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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疯子”的天才构想

中国旅游界与艺术界的两个“疯子”跨
界聚在了一起，一拍即合。他们谋划在 2017
年美丽秋天的凤凰古城，创新演绎一场旅游

与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艺
术碰撞，进而影响当代艺术、触及人们灵
魂、复兴中国文化的大戏。

一个“疯子”是旅游界知名策划师叶文
智，一个“疯子”是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中国美术报》 总编辑张晓凌。两个“疯子”
合计首先办一场亘古未有的艺术展览，不仅
仅是一场简单的展览……

叶文智认为，文化是旅游的根与魂。当
今社会呼唤民族文化复兴，为公众和游客提
供超越时代，又满足人们精神和艺术需求的
国际文化大餐，对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威尼
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不正可以实现艺
术凤凰、文化自信的梦想吗？带着这个“疯
狂”而天才的构想，他找到了张晓凌。

张晓凌认为，全球当代艺术格局当前正
处于大变局的前夜。随着中国崛起，依托中

国当代艺术日益增长的国际声誉，抓住复兴
文化的雄心、超越性思维以及革命性行动的
机遇。用一场全新概念的艺术展览，向世界
表明当代艺术新力量、新势力的出场。

张晓凌用“绞尽脑汁”来形容他的策
划：与当代中国和西方所有的艺术展览不
同，以超越当代艺术的理论、概念、形态、

结构、商品化趋势等，用
“超越性的姿态”为中国当
代艺术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和新的目标，树立中国当
代艺术的主体、话语权、
标准和地位。经过苦思冥
想，“超当代”艺术展的主
题让他豁然开朗。

叶文智要以“凤凰艺
术年展”来命名，进行一
场中与西、新与旧、民族
与国际的文化艺术交流、
交融、交锋，全方位展示
当代各个艺术门类、各种
艺术风格的作品，让各国
艺术家同台进行交流，用
开 放 式 的 、 无 边 界 的 展
览，拥抱艺术家的创作理
想和艺术探索，让公众和
游客真正得到艺术的洗礼
和精神的享受，感受到文
化艺术的力量，凸显中华
文化的自信。

建 筑 学 上 有 一 个 名
词：“群落式建筑”，指由两幢或数幢多种性
质、多种功能的建筑组织而成的相似共同
体。凤凰古城有一栋栋传承当地民族建筑艺
术的吊脚楼和文化古迹，没有规范的艺术展
厅，不具备展览条件。两个“疯子”又是一
次理念创新：借助凤凰古城的万寿宫、熊希
龄故居、虹桥、崇德堂、竿军博物馆、古城
博物馆等空间，来一次群落式无边界的世界
艺术展览。

中外艺术家的激情碰撞

9 月 22 日，首届“凤凰艺术年展”在凤
凰古城隆重开幕。展览汇聚了来自中国、法
国、意大利、西班牙、卢森堡、瑞士 6 国的
19 名艺术家的佳作，包含水墨、油画、雕

塑、新媒体艺术、新手工艺共 5 种艺术形式
的 210 件作品。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军人物
几乎全部到齐。

参展艺术家有中国的油画家靳尚谊、殷
阳、丁方、刘刚、顾黎明，国画家唐勇力、
张译丹、田黎明、刘赦，雕塑家吴为山、王
艺，玻璃艺术家刘立宇，批评家尚辉。

意大利的油画艺术家安
德烈·格朗齐、朱塞佩·莫迪
卡，西班牙油画艺术家拉斐
尔·卡诺加，法国铜版画艺术
家亚瑟·荣格，瑞士新媒体艺
术家弗朗西斯卡·梅格特，法
国人体雕塑艺术家莫洛·科尔
达等前来参展。

中外艺术家用形式多样
的作品、独特的艺术语言、
高超的艺术技巧，展示各自
在 不 同 艺 术 领 域 进 行 的 探
索，通过作品传达丰富的精
神世界和个人情怀，给观众
以精神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

参展的西班牙著名艺术
家拉斐尔·卡诺加说：“凤凰
艺术年展不仅展示了中国本
土艺术自身的特色和魅力，
也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之下
世 界 各 国 艺 术 形 式 的 复 杂
性，这样一种艺术形式的碰
撞，给艺术家带来了更多的
灵感。”

“我专门来凤凰看展览，
从中外艺术家的创作中，感
受和学习他们的艺术灵感和
技巧，可以说深受启发。”中
国美协会员、砂石画创始人
李军声说，“另一方面我也增
强了艺术自信，我的砂石画

与西方现代画家的综合材料艺术，取得了异
曲同工的视觉效果，而且更富有中国本土的
艺术特色。”

围绕凤凰艺术年展，9 月 23 日举办的以
“文明的重生”为主题的凤凰国际艺术论坛
上，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著
名国际策展人安特·格里博达，中国国家画院
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名艺术史家高天
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津，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丁宁，美籍华裔艺术史家高千惠，
意大利达·芬奇理想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德罗·
维佐斯，德国著名评论家海因茨·诺波特·约
克斯等10多位国内外艺术家、评论家进行了
交流对话。

“在全球文化博弈与互融的浪潮中，立基
于凤凰古镇，以跨文化的视野，创办‘凤凰
艺术年展’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构想。”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这样说，“展览特别设
立了‘凤凰艺术大奖’。对于激励艺术家创
新，提升中国美术的国际影响力，建设世界
美术的新高地，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平凡与伟大的艺术梦想

9 月 22 日晚，在美轮美奂的凤凰艺术之
夜颁奖晚会上，有着艺术梦想而家境贫寒的
兰州路口小学何佳雪和延安新新小学韩思
彤，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不仅能与其它10名
贫困孩子一起，接受凤凰艺术基金的资助，
还能亲手给知名油画大师靳尚谊颁发首届凤
凰艺术终生成就奖。

9 月 22 日晚，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亮起了
歌喉，撑开了油纸伞；好客的湘西汉子打起
了苗鼓。凤凰古城沱江河两岸灯光璀璨、人
流如潮。一场以凤凰古城吊脚楼和虹桥为主
背景、游船为道具、沱江为舞台，融合汇聚
湘西经典民族文化艺术、现代建筑投影、裸
眼3D技术的首届凤凰艺术年展颁奖晚会，让
数万名嘉宾和游客深深感受到中国艺术文化
之美。

最后接受大奖的是著名油画大师靳尚
谊。1934年出生的靳尚谊，是我国当代最具
影响力的艺术家、理论家和教育家。靳尚谊
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
席。

在新中国美术发展史上，靳尚谊以其丰
厚的创作和远见卓识而成为里程碑式的人
物。他既是新中国美术历史进程的见证者，
又标志着新中国美术所能达到的高度。首届
凤凰艺术年展，靳尚谊展出了其1981年的画
作 《画家黄永玉》 和近年来创作的一批代表
作。鉴于靳尚谊在国内外艺术界的卓越成就
和崇高地位，他被授予首届凤凰艺术终生成
就奖。

“靳尚谊是著名的艺术大师，选出两名平
凡的西北贫困地区孩子为他颁奖，伟大与平
凡同在，成为这些有着美术梦想的孩子终生
的荣耀，激励他们为艺术的梦想而奋斗。”首
届凤凰艺术年展总策划人叶文智这样说。

见证影响世界的艺术力量，表达来自东
方的艺术自信。凤凰最佳抽象绘画艺术奖获
得者拉斐尔·卡诺加、亚瑟·荣格，最佳新媒
体艺术奖获得者弗郎西斯卡·梅格特，最佳雕
塑艺术奖获得者莫洛·科尔达登台领取了属于
他们的凤凰艺术单项奖杯，赢得了属于他们
的来自东方的艺术奖项。

交融中凸显的文化自信

“凤凰艺术年展在家乡举办，特别是高水
平的颁奖晚会，让我大开眼界，我感觉特别
自豪和骄傲。”凤凰中学的一名学生这样说，

“这场活动让我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要向
国内外艺术大师学习，克服自己痴迷游戏和
看娱乐节目追星的毛病，让自己成为有信仰
和奋斗目标的人。”

“凤凰艺术年展让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了中
华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的美术主流，具有非
常深远的意义。”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
说，“中华民族是最应有文化自信资格的民
族，在中国大国崛起、文化复兴的背景下，
这样一个艺术年展拥有无限的生命力。”

叶文智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愿景：“‘凤凰
艺术年展’、‘凤凰艺术奖’、‘凤凰艺术论
坛’三大艺术主题活动从 2017 年起落户凤
凰，期待以凤凰1300年的历史为画卷，为世
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打造一个交流共享
的艺术平台，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实现艺术的
梦想。未来将逐渐形成以美术馆、艺术家工
作区、艺术品仓储、艺术品及艺术衍生品交
易、艺术金融、艺术小镇为核心的艺术产业
链，建立独特的凤凰艺术产业模式，争取通
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使‘凤凰艺术
年展’达到‘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
展’的知名度。”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叶红专
说，“凤凰艺术年展”不仅传递了中外艺术家
们热爱和平、包容和谐的美好愿望，而且连
通了湘西和世界艺术对话，让世界的目光投
向湘西。“凤凰艺术年展”不仅让凤凰古城甚
至湘西州处处弥漫着艺术的气息，还有助于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民族文化艺术走向
世界。湘西州将通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把凤
凰古城打造成与爱丁堡、威尼斯齐名的国际
艺术小镇。 （摄影：杨华锋 子 元）

古城凤凰
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涅槃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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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13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凤凰，诞生过沈从文、陈师曾、黄
永玉等文学艺术大师，小城的血液中生生不息流淌着文学艺术的基因。

2001年，叶文智携团队进入古城凤凰，用歌声中的凤凰、笔墨下
的凤凰、镜头里的凤凰、棋行大地、天下凤凰聚凤凰等多种手法演绎
凤凰古城，让沉寂千年的凤凰古城成为中外游客的向往，实现了现代
版的凤凰涅槃。

16年过去了，面对日益浮躁和商业化的古城，如何绵延千年文
脉，造就文化艺术精英，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的融
合、碰撞中，实现艺术凤凰、文化自信，实现古城凤凰的再次涅槃？

凤凰艺术年展开幕，表明当代艺术新力量、新势力的出场。凤凰艺术年展开幕，表明当代艺术新力量、新势力的出场。

著名油画大师靳尚谊 （右二）、凤凰艺术年展总策划叶文智 （右三） 在展厅交流。

西班牙艺术大师拉斐尔·卡诺加 （右）、卢森堡艺术家亚瑟·荣格 （左） 获凤凰最佳抽
象绘画艺术奖。

西班牙艺术大师拉斐尔·卡诺加 （右）、卢森堡艺术家亚瑟·荣格 （左） 获凤凰最佳抽
象绘画艺术奖。

古城凤凰沱江虹桥风光古城凤凰沱江虹桥风光

融合湘西经典民族文化艺术、现代建筑投影、裸眼3D技术的首届凤凰艺术年展颁奖晚会现场。融合湘西经典民族文化艺术、现代建筑投影、裸眼3D技术的首届凤凰艺术年展颁奖晚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