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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云希望美术作品集》，那平远而辽阔的构
图，灰冷而深沉的色调，高拔而无我的境界，简洁而
灵活多变的笔触，都融汇着年近古稀的老画家40年
来一以贯之的情感和思想指向——“探寻”。

无论是获第三届全国水彩粉画美展铜奖的《高原
牧歌》，还是获第五届“民族百花”美展银牌奖的《诺干塔
拉》，以及《山村初雪》《暖冬》《桑根达赖东营盘》《塞外春
雪》等众多优秀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大多是原野辽
阔、苍天浩茫、阴云铅沉、雪原莽莽的景观，其作品均闪
烁着艺术想象之玄妙，暗含着创作主体无言的沉思和

“探寻”。
从云希望画作的标题来看，出现频率最高的有

三个词，即“归”“印象”和“人家”。如《归途》《策马
归》《买粮归来》；《葛根塔拉印象》《北坡印象》《鄂尔
多斯高原印象之一、之二》；《陕北人家》《草原人
家》……从中不难看出，探寻归属感——包含物质的
归属，也包含精神的归属——是画家较为凸显的心
理状态。

读云希望的画作，首先就走进了茫茫无际而层
次分明的“灰色调”。在《高原牧歌》中，占据画面三
分之二的是由深灰色调到浅灰色调构成的乌云。在
《冬日印象》《诺干塔拉》《风雨欲来》中，大片的浓重
的灰色调的云层依然是画家一再选择的造型背景。
尽管这些作品中有点缀的人物，也只是整体结构的
一个映衬。你看，《牧归》中，月亮钻出了褐灰色调的
云层，给大地洒下的一片银光只占据了画面的四分
之一，最有冲击力的依然是色泽深重的夜幕上空，归
途中的牧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背影。你再看《诺干塔
拉》的构图和立意，灰色调的云团斜缀在远处的天
空，布满畜群的远坡也沉浸在灰蒙蒙的色调中……
然而读者却说，云希望的画风凝重而不灰暗，深沉而
不悲观，朴实而不麻木。其原因就在于他笔墨间深
藏着探寻的精神！

自小生长在土默川平原的云希望，对“牛”情有
独钟。从他《栅栏里的玩伴》《晨》《葛根塔拉印象》到
《北坡印象》《东乌旗草原印象》，两头牛、三头牛、一
群牛；吃草的牛、拉车的牛、静卧的牛、归途的牛，画
家用深切的情感画牛，一画就是40多年，由此彰显出
艺术探寻的执着与勇气，也挑战着题材重复可能带
来的审美质疑。但，我却从中看到了画家
着力“探寻”的指向性皈依——在苍茫天地
间立命，就要有“牛”的精神！

《栅栏里玩伴》和《晨》里的几头小花
牛，眼神率真，憨态可掬；《买粮归来》里驾
车的牛，不仅有茁壮的身躯，更有负重前行
时脚踏实地的“牛劲”；而那些牛的形象处

于画面前景的重要位置的《北坡印象》《葛根塔拉印
象》《东乌旗草原印象》，说白了都是对牛的印象。尽
管画面上的牛是在悠闲地吃着草，却不禁令人想起
它们可贵的奉献品性：“吃的是草，挤得是奶”。画家
在这些作品的色彩构成中，告别了大面积浓重灰色
调的天宇，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的草原或洋溢着暖意
的深褐色背景。由此可见，画家从来都不是以他者
心态凌驾于“牛”之上去营造“为我之境”或“唯我之
境”，而是以“是我之境”或“喻我之境”在塑造踏实肯
干的主人公——牛的形象，以此注解自己多年来通
过绘画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探寻。

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逝去的风
景》，是云希望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幅在情景交融
中绘制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杰作：破旧的院落围着
一个低矮的旧屋，院外，一个低矮的羊圈旁卧着一条
牧羊犬。栅栏上搭着的衣物说明屋子仍有人居住。
深灰色调的天空，月亮正从乌云中缓缓钻出来……
一个没有人物的空镜头把无限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
者。这是一个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努力探寻的画作。
画家借用了中国画的写意技法和挥写的笔触与水彩
画技法巧妙结合起来，使画作省略了细节的繁缛，强
调了构图变化的节奏感。

色彩，是天地的馈赠。半个多世纪以来，云希望
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一直在与色彩“较劲”。他执着
地探寻怎样用水彩特有的技法表达从物象到意象的
草原、大地、山脉、雨雾、树木，坚韧的探索怎样用自
己独特的手法，寻找到精神家园，咏叹出属于自己的
心灵之歌。《渡口》《老街》《渔樑镇河边人家》是其写
生之作，也是画家有感于江南水乡的人文景观的动
情之作。特色鲜明的水乡建筑，小城镇热闹的街景，
乘船渡河的人们，被深红色、粉红色、橘黄色、藕荷色
等点缀得生机盎然。《牧人之家》《家园之一》则是以
更大面积渐变的红色调统领整个画面，给人一种视
觉上强烈的冲击力，提点出逐渐探寻到归属之所的
心灵惬意感。

人物画《高原魂》，用意味深长的目光、刚毅紧抿
的双唇刻画出一位藏族汉子顶天立地的形象，那特
别耀眼的红色脸膛和胸口的肌肤，是既感恩于高原
阳光的馈赠，也洋溢着健康体魄的强壮与自信的。

红色，是健康的颜色、喜庆的颜色，更是生
命力旺盛的象征。用有限的形象表达无限
深广意味的手法，是云希望再一次探寻中
深刻思考的结果。是啊，用画笔在苍茫天
地间不懈探寻的画者，即使拥有去留无意、
宠辱不惊的大气，久而久之也会自然而然
寻掘到这样可贵的人类品性。

苍茫天地间的探寻
——简评云希望水彩画

◎李树榕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悬崖之上》好看。好看到仅三个颜
色，就支撑了整部电影的主体色彩。飘雪
白，鲜血红，制服黑。

白。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便是漫山大
雪，它覆盖了山林，还在簌簌地下着。随着
雪落的方向，落下四个人：两男两女。他们
的身上，落满了雪，他们的目之所及，都是
雪。在电影中，雨的到来，往往预示着悲伤
和离别；雪的出现，则意味着纷乱与不安。
在《水浒传》中，风雪山神庙，林冲结果了陆
虞侯和富安，完成了从“懦夫”到“逼上梁
山”的转变；在电影《小妇人》中，四姐妹在
下雪的冬天听到了身陷前线的父亲无法回
来过圣诞节的消息。作为电影道具的雪，
用一片白色迷乱观众的眼神，也让电影里
的人物，怀揣一种不安。《悬崖之上》里的
雪，从电影的开头，下到了电影结束。在积
雪的哈尔滨街道上，两个帮派上演了神秘
又纵深的故事。故事很简单，我党的情报
人员，要完成“乌特拉”行动，把一个重要人
物送到国外。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老奸
巨猾的“伪满”情报科长高彬，经常翻白眼，
常说的话是，“你认为？”行动结束后，雪停了，
太阳照在雪地上，预示着春天的来临。雪化
了，就会滋润大地；春天来了，人们就可以幸
福，马迭尔宾馆门口，也不会再有流浪的小
孩。回家，是幸福最常见而深刻的形式。

红。张宪臣被捕后，被鞭打，被电击，
被折磨得体无完肤，身上全是血。要知道，
这个“红”，很不张艺谋。张艺谋偏爱红色
与金黄色。《英雄》那场林中决斗里，金色的
胡杨树叶纷纷飘落，两位女侠皆穿一袭红
裙，飞来打去，最后剑上只见一滴血。在
《悬崖之上》里，张艺谋没有留白，也没有诗
意，只想把战争的残酷展示给观众。让那
些习惯了他电影中象征和诗意的人们，无
法适应。因为过于写实，反而走向了艺术

的反面。观众的想象，像一片雪花般飘落，
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地上的每一个
位置，皆已被导演的意图填满。看《悬崖之
上》时，只需跟着导演的节奏和意图走下
去，就能走到所有的谜团迎刃而解的那一
刻。有白雪衬底，雪地上的每一滴血，都显
得分外鲜红。王郁见两个孩子后流下的眼
泪，我也愿意把它想象成红色的。在还没有
看到两个孩子之前，那个在敌我的斡旋中沉
稳有加的女子，明明在雪地里站成了一个桩
子，一个身披白雪的桩子。来自亲情的温暖
和源自心底的希望，让这位在雪地里站成桩
子的母亲，又活成了人。王郁以泪洗面时，
她的身体里也有了流动的血液。因此，她的
泪和血液，一定有一个交融的地方。

黑。《悬崖之上》里的大多数人，因职业
的需要，都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黑色给
了他们广阔的舞台。在黑夜里，带着各自
目的的两派人行走、观察、过招。白天的沉
默与对话，夜晚的温情与璀璨，皆是假象。
导演把《悬崖之上》最惨烈的几场过招，都
安排在黑夜里。黑色的夜幕、白色的雪花
和红色的鲜血，在这个时间的刻度上有了
交集。如果不是有白雪衬托，我们会在夜
幕四合的环境中，喘不过气来。而黑夜里
上演过的一切，在白天都会变成另外一番
模样。在真正的黎明到来之前，黑夜和白
天的界限如此明确，又那么模糊。只有真
正的黎明来了，才能给黑夜和白天下一个
果断而明确的定义，让阳光普照白天，让夜
晚无比安宁。

说《悬崖之上》好看，是因为它有一个近
乎模范式的叙事技巧和色彩搭配美学。如
果是一个希望看到张艺谋从“叫座”到“叫
好”的人，或是一个希望看到他像初期那样
贴着泥土叙事的人，大概会因为《悬崖之上》
的太过类型化，而感到些许的感伤。

白
山
黑
水
间
的

“很艺术”这三个字写在我的
备忘录上已有很长时间了。因为
在日常生活中多次听到人们这样
评判：某处景致“很艺术”，某个建
筑“很艺术”，某个物件“很艺术”，
某人的发型“很艺术”，某人的服
饰“很艺术”，某人说话“很艺术”
等等。如此不胜枚举的“很艺术”
的说法，令我生出了兴趣，即想弄
明白何为“很艺术”？我知道这可
能算不上是一个地道的学术话
题，但很有意思，因为常听人们很
自然地这样说——这应该也是话
题的活力之所在，故而或许有值
得一谈的意义。

可是当仔细琢磨这个话题
时，却发现要将其说清楚并不容
易。如果从字面上看，“很艺术”
的说法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的。
从词性上讲，“很”属于程度副
词，“艺术”一般作名词用；通常
而言，副词“很”用来修饰动词、
形容词或其他副词，如“我很爱
打球”“这束花很美”等，而不会放置于名
词之前用。所以，我的判断是，“很艺术”
属于一种在具体情境中的简化表达，其完
整的说法应当是：所指某个对象“很具有
艺术性”。因为所谓“很艺术”，其所指很
多，样态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所以难以形
成一个既可以普遍涵括，又恰切每一个体
存在的判断。此外，既然是“很艺术”，那
么自然与“艺术”有关系，如，“很艺术”与

“艺术”有何关系？所谓“很艺术”者，是否
可以称得上是“艺术”？这样一来，问题便
更为复杂了，因为关于“艺术”本身的界
定，尚在学界没有定论。当然，有人会说
艺术就是雕塑、舞蹈、音乐、绘画、文学、戏
剧、电影、电视等，或者还会列举出一些著
名作品为证。这样的认识与言说在我们
的身边常有。如此说法的问题是概念运
用的不周延，因为“艺术”这个大概念与雕
塑、音乐等门类艺术有关，但不可等同。
英国艺术理论家克莱尔·贝尔曾提出了

“艺术乃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假说，在学
界影响很广泛，但却仍非因此而取得一致
认同的关于“艺术”的定义。海德格尔说：
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也只能视为说
出了艺术的最重要的特性，同样算不上关
于“艺术”的定义性答案。

关于“艺术”的界定，我曾在《艺术美学
新论》这本小书的“序言”中写有这样一段
话：“艺术的存在本身是开放而多元的，关
于艺术的感知与认识又往往与主体性（包
括主体差异性）密切相关，因此，难以下定
义以及言说不尽，或许正是‘艺术’的特殊
性所在。”到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言说不
尽”，并非不可言说，而是别有情趣与魅
力。我们不妨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来看待
艺术与“很艺术”的关系，即，不是迎着定义
而去，而是顺着分析而来。

说某某“很艺术”，很显然其判断的参
照标准是艺术。照此推理，要理解艺术与

“很艺术”的关系，应当首先明白艺术的存
在形态与特性是什么。如果用分层说明
的方法而论，艺术通常具有如下四个层次
的存在形态与特性：第一层，艺术是主于
美的，这是其基本特性，是首要的（无美也
就无艺术性可言），也是显性的；第二层，
艺术——至少是有了“艺术自觉”以后的艺
术，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创作者根据艺术
的、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是人的主体性劳
动的产品。自然界的山水风景、花开鸟鸣
虽然也很美，但不能称之为艺术，就是因其
并非人创造的；第三层，艺术是重感性的，
而且须表现一定思想感情，以满足人的精
神需求。这一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艺术
表达的思想感情必须是真诚
的——真诚是艺术的内核，也
是艺术的生命；第四层，艺术
是审美的，超越直接实用功利
目的的。这是其存在功能的
特殊性——由此区别于科学
取向于真和哲学取向于善的
功能。以上四层，是各类艺术

都应具备的。不同门类艺术或具体艺术作
品可能在表现内容与形式、材料运用与结
构组成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其内在的本体
特性是相一致的。可以说，缺乏或弱化上
述任何一层，便很难称其为艺术，至少不可
能成为好的艺术。

我们了解的所谓“很艺术”的对象，是
不可能同时具备艺术的上述四个层次的内
涵的，因此可以首先明确地认识到的是，

“很艺术”毕竟不是艺术，或者说终究是不
能等同于艺术的。譬如，建筑师设计建造
一座房屋，工匠师傅制造一件器具，裁衣师
裁制一套服装，他们都做到了匠心独运，技
巧不俗，其产品精致以至使人感到“很艺
术”。但是，这类产品却依然算不上是真正
的艺术。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
些能工巧匠们的工作（包括高超技巧技术
的运用），都是从某种外在目的出发而为
之，是受限于直接的功利目的的。这便与
艺术创造有了一种本质性的区别。艺术创
作的动力因是先于目的因和形式因的，即
始终以实感真情贯注于创作过程之中，所
创造的是满足人精神需求的艺术世界，而
非可供人居住的房屋，或可供人穿着的衣
服、供人使用的工具等。

“很艺术”之谓，一般是就某一所指
对象具有某方面的艺术特性而言的。比
照以上所述的艺术四层内涵，多半是对
应于第一层的，即“主于美”。这是一个
显在的层次，主要是就形式感而言。如
发型、衣着、居室、烹饪、街景、广告以及
器物上各种各样的装饰等，其“很艺术”
的体现往往是属于这个层次的。再如，
我们在清幽的山涧听到鸟儿的鸣叫十分
悦耳，我们在宁静的旷野看到晚霞的壮
景不禁感叹，我们会为一块奇石形状的
天工之造赏玩再三，如此等等，都是为其
形式之美所吸引与打动。它们都是美
的，但却不是艺术。

上述确认所谓“很艺术”毕竟不是艺术
（艺术品），主要是学理上的讨论与分析，若
从现实的、当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取向而
论，我自己是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听到
一些“很艺术”的言说，多看到一些“很艺
术”的现象的。因为我将此视为生活艺术
化的一种重要信息而看待。我曾在《生活
艺术化十讲》引言中说：“生活艺术化是人
类生存中的一种人文之缘，一个人能认识
并悟彻此缘，是幸福的！”“爱美之心，人皆
有之”，爱美、追求美，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
——绝非艺术家独有的专利，也是每个人
都应有的生存理想。其实，人生（生活）与
艺术之缘原本是久而深的，只是在现实生

存中，人们或忙于为实利而奔
波，或因人事而纠结等，因而
往往是竭其力于生存与生活
之一隅，而忽略了“艺术化”原
本在其人生中的意义。因此，
生活中多有些各种各样的“很
艺术”，可谓当代人追求美的
表征，是令人欣悦的！

◎
照
日
格
图

◎宋生贵

艺术与“很艺术”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红
色

坚
持

《
悬
崖
之
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