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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1940 年，正是抗日战

争的相持阶段，百团大战

的胜利让后方从沉闷的气

氛中释放出来。这一年在

山西省壶关县，贾方舟出

生了。他的家境贫寒，为了

生活，1950 年全家离开几

代人耕耘的土地，来到包

头。他父亲先是游村串户

卖杂货，公私合营后，到百

货门市部上了班。父亲很

重视教育，在贾方舟上小

学前，就开始让他临帖写

大仿。上了小学他写的毛

笔字，经常被挂起来展览，

上初中时，因喜欢画画还

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那

个时候班里的墙报都由他

来画。

1961 年，贾方舟考入

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系。

他在艺术系里学习速写、

素描，还有版画、国画、油

画。除了绘画他更喜欢读

书，不少中外文学和哲学

名著都是他涉猎的范围，

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黑格

尔的著作。读书总是能引

人思考，随后他就想写东

西，养成了一个爱独立思

考和写作的习惯。

1963年，在毕业前夕，

贾方舟在《美术》期刊上发

表了一篇短文，写的是对一

副著名画家的作品提出了

不同意见。这在学院中引起

了不小的轰动，在校学生能

在全国最权威的刊物上发

表文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

事。这使他有了敢于表达自

己见解的信心。

1964年贾方舟大学毕

业，当时全国有个统一规

定：先不分配工作全部下

乡劳动。他被分配在巴盟

五原县，十个人一组到农

村一个生产队，每天跟农

民一块参加劳动。他为了

不荒废美术，经常画些速

写和写生画，积累了许多

素材。他还经常看一些美

术评论和美学方面的书，

认真写了读书笔记。

1972 年机会来了，当

时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

会讲话三十周年，搞全国

美展。各地的文化局都组

织创作活动，在包头市展

览馆工作的贾方舟也被组

织去搞创作，他的画连续

参加了 73 年、74 年、75 年

的全国美展。

八十年代，中国美术

界迎来了思想活跃的热

潮，1982 年画家吴冠中写

了一篇文章，强调了美术

作品形式的重要性，批评

了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

这文章如同巨石投入平静

湖面，掀起了轩然大波。很

多美术评论家，纷纷发表

反驳文章。这时贾方舟从

自身实践出发，写了支持

吴冠中的文章：《试谈造型

艺术的美学内容——关于

形式的对话》发表在 1982

年的《美术》杂志上，强调

了形式在美术作品中的重

要性。他的文章在美术界

引起普遍关注。随后他又

接连写了两篇文章支持吴

冠中，正是这几篇评论文

章奠定了贾方舟在美术评

论界的地位。全国美术理

论讨论会邀请贾方舟参

加，用贾方舟的话说：从这

时起，他正式登堂入室，进

入美术评论界。

这之后，贾方舟前去

拜访了吴冠中先生，吴冠

中在家里和他聊了一个多

小时。后来他和吴老师不

断有通信往来，二人成了

莫逆之交，最终贾方舟完

成了《此岸·彼岸——吴冠

中研究》的理论专著。

自从写了支持吴冠中

的评论文章后，贾方舟开

始更多将注意力转移到美

术评论，1988 年的一天贾

方舟收到一封信，是中央

美院著名美术家徐冰写

的，请贾方舟写一篇评论

其画作的文章，徐冰认为：

“中央美院有很多批评家，

他们对我太了解了，太熟

悉了，对我影响特别大。我

想找一个你这样一面之交

的评论家，就是你不了解

我人，也不知道我想什么，

但是你了解我的作品，所

以我就想听听你对我的作

品，能说些什么。”这是画

家的期待，贾方舟觉得这

个期待是非常对的，因为

画家总是想从评论文章读

出意义。画家没有那么想

你说出来了，他一听对，就

等于补充了他的作品，所

以这种批评是有意义的，

无论对艺术家本人，或者

是对于欣赏者都会有价

值。为此，贾方舟认真给徐

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文

章发表后，徐冰很满意，在

美术界也引起了较大影

响。随后，有许多美术家都

找贾方舟给自己的画写评

论，贾方舟的名气越来越

大了。从此，他开始从美术

创作彻底转向美术评论。

八十年代贾方舟进入

美术评论的高峰期，许多

文章都发表在国内的重要

刊物上。1984年《艺术的商

品化和商品的艺术化》发

表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大

型刊物《当代艺术思潮》

上，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

“作为批评家来判断作品，

从来不会根据他卖了多少

钱，由于艺术的价值和它

的价值是不成比例的。一

些艺术家可能作品非常

好，但是他没有被认可，在

商业上没被认可。它那个

价格也不能等同于它的价

值，它的价值要远远比那

个价格更高，所以，我们判

断作品的时候，不会依据

它的商业价格判断。”1986

年，贾方舟在《美术》杂志

上发表文章《批评本体意

识的觉醒——美术批评20

年回顾》。1987 年，贾方舟

又在《中国美术报》47期上

发表了《回到艺术本体上

来》。

1988 年，贾方舟被选

为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随后他在《美术》杂志

上发表了《面对世界的水

墨画》。

1989年贾方舟跟随中

国美协评论家访日代表团，

访问日本半个多月，回国后

他写了《中国画与日本画比

较研究》；1990 年他在《美

术史论》杂志的第二期，发

表了《林风眠早期艺术思想

研究》；1992年他在日本的

《三彩》杂志上发表了《中国

画与日本画比较研究》；

1993 年他参与策划了“美

术批评家 1993 年度提名

展”，并主持了研讨会；1994

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贾方

舟美术评论集《走向现代新

时期美术论集》。

贾方舟通过对美术理

论的研究和写作的长期实

践，形成了他个人的艺术

评论的特点，那就是：由画

切入，据画论画。正如他自

己曾经总结的：“我的特点

其实愿意和艺术作品直接

打交道。因为你能够直接

从作品中看出问题来，所

以后来写东西我都不跟画

家讨论，也不采访，我不喜

欢采访，不喜欢听画家怎

么说。我要给你写评论，是

写画的评论，所以我就根

据你的画来写。”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期，贾方舟的美学思想

更为成熟，他研究的课题

直指艺术的本质。他认为

艺术劳动主要来自内心的

情感激发，艺术家内心有

了表达的愿望，才能画出

优秀作品。

已经成为著名美术评

论家的贾方舟，并不满足

已取得成绩，1995年，贾方

舟决定到中国美术最活跃

的城市北京闯一闯。来到

北京，住在低价出租屋。开

始了“北漂”生活，这一年

他五十五岁。

二十多年的评论生

涯，使贾方舟认识到批评

家策划展览是比单纯的文

本批评更为有力的一种批

评，一个好的展览要比发

表一篇文章能对受众产生

更大的效应和影响力。

贾方舟漂到北京的当

年就筹划了“中华女画家

邀请展”，在中国美术馆成

功展出。2002年，贾方舟担

任“新学院女性艺术展”艺

术主持。2008 年他策划了

“吴冠中新作展”。2012 年

他策划“时尚之巅：当代女

性艺术邀请展”和“原生艺

术展”。2015年贾方舟策划

了“中国当代艺术 30 年回

望”艺术家与批评家茶会。

在策划了国内外一系

列大型展览的同时，贾方

舟并没有忘记美术批评

队伍的建设。2005 年他组

建“中国美术批评家网”

并任主编。2009 年人民美

术出版社为他出版文集

《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

文丛·贾方舟卷》。2015 年

他主编的《中国行为艺术》

一书出版。

贾方舟是国家一级美

术师，中国文化部当代艺

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

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

冠中研究中心研究员，还

任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荣

誉主席。如今，他已经八十

一岁了，仍然在策划美展

和撰写评论文章，坚守在

我国美术批评的前沿。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

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嵩岳寺塔》
揭开尘封
1500年的
建塔始末

新华社消息 历

时四载编纂，《嵩岳寺

塔》专著 19 日在河南

郑州正式发布，揭开

嵩 岳 寺 塔 尘 封 1500

年的营造之能事，还

原建塔之谜团。

当天召开的“纪

念嵩岳寺塔创建1500

周年暨《嵩岳寺塔》出

版”座谈会上，与会专

家们表示，《嵩岳寺

塔》的出版发行，完成

了几代文物工作者的

心愿，也是为嵩岳寺

塔创建 1500 年最好

的礼赞。

《嵩岳寺塔》由河

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

究院编著，是一本集

勘察、修缮、考古发掘

等技术报告和学术研

究的专著，也是迄今

最系统、全面研究嵩

岳寺塔的著作。全书

158 万字，分上、下两

册，上册分为勘察篇、

修缮篇、研究篇，下册

收录与嵩岳寺塔相关

的诗词传说、拓片等，

包 括 实 测 图 纸 108

张、新老照片232张。

“珍贵资料的披

露，可使我们重新认

识嵩岳寺塔。”河南省

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

院长杨振威表示，占

据此书半壁内容的

“研究篇”在嵩岳寺塔

“是什么”的基础上，

对嵩岳寺塔断其年

代、道其渊源、析之巧

思、究之制度，来尝试

解决“为什么”的问

题。

嵩岳寺塔是中国

现存最古老的砖塔，

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

山南麓嵩岳寺内，距

少 林 寺 10 余 公 里 ，

1961年被确定为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10年，包含嵩

岳寺塔在内的登封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

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

嵩岳寺塔的影响

贯穿古今，河南省会

郑州地标性建筑——

千玺广场即是以此塔

为原型。

（桂 娟 李文哲）

贾方舟：坚守在美术批评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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