她的怀念之情时， 艺术圈的微信

中， 却转述着另外一个沉重的故事，

故事起因，同样因为“乳癌”。

在姚贝娜离世不久，山西大学美

术学院油画系教师王璟在朋友圈中

说道，自己于

2014

年最后一天被查出

乳癌，“当时我正在国家博物馆和朋

友一起看罗丹的雕塑展， 脑袋懵掉。

直到今天早上医生在化疗前和我谈

话，我还是不甘心地问了一句：确定

是恶性肿瘤吗？ 有没有被误诊的可

能？ ”王璟说，自己为此不知哭过多少

次，最后才不得不决定接受这样的现

实。 “既然病魔选择了我， 我只能面

对。 ”接下来，治疗费不菲，除了要连

续七八个月接受化疗外，还将持续吃

5

年的药品， 这对于在普通家庭中长

大，依靠工薪生存的王璟来说，的确

难以承受。 王璟说，她希望能有更多

的朋友购买自己的作品，而且还特别

强调，自己不接受无偿的捐赠，“因为

我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持

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我虽然病了，还

是可以画画，慢慢画，康复了再继续

创作。 ”

这段令人唏嘘又不失尊敬的话，

连同她的故事一起迅速占领艺术界

的微信朋友圈。 经核实，这个年轻的

女孩，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油画系，生于

1986

年的她今年还不到

30

岁，在这个谈“癌”色变的重污染时

代，一些人的情绪很快被女孩的不幸

经历带入对病魔的恐惧与咒骂中，而

另一些人，则在她的年龄背后，看到

了中国当代年轻艺术家生存的困境。

其实，如果不是遇到病魔，在大

学任教的王璟属于从事艺术行业

中生存比较稳定甚至优越的一群

人， 大多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

生， 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想

成为一位专职的艺术家，生活境遇

不容乐观。

笔者认识的一位

80

后的艺术

家，毕业后想做职业画家，但很快就

发现，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

北京吃穿都有问题， 更别说负担高

昂的创作费用了。 他很快找了一家

杂志社做艺术栏目的记者， 工资不

高，采访任务重，虽然留给自己创作

的时间少之又少， 但他依然坚持创

作，哪怕每天只休息几个钟头。 他先

是和几位同学在北京五环外合租了

一个三室的房子， 由于五环外的不

利交通实在不方便自己周末去看看

市中心小剧场的话剧、舞台剧，于是

又搬到二环附近的一个老旧不堪的

小区，好在房东是个爱艺术的人，将

房租降到五环外的水平， 而这位年

轻的艺术家， 为了弥补房东的经济

损失， 每年年底都会送给房东几幅

自己的作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依然没

有很好的画廊想代理这位艺术家的

作品，很多画已经卖得很好的同学提

点他，“要想成功，就要混各种有用没

用的圈子，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

你，在这个靠媒体、靠眼球、靠人脉的

艺术圈中，想知名就要混江湖”。 而这

位艺术家偏又是清高不愿求人的，好

在他也有自己的圈子， 一些同样清

贫，有着艺术理想和文人清高的年轻

人，他们画自己的画，有时聚在一起

做一些小型展览， 尽管大多数情况

下， 这样的展览不会有人来买画，但

是艺术家之间可以彼此欣赏、 品鉴，

自娱自乐。

不过，和这位坚持自己品格的艺

术家不同，还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过

于轻信“出名要靠博眼球”。

2013

年，

北京望京深夜的街道上，时不时会出

现一个裸奔的男子， 或骑着小摩托，

或扛着十字架，或抱着充气人模。 两

个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的一位艺术家，在微博上以文配图的

形式，公开了自己“裸奔哥”的身份。

“裸奔哥”虽然红了，但这样的炒

作被媒体乃至大众诟病。 毕竟“哗众

取宠”的所谓艺术，在充当人们茶余

饭后的谈资后， 便会被人唾弃在地。

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年轻艺

术家的生存困境。

去年底北京举办了一个展示中

国当代艺术“底层”生活的影像展，

策展人林书传说了这样一句话：“北

京，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城市，这

里有最好的展览空间、 最职业的观

众、最权威的媒体、最慷慨的藏家，

有钱、有资源、有星探、有香槟、有人

整天跟你谈论艺术。 与此相对，北京

每天还充斥着无效的展览、 重复的

评论、无休止的应酬、复杂的圈子、

无关艺术的交易。 艺术家每天都应

付或迎合着媒体， 敷衍或讨好着藏

家， 保持着与市场若即若离的暧昧

关系。 北京，这样一个机会与危险并

存的城市，成就着艺术家，也摧毁着

艺术家。 ”

这也许就是年轻艺术家所要面

对的一切， 它可以是一种成功的机

遇，也可以是一种比乳癌更痛的心灵

之“殇”。

收藏

黑胶老唱片：走向大众的小众收藏

□

萧蔷

在刚刚过去的2014拍卖市场，

黑胶唱片的收藏和投资看似波澜

不惊，却是暗流涌动。 不同于其它

投资功能明显的收藏品，老唱片带

给持有者更多的是 “耳朵的愉

悦” 。 发烧友们收藏老唱片，图的不

是短期内增值变现。 黑胶独特的时

光记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收藏圈里来。

在怀旧的时代， 黑胶唱片正在

重获新生， 由小众珍玩渐进为大众

收藏。

“能听的古董”

黑胶又称LP(long� play)，是黑

色赛璐珞质地的密纹唱片， 又称密

纹唱片或LP唱片，多为不透明的黑

色，也有一些呈现半透明的茶褐色。

最早的黑胶唱片为每分钟78转的单

声道唱片， 上世纪60年代后发展为

每分钟33转的双声道立体声唱片。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于1877

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之后

的10年，埃米尔·玻里纳发明了现代

意义上的圆形唱片， 此时唱片技术

开始趋于成熟和实用。

唱片问世不久后就传入了我

国， 人们的生活随之发生潜移默化

的改变。清末以来，众多的唱片公司

在国内灌录发行黑胶唱片， 内容涵

盖京剧、地方戏、曲艺、歌曲、演讲

等， 许多传统艺术珍品用真实的声

音形式得以保存。被誉为“活化石”

的唱片成为传承民族文化和传统艺

术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19世纪末， 英商谋得利琴行开

始在上海推销留声机及唱片。 20世

纪初， 主营电影唱片的法国百代公

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 留声机在国

内逐渐普及。

1921年上海百代公司改组为

“东方百代” ， 并在贝当路即今上

海华山路设厂，直接在中国生产唱

片。 当年，聂耳、黎锦光、任光、冼星

海等杰出音乐家均在此工作过，并

留下了一批旷世孤品，如《义勇军

进行曲》、《渔光曲》、《金蛇狂

舞》、《翠堤春晓》、《昭君出塞》等

唱片，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其中

30年代百代公司推出的《义勇军进

行曲》的首版唱片早已成为难得一

见的珍品。

我国有记载的第一张唱片是

1904年录制的京剧孙菊仙唱腔。 至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国胶木唱片已

完全停产。 目前，中国唱片总公司保

存着13万面唱片金属母版和5万条

磁性胶带， 其中1949年以前的唱片

模板有4万余面，均是极其珍贵的唱

片模板孤品典藏。 中国唱片总公司

版库中还珍藏着中国唱片发展史上

的许多个 “第一” ：1949年6月生产

的新中国第一批粗纹唱片《解放区

的天》、1959年10月出版的第一张

中密纹唱片《黄河大合唱》，这些珍

贵的唱片文物， 不仅记载着中国唱

片的发展历程， 更反映了时代的变

迁和发展。

黑胶唱片作为音乐的载体几乎

占据了整个20世纪，直到1984年CD

诞生。 中国在1992年进入CD时代，

黑胶生产线大量被淘汰， 黑胶唱片

的价格从30元左右跌至15元左右。

随着1998年中国最后一条黑胶唱片

生产线关闭， 黑胶正式退出国内主

流音乐消费市场。长期以来，黑胶唱

片被压在箱底， 价格在几十元之间

徘徊。

原声音乐的魅力

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需要原装

的载体窖藏。资深藏家认为，黑胶唱

片的重兴， 原因不只是怀旧。 在唱

片、 磁带、CD等各种音乐记录材质

中，黑胶唱片的音质最接近原声。众

多重量级演奏家、指挥家、大乐队及

歌唱家等的作品， 大多数以黑胶唱

片作为首发材质。

黑胶骨灰级发烧友林资奇说为

什么现在那么多喜欢西方古典音乐

的人都在追黑胶唱片？ 因为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黑胶唱片的鼎盛时期，

恰好就是全世界古典音乐乐团演奏

的鼎盛时期。

另一位资深人士潘阳对此亦有

同感：指挥家卡拉扬、波姆、克莱伯，

歌唱家帕瓦洛蒂、 多明戈、 台巴尔

蒂，钢琴家鲁宾斯坦、肯普夫、古尔

德，小提琴家海飞兹、大卫·奥依斯

特拉赫，都在这个时代风云际会，同

时留下精彩录音。直到今天，一些老

字号的唱片公司还未能全部翻录成

CD，要找一些稀罕的演奏就只能从

旧黑胶里淘了。

潘阳认为从技术上说， 今天的

CD在使用方便、生产成本、标准化上

都远胜黑胶， 但音频指标定得较低，

使得高低两端的部分声音被削减掉。

耳朵灵敏的音响发烧友会有一种

“意犹未尽” 的感觉，也就是数码声。

而黑胶唱片由于是模拟录音，没有对

音频进行限制，所以好的黑胶唱片反

而给人更自然真实的感觉。

林资奇认为， 艺术欣赏追求的

不是标准化，而是生动性。生动的音

乐一定要有个性， 黑胶唱片需要唱

机才能播放。 从自己的唱机中流淌

出来的乐曲， 能让欣赏者得到一种

有别于CD流水线产品的感动。

头版黑胶最值得收藏

黑胶唱片的收藏从1994年开

始， 到1996年单片价格已经突破

百元。

林资奇认为， 黑胶唱片本是一

种很小众的收藏，玩唱片的人，都是

享受生活的小资。 买黑胶唱片跟买

书画是很不一样的， 绝大部分人买

书画， 是为了日后的升值。 但买黑

胶，绝大多数是出于纯粹的喜欢。

藏家建议， 收藏黑胶唱片不要

成为“唱片仓库保管员” ，只是将自

己收藏的唱片束之高阁， 而应该配

置黑胶唱机。 要做黑胶“发烧友” ，

则需要自己配置唱头、 唱臂和唱盘

以及扩音设备。

北京华辰曾在2012年秋拍中

推出 “百年留声———20世纪老唱

片” 专场拍卖， 上拍1000余张唱

片，发行时间跨度由清末至上世纪

80年代， 内容涵盖戏曲、 曲艺、乐

曲、名人讲话录音、朗读片、样板

戏、民族音乐、流行歌曲等多个种

类。 其中， 清末单面片 (共3张)以

57500元成交，邓丽君唱片集(共20

张)以28750元成交，梅兰芳、谭鑫

培、 余叔岩等名角京剧唱片 (共10

张)以28750元成交，周璇、吴莺音、

李香兰等民国六大歌星唱片集 (共

22张)则以46000元成交。

北京保利去年春拍推出 “‘留

声中国’ 老唱片拍卖专题” ，183个

标的老唱片分为清末唱片、 民国唱

片、新中国唱片、“文革” 唱片、历史

文献唱片和邓丽君唱片六个部分。

中国第一张33转密纹唱片《黄河大

合唱》 也在其中， 该唱片录制于

1955年，出版于1958年，是中国唱

片厂出版的第一批密纹唱片之一，

目前存世量仅400多张。

收藏唱片应当选择最原始的版

本。 黑胶唱片一般通过开盘母带制

作母盘，再压模进行批量生产。头版

黑胶主要是指DMM。 母带存放时

间长会产生损耗， 造成再版唱片的

信息量减低。DMM意为“直接刻制

唱片” 。 它的工艺流程是由声能转

换为电能再转换为机械能， 不是通

过磁带录音、混音、放音再进行刻制

的录制程序， 能将原声最大限度地

保存下来，音质最好。直刻母盘只有

一个，压制的头版唱片数量很有限，

母盘一旦报废就意味着绝版， 所以

有DMM标志的黑胶唱片收藏价值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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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正尧“后水火”水墨陶瓷作品展（图1）

“后水火”左正尧水墨、陶瓷艺术作品展开幕式日前在深圳一六一八艺术空间盛大开幕，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5日。

就材质而言，水墨的材质为宣纸，陶瓷为泥，泥与纸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 于艺术家

而言，这些都只是媒介或载体。水墨作品也会因为水与墨、宣纸在材质上的排斥与碰撞产生偶

然性的效果。而釉下彩陶瓷会在烧制过程中发生窑变，出现意想不到的生成，这正是水墨新瓷

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水墨还是陶瓷，都是艺术家精神世界经历“水”与“火” 的实验、碰撞、锤

炼、融合等多种方式后呈现的，因此策展人将展览命名为“后水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