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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有着斑斓色彩的抽象绘画、雕塑、装

置无界交织，似汇成一道飘逸的彩练，凌

空飞舞，自由延伸，连同音响，以及现场

观众的流动、反应，聚合成一个“有意味

的空间”。日前亮相宝龙美术馆的“谁持

彩练当空舞”李磊艺术展览予人新鲜体

验，整个展览宛如一件震撼的“集成艺

术”作品，带来浑然一体的视觉乃至五感

冲击。

这是上海艺术家李磊在申城规模

最大的一次展览，以别出心裁的策展

方式分13个单元集结其近十年创作的

500余件作品。展览的主题“谁持彩练

当空舞”，出自毛主席1933年填的词

《菩萨蛮 · 大柏地》，以豪迈的激情抒

发出时代的强音，透出强烈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担当。下个月，该展还将移

师宁波美术馆。

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

学院院长范迪安看来，宝龙美术馆的复

杂空间成为李磊新的实验场域。他将多

年积累的经验和新的构想集中呈现出

来，让人们看到他持舞“彩练”的从容与

魅力。饶有意味的是，李磊秉承“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精神，以视觉

艺术为载体，追问宇宙、人生的点点滴

滴，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

转换，其实也找到艺术与城市、与大众的

一种新的连接可能。

这种诗性抽象的
艺术语法，是一种与上
海文化性格相映照的
视觉图式

1980年代以版画踏入画坛，1990年

代投身架上油画创作，近年来作为新时

代中国美术的代表蜚声海内外，李磊凭

借的是其独创的“诗性抽象”。

这是一种“意象性”的抽象。有别于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理念强调“纯粹

的形式”，去掉文学、去掉情感，李磊的抽

象强调精神维度，综合哲学、文学、音乐、

戏剧等因素，意欲创作“有意味的形式”，

其中以文学性和音乐性尤为突出，其感

觉接近于诗，更易为大众接受。

鲜明的“诗性抽象”艺术特色，在此

次展览中一览无遗。泼洒出浓烈色彩的

油画《谁持彩练当空舞》系列，与展览同

名，可谓最具代表性。它们之中面积最

小的一幅也有近3平米，在展厅中的集

合“顶天立地”。站在面前的人们，尽管

无法明确地分辨画中所画究竟为何，却

自然而然会被画中渲染的那种宇宙浩瀚

感而触动，生出波澜壮阔的万千情怀。

这一系列的意象正是太空和豪情，是数

不清的星斗，是大千世界。这些画面中

的星斗随着艺术家的心绪而舞动，每一

幅画面都是一个乐章，当18幅、24幅，或

者更多的画面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

雄壮的交响乐。李磊坦言自己画画时喜

欢听音乐，会沉浸在弥漫的音响所构成

的氛围里。画《谁持彩练当空舞》这组作

品时，他就在画室里循环播放贝多芬的

九首交响曲，随着音乐摆布色彩和节奏，

听到《第五交响曲》里的葬礼进行曲、《第

九交响曲》里的合唱《欢乐颂》，都热泪盈

眶。这是基于人类生命的局限而又向往

超越所引发的感动。显然，李磊在他的

画中恰如其分地画出了这样一种感动，

又将这种感动通过视觉传递给观众。

这个展览中其它系列的抽象油画，

也无不因浸润着喜、怒、哀、乐的生命感

受，而具有能被强烈感知的精神气质。

《昨夜又见天外天》系列是120幅小画，

占据了展厅里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空间。

每一幅小画都俨然茫茫宇宙中一个星群

的切面，相比宏观呈现宇宙的《谁持彩练

当空舞》系列更加理性。将这些画面排

排相联，则又构成一个大大的宇宙。《千

江有水千江月》系列隐隐在讲世界与混

沌的关系，以沉静内敛的色彩呈现恍惚的

气质，营造出适宜冥想的磁场。面对这样

的画面，脑海中不免浮现南宋禅师雷庵正

受的诗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

里天”。《繁花似锦》系列将生机勃勃的大

自然形象加以抽象，充斥着大量的撞色，

甚至就以艳丽的大红与大绿对冲。画面

却无俗气之感，只觉生命力之饱满、淋

漓，透出的亦有阴阳相生的哲学意味。

范迪安指出，纵观李磊的抽象绘画，

他在大尺幅和成系列的作品中完全将身

心沉浸进去，以感性为基底，以无意识和

过程化为重点，在意象的把控和视象的

开合中体现出感性与哲思相交融的品

质，在意境的倾向上注入人与自然、人与

生态、人与环境相融洽的追求，可以说形

成了自己的抽象语法，走出了自己的抽

象道路。事实上，这还是一种独特的东

方抽象美学，其间蕴含着中国文化中不

少核心概念，中国绘画颇为讲究的“气韵

生动”，以及诗、词、文、赋的理想意境。

艺术无法脱离创作者的轨迹来加以

理解。李磊“诗性抽象”的形成，与其复

合的经历息息相关。他是上海戏剧学院

舞美系的教授，也曾长期担任上海美术

馆（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亦时常葆有

文人理想和诗人情怀。同时，他土生土

长于上海，这样一种艺术语言的形成，被

业内认为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蓬勃

生机尤其是文化情境发生历史性变迁的

产物，也是上海文化、上海景象和上海生

活的产物——李磊努力在艺术中建构与

上海文化气质、文化性格相对应和相映

照的视觉图式；其艺术根植于传统的当

代性、包罗万象的多元化，都呈现出海派

的融汇中西、海纳百川。

以“集成艺术”的
大格局生成沉浸式观
展体验，获得更深远的
价值

此次展览延续了李磊2014年上海

当代艺术馆“海上花”、2016年北京民生

现代美术馆“天女散花”和2021年上海

静安雕塑公园“陌上花开”的展览思路，

让不同形式的作品共同组成“视觉艺术

综合体”。

展览展陈方式的创新，得益于李磊近

年来在艺术语言上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从平面到多维的跨界融合，因而他拥有了

涵盖不同艺术形式、可供展览自由调取的

作品库。李磊的抽象起初以油画为载体，

而今远不止油画，在材料媒介的运用上，

充满了感性的选择，丝绸、布料、木料、塑

料、陶瓷等材料都如同其调色板上的颜

料，被纳入抽象装置中随机运用。

此次一个偌大展厅中央的地面上，

堆叠着满满当当的“诗瓷”。它们光怪陆

离，也耐人寻味，筑起一道泳池般大小的

超现实“奇观”——《八百年前我的城》。

李磊以瓷器为媒，又挣脱了瓷器的工艺

属性和日用导向，将抽象与具象的图式

在中华诗词的意境中加以融合，形成这

一件件作品。只见泥条盘成的花朵与杯

体结合在一起，成了《慈悲花开》；青蛙坐

在果盘的荷叶上，是为《十里蛙声》；浮雕

与瓷盘的缠绕，又演绎出《山海经》《牧神

午后》等神话故事。

“视觉艺术综合体”得以形成，更在

于艺术家将整个展览空间视为一件作品

来创作的思维拓展，需要形式语言与观

念的结合。李磊善于根据不同展览的场

地空间，让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加以连

通，用涂绘与材料改变空间的原有形态，

形成一种种移步换景、引人入胜的场

域。这种打通绘画、装置与空间的探索，

将一整个展览变为一个抽象语言的集合

体，在学界看来是他独特而有意义的创

造之为与创新之举。

在李磊营造的展览空间里，观众是

浸入作品之中的。他们不仅欣赏作品，

自身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而观众在欣

赏一件作品时，又因作品相互之间形成

关联，介入了其他作品的因素，而将拥有

更加复杂的感受。

至于最终如何完成展览的参观，自

主权交给观众。整个展览虽是一件作

品，一个整体，它仍由一件件、一组组具

体的作品集合而成，就像宇宙由一团团

星系、一颗颗星球、一块块陆地、一个个男

女集合而成。李磊坦言：“整个展览讲的

就是宇宙的分分合合，我从自己的认知出

发去营造一个个‘境界’，也希望观众能

沉浸其中，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惊喜。”

从单一的抽象油画到多媒介的抽象

艺术，再到作为“视觉艺术综合体”的展

览展陈创新，这样的跨越显然不可能一

蹴而就。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世界文

化的多样表达，日常生活的切身感受，李

磊将自己酿造的这坛艺术之酒归因于这

样三种来源。范迪安认为正是这三个方

面的叠加，呈现出李磊艺术的大格局。

他用“集成艺术”来描述这种风格样式，

指出李磊担任多年美术馆馆长策划展

览、布置现场的经验，他对艺术沉迷而单

纯的心理、特别是他在形而上和形而下

之间沉浮穿越的艺术状态，都使他的艺

术自然而然有了“集成”的特质。

而最终这种“集成艺术”，化为一种

可亲可近的沉浸式观展体验，滋润着观

众的心灵，也使李磊的艺术获得了更深

远的价值。

从“谁持彩练当空舞”看李磊的艺术世界
范昕

第四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最
近落下帷幕，再次展示了上海在艺术品
交易和艺术展览消费领域越来越大的
国际影响力。而在交易周期间，“历史
的星空——二十世纪前期海派绘画研
究展”（以下简称“历史的星空”）也在中
华艺术宫亮相，引起各方关注。

研究展中关于当年海派“繁盛多元
的艺术市场”的多维呈现与本届上海国
际艺术品交易周的丰硕成果，似乎不经
意间串联起穿越漫长岁月的上海艺术
品市场的历史和当下，让我们看到了
100多年来上海艺术品市场跌宕起伏、
精彩纷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市场发展
背后的内在逻辑和其所彰显的充满蓬
勃生机的上海城市精神。
“历史的星空”是近年来难得一见

的规模宏大的对于海派绘画进行系统
性疏理的高质量的艺术文献展览。海派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性现在在
学术上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19世纪
中叶以来，中国美术史上逐渐崛起一个
被称为海派或海上画派的画家集群。它
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吸纳并且引领着苏、
浙、皖乃至更大地区的艺术力量，其画
家阵容之浩大，绘画风格之纷繁，以及得
时代变革风气之先的显赫声势和深远影
响，均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地方画派。

谈海派绘画，评论界过往从艺术
家、作品、艺术流派等本体的角度探讨
得比较多，而就市场维度进行深入的学
术性挖掘似还欠缺。海派绘画的发展，
固然有多方面的缘由，但市场始终是绕
不开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海派绘

画有别于之前历史上所有中国绘画流
派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当然，我们也不
能就市场谈市场，海派绘画市场的形
成、壮大是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密不
可分的，所反映的是绵远悠长的中国文
化传统与新兴的优秀外来文化成果的
相遇融合，折射的是上海文化万马奔腾
的瑰丽图景。

一个市场的形成，必须包括天时地
利人和各个要素。上海虽然也曾深深
地浸润于江南的文化版图之中，传承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但在相当一段时
间则处于“慕苏、扬余风”的边缘地带。直
至19世纪中叶以后，时局大变，上海在江
南的城市地位才逐渐上升，并一跃而为
江南乃至中国和远东的中心城市。经济
的外向性开放性国际化，优秀移民的大
量导入，中西文化的交汇，显示出上海
这一新崛起的现代江南大都会强大的
经济、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文化市
场包括绘画市场也随之开始勃兴。

以海派巨匠吴昌硕为例，1882年，
39岁的吴昌硕合家定居苏州；1912年，
69岁的吴昌硕正式移居上海，寻求更大
的发展和市场。缺了苏州，吴昌硕也许
无法顺利进入海上艺坛；没有上海，吴
昌硕可能更不会成就为一代宗师,并开
创海派群英荟萃的盛景。吴昌硕的艺
术历程和其作品市场地位的不断抬升，
既接续了苏州与上海这两个江南新老
都市的文脉，又具有象征意味地反映了
苏州、上海彼时在江南乃至全国城市格
局中地位的转换变化。

但与其他地域传统的绘画市场不

同，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商
业化、世俗化也即“近现代化最成功”
“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构筑上海艺
术品消费机制的主体，已经从过往的封
建传统封闭时代的“亦儒亦商的新入世
哲学承当者”，转变为“海派商人以及经
由工商社会陶冶的海派市民”，绘画作
品的受众和消费者的范围空前扩展，由
此产生的影响力也前无古人。

一个市场的形成，离不开“创作者”
和“消费者”。就创作者而言，海派绘画
艺术家虽以上海为展示平台，销售他们
的作品，却来自五湖四海，包括上海、四
川、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河北、
陕西、云南、辽宁、天津、福建、江苏、浙
江、安徽、北京等全国各个地区，甚至还
有“日本、朝鲜籍等画中国画的外籍画
家”，并以江浙皖沪籍画家为主。他们
或在上海客寓，或定居，或匆匆而过，流
动不息，就像已故的海派大师程十发先
生所言，“对于上海的画坛，我一直以为
是个浩瀚的海，‘海’者大之谓也”。“‘海
派’最重要的的标志，在于其辽阔深广，
奇诡多彩，是一片了无涯际的艺术之
‘海’”。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画家之所
以能在上海汇聚不同风格、不同样貌的
绘画，寻找到对应的艺术品消费者，形
成海上绘画的群体，最为核心的原因也
许就在于上海所具有的包容、大度、开
明、创新、睿智和多元的城市文化精神。

海派绘画市场的崛起并非是孤立
的，还有相应的一系列配套环境和机
制。除了关键的“创作者”和“消费者”，
美术社团、艺术教育、艺术展览、润格制

度、商业资本、书画赈灾、大众传媒、公
共空间等也构成了庞大的市场运作网
络。虽然市场过快发展有时难免鱼龙
混杂、泥沙俱下，但是，经过时间的淘
洗，那些符合主流审美价值，具有创新
精神，跟随时代步伐进行创造性转换的
艺术家和他们的绘画作品，最终还是脱
颖而出，真正赢得了受众，与上海这座
城市一并留存了下来，成为见证上海城
市文化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贵的精神
财富。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刘海
粟、张大千、林风眠、潘天寿、傅抱石、徐
悲鸿、黄宾鸿、吴湖帆、陆俨少……中国
近现代美术史上那些最为杰出的中国
画画家，基本上都是出自海海派或与海
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史的星空”与其说是对海派绘

画的历史进行一次系统精彩的梳理，还
不如说是对上海未来的艺术创作和绘画
市场充满信心的瞻望。第四届上海国际
艺术品交易周与该研究展几乎同时举
行，既是巧合也并非完全偶然。今天日
益国际化的上海艺术品市场与当年主要
面向上海一地的海派绘画市场相比，其
广度、深度、体量已不可同日而语——借
助更为开阔的中西文化视野，吐纳世界
艺术风云，展现的是“全球艺场 上海时
间”的独特魅力。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上海
在全球越来越重要的城市地位，是渗入城
市肌肤血脉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
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

（作者为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呈现上海艺术品市场万马奔腾的瑰丽图景
张立行

 谢 之 光

《京兆画眉》局部

▼ 江 寒 汀

《百禽图卷》局部

均为中华艺

术宫（上海美术

馆）“历史的星

空——二十世纪

前期海派绘画研

究展”展品

 日前亮相宝龙美术馆

的“谁持彩练当空舞”李磊艺

术展览，让众多不同形式的展

品聚合成一个“有意味的空

间”。整个展览宛如一件震撼

的“集成艺术”作品，带来浑然

一体的视觉乃至五感冲击。

图为展览现场

 泼洒出浓烈色彩的油画《谁持彩练当空舞》系列,意象是太空和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