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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生代画家检视

魏传金

一、笔墨内秀 理气含章——云南大学2011级国画毕业展

以自由之姿态，不泥于尖言利语，亦不失雅而谨肃之秉承，画者皆爱

之，进而生气其中，生性其中，生活其中。大言而言，“以一管之笔，拟

太虚之体”，然实则有其气蕴藉其中，运笔抒心中意气，完俦文理，汇融

性情。然吾笔乃吾性，必先赅备其笔墨置列，此可运承古人之佳作，传移

模写，而后得众法游刃，“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

同曹而游艺同檐，国画之习者，余乃察知久矣，性周略赅而知，其

笔墨绘事多精目，不拘一格。余尝知画者久事也，虽生知而发天机，乃凤

毫鲜矣，多则博古得应，勤勉盘桓，久而知性，笔墨之先习。笔墨乃骨气

也，笔掌书画之架构骨骼，其中有象；墨蕴书画之惨淡襟怀，其中有意。

笔者，疏密二体有之，后知笔不拘，离披点画，勾斫皴厾，构画之骨也，

习者摹习易可得矣。墨者，晕淡浅深，随应而施，氤氲人文其中，与笔齐

谐而格高，习者乃合内秀而寄墨。同曹者，经年之饱怀笔墨，浅淡识趣其

中，划纸三千者有之，笔冢可祭者可待，始味笔墨之意端倪也，可求索

之。然置列乃取舍虚实之揣测，求诸流变之规筹，合境而生，化气而命，

胸怀先释而自如。古人多有承袭，而明清大意，“笔墨不多泪点多”，空

间合境而生，不拘俦饬，于无声处听惊雷也。习者亦需明晰古人众法，解

其合境之景，理其四方之营，假古人而推自命之置列。合乎全领，水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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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工笔亦是，无分意气精丽，皆可琢磨。

此谨擅文笔墨置列，其中有乖；若气韵情理，不可言状。同曹者意多

顾于绘生古意，乃合乎习者必备臻矣，古意乃笔墨置列于其中，可以矣。

画者十二人也，画之类分不一，精丽有之，古趣者精摹而自意其中，不羁

他囿，全尸自意。

上承五代下接明清，俯拾而今，摹者与借古开今者同竞。精摹者，

不苟精进，推移古意灌顶，多有自性其中，不泥亏于刻板，王艾莹、杨天

福是也。艾莹勤励缜细，多摹写宋人之笔墨，皴擦点厾，亦出汀岸楼阁之

命笔，猫咪之萌态怡心。天福有玄机神思之象，禀性养心气，心静长恒，

亦出五代宋之摹写，自意而作设色山水。工笔之谨细者显然，勾如须毫，

染如生动，究心其中，心目共振，范同勇、董婷是也。小范远追宋院，近

求自身，体态合乎自然，衬色顺乎合宜，性情多顺，不多烦躁，工笔久事

而全骸。然董婷介乎古今，粲然所思，飞鱼通其所向往，意趣其中，晕

染多今之暗合。小扇多遗旷山远，近取山人又几家。扇面之作尚佳矣，温

润山色，渚远汀岸，加之短尺烟岚，意味匿重，可见者杨柱宇、陈俊屹、

王一博、刘晨是也。柱宇罅闲多书，笔有灵动，多写烟岚远渚，似若弋鸿

昏暮，静远山前。俊屹究研渐江，清四僧之弘仁多惟黄山，笔墨清远，得

其笔墨，空勾微皴，加之清染，多有清逸之气。一博乃性情中人，生而豁

然，活而翛然，好书，有佐书之笔，隶书之势。其画顾恋其人，多意气而

流然，可玩味也。晨之笔多矣，亦书，其短尺、扇面多笔法其中，可求其

精道，莫作全概。性情多谲，有理其中，秦一峰是也；睥睨往来逝，问心

多自由，笔墨游于形式之美，意趣玩味，和其性情。马舒蕾，笔底有象，

多有禅机天道，性灵不流俗，多晕淡浅深而流韵，此文人写意，主宰情

理，实非易事，还需久炼。笔墨于书中自有分寸，不可草草，日做一砚

台，久而成可追。胡意飞可嘉勇气，多书联幅，形在而尚欠气，可有待

之。温馨之润讽其中，笔墨话漫画之功，可玩可思，丰子恺精道之。郭蓉

性达而知趣之人，好漫画而能作之，试作笔墨，鉴于丰子恺之显，近取自

身所好。同曹者，余欲审言之，肤浅一二，或可有半分之功，解其运笔和

墨之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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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漫漫修远之路，积沙成塔，冰冻之寒，非一朝所能成矣。笔墨

置列可先求，同其内秀而并进，进而理气含章，远取诸物。

二、游龙绢素 超以象外——“味象”周亚山·任晓亮·张家

敏三人联展

近世之论画，多言大乏笔墨，寡显古意，钻营谄媚于功利，浅陋无

学之贫笔，难有粲然超群之辈。虽言谤时下之轻浮，激抨疏浅之才学，露

骨彻心，不失真言，揣思之处慎行。窃以为，笔墨之经营，意韵之饱养，

迥其世代，殊其学养，流溢之情怀气韵，腕下之运握提摁，俯仰之间，皆

有今昔之异。古贵在法度谨细，亦有执笔胸臆；今别有创格扶新，立意罕

态，惟今之画者不比古人之孤往雄心而执念，甚少矣。

墨有韵动生气，笔有锋转玄机，局势构置全领骨脉，佐之胸中蕴藉才

情学养，全尸通位，发乎天地之开合。戾气偏倚，独掷所谓南派，溺泳游

刃而自戕，浑然不晓；余不以为然，或而惧学北方山水，或而不可通衢诸

法而井底管窥。师学者，明清心目，惟知通渊源流梳，遍睍世之诸法，诚

展览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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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捣药，汇其杂材度量，终一汤也，而已不易。晚生妄言，知侪辈有勖勉

生知，青云之志，窃以私语混人视目，淆人耳闻，寄语三君。

沉雄蓄势，运笔墨求其心绪，精之以格，妙之以理，赅备势状，气韵

体脉有劣，任晓亮是也。禀性坦达沉稳，冯幼学之趣，维志游艺而渐赖丹

青笔墨，亦擅书。图画于纸，笔墨兼作书气，书画通笔而意趣更生，日沉

一墨，便识一理。其作多山水树石，汀涧瀑流，峻岭丘矶经营其中。苍树

傍相望，云深不知人。古木参倚，山石嶙峋，其中沉韵流风，气脉疏朗。

有大气宏势，崇山峻岭夹流瀑布，树木掩映，浩浩而巧响心目。实望气而

亏，爽其脉络之领诣，散法于堆砌而积势，非韵致其中，气贯长虹。然晓

亮徘徊求索，侔合格法，宗寄情而妙法自然，是为上心。切不可得其心明

而忘乎本基，行壳枉守。

含郁其中，容思秉性，性情中事而不故作强写，笔韵流芳，墨染清丽，

凝气古韵而清远，张家敏是也。张纸磨墨延神其中，忧畅沉郁其外，热肠神

机酝其中，不擅言，言必厚信无华，其笔墨纸张间，见其心底。好书，擅小

楷，远师钟元常、赵子昂，亦有碑学之临古，行之笔墨可见氤氲团然。多作

团扇小品，风曳茅屋石前树，小舟懒倚问棹人，似有宋之笔墨精妙，格气疏

远逼人。点厾淋漓，披麻短皴问逐清远，放逸饫游得一隅谧静，却有险腻不

知处。神仙卷中，幽境无生，形盛而微至，不可游居其中，古意宣黄而不得

潇洒气韵，然追模古意，沉积笔墨之法，可有生萌之冀。

笔墨有精妙，水彩之润泽漫沁亦有神韵昭明画纸，色染布列合宜，行

笔深浅有度，周亚山运思于水彩，觅寻温润之处。性情稳静而不苟，精细会

神，尤喜翅鸟，思合翩飞起伏，目所盘桓，形象心目。喜鸟故而知其人所不

知之名识，赏其习性，以映其神韵传流。其画作，究细色晕，动态生气皆假

鸟之将事，把握其中，不可模像强留名称。其染色合宜，知鸟之习性而求其

传神，然不可躁然划笔，色破骨肉，进而求其构图玄妙，耐人心目。

此三人，余未深识，之于画作渐识其性，略知情趣，然不得不多拙

见，以安吾心。少耕画壤，荒茂于功夫执持，画学之病短可先入其中，

徘徊揣摩，方可脱羸劣弊短，入手无荒，入心可有余。画者之师法，直心

妄划，投机而贪巧，不可成其根基之厚固；临古而会其画意，行笔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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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落墨知其格调，晕染知其合宜，方可饱腹含藏，欲露而新，渐行有

气。三君之心沉积蓄力不失闲雅，志趣其中，孤往之雄心，可待其游龙绢

素，翥凤文章。

三、含蓄与逸狂——“意象与表现”2015级研究生赵凯个展

对于艺术的存在，我揣测臆造出多个解释，当然这是对自己的一厢情

愿而又执迷不悟的敲打。存在的意义在于如何存在，而非存在本身的实质

追问，正如凝视作品的形色，目光凝滞于“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而托

腮驻步，显然是不明智的；形色如何存在，以及如何在怎样的境语下流露

真性情与包孕性，比熙熙攘攘的“碰面”来得实在且明晰。

若单从画面讲起，随性的笔触，含蓄的色调，可与炭铅所流溢出的性

情化契合，同时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耐人注目。而精神性的油画，目光凝

滞的自画像，木讷而沉重，郁结而乖张，如同在回忆不堪回首的故事以及

对现实的质疑，这种质疑是不言而喻的；至于风景的呈现则流露出两种对

立，现实的固定与逸笔的张狂，我倾

向于笔触的翔游和用色的胆识。

然而，谁会追问赵凯作品中随性

含蓄的调性与翛然逸狂的笔触，缘起

如何？

毋庸置疑，开阔的视野将容忍

尝试的可能性。中国古典式的构图及

笔触，如幻影中真迹渐显，赵凯所抓

住的是灵动下的神韵瞬间。以炭铅作

品最为明显，笔触在纸张的徘徊，依

偎肌理的装饰性，使得画面带有些许

韵味感，同时一种“找寻感”也在逼

近。对画面色彩的调试，浓淡的把

控，都规约到含蓄的基调中，如生
《红玫瑰》 赵凯 布面油画 
100cm×80cm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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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散发，带有激情，亦不失凝练。面对所猎取之物，赵凯绝不会按部就

班，而是内化成最适宜的艺术表达形式。或而删繁就简，几笔放逸的线；

或而舍近求远，积沉冗繁，繁复中的象，便是如此。

一张写着沧桑与疑惑的脸，最能看出画者本人情感的“在场”。尝

试色彩的狂躁与色调的阴郁，情感的笔触将自我的面貌不再眉目清秀、五

官端正，因为如果那样将失去对情绪及情感的瞬间捕捉，也将难以真实。

有些画像开始向画面深入—隐匿，当然是伴随着整个沉郁的暗调子进行，

尽管如此，自画像的精神内质依旧保持着强劲的渗透力，其实更为浑厚且

深邃。由于自画像面向画外，传神阿堵面临敞视，直逼观者的视觉与之相

遇，却并没有告诉观者真相的意思，而是留着诸多疑惑。注意到写就的笔

触与色彩，画者的情感是释然的，或许在画面中，也或许在绘画的过程

中。

同样释然的还有风景与构成性画面，风景处在深刻的边缘，而构成性

画面则显示出极简的象征性。《圭山系列》的神山与房屋，释放着生命张

力的花草树木，古朴而神秘。而《香格里拉系列》的群山皑雪，高海拔的

天际线下，天云与山脉做着交融性的对话，其中画者的敏锐性可以想见。

《那里》 赵凯 布面油画 80cm×50cm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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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黄色调的背景中，舍弃繁复的“配角”，直接开始象征性的叙事，使

得突出的图像陷入暖腻的思考，观者不禁会问：橘黄色该如何叙事？

西方美学中有“包孕性的瞬间”，而中国诗文中有“一超直入如来

地”，一个要抓住，一个是顿悟，而两者存在着共性：印证情感与认知的

饱满。赵凯作品的象征性与表现力便带有如此的投入，但不拘谨于刻意的

笔触，也不俗套于窠臼的色彩，或许他早已认识到这些都是外在的。

四、雅趣——“逸情云上”何静·陈佰林两人联展

凡画者，千载所图，高标古今也。然非累月之功不可得，乏趣之性

难为也，故而笔墨日课，涵养格调，品类有生，微妙在胸，可以矣。虽闻

之玄，而进者深谙，酣者笑谈。昔有费纸如山，折笔堆柴，与笔墨如耳鬓

厮磨，置斋堂若入榻不出，入神也；游心形色，推曳立锥，拈雅趣细嗅，

噙古韵斟酌，欲罢不能而达然释怀，怡情也。入神怡情者，陈佰林、何静

也。佰林，意写动植，洒脱怀柔；何静，工笔见闻，谨细经营，皆发乎灵

趣所好者。

近人有泄愤笔墨，玩忽恶俗者，虽一时噪名，终为烟云，不可学。

然二者迥异，格高而勤勖，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知其者无不高赞。陈

佰林，一袭黑衣，斗烟若神仙之境，性达好友，交游同趣相投。喜古文诗

词，好品茗文房，关乎古意，游刃其中。每轴开纸绢，挂壁烟云，无不

叹之赏之，游之析之；掩卷画语，推敲反复，详古韵流源，益新意真情，

往往置若古人相傍，揖让高谈之犹然。古之书画同源，相济弥深，其擅书

法，近袭行草，远追篆隶，致书法之笔，运墨含章。其山水多烟云苍山，

水墨淋漓，浓淡华滋，常游山川，临境写生，山水之妙饫存在胸。云林之

逸笔，老缶之金石，静可入木，兴致老辣。临见意写花鸟，顽石花枝，墨

笔屈铁有之；秀墨所邀，清雅君子有之。何静，画如其名，静若其人。喜

花草小器，植养周遭，涵养秀雅清丽之气。其装束宜美皆有品调，生活精

致而多灵趣。其画工笔，谨细不苟，色正古雅，融古韵而不失新意，琢杯

盏而喻写生活。其画者，游丝谨细，笔下生气漫然，并五代两宋之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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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富贵野逸之独具，定格其上，方得欣然。然画之灵性，非流想生硬，而

氤氲之所见闻，怡情喻事。世有清音，而人碌碌往来，不知静心聆之，视

而不见。古意五童子，其态生动，作雅集之事，好古俗之趣，喻今人所未

识。格窗映石蕉，木器挽风雅，午后惬时下，杯盏揾清茶，以其闺阁之

气，婉写《红楼》锦时繁华，清享茶点午后闲暇。由是而知，前者含蕴厚

重，古意高格笔墨使然；后者清丽脱俗，雅致闺秀谨细生灵。

高阁无梯者，疏避尘扰；酒气使然者，忘乎拘囿。勤勖之外，惟乎格

调，蕴藉书卷气，融情饮居中，二者之画，乃性情关乎！

《云上花开》 陈佰林 纸本 90cm×138cm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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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善思者常惑——“绘事因缘”云南大学2014级国画毕业作

品展

画者，迹之所存也，多宗乎惑解，顿省渐休也。非形骸备笔墨精所一

执，然意不足，乏乎情，无关古今画之境遇者，徒然自肆，消没无踪也。

笔墨之法可以矣，然气格性情难求。勤勖日课而精进，习研古法而知深浅

迟速，笔秃纸穷可复，可至笔精墨妙也。专其技而妄乎情，不可久远。然

气格性情之养成，赖乎眼目，蕴乎心性，浴乎文章，发乎天地。或追慕高

悬之迹，或噙酌真知之言，氤氲胸臆而不敢妄笔，兴满沉吟而周杂显境，

幽微始显也。进者，思也，惑也，恍惚也，顿也，恒也，终而复始，洞然

如冥夜红烛，入则若笔墨闻世。

善思者常惑。画之古今，境遇迥异而思进退革陈，画之中西，美育相

《锦时繁华》 何静 纸本 
97cm×180cm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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惺而思守本相融。

博涉深广，艺理双行，高自富含蕴儒雅也。知书可济画，文可养性，

日课不移而渐进，笔墨生气，格致高悬。怡情写意，笔墨吴老缶，位置经

营取势潘天寿，参色近世几家雅格，思古今进退，溯源何求，审中西扬

避，惺系相维。牟彤之画，远追两宋。画境野旷天地，雾霭锁其山腰，烟

瘴掩映迥远，若归萧疏之境。其研习皴染，律动布列位置，究根一方，

技之近乎道，益求气韵生动，情思涌动。其情嘉贵，汇融意工之能事，袁

菲是也。深摹马夏残角之构，非误瘾其中，革鼎之求变。仲圭温润，石

田布列，积沉而浅浮，若有其意。闲和宁静，云滇小轩窗，远山揾彤霞。

据以典理，物具其性，各展其姿，工笔细染，其形神所随。藤壹之工笔，

非泥古法，有玄外音。点苍顾影，屏扇惜往昔，然画中静若萍，抬望眼是

非无稽。取徽宗之雅致，佐以插画，写飞鸟生死幻象，深思恻隐。张悦敏

之工写花鸟，虽囿于绢纸，色正清雅，古意天然，然画中动植神游其外，

意趣理深。内外之间，相觑之下，固步窠臼而自封者，难入其理，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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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之于时代，朱翔琦究探疆界。其墨染浓淡随性，以其水墨自视，知其

笔墨之性而驰以笔墨之性，越古人之法度，袭游时代之新意。子志红写秋

山之寂，一叶知秋也。知秋者，黄叶欲落而树有愁容，山水以树为衣，秋

寂山林，有萧瑟风动之意，绿瘦黄肥律动山野。刘傲以分疆山水求渐次空

间，师法云林，借取八大。云林之性，其逸情远尘，旷远傲世，山水非高

峻逼人，而平远清幽，连汀退远。加以王叔明之笔，蓊郁葱葱。曲本希明

察动植之性，不泥古法，笔墨全赅之外，状摹真山水也。其法文徵明苍辣

含雅，细秀迟涩之味，佐之临见琢磨，求画乃吾自画。花枝小品，最能致

雅，杨英雪近乎。小品意在构布，求色雅正。其取法任伯年，思揣古雅之

余，慎取新法，以求脱颖。徐素雯追忆逝水，融情图画。笔墨随世而变，

亦携情往，沉吟性灵。玩物童年，食陈温情，以墨染而成，以形容怅然。

詹寒茹所见之卷尾檐，一往而情深，如目遇而神往。闽南卷尾檐，古雅流

韵，其色染凹凸，文饰其状。徐可可取王叔明苍润之笔，承大涤子生活之

气，墨写屋宇楼阁，点数周遭人物，古之笔墨，今之情理。李倖之画多承

石田之风，山水清润叠嶂，借由书法用笔，欲得深意。其取味生活，小店

人家，凝想淡远之境。童心乃赤子之心，张志辉凝神孩童之趣，如临之

间，以童心而生发，随童心而自在，乃天趣自映。

画之高古，需经年岁月，虽短促有小成，不足也。画之惑而解之，可

登堂渐进，饫畅其间，至于入室，气格性情如画深磨。

六、云上墨语——“云上墨语”缪金江·刘兰英·薛蒙中国人

物画展

若将视野放诸到历史中，淘洗一遍中国人物画的前世，再睥睨一下中

国人物画的今生，在惊人耳目与流芳成典的螺旋交叉上升时，横向所伴随

的波浪式上下起伏，总会引人深思。当下中国人物画承袭着两大倾向所带

来的后遗症，为了与陈腐囿困的旧时代划清界限，中西合璧掺以西方绘画

素描的因素；为了与古典文脉相承，笔墨随时代，突破墨染的局限。很多

时候，这两种人物画倾向都已程式化，笔墨在框架中走向死亡，或而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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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回回、周而复始的类同的深渊里。虽说承袭两大倾向的大有人在，但

新的观念、新的视野、新的技法在助推中国人物画企及新的面貌出现。

中国画是用书卷气与日课功所浸泡出来时，等到立锥之地有了，厚积

薄发，必然蔚然大观。数气象要有萧然苍茫，数笔墨要能耐人琢磨，数渊

深要有取法乎上，而对于投机取巧，走捷径弄玄虚的皆是纸老虎一般，徒

有威面而无威风。中国人物画在其内质精神的表现已成为流行模式，故而

自定义般的说辞总会将作品置于人物的精神上，所以笔墨语言的新颖，表

现技法的迥异，总会引来议论与停驻。而对于没有经历过古典笔墨熏陶过

的腕力，往往自得其乐般沉浸在走马观花式的假象中，正是应了一句话：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对于人物画的探索，缪金江以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借以古典小说的

人物故事铺展开来，以线勾形，染以艳色，目遇之而思索故事场景。刘兰

英注意到墨色微妙变化，倾向于淡色对人物画的描绘，将色彩明度降低，

在消解物质世界对人的附加后，进而透射出精神灵性般的微茫形象。薛蒙

注情于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融情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生活、服饰

等，身体力行置身于他们的聚居地，永胜他留人、石林撒尼人等，用笔松

弛有度，将人物的情绪拿捏有度。

我想，此三者的人物画都在回应一个问题，形式与技法应该怎样被赋

予更为深厚的底蕴？

《收割》 薛蒙
纸本水墨　2018年

《香格里拉女肖像之二》　
刘兰英 纸本水墨　2016年

《瞳人语》 缪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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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享的意义——“分享”胡涯蛟·程馨平·张李娜三人联展

只有在存异的情况下，“分

享”才有意义。

世 间 的 叶 子 ， 不 尽 相 同 。

个体的棱角如同刺猬，突出而尖

锐，生命性灵与浓稠情感寄以眼

耳鼻舌身意的极致官能。反之，

雷 同 之 下 ， 安 得 其 所 ， 即 使 交

互 ， 也 只 能 嘘 寒 问 暖 ， 同 辙 同

辕。但不可否认，中心圆的内质

精神总有机会叠化，无论激荡与

沉重。

保罗·塞尚陷入沉思，画笔

仍 在 二 维 空 间 中 挣 扎 ， 循 环 往

复，千回百转，浓密的胡须遮不

住 下 滑 的 嘴 角 ， 视 线 放 出 又 拉

回，意犹未尽。“苹果”开始走

向种子的思绪，生命的原形与底

色，拨开另一个世界的帷帘。

冷漠的围墙，结实厚重，但

厚重与尊严无关。程馨平的人造

风景，揶揄世景，无可奈何花落

去的悻悻幽怨，丽景天然惘然成

追忆。混凝土挤破原生的二维空

间，纵横拓展，盎然生机的土壤

坠入深渊，暗无天日。图像中天空像极了偷窥者，在人造天堂间睥睨喧嚣

滚尘，人该如何与城市相处？

带有强权性质的构造，人间秩序与围城的建构，将循规蹈矩逆流成文

《人造风景34》程馨平
布面油画 120cm×100cm 2019年

《人造风景5》 程馨平 布面油画
100cm×100cm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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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流中的浑水浊沙，习以为常成为结的果。惶惶流转。尽管通达四方，

联络两岸，幻觉中，速度延缓衰老的细胞，从而加剧了罗曼蒂克的消亡。

在人类反观社会进程中，进入未开发之地，归野自然，近乎原始的呼唤；

但公共艺术开始关注人之为人（动物属性）的社会空间，焐热厚重的隔

阂，人文关怀是要诗意的归乡？但这光景，君问归期：来得迟，走得快。

猫眼世间，带有灵性的

动物，请下神坛。张李娜给

猫补救一个自我与他我的世

界，有些时候人情愿与世界

和解。在人际闭锁，冷暖自

知的狭窄隅所，猫与主人配

置角色。人开始节制自我，

转向动物情绪，而猫，尝试

人的作息，与人共进退，习

性相熏，重新灌顶其灵性。

猫已不是看护万卷书，

捉鼠绕碗瓮的动物，被观看

与被抚摸，自我渐行渐远。

但 流 离 失 所 的 猫 ， 犹 有 自

由。独身夜行，不汲汲光天

化日中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它与城市保持一个昼的距离。奔檐走壁，

悄无声息，黑夜里的冷眼只针对孤独的光，直至月落星稀，天欲明时。子

非猫，焉知猫之乐？但生而为人，冷眼冷还是热肠热，直面生活：生活即

历史。

冷静的形色，纷繁奔涌的热情开始隐匿，合十皈依，叩问世间的门径

复归元形。由繁入简难，胡涯蛟想打破砂锅。张狂之笔触目惊心，心血迸

涌，将浪漫收敛，沉淀为气定神闲，幽微冷静，蜕变。

如道如易，一生万物。溯源而上，绘画的开始是一厾点、一根线、一

张面。两点一线，三线一面，互为表里，钩沉经典图像，化繁就简，人情

《宠物·看见你》系列 张李娜 布面油画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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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与诸神恩怨成为几何图形的交织错落及冷眼相望。在冷寂勃发的思绪

里，向天的喇叭花直如张弓号角，直面躁动不安，碾作深渊中冥冥之眼。

冷静得过于理性，易板结成程式化的代言。何不在闹中取静，循序渐进而

花自飘零水自流，迎向元形元色的自诉，集腋成裘，反观自照？那面圆的

镜子，是个闭合的世界。此时，点与线相互阻隔牵制，面面相觑，又面面

相生。如尘如沙，一沙一世界，缘起。

攒步移目图像前，我想诘问一个问题，也是世界问的问题：何以自

处？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出版社）

十边形《红色牵牛花》
胡涯蛟 布面油画 丙烯 
150cm×150cm 2019年

《红黄蓝》胡涯蛟 布面丙烯 
330cm×330cm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