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力弓曾说：“我本身就是农民，到城市
来生活是一个外来者。在城市里生活久了就
会有厌倦感，回到农村会引发许多美好回
忆，但内心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农村那种状
况去生活了。这种同时被边缘化的感觉是很
可怜的，我的画就是一些内心状态的描写。”

张力弓是个外粗内细的人。我曾以朋友
的身份与他一起回过他的故乡———山东莒
县。他是个非常称职的导游，对家乡的文化
名胜如数家珍，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充满感
情。他对乡人———老同学、老战友、老相识的
热情，让我见识了他广泛的人脉的同时，也
窥见了他对故乡怀念、眷恋的原因。他早期
曾有画一幅《沂蒙乡情》的人物群像作品的

想法，草图我也见过。在他十分逼仄的画室
里，成摞的沂蒙乡人照片散置在茶几、行军
床上。张力弓缓缓地告诉我：“还有许多好的
形象没有用上。”这幅作品最后没有完成，可
能是他觉得还不够火候、有待积累吧！

故乡的山、水、屋、渠、人、碾、拖拉机、电
线杆……张力弓将它们构建成有趣的画面，
使之充满民俗的朴质与丰富，又具有神秘意
味和现代的表述方式。他的画中画着乡亲们
对他这个从乡村走出去的“城市人”的反应
以及他对“故乡人”的印象。他每年都要回几
次故乡，但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使他与他
笔下的人物之间的纠葛变得复杂而矛盾。一
方面，他与这方水土和人有着割舍不断的联
系，有着童年美好温馨的记忆，有着令他怀
念与向往的质朴、简单的美；而另一方面，生

活的压力、贫困的现实与外面
“精彩”世界的反差与侵入，使他
本以为熟悉的事物变得有些陌
生……这种尴尬与困惑，既写在
画中人物的脸上，更写在画家的
心里。这些画似乎有着如泣如诉
的情感意味。

虽然画家追寻的理想境界与
现实的喧嚣、矛盾存在着巨大的
反差，但也正是这个反差证明了
画家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一位作
家在谈到农村题材的小说时说过
这样一句话：“你不可能去写想象
中的农民，只能去写农民的想
象。”其实，画家也是如此。

张力弓常常会不自觉地跳到
自己所置身的城市之外，用一种
考察和审视的目光来观照现实。
他的城市情结，不在于渴求或向
往，而在于质疑或思索。他投身现
实又与现实不睦，甚至格格不入。
对于那些流行思潮、时尚元素、市
井百相等，他通过图像来传达自
己的观点和态度。他的“城市系
列”具有深沉的人文关怀，揭示了
现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执
着于自己的视觉感受，在作品中
融入了冷静的参与性和深刻的批
判意识。
“城市系列”作品略带俯视的

人物造型，顶天立地地塞满竖幅的
大画面，匆忙的城市行人徘徊在凌
乱、灰暗、诡谲的空间里。“城市系
列”五幅作品排列在一起，有城市
边缘人众生相的味道。他们的面目
或者背对观众，或者隐在阴影里或
帽沿下，有一种警觉和紧张的意
味。他们既制造着冲突，又营造着
氛围。在这些孤独的“巨人”面前，
人们很难无动于衷。

张力弓笔下的城市生态，是
直面而勇敢的。他不掩饰自己的
态度，坦呈自己的所见，表达内心
的感触。他希望揭示出当代社会
的多重面貌和深层问题，所以他
的画不轻松、不浪漫、不唯美。他
的现代水墨人物画《异域空间》
中，生活的多个碎片被组合在一
个现实而荒诞的空间里，局部的
写实与组合的荒诞大大增添了画
面的信息量，人物表情的独立和
隔膜，穿墙而过的人、魔鬼面具、
电器、断墙等带有符号意义的形
象，与人物交织、充塞在画面中。
他说：“我将各阶层、各行业的人
物，通过零乱的空间组成一个臆
想的社会，大家充满恐惧地生活
着，互相窥探着、审视着，心里的
不安是恐惧的最大来源。欲望愈
强烈，压抑就愈强烈，整个社会
就在这种欲望和压抑里纠葛
着。”

张力弓的城市题材作品，能
够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激情和斗
志，带有对现实批判与修正的意
义。他块面化的水墨运用和具有
设计意识的组合，与他表达的内
容与想法是基本吻合的；视觉上
的强烈效果也显得发自内心，不
做作，不矫饰；超大的画幅尺寸，
既是内心与题材的需要，更是对
创作的一种自信和超越。应该说，
张力弓的“城市系列”触到了当下
中国城市的本质，揭示了人性的
善与罪、美与丑。

张力弓始终关注社会和人。他
对军营的深情、对故乡的眷念、对城
市的审视，都是以“真”为基础、以
“情”为媒介的一种表达与宣泄。他
把自己的内心敞开来，哪怕带着局
限和偏见。他不能容忍掩饰和虚假。

·城市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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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书法界对民间书法的借鉴和学习，
无不与其现状与困境有关。在当下以艺术视
觉展示为主流的环境中，以书法假贴学为传
统，对之趋之若鹜，促使“二王”成为各种书法
展览的揽金宠儿。这固然显示出国人对中国
书法优良传统的重视，但盲目跟风的现状又
导致书法家们陷于展览套路而不能自拔，以
至于形成千篇一律的“伪二王”流行书风。部
分书法家开始探索一部被“书法正史”掩盖了
的民间书法，研究秦简汉简、瓦当瓯铭、草纸
遗书等，以期汲古突变。

美术方面也面临着承古与创新的困境。
除笔墨技法程式在优良美术传统中很难再创
新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
理民间美术与文人美术的关系。其实，民间美
术是源，文人美术是流。但由于绘画发展的后
期，文人掌握了话语主导权，文人画在上流社
会得到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文人美术自五代
以来一直占据主流的局面。陈传席《中国绘画
美学史》认为，在唐、五代时期，中国审美意识
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文人思想意识渐趋雌
化和阴柔化，二是南方审美意识渐居主流。这
主要是由于文人意识的崛起，轻技巧而重逸
气。绘画似乎早已偏离了其本来的涂画的特
征，而变成了观念化的东西。由此可以作出一
个大胆的推论：艺术史从来都是观念史。在文
人观念的灌输中，传统艺术被附加了愈来愈多
的文人意识，以至于广博的民间艺术成了阴暗
的另一部艺术史，被忽略、被漠视。近年来，艺
术的本土化、地域化问题尤为凸显。书法向民
间书法的学习不失为当代美术可以参考的进
路。对于美术而言，面临的困境比书法更为严
重———不单有传统艺术图式、笔墨难再创新的
问题，还有东西方文化艺术互相学习中的冲
突、反噬，更有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弥合问题。

地区间的相互学习和融汇，逐渐销蚀着
各地美术的地域特色；而甘肃经济的相对落
后使这一地区的一些画家存有文化自卑心
理，于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模仿、借鉴、吸收
其他地区的艺术形式和元素，形成千人一面
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具有艺术
规模的地区提出地域画派的概念，如黄土画
派、冰雪画派、新徽派、漓江画派、沙漠画派、
南昌画派等。有些画派是自身发展的结果，有
些是艺术家观念的聚合，有些是政府与领袖
艺术家一拍即合的结果，还有的是政府文化
宣传的招牌。但无论怎样，它们都是在一体化
困境中寻求自身特色发展的趋势和产物。古
代的画派，大多依赖于师徒技艺及艺术理念

的传承，一群画家在卓越
的领袖人物周围聚拢起
来，在相对闭塞的地域中
随着继承中的不断创新
而丰富、辉煌着美术史。
但如果后继乏人，画派也
就衰落了。对于甘肃的敦
煌画派而言，怎样才能形
成自己的特色？魏晋墓
画、敦煌艺术都是大宝
库，是值得深入挖掘的。
敦煌艺术的形式要素
对敦煌艺术的学习，

首先要清晰、透彻地掌握
敦煌艺术的美学特征。敦
煌艺术中的形式要素是
非常值得艺术家借鉴、学
习的。这绝非简单地写生
敦煌地理、临摹敦煌壁画
那么简单，还需要艺术理
论的指导。敦煌艺术是以
阐扬宗教信仰为目的的
民间艺术模式，绝大部分
是民间艺术家创作的壁
画和雕塑。其艺术样式为
敦煌艺术发展中不同时
代的流行图式，体现了东
西方文化艺术的交融，当
然也暗合某些时代的艺
术观点及共识，如谢赫的
“六法”论。敦煌艺术的美
学特征，整体来说是静
穆、华美的宗教气质，用
笔、设色无不以宗教信仰
来考量，充满了浪漫而绚
丽的艺术色彩。不同时期
的敦煌艺术有不同的表
现特征，如唐代的色彩华
丽灿烂，喜用红、黄、蓝、
绿等彩色，与唐代整体美
学风格一致；而北魏喜用
蓝、绿、黑、赭，沉静肃穆。
总体来说，敦煌艺术的美
学是悲剧的崇高，到处投
射出宗教悲悯情怀下的
人文终极关怀。

中国传统绘画中，由
于自唐、宋以来文人艺术

占据很高的地位，对民间美术采取了漠视、轻
视的态度，因而很自然地拉开了与民间美术
的距离。礼失而求诸野。中国传统绘画的近代
发展遭遇难以创新的困境，不得不求之于西
方技法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对敦煌艺术的借
鉴、学习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事。张大千、常书
鸿、董希文等艺术家均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
借鉴。如张大千汲取敦煌壁画宏大的艺术风
格，创作通景巨幅作品；董希文将敦煌壁画的
装饰图案糅合到油画《开国大典》中，地毯上
的图案刻意地借用了敦煌壁画中藻井的装饰
图案，而且在整幅画的处理中应用了敦煌壁
画色彩语言体系，使之显得富丽堂皇，颇具盛
唐时代的风格。另外还有一些画家在工笔画
中借鉴使用敦煌壁画的颜料、线条等。墨西哥
画家弗里达卡洛的作品，如《摩西》《宇宙，地
球，我自己，圣迭戈和阅兵式爱拥抱》等，使人
想起新疆克孜尔石窟第 14窟窟顶的本生图，
两者之间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如对生命、死
亡、重生、信仰等的一系列表达。

敦煌艺术有一系列的艺术表现程式，如
壁画中大量的云气、莲花、菩提树、飞天、供养
人、线条、色彩等具体而又抽象的符号以及不
同时代的美学表现形式，需要有专门的艺术
理论家对其进行梳理，使之成为便于学习和
借鉴的图式。比如对敦煌壁画的色彩流变、人
物造型流变、山石花木的表现嬗变等进行梳
理、总结和分析，便于艺术家在自身感悟的基
础上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有意识的化用。敦
煌艺术博大精深，单纯靠艺术家自身去感悟
并外化为创新模式是比较困难的。简单的临
摹和简单的一形一色的套用最终会使艺术家
失去深入研究的兴趣，只能浅尝辄止。如果具
备理论指引，技巧的东西可以演变为丰富的
表现形式、恢宏的气势和深厚的内涵。

敦煌艺术的精神特质
我们要学习敦煌艺术所含纳的精神。何

谓“敦煌艺术的精神”？有人将其阐释为包容
精神、创新精神、超越精神。这主要是从敦煌
艺术的内容上来理解的，我认为它们对敦煌
艺术的宏观把握不够全面、精准。敦煌艺术所
包含的最主要的是虚静而务实的精神气质，
即宗教精神、融汇精神、信仰精神。

众心烦乱而思静，艺术创作尤其需要静
心。当下，宗教情感应当引起艺术家的重新审
视。此处所谓“宗教情感”，主要指忘我、献身、
虔敬及信心。科技发展的今天，宗教信仰甚至
被当作迷信、虚无主义，民众普遍缺少一种精
神信仰。艺术创作所需要的精神信仰应该是
对艺术的执着、对美好的坚定信念、对纯净灵
魂的追求和向往。艺术不只是为视觉而生的。
一件作品如果没有某种信仰做坚实的根基，
那么其语言必定是干枯、乏味、苍白无力的，
是缺乏摄人心魄的力量的。直达心灵才应该
是艺术的终极目的。敦煌艺术教给我们的最重
要的应该也是这一点。

对敦煌地理意义的挖掘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依据南北不同地域

划分出两种艺术风格。北派所表现的山水多苍
茫雄奇、崇高辽阔，在技术上有所侧重，以至于
李成时代的一些画家嫌其技法复杂，从而转学
南派山水，似乎南派山水更符合文人情怀。对
于地域性的表现是许多画家比较纠结的问题，
许多北方的画家转而画那些空灵的南派山水。
他们之前尝试过如何表现本土的山水特色，但
大多很不成功。究其原因，大多数画家很难在
师法自然中实现突破，也很难在师法古人中获
取笔墨技巧的支持。还有就是文人画的强大传
统优势，使之画必求高古放逸。其实北方山水
多崇高壮美之气势，要突破，唯畅气而已。南方
地理以韵闻，北方地理以气胜。气代表阳刚之
美，韵代表阴柔之美。真正的气必显示韵，成功
的韵必以气为基础。在气之中还要加入自己的
思想意识。看画家丁方的风景油画，很受感动。
他的作品表现雅丹地貌特征，但不是像旅游画
派那样描摹自然，而是把自己对西北的文化认
知及宗教情感融入到作品里面，所用技法也是
为画家的情感服务的。他做的肌理很厚重，将
自然与人文、宗教信仰结合起来，所以他的风
景看起来比较有震撼力、有气势，有崇高的美
学特色。敦煌的雅丹地貌很突出，如敦煌雅丹
地质公园所宣传的：“敦煌的雅丹地貌的形成
时间之久远，地貌之奇特多样，规模之大，艺术
品位之高，堪称世界仅有的大漠地质博物馆。”
但甘肃的艺术家很少有人去发现这块宝地，更
少有画家试图去表现它。黄土高原沟壑纵横，
有许多画家去描绘了，但所绘大多仅是风景而
已，沦陷于地理图录的展现，缺乏深度，缺乏思
想，缺乏能够打动人的东西。

元、明、清以降，鲜见如唐、宋画作的宏幅
巨构和气势浩大之作，审美格调迁移，变雄浑
为潇洒，化刚劲为柔和，几乎完全被南方语系
同化了，以至于李小山高呼“中国画已经到了
穷途末日的时候”，或许我们真的被追求逸笔
草草、伪自娱的文人画所误了，形成了文人画
一种格局的大发展局面。现在许多画家画江南
小情致，这固然没错；但没有什么突破，只有

“草草”之笔，缺乏文人情趣。文人情怀需要深
厚的学养来支撑，还需要广泛的游学来丰富。
或许对敦煌艺术的系统借鉴不单关系到敦煌
画派的崛起，还是重塑崇高美学气象的北方美
术的突破点。

关于重塑北派美术，陈传席在《提倡阳刚
大气的民族绘画》中对明、清以来强化的“静”
“净”最高艺术境界进行了批驳：“我并非不欣
赏江南传统画风中的那种细秀小巧画风。它抒
情、潇洒、轻松，给人温柔的情感。但在温柔乡
中也可能会削弱人的壮气，泯灭人的雄心。”遗
憾的是，陈传席 1994年就警示的“阴盛阳衰，
已经抬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至今时隔二十

年了，这种审美格局仍没有多大改观。崇高气
象体现的是阳刚之美。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判
断力批判》中言：“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
美却也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而
优美则可以是着意打扮和装饰的。”康德所讲
的这种外化于自然力量的崇高，是极其雄健
的，与之相匹配的就是中国美学中的“大美”，
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之“大美”。它体现出人
们对浑融、超然、宽广的天地精神的追求，如我
们在观赏范宽《溪山行旅图》所产生的“高山仰
止”的崇高感。在对敦煌艺术的学习中，我们有
理由将艺术架构在“天地人神”的四合框架
中，将观察的目光瞥向超然物外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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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弓
画坛精英

敞开心扉写真情
阴许向群

·乡土情结·

荷花图 张大千 作

“城市系列”之五 张力弓 作

张力弓1964年生。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
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研究生班。现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专职画家、中国
美协会员。作品“士兵系列”之四获第十届全国美
展优秀奖，“城市系列”获全国中青年中国画提名
展银奖，《异域空间》获首届中国水墨画展金奖。
出版有《张力弓国画作品集》《当代中国画名家逸
品》《张力弓水墨画》等。

“城市系列”之一 张力弓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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