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一项关于“全国十大丑陋雕塑”
的评选活动公布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引
起了一场关于城市雕塑的大讨论。

或沦为“权力的艺术”

此次评选由搜狐网发起，历时 ! 个多月，
总投票数近 "##万张，最后产生了“全国十大
丑陋雕塑”，北京望京新地标、重庆“记忆山

城”吊脚楼等 $%

处城市雕塑均名
列其中。

有学者认为这场评选活动体现了大众的文
化自觉性，是民众公共意识觉醒、参与城市决
策的标志。

这些雕塑为何能够通过层层审批的呢？雕
塑家景育民认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城市
雕塑的管理者和决策者缺乏相应的艺术审美水
平，加之甲方不恰当的干预，使城市雕塑艺术
发生了扭曲，沦为“权力的艺术”。

此外，艺术家个人的学术水平、创作经
验、职业操守也局限了雕塑作品的高度，这也
是城市雕塑同质化、雷同、模仿甚至抄袭等现
象层出不穷的根源所在。

雕塑家吴少湘用“运动式”来形容中国目
前的城雕热潮，一些粗制滥造的雕塑广场或雕
塑公园往往能在短期内拔地而起，各地建设城
市雕塑的数量之大、速度之快在全世界均属罕
见。批评家刘礼宾认为，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飘
带状、蛋形或环形雕塑正是一些艺术家惯性思
维和盲目跟风的表现。

设计须与公共空间相宜

提起“海的女儿”，我们会想起丹麦哥本
哈根；提起小“尿童”于连，我们会想到比利
时布鲁塞尔……雕塑，因城市而闻名；城市，

也因雕塑而升华。
城市雕塑作为一种空间艺术，具有一定的

公共属性，是社会文化和公共意识的一种表
达。公共环境给予了现代雕塑多样化的解读，
但如果把一尊雕塑不加考虑地放置在任意的环
境中，则会弱化雕塑本身具备的文化意义。

艺术家隋建国说：“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
工作室里随心所欲搞设计，但如果要将其作品
摆放到公共环境里，进入到公众视野中，就要
考虑它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与所在地方文脉
的联系，要符合本土的文化基调和时代要求。”
艺术家不仅可以因地制宜设计与城市相契合的
雕塑，也可以主动为自己的雕塑作品寻找适合
摆放的公共空间，以期得到最佳的艺术效果。

审美鸿沟体现教育缺失

据悉，此次评选结果完全由网民通过网络
票选得出，雕塑家、艺术家、理论家并不参与
任何意见。美术专家王明贤在发言时称：“从
专业的眼光来审视，评选结果中有的雕塑其实
并不丑陋，也许只是因为大众还不能接受它的
艺术表现方式。”

考虑到艺术本身具备的实验特性，许多启
发式的城市雕塑与公众的大众审美期待出现偏
差也就情有可原。搜狐文化频道主编雷剑峤在
发言时称：从评选结果可以看出，艺术家和普通
公众在审美标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脱节，而如
何让这两方面有一个更好的对话，逐渐把这个
错位的脱节弥补上才是本次评选的要义所在。

元典美术馆长梁克刚认为，网民与专家意
见的相左正是中国全民审美教育缺失的体现。
大众审美期待与精英艺术的超前意识之间存在
着鸿沟，而这个鸿沟的填补就是城市雕塑今后
的努力空间。艺术家和评论家应该主动地成为
桥梁，以开放性的对话姿态向大众普及、解释
抽象的、观念化的意识。

艺术部落2013年1月18日 星期五

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yahoo.cn

利铭与我交往屈指已 &"个春
秋。忘年之交，情谊深厚，以弟
相称，皆因凡遇坎坷则能推心置
腹之感。

利铭性格豁达，处事多宽容，
心热如荼，乐于助人。于人心趋
利之当下，委实难得。

利铭跻身书画界 !% 余载，
洞明书画之道，擅评论，洋洋洒
洒，数千字一日可得。书画界朋
友爱其文笔，求文者不绝。利铭
从不推脱，日间烦事锁身，便于
夜间动笔，掌灯构思，天明完
稿。书坛、画苑，每有重要展
事，亦常见利铭身影，组稿、策
展，撰写新闻、联系媒体，忙得
不亦乐乎。我曾多次赞其为中国
美术界不开工资的“宣传部长”。
经年如此，利铭为他人做嫁衣者
无数。每言及此，其皆憨然笑
曰：“为朋友累，虽苦犹甘。”
此德此行，于当今书画界口口相
传。然天下之大，众思终非一
致，阅人总有臧否。逢褒扬，利
铭不过一笑耳，以朋友之道处
之；遭非议，甚或误解，也不过
一笑耳，仍以朋友之道处之。利
铭从不论他人之非，信奉“为人
谋，须忠；与友交，须信”。为
书画界所称道。

利铭善书，尤喜行草，擅作
大幅，信笔写去，汪洋恣肆，大
气磅礴，此为书者心性也。加之
读书著文之功底，使利铭之书兼
具了文气与豪气。

书道之难，难在有法。有法
而不依，是为野狐禅；依法而步
趋，是为死书匠，终难成家。利
铭依法，而不为法左右，意在寻
求法与心相契相合之所，虽尚未
臻至妙境，但已颇有心得。凡行
则有心得，为利铭学书之旨。直
指人心之书，虽有不足，但其真

可鉴。利铭未称自己为书家，却
已具备书家之气质，之修为，之
胸怀。

观利铭累累巨制，余尝纳罕，
其终日忙碌，为工作，为书坛，
为画苑，为朋友，兼有为生计，
何时能书耳？答曰：“饭后、睡
前，心无杂念时。”殊不知，利铭
坚持日课两小时已有数年。书性
宜养，贵在坚持，利铭恪守此道。

近年，利铭又以楷书示人，
成就斐然。行草乃纵性之书，笔
端所纵，尽为书家之情、之性、
之胸臆，逞一路放歌之势。然久
之易散漫，因乏内敛，而失之文
气。利铭谙此，遂踅回碑帖，云
淡风轻，诚奉楷法，终日临帖若
小学生一般。

利铭楷书亦喜作长篇， 《三
字经》、 《千字文》、 《前后赤壁
赋》、 《道德经》、 《滕王阁序》，
皆一气呵成，首尾气脉贯通，其
以颜筑基，以碑给养的书风，气
象中正，笔力雄浑，观之娱目养
心，宜生正气。爱书者，当如是。

书道乃心道，书人之心也。
心正则笔正。王右军、颜鲁公、
苏东坡、康南海，书风所以各领
风骚、绝唱千古，其力在心正，
在品高，在骨硬。利铭之书气象
纯正端方、豁达豪放，一如其人；
利铭学书之路主线分明，取法端
正，自系康庄之途，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笔耕不辍。如是，自当
前途无量。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美协主席）

左图：千年棠棣迎来送往，

一众朋侪论古谈今。

彭利铭撰书
右图：范仲淹文 《岳阳楼

记》 彭利铭书

在 !"#$年新春之际，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彭利铭书法作品集》正

式发行面世。此集共收录彭利铭书法作品 #$%件，包括其擅长的行草，也有

巨幅长篇楷书，同时还有其篆、隶、碑和国画作品。而大部分自作诗、联更是

本集的亮点。
“

气象纯正 豁达豪放
———彭利铭其人其书

刘大为

链 接

彭利铭 $'(" 年生于湖南，长于京城，少

时受教于中央文史馆诸前辈，后师从欧阳中石

教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青

少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赵紫林作为当代一位文化底蕴深厚的画家，在创作中
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在花鸟画的天地里抒写着自
己的情怀。如果用品诗的标准去评论他的画，他应该被归
于“豪放派”。因为，在他的画作中很少看到顾影自怜、离愁
别恨的情绪，扑面而来的是波澜壮阔的豪迈之情。这种情
怀既来自大自然的赐予，也来自画家对大自然的领悟，来
自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他 &%$$ 年创作的荷塘系列 《朝晖》、 《深秋》、
《冬眠》等巨幅作品，仿佛是气势恢宏、大气磅礴的交
响乐。在赵紫林的花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力拔山兮、气吞山河的一个大世界。这种气势既来自大
自然的赐予，也来自画家对大自然的领悟，来自他丰富
的内心世界及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仔细研究赵紫林
的花鸟画便会发现，一种激情始终在他胸中涌动，一种
力量诉诸他的笔端。他的线条少了灵动轻盈，多了凝重
浑厚。他是在用“力透纸背”的书法用笔，抒写画中的
一根根刚健有力而又韵味十足的线条。

赵紫林在他的花鸟画中，吸收前贤精华，而又另寻
蹊径，引入了大篆的笔法。线条遒劲凝重、浑厚质朴，
突显作画过程中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追求书法艺术中
一气呵成的抒写节奏和笔画间的抽象意味，以及线条的
组合韵律，形成了画面古朴厚拙的另一气象。他特别注
重在充分积累对客观事物观察印象的基础上，强化“目
识心记”，用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从事创作。他善于把自己
描写的自然之物重新构架，运用纯粹个性化的艺术语言
和表现手法，或赋、或比、或兴，寄寓自己对禽鸟花木的独
特情感。用他的话说，就是“以意为象，因心造境”。

花鸟画的终极目标是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在赵紫
林的作品中，无论是巨制还是小品，往往具有深刻的寓
意。在自然含蓄似不经意的境界中，让我们感受到画家
内心喷涌的豪情，感受到这个时代蓬勃向上的脚步，得
到潜移默化的审美享受。

由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美协、滨州

市政协、滨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赵紫

林国画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赵紫林

的作品突显出独特的艺术个性，使情趣平

民化、笔墨文人化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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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 赵紫林（中国美术馆藏）

来自奥地利的展览“维尔纳·贝格———从表现主义
到波普艺术”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共展出奥地
利著名画家维尔纳·贝格（$'%)—$'*+）的 ,#多件油画
及 +(件版画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世纪奥地利艺
术的文化境遇与艺术特征。

在任何一部西方艺术史中，具有鲜明奥地利文化特
征的“维也纳分离派”都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尤其以
克利姆特、席勒等为代表，对当时以及后来的艺术产生
了深远影响。&#世纪上半叶，维尔纳·贝格开始步入奥
地利画坛。出生于德国爱伯菲尔德，在维也纳接受艺术
教育，维尔纳的关注始终属于坎顿州南部的那块土地和
人民。除了几次短暂的外出和服兵役外，他的一生几乎
都在那里的鲁塔农庄度过。

简洁往往不代表着简单。围绕着原始、古朴的农民生
活，维尔纳创作了一些单调但却令人过目难忘的作品。法
国诗人保罗·瓦莱说过：“没有什么比清晰更神秘。”这也
是维尔纳一生的座右铭。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醉心于寻
找一种简洁、清晰的绘画语言的维尔纳，开创了比同时代
其他画家更内敛、低调，更脆弱的画风。

维尔纳的作品采取近处取景的手法，不论风景画、人
物画，还是静物画，作品主题都直逼画布边沿，甚至有跳
出画框的视觉效果；同时，他还利用圆形布局使画作达到
安静、稳定的效果。维尔纳用色清冷神秘，他采用普通色
调，使作品更醒目。

没有什么比清晰更神秘
———维尔纳·贝格的艺术

赖 睿

路的尽头 维尔纳·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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