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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水问”当代水墨大展上，一批有别于传统的水墨画，甚至不用水墨却体现
水墨精神的艺术作品，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艺术享受。

记者专访亮相此次展览的两位艺术家王稢音与李磊，探讨水墨艺术如何体现当下的时代精神。

不像水墨画的“水墨”，在诉说什么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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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水墨不只是水墨画

水墨是中华文化独特的基因。从功能性的书
写，到艺术理想的张扬，水墨一直随着时代而变。

从唐代到宋元，中国水墨画形成了一套
传统的风格典范。自清初画家石涛提出“笔墨
当随时代”起，一场“新水墨”运动就开启了。

石涛反对毫无创新地“师古人”，主张师法自
然。到了近代，吴昌硕、任伯年等画家积极倡
导“新水墨”。吴昌硕以书法入画，以篆刻入
画，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20世纪初， 随着一批知识分子远赴法、

英、德等国家学习西方绘画，中国画面临着
如何现代化的变局。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纷
纷尝试将西方绘画的思想、方法和模式植入
中国绘画。改革开放后，中西绘画加速融合，

一些艺术家基于西方艺术的思维逻辑，参照
西方当代艺术的思想、方法，对水墨进行全
面的创新。如今，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思考如
何基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阐发当代水墨。

在近日于苏宁美术馆举办的“水问”当代
水墨大展上，王劼音、萧勤、刘国松、仇德树、李
磊、王天德等多位现当代水墨艺术实践者，用作
品探讨水墨艺术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新锐艺术
家黄宏达还运用现代数码的形式， 将人工智能
应用在水墨上。他设计推出了一款机器人，根据
嫦娥四号发回的月背图像和美国航天局发布的
月面 3D图像，创作出一幅《月球背面》水墨画。

李磊认为，当代水墨艺术不是物质上或
技术上的水墨画，当代水墨更意味着一种精
神，一种内在的、生命的运动，这种精神能为
世界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可能性。“‘水
问’是展览之问，也是艺术之问、文化之问。

我们试图探讨的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过程
中，中国的艺术如何与西方艺术进行有效的
对话，水墨艺术应当如何体现当下的时代精
神。”策展人许剑龙对记者说。

艺术家必须要有自己

画家王劼音在版画与油画领域深耕多年，

直至退休后才进入水墨世界。他说，画水墨画，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在此次展览中亮相的 《树石图》《竹石图》

《江山胜景图》，都是王劼音近年来的新作。树、

石、竹，是中国传统文人偏爱的意象。古往今
来，以这三者命名的古代绘画数不胜数。王劼
音在前人辈出的题材中画出了新意。在《江山
胜景图》中，他用抽象的语言表现心中的山水。

画面中众多规整的墨点，与传统水墨画所强调

的写意形成鲜明的对比， 呈现出别样的趣味。

在《竹石图》中，他又用笔墨绘出众多直线条，

这也是古代水墨画中少有的。

“我之所以这样画，是在探索一条自己的
路，不完全重复古代的水墨画，也不模仿西洋
画。用抽象的语言表达我心中的山水，非常适
合我。”王劼音说，“‘水问’这个题目，我觉得是
在问中国传统的根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一
个‘水’字。有人觉得中国画和油画相比没有力
量，色彩又不鲜艳，一张薄薄的宣纸，没有厚
度，平静如水。我倒觉得，平静如水反而是它的
特点。如果说西方艺术是高山峻岭，那中国水
墨便是无垠的旷野，似乎空无一物，却有内在

的震慑力。”

中国的水墨与中国的传统音乐、 戏曲、舞
蹈都有密切的关联。在王劼音看来，有些人的
画虽然笔墨很好，但骨子里并不传统，因为画
里没有人文气息。相反，有些画看似采用了现
当代的表现手法， 甚至看起来不像水墨画，但
它依然传递着水墨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不
少画家都在求新，但求新太切，一不小心就会
掉进西方艺术的‘坑’里，没有了自己。艺术家
必须要有自己，现在提倡中国制造，艺术也要
讲 ‘中国制造’。 既表达传统文化中的水墨精
神，又呈现出新的艺术面貌，一定能走出不一
样的道路。”王劼音说。

听严肃音乐，
为何会昏昏欲睡

■ 麦琼

听音乐 ， 特别是纯器乐
（严肃音乐）， 常常有人发出
“听不懂”的抱怨。

主要的原因是音乐审美的
不充分。 没有真正体会到音乐
的美， 当然就无法培养起欣赏
的乐趣，进而成为文化习惯。

审美的不充分， 简单说就是没听
够，对音乐的审美认知和体验不足。

首先表现为时间的不够，或者说是
次数的不够。由于音乐是抽象的艺术，其
审美有一定的特殊性， 反复聆听是必须
的，只有充分的聆听才能达到审美效果，

也只有引起重复聆听兴趣的才是有价值
的音乐。一般而言，除了声乐作品的歌词
可以在审美中作为理解和记忆的 “抓
手”，一般的器乐作品无法借助音乐之外
的理性符号来理解。也就是说，音乐的审
美几乎没有什么“方法”，除了听还是听，

要认真听、用心听、反复听。所谓的熏陶，

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听音乐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
律。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一般人，审美注
意和审美耐心就是一首歌的时间（3至 5

分钟）。早期唱片工业储存声音的时长是
3分钟， 这也是流行歌曲约定俗成的时
间，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古典时期的乐曲
在时间上一般也是遵循着 3至 5分钟的
自然时限。

然而， 专业音乐的发展致使音乐结
构的复杂性增加， 追求越来越丰富的表
达。所以，听众需要专业性的引导。人们常
常感叹听不懂音乐 （主要是严肃音乐，包
括古典音乐）， 主要是因为听众与职业作
曲家之间存在天然“落差”，而我们的音乐
教育又没有很好地填补二者之间的落差，

人们常常感叹曲高和寡也就不足为怪了。

审美的不充分， 也可能是听不进
去。为什么听不进去？也许是实在不好
听，听着听着就厌烦、走神、昏昏欲睡。

普通人虽然难以评判作品的优劣高低，

但优秀的经典作品都经过时间的考验，

所以问题不在音乐上，而可能出现在聆
听的环境和聆听主体的惰性上。不好的
环境， 确实不利于对音乐的充分审美。

因此，听音乐提倡到音乐厅里正襟危坐
地欣赏，培养积极的态度和习惯。次一
点的条件，是在视听室或者音乐课室里
聆听，有一种仪式感。

对于一般听众而言，在音乐厅里一
次性地专注聆听也许可以得到强烈的体
验，却未必意味着充分的审美。也许很快
就淡忘音乐本身， 只留下周遭环境的记
忆。尤其对于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作品，充
分的审美是懂得作品的前提。 这是音乐
的特殊性，也就是达·芬奇所说的音乐艺
术的缺陷。

所以， 充分的审美还需要反复聆
听。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来说，虽然
能轻易获取音乐资源，但必须有这个认
识和付出时间的意愿。

（摘自《音乐周报》）

一幅抽象“水墨”是如何诞生的
解放周末：您的近作《水问》在此展览中与

观众见面了。您想通过这件作品表达些什么？

李磊：《水问》不是一幅画在宣纸上的水
墨画，而是一件布上丙烯作品，我想表达的
是一种水墨精神。我试着提取传统水墨的精
神和方法中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自
己的创作中。

解放周末：您所理解的水墨精神是什么？

李磊：是气韵生动，是阴阳互生，是笔墨有
致，是情境相融。从世界观上讲，是人情与宇宙
相通。从方法论上讲，是气息与笔墨共淌。

解放周末：为什么选择丙烯，而不是水
墨或者油画颜料？

李磊：刚开始从事抽象艺术的时候，我就
选择具有流动性的丙烯颜料。油画颜料的长
处是色彩的塑造和堆积，但流动性不够。

我是把画布铺在地上画的，使用丙烯颜
料会产生许多自然流淌的痕迹，其中有些痕
迹是出乎意料的，是自然发生的。我在创作
中会对作品的结构、格调与气质进行整体把
握，同时又会有一种生机勃勃却不离规矩的
呈现， 当丙烯颜料相互渗透交融撞击时，会
产生很多丰富的意味。

解放周末：您在创作前会打草稿吗？

李磊：不打草稿，但我会在酝酿充分之
后才开始创作。我必须先想清楚这件作品要
表达的是什么气质，是抒情、柔美还是雄壮。

《水问》 要表现是一种雄健的气质， 水是柔
弱、潇洒的，而当水流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
形成了大江大河的气势。

解放周末：画面中的红色与绿色代表什么？

李磊：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我不希
望这件作品给人沉闷的感觉， 我不想堵住观众
的胸口。 我试图在雄健中表现一种流动性的穿
透力。《水问》 所表达的水墨精神不仅仅是表面
上笔墨的流淌，更重要的是精神气韵上的流动。

解放周末：观众怎么才能体会这种精神

气韵的流动？

李磊：这种气韵不是通过一根根线条连起
来的，而是若干关系所形成的联动。好的艺术作
品讲究“意到笔不到”，抽象画尤其讲究这一点。

我希望留出思考的余地，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解放周末：《水问》 是一幅长达 6米的作品，

您是从哪里下笔的？

李磊：陆俨少先生曾说，有些人画画是从
整体画到局部，而他习惯从局部画到整体。这
样画出来的每一笔，都是“生发”出来的。我很

认同这种生发感， 我希望我的作品就像是植物
长出来一样，充满灵动性。具体的创作过程看似
凌乱，东点一点，西点一点，再凭借一股气息将
它们串联起来， 建构作品的过程其实是画家内
在气质的体现。

我也非常赞同黄宾虹先生的观点，他认为
画画就像下围棋一样，要找准棋眼，与对方博
弈。画画的过程就如同一场博弈、一场战斗。

解放周末：对手是谁？

李磊：对手就是我在创作时面对的那些颜色
以及我假想的目标。可以说，这幅作品就是我的
对手。在创作《水问》时，我的目标是要把它塑造
成一幅雄健有力的作品。 尽管用了浓重的黑色，

但依然要让它充满灵性，不板结，不沉闷，达到气
韵沉雄、温润敦厚、艳而不妖的境界。

解放周末：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实验水墨”

“观念水墨”以及“AI（人工智能）水墨”？

李磊：在人工智能的时代，科技给人们带
来了无穷的可能。当代的水墨艺术，已经不是
狭义的水和墨的艺术，而是要以水墨精神为根
本，面向未来寻找新的空间。在寻找过程中所
诞生的作品不一定全都十分成熟。今天的观众
在面对艺术家们的探索与尝试时，一定会有各
自的判断。艺术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这在某种
程度上和科学实验是一样的，如果一件作品观
众都不喜欢，就有可能会被遗忘，但这不代表
这种尝试没有意义。

王劼音《江山胜景图》（局部）2019，水墨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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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上海分行“五管齐下”狠抓内控合规工作

2019年，邮储银行上海分行紧紧围绕监管及总行对内控
合规管理工作的各项要求，牢固树立合规先行的理念，多措
并举地推进内控基础建设，为推进分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一是强化机制建设，扎紧内控合规“篱笆墙”。坚持制度
创新，健全了多项内控合规机制。在辖内支行试点实施风险
信息员工作机制，有效延伸风险内控管理触角。

二是倡导合规文化，划清案防合规“高压线”。加强内控
合规文化建设，不断创新教育方式。通过组织走访监狱、聘请
外部法律专家授课、分析典型案例、开展案防合规知识竞赛
等强化员工风险防控意识。

三是重视前端识别，扎好洗钱防范“筛查网”。充分发挥
反洗钱团队专业化优势，提升反洗钱工作管理效率，构筑反
洗钱工作第一道防线。

四是创新合规检查，做好风险筛查“排头兵”。组织开展
辖内机构交叉检查一次、飞行检查以及接管式检查，及时揭
示经营机构操作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责任，提升检查效能。

五是加大问责力度，敲响违规处罚“警示钟”。在不良信
贷资产责任认定、 员工违规行为问责方面均施以高压态势，
以严肃问责推动责任落实， 引导员工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
线、在行为上明确界线，切实提升问责质效。

公 告
自 2019年 8月 14日上海厚本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厚本金融”）被公安部门立案侦
查以来，我公司积极与公安部门保持沟通，主动核
实理赔所需厚本金融相关数据，全力推进我公司承
保业务的理赔工作。现将理赔工作安排公告如下：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对承保范围
内的业务依法承担保险责任。为保障我公司被保险
人合法权益，有序开展理赔工作，我公司将于即日
起主动电话联系被保险人开展理赔。我公司将在接
收相关资料之日起 30日内核定损失， 损失经被保
险人确认后 10日内支付赔款。

咨询电话：021-53554600转 8111或 811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019年 1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