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亮相刘海粟美术馆的“天潢贵胄———从馆藏石涛、八
大合绘松下高士图谈起” 展， 作为上海入选今年文化和旅游部
“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三项展览之一，提供了一个传
统藏品当代策展的范例。

展览不仅展出了书画作品，还将相关争议直接置于展厅中，

希望由此触发人们对于中国古代书画的兴趣。 这一新颖的策展
思路，引发业内外广泛关注。

———编者

“天潢贵胄———从馆藏石涛 、 八大合绘松
下高士图谈起 ”展 ，以刘海粟美术馆的馆藏原
作 《松下高士图 》组合另外两幅几乎相同的作
品为展览主题 ，重提书画考证这一话题 ，将争
议直接置于展厅中，也从一定程度上给后续考
证的人们提供文献参考。 在颇具当代感的展厅
设计中呈现一部分石涛和八大山人的原作 ，为
观众观看传统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

新的感受。

当代美术馆兴起以后， 美术场馆分化为有
传统藏品的博物馆和有当代藏品的美术馆。 但
事实上，有些当代美术馆是有传统藏品的，而传
统博物馆也会扩大范围新辟当代分馆， 像是纽
约大都会博物馆就在它雄厚的传统藏品中扩张
出了当代馆，爱丁堡国家美术馆、美国芝加哥艺
术博物馆等则是当代与传统藏品兼有。 传统与
当代艺术如何在展览中呈现出对话关系，或者，

如何将传统藏品纳入当代策展的范围内， 是一

个很重要的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策展人显得尤
为重要。

从没有策展人的展览到有策展人的展览 ，

艺术家作品在美术馆的呈现是完全不同的。 这
种不同， 首先体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不再以自我
为中心， 而会通过策展人附加到艺术家作品中
并在展出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因素， 使得虽然展
出的是艺术家的作品， 而实际上又远远超出了
这个范围。 因而，有一种说法称，策展人是通过
将艺术家的作品组合在展厅里， 创造出自己的
一件作品。

我们一直强调要尊重策展人的学术视野 ，

也就是说， 展览与艺术家作品之间存在着很大
的空隙，等着策展人去挖掘。 一个好的展览不等
于所有好的艺术家的相加， 有好艺术家不等于
是好展览；反之，那些没有好的艺术家甚至展示
的是被人们贬为差的艺术作品的展览， 倘若有
好的话题或者打开通往另一方向的道路， 依然

有可能成为策展人策划的好展览———我们通常
说的策展人的好展览，是针对这个成果而言的。

那些寄生性和只会找名人艺术家而没有自己的
主题发现或者思考的展览， 都不能称为策展人
的展览。

策展人的概念最初出现于当代艺术领域，但
这样的方法论同样也可以在传统艺术展或者是
博物馆传统藏品中被强调。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在
书画领域中提出过传统艺术需要当代策展，就是
说，策展后的展览不只是拿着作品来展示，而是
哪怕展示的是传统书画也需要展览主题。然而至
今这样的实践并不多，且未受到重视。

传统艺术展览与当代艺术展览最大的区别
似乎是，传统作品其标准都已经固定了，而当代
艺术的标准是待定的。 似乎“待定”就意味着需
要展览和评论， 策展正可谓架起展览与评论之
间的桥梁。 事实上，传统作品同样需要以评论为
中介来推动作品向着学术的方向发展 ， 特别

是———传统艺术的固定标准也是需要突破的 ，

哪怕进入艺术史的作品都有可能卷入重写艺术
史的漩涡之中；并且，传统藏品也需要通过策展
主题把各种各样的藏品分成不同的主题加以研
究式展览，而这方面同样有待提倡。

当下传统藏品的固化展示， 首先根源于美
术史研究方法的陈旧。 那些编年史从远到近，每
个时期的总体风格和生平事迹考、 代表艺术家
和代表作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差不多构成了
一个陈述套路。 而这样的陈述方法论用于展览，

只会关心有没有代表作品？ 能不能在一个展览
中陈列出全面和完整性？ 有没有历史上更多朝
代的作品让展览的规模更大？ 这种编年史的展
览， 更像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个博物馆的长期陈
列，而不能被称为展览本身。 展览更应该是这样
的：通过一些藏品从某个侧面找到讨论的点，像
做课题一样地将这个点呈现在美术馆， 而对这
个话题的研究内容成为展览中的学术文本。

回到 “天潢贵胄：从馆藏石涛、八大合绘松
下高士图谈起”， 这一展览的题目就像一篇论
文， 而这确实凝聚着刘海粟美术馆自开馆以来
的学术发现。 围绕石涛和八大山人合作的《松下
高士图》引起的故事和争议成为了一个展览，这
在我们的美术馆学术中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

展览中的故事， 最初是在展览和研究中发现还
有一幅一样的《松下高士图 》，随着研究的推进
又发现了一幅一样的作品， 组成了 《松下高士
图》“三胞胎”，展览还与其它馆藏合作借展品和
陈列辅助的相关作品、史料做成典故展。

同样的， 那些拥有丰富传统藏品资源的博
物馆美术馆， 其实都可以在藏品中挖掘出有价
值的部分作为专题展的资源， 找到一定逻辑关
联的线索，做成各种与当代艺术的对话展。 这样
的展览方式， 既可以重新唤起对艺术作品的讨
论，还可以借此带动公共教育。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传统艺术需要当代策展

传统文化的复苏，使得不少传统艺术展览受到追捧，然而与此同时，传统藏
品的展示方式却陷入固化。 刘海粟美术馆这个展览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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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于单一的文化背景，使
他对李白、陶渊明、鱼玄机的看
法别出心裁

全书最别开生面的片段， 正是从 “世界文

学”的立场出发，对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学传统时

时加以审视比照， 特别着重评述了中日恋爱文

学之间的异同嬗变，从修辞技巧、内容主旨乃及

传播接受等多个角度着眼， 深入浅出地考较评

析这些作品同工异曲而又各出机杼的特色。

作者论及汉乐府《上邪》中罗列了众多匪夷

所思的自然现象，诸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

震震，夏雨雪”等等，以此宣示矢志不渝的情意，

就说像这样通过讲述不可能的自然现象， 来表

达希望恋情持续的修辞手法， 在日本最早的诗

歌总集《万叶集》中就开始大量出现，是日本恋爱

文学所擅长的， 在中国同类作品中倒是比较少

见，从中也可以看出中日在表达感情上的不同。

在介绍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时， 不仅提醒读者留

意森鸥外的小说《鱼玄机》，还特意指出她在《情

书寄李子安》里抒写对恋人的怀念，“像这种有特

定的某人对某人的思念的诗， 在日本的相闻歌

里司空见惯，可是倒不如说相闻歌是特殊的，过

去西欧和中国的情诗，都不是特指，而是普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鱼玄机的诗是珍贵的例子”。

有时候即使并未明确言及参照的对象，在

解读中也时常呈现出新颖独特的视角。 在讨论

陶渊明的《闲情赋》时，作者就摆脱了以往用道

德标准来加以衡量的窠臼， 特别强调赋中反复

铺陈个人愿望无法达成的憾恨， 指出怀着妄想

却实现不了的滑稽，“是陶渊明独有的怪异感”，

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谱系中， 类似陶渊明这样

“把失意的男性当作中心非常罕见。 这种失意不

是深深的绝望，而包含着自嘲和揶揄”。 在评析李

白《玉阶怨》中“玲珑望秋月”时，则指出因为语序

的自由和暧昧，反而极大地拓宽了“玲珑”所指涉

的范围，“不仅月亮’玲珑’，眺望它的女子也‘玲

珑’，进而不仅是女子，在这以前提到的‘玉阶’‘白

露’……女子和她身边的一切都蕴含在‘玲珑’当

中”，由此使得作品的意蕴更趋丰富深永。 这些别

出心裁的分析评断，虽然仰赖于敏锐而细腻的文

学体验能力，恐怕也和作者超脱于单一的文化背

景息息相关。

从广阔的视野去考察“真正
具有普遍性的文学”， 也会造成
过度诠释

不过在作者娓娓道来，涉笔成趣之际，有时

也难免略有疏失错谬。 比如在介绍西晋诗人孙

楚将悼亡之作出示给友人王济时， 他顺带说起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号就来自和这两人有关

的“漱石枕流”的故事，“这不在《世说新语》里，

而是《晋书》卷五六《孙楚传》的记载”。 其实“漱

石枕流”一语最初正见于《世说新语·排调》篇，

《晋书》的相关记载也是源出于此。 夏目是日本

的国民作家， 川合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中日文化

的共性，而其中出现偏差，则说明他讨论时对中

国文献有疏忽。

作者在努力贯彻其初衷———既从中发现

“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国独特

的要素”———之际，有时还不免偏执一端，过分

注重“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而相对忽视了

“中国独特的要素”。

比如在讨论阮籍《咏怀诗》中“昔日繁华子”

一篇时，他就对其在整个《咏怀诗》中的意义感

到困惑。 诗作从安陵君、龙阳君此二人的角度出

发，表达了“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的深切期

盼，川合康三不解的是，《咏怀诗》的特征是思绪

百般摇摆， 但都是内省和思辨性的诗。 相比之

下，“昔日繁华子”歌咏的欢愉在 80 多首《咏怀

诗》中确实显得格外特殊。 不过，亲历纷乱的阮

籍在创作时本就习惯隐约其辞， 此诗表面上虽

然表现安陵君与龙阳君之间的爱恋， 可其主旨

恐怕正如前人所推断的那样，“言安陵、 龙阳以

色事楚、魏之王，尚犹尽心如此；而晋文王蒙厚

恩于魏，不能竭其股肱而行将篡夺，籍恨之甚，

故以刺也”（《文选》五臣吕延济注）。 中国古典文

学中一直就存在着以男女恋情来喻指君臣关系

的悠久传统，阮籍也深深沉浸在这一传统之中，

此诗不过是由此承袭衍生的一个变例而已。 作

者竭力要从以往的解读模式中挣脱出来， 将其

视作单纯表现其二人爱恋的作品， 似乎缺少了

对这一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情之理解。

作者特别注重从广阔的视野去考察 “真正

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可有时过犹不及，也会造

成过度诠释。 比如在研读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时，尽管提到清人冯浩曾认为此诗是“寄内”之

作，但他也明确意识到，“在日本，有‘北の方’这

种指妻子的词， 但在中国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意

思。 从写作的时期来看，说是送给妻子，也有不

妥当的地方”，可知无论从语言习惯还是从诗人

行踪来看，“寄内”说都缺少确凿无疑的佐证。 可

惜兜兜转转纠结了半天之后 ， 他却依然认定

“‘北’这个暧昧的说法，似乎也暗示着对方是密

不可宣的异性”，推测诗人寄赠的对象应该是某

位不知名姓的神秘女子， 潜意识中大概仍受到

日语使用习惯的影响而以彼律此。 将此诗视为

“寄内”之作固然不足凭信，转而指实为寄赠给

另一位私下爱慕的异性， 似乎更是虚无缥缈而

显得牵强附会，反不如近人俞陛云所说的那样，

“诗本寄友，如闻娓娓清谈，深情弥见”（《诗境浅

说》），解说虽然平实无奇，恐怕更可信据。 探寻

“共通的要素”，本来是藉此参照比较，以便更好

地理解“独特的要素”，可一旦畸轻畸重，甚或本

末倒置，却很可能事与愿违。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诗词在殊异化背景下的别样诠释
———评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近著《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

杨焄

当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大学电影课的一次作

业是谈 1960年代初的英国影片《蜜的滋味》。 这

是影史上一部著名的有关少女成长话题的影片。

正值青春的我关注点都在片中的少女身上，全班

女生深夜挤在宿舍的电视机前，就想仔细看看什

么叫问题少女。 如今我是两个准少女的妈妈，开

学季再翻出这部影片重读，是因为我忽然开始好

奇，什么样的妈妈才会养出问题少女。

《蜜的滋味》中的母亲是个欢场女子，希冀

通过男人改变生活。 当她必须在男友和女儿之

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她丢弃了女儿。女儿五行缺

爱， 在母亲离开的几个月中与一名青年船工发

生了关系。 青年一去不返，女孩却坚信爱情，不

肯打胎。期间又与其他男人同居，鬼使神差地过

上了一段家庭生活。母亲再次被抛弃，想回来照

顾女儿，却遭到了女儿的抵制。影片深刻地展现

了一段纠结的母女关系，一个问题少女的背后，

似乎总会有一个不靠谱的妈。可妈也是女人呀，

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种无奈多少有点存在

主义意味，父母儿女终究亦是他人。既然我们必

须孤独地面对死亡，同样需要孤独地面对幸福。

有意思的是， 英伦影史上另有一部同样话

题的影片，叫作《成长教育》，今天 6 月曾来上海

国际电影节参展，当时是火得一塌糊涂。然而同

样的题材，同样的故事发生地，两部影片的水准

实在相差太大。 《成长教育》中的珍妮生活在一

个气氛压抑的家庭，父亲古板保守，母亲唯唯诺

诺。 原本成绩优秀的她是“牛津大学”的种子选

手，在备考的一段日子里，珍妮结识了一位魅力

十足的男性。 满嘴礼义廉耻的父母立刻被男人

伪装出的教养与风度收买，默许女儿与他交往。

女孩放弃学业，跟随男人去了巴黎，享受着纸醉

金迷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了男人的秘

密。 《成长教育》是 2009 年的作品，银幕质感赏

心悦目。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女星凯瑞·穆里根饰

演不敌物欲的女学生，彼得·萨斯加德饰演萝莉

杀手，另有《消失的爱人》中靓丽养眼的女一号，

以及《水形物语》里演技精湛的哑女。

一众明星脸确实好看过《蜜的滋味》中粗腿

男相的女主角和她徐娘半老的亲娘。 我也是好

几年前看过《成长教育》，至今仍记得珍妮是如

何被引诱、直至离家挥霍青春的景象。 说实话，

全片就数这条线拍得好。她就像是灰姑娘，闯进

了王子的城堡，那把大提琴就是一只水晶鞋。虽

然最终回归了家庭与学校，却叫人气闷。瞅着影

片尾声中穆里根那张失去了神采的脸， 谁都不

会意识到这是个社会问题， 而是感叹一个少女

遇人不淑。

英国电影素有社会批判的传统 ，《蜜的滋

味》 的深度在于导演不只单纯表现了一个家庭

中紧张的母女关系， 更通过将母女关系嵌入劳

工阶层，来展现那个年代英国底层社会的矛盾。

片中主要角色，都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人物。他们

无人拯救，还要相互抛弃、排斥，然而倘若连他

们自己都不能互助与自救， 还会有谁来管他们

的死活？

女孩走向堕落， 母亲养儿不教， 在导演托

尼·理查德森冷静的镜头中并不表现为偶发的

意外，而是不容于英国社会。那些黑白影像中萧

瑟的港口、一声声孤独的汽笛声，都是人物没有

出路的隐喻。 而《成长教育》中的少女堕落成了

一个偶然性事件，是“不经历渣男怎么见彩虹”

的成长梗。那如果这个男人真是单身呢？是不是

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呢？显然，影片在主旨上是混

乱的，即便片名叫作“成长教育”，我却不知导演

究竟要教育我们什么。 倒是镜头在下意识中多

多少少裸露出了导演的立场， 那些优质生活在

精致的光线和炫目的剪辑的包装下， 无言地确

立了相对于普通生活的巨大优势。 在这个影像

魅惑大众的时代， 任谁都难以抵御迷幻视听带

来的悄然洗脑。也就是说，影片建立了一个隐性

的逻辑：普通生活是沉闷无趣的、是反青春的，

每个少女都是期待被拯救的灰姑娘。

《成长教育》转移了矛盾的焦点，让人感叹，

换一个靠谱的男人， 少女确实是可以跟他走的，

是可以背弃她原来的生活的。这个流光飞舞的故

事，教人并不意识到其实是女性本身在这个时代

不断在异化。 她被教育必须擦亮眼睛，不是为了

辨析男人，而是紧盯站在男人背后的纸醉金迷的

世界，或者说，紧盯自己那颗拜物的灵魂。

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今天的人们都是单向

度的人。 同样来自英国，同样写问题少女，《蜜的

滋味》 是一架社会肌理的显微镜，《成长教育》却

是沁人心脾的砒霜。 《成长教育》无疑是对消费社

会的缴械投降，貌似矫正不良，实则无关批判。不

到 50年，英伦电影的精神好像已然被消解了。

从怀孕到双胞胎女儿两岁， 我开过一个专

栏专门记录她们人生道路起点的点点滴滴，算

是至今为止我对女儿做的最尽心的一件事。 现

在的我忙得几乎没有时间陪她们， 看到网上有

卖一大堆自动铅笔自动橡皮， 恨不得给她们买

一盒自动妈咪。 开学季目送女儿们的背影渐行

渐远，老母亲泪眼模糊。 但因为这两部影片，我

知道我不会变成问题妈妈。 电影是高度戏剧化

的浓缩人生，好电影是好妈妈终身的教科书。

（作者为影评人）

赏心悦目之下，

是对消费社会的投降
———时隔将近 50年，看英国电影从《蜜的滋味》到《成长教育》

黛曦拆电影

陈黛曦

▲ 《蜜的滋味》剧照

荩 《成长教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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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中国古典诗词一直是海外汉学界研究的热点，海外学者的研究不
仅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新意的视
角。 一些学者努力尝试着去贯通殊异的文化背景，往往能从一些我们
自己早就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寻绎出新鲜隽永的意味。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近著《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就是这
样一部作品。 川合康三是日本汉学界名流，这一次，他从爱情这个人类
共通却又很难沟通的话题入手，涵泳中国古代的恋爱文学，尽管考察
的时限仅截至唐代，却涵盖了诗歌、神话、辞赋、小说等多种文体，试图
既从中发现“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国独特的要素”。

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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