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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的故土情怀
——阿方斯·穆夏与布拉格

全东语

2019年7月31日至10月7日，“穆夏：新艺术运动先锋展”166件（套）

作品在云南省博物馆与广大参观者见面。

捷克作为与新中国建交最早的欧洲国家之一，与中国的文化艺术交

流、友谊丰厚深远。而捷克，也是一个有着悠久而璀璨历史与文明的神奇

美丽的国度。

一个地球仪上只有一个捷克

有个捷克人，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

“你打算去哪里？”

“哪里都行。”

官员给了他一个地球仪

“自己挑吧！”

他看了看，慢慢转了转，对官员道：

“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我第一次看到米兰·昆德拉的这段文字，是在木心的书里，当时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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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笑了。布拉格的精神里，是不是都有一种“无限悲观的幽默”？

伏尔塔瓦河穿城而过。宽阔的河水闪着幽微的光波缓缓流动，慢慢洗

尽这座城市久远的铅华，让曾经的欢笑和悲伤都不再鲜明，潜入每一个日

出日落和人来人往。

查理大桥和老城里的人潮确实有些过于熙攘，热闹和匆忙就难免浮光

掠影的潦草。喧闹中，那些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文艺复兴式等

的建筑依然端庄崇高，就像固守着遥远的信仰而看向这个时代的现实。急

促追逐着的和静默守望着的都在这里了，就在这里——布拉格。

其实，我也是这样一个急促的探望者，弗兰兹·卡夫卡、米兰·昆德

拉、博胡密尔·赫拉巴尔、莱奥什·亚纳切克、阿方斯·穆夏…… 那一个

个和布拉格血脉相连的名字和他们曾经流连的地方，都是伴随着我精神成

长的陌生而又熟悉的向往。

老城的石板路已磨得又滑又亮，踩在上面有隐隐的凸凹质感。深深

浅浅的灰色石块从脚下蔓延开去，朦胧地折射出反光；老建筑的沧桑承载

着游览者的喧嚣，感觉在这里每一步都踏着过去和现在的时光。于是顾不

得去观看那些街边小店里出售的各种旅游商品，穿过一条条时光的小街飘

到老城广场，远远地看过去，就见到一栋建筑上巨大的黑色展览标识：达

利、穆夏、安迪·沃霍。

把这三个大师的作品放在热火朝天的旅游中心展览，怎么样都带着商

业的烟火气；当然，也可以说，给这繁盛的旅游业带来了艺术的气息。忽

略过达利和安迪·沃霍，我直奔穆夏展厅。在布拉格，除了捷克的天空，

我不想仰望其他。

入口处的灯箱用了穆夏著名的招贴作品《风信子公主》。这是奥斯卡

尔·内德巴尔的剧作。这位风信子公主是一位乡村铁匠的女儿。穆夏参考

了剧目的内容，将红心、铁匠的工具、王冠和魔法器融入画作中，并且在

整个装饰细节中都使用了风信子的图案。进入大厅迎面而来的就是由穆夏

著名的招贴作品组合而成的墙面，缤纷华美。那些让他蜚声世界的海报角

色生动鲜明，新的拼贴组合生成了别样的意味，让这面墙仿佛成了一件巨

大的波普艺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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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笙歌，鼎沸的功与名

1860年，阿方斯·穆夏出生在捷克摩纳维亚州的一个小镇伊万瑟斯。

十一岁时，他成为教堂唱诗班成员。教堂里那华丽盛大的巴洛克艺术让他

深深着迷。在此期间，他和日后成为那个时代捷克最伟大的音乐家的莱奥

什·亚纳切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穆夏歌艺出众，可以继续他的唱歌

生涯，但是绘画对他有着更强大的吸引力，于是他选择离开了歌唱舞台。

这段音乐的经历，对他日后的剧院、音乐厅以及相关的海报设计产生了潜

移默化的影响。他渐渐在装饰绘画领域崭露头角，并被邀请到维也纳从事

剧院装饰工作。三年后，他回到摩纳维亚，受到卡尔伯爵的赏识。卡尔伯

爵雇他为城堡绘制壁画，并且赞助他到慕尼黑艺术学院学习。

1887年，穆夏到了巴黎，继续在朱丽亚艺术学院学习，同时为一些

杂志和广告画插画维持生活。时间很快到了1894年的圣诞节，对于穆夏来

说，这是一个神圣的圣诞节，这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华贵礼物。当时正值圣

诞假期，穆夏留在巴黎过节，并且在朋友的莱末茨尔公司校对印刷版以赚

取一点报酬。这时，当时巴黎最负盛名的演员莎拉·伯恩哈特打来电话，

要求莱末茨尔公司立即为她的戏剧《吉斯蒙达》印刷新的海报招贴画。

“尊贵的莎拉”的要求当然不能怠慢，但是莱末茨尔所雇佣的艺术家们都

在休假，于是不得不求助于穆夏。穆夏穿着租来的燕尾服去剧院观看了伯

恩哈特的演出，然后在剧院旁边咖啡馆的桌子上画出了招贴画的草图。一

张开创广告招贴画艺术新时代的作品诞生了。穆夏使用修长的图形，柔和

的色彩和逼近真人的形象给人物带来了端庄和高贵的气质。人物的头部戴

着兰花的花冠，右手拿着棕榈树枝。创新性的设计是人物头部背景的彩虹

型圆弧，像光环一样，将视线聚焦在人物的脸部。刻画精致，着色优雅，

画面只有顶端和底端有背景装饰，并简单地写上演员和剧场信息，而花草

的装饰华丽高雅，图案和线条丰富柔美，一破商业招贴艳俗繁杂的窠臼，

这一创作为海报招贴这种商业艺术表现形式带来了全新的风格转变。穆夏

的《吉斯达蒙》受到巴黎观众的广泛喜爱，甚至一些收藏家为了得到这幅

海报不惜贿赂张贴海报的人，或者晚上悄悄去把这幅招贴画从广告牌上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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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一时“巴黎纸贵”，海报招贴画收藏掀起热潮。“尊贵的莎拉”也

被这幅海报迷住了，立即和穆夏签订了一个为期六年专门为她设计舞台、

服装和海报的合同。

穆夏的海报招贴画以及珠宝、家具、室内装饰等设计成了新艺术运动

的一个重要的形式，新的装饰风格和诗意的象征性以及优雅的色彩和古典

气质是穆夏独特的风尚。

穆夏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热爱者，在他的作品中多以自然风光为装饰

背景，花朵绮丽美艳、草木繁盛缠绵。受拜占庭艺术和古老艺术的影响，

装饰图案精细复杂；多以线条来表现女性的娇媚，视觉风格浪漫柔情而含

蓄。人物背景多有圆形装饰图示，如同圣洁的光环一般，呈现出圣神稳定

的庄重。他的《四季》和《艺术》，以及《四朵花》四联画，以季节、艺

术形式和花卉为表现手法和象征标志来表达主题，赋予象征性和装饰性一

种新的呈现方式和意义。

在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上，穆夏装饰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

黑）馆以及参与奥地利馆的设计工作。这个博览会让他蜚声世界。他的新

艺术风尚在当时可谓风靡全球，被世界各地的装饰艺术大量采用和模仿。

但是，对于穆夏，这个让他获得成功和声名的风格又是他一生都想

突破的模式。他认为他的艺术应该完全来源于他自己和捷克文化的根基而

不是塑造一种流行的风格。正如他自己所说：“艺术，就是灵魂交流的信

息，没有其他。”他纠结并厌倦于让他声誉鹊起的商业艺术，就算是在招

贴画的设计中，他也创作了很多表达斯拉夫民族题材和下层人民苦难生活

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他想致力于奉献精神和思想的艺术形式，那才是

他从年少时起就一直渴望的梦想。

千里故土，梦中的云和月

不论在巴黎迎来了怎样的功成名就，布拉格才是穆夏心中最终的归属

之地。他开始着手准备他一生的梦想之作——《斯拉夫史诗》。这个梦想

之作是一组20幅巨大的绘画作品，以捷克和斯拉夫的历史、寓言、宗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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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战争为主题，记录和表达斯拉夫民族悲壮、深厚、勇敢而乐观的精神和

智慧。

1906年，穆夏和家人到了美国。他希望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来支持

他的《斯拉夫史诗》计划。在那里，他遇到了查尔斯·理查德·克瑞

（Charles Richard Crane ）。这位美国著名的实业家、慈善家、收藏家同时

也是历史上翻云覆雨的政治强腕人物，左右着美国当时的中东和东欧的政

治布局，并且还是二战前期希特勒的纵容者。当然，这位东欧问题的专家

非常喜欢捷克的文化艺术，与穆夏一见投缘，并对其慷慨解囊。 

1910年，穆夏一家回到了布拉格，着手《斯拉夫史诗》的创作。一战

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赢得独立。穆夏满怀激情地为这个他热爱的新生民族

国家设计了邮票、纸币以及其他的政府标志。如今这些设计作品都成列展

出在布拉格穆夏博物馆里。  

从拥挤的广场出来，沿着这四通八达的小街我们开始寻找穆夏博物

馆。而这些小街就像迷宫似的，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一路询问着博物

馆的位置，奇怪的是很少人知道，反反复复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在硬石头

路上兜兜转转，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心情也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我渐渐

地不能接受这么一个捷克的艺术巨匠在他视为生命的城市里如今居然难以

寻觅。朋友适时拉我进了一家意大利餐厅避雨，我们点了沙拉和披萨来慰

藉疲劳和失望。

终于雨过天晴后，我们来到了穆夏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由穆夏的孙子约翰·穆夏经营。展览陈列井井有条，不同

形式的作品被划分出不同的区域，而绘画部分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精彩。

尽管穆夏借以成名的是美术设计，但他曾在慕尼黑美术学院和巴黎朱

丽娅艺术学院多年的学习经历使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画家。早期他大量

的时间精力都用于美工设计的订单，但从这幅1896年的《占星女》和这幅

《红衣女子》中依然可以看到他艺术绘画的功底。直到他开始找到史前史

和斯拉夫历史这个伟大的主题后，开始转向了大幅油画的创作，为《斯拉

夫史诗》积攒能量。

《命运》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创作。穆夏低调华美的色彩和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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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的线条使得整个画面丰美无比，但又隐含着神秘、未知和潜在的能

量。而《星》是他为了表现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在1913年造访俄罗斯期间收

集素材创作的。画中的俄罗斯农妇面对自己无法逃避的命运，绝望地仰望

天空。孤星微芒，渺不可及，荒凉大地，夜沉如漆。画中有现实主义和象

征主义的双重意味，也有艺术家对民族多舛历史的悲壮情怀。这些元素在

《斯拉夫史诗》中都有着更加宏大和丰富的表现力度。

为了艺术作品的真实感和震撼力，穆夏还到作品相关的地区进行考

察和游历，包括俄罗斯、波兰、巴尔干半岛，以及阿索斯山的东正教修道

院……  他向历史学家们咨询历史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以求准确生动。

1910年，穆夏在兹比洛赫的城堡里开始了创作。直到1928年，艺术家

花去18年的时间完成了这组聚积他一生梦想和能量的20幅巨幅油画。这是

穆夏对捷克和斯拉夫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是献给捷克和斯拉夫文化

和历史的最高敬仰和赞礼。

十八年，可以是白驹过隙，也可以是沧海桑田。当1928年穆夏以建立

专门的展览场馆为条件把全部20幅作品捐献给布拉格政府作为捷克斯洛伐

克独立10周年献礼时，历史和现实，已是斗转星移。一战以后世界格局动

荡变更，工人运动席卷欧洲；在艺术领域，野兽派、立体派、抽象主义、

表现主义等现代艺术新浪潮日新月异。穆夏的绘画早已显得格格不入，被

抛在时代的潮流之外。早期的展出也引来大量充满敌意的批评，被看作是

已经过时的民族主义和学院派风格而被不屑一顾。布拉格政府对于这20幅

作品的捐献也是态度冷淡。不仅没有专门场馆，只在1935年做了一个临时

展出后，全部作品就被卷起来束之高阁。

1939年，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艺术的民族主义“反动思想”

和犹太血统，穆夏成为第一批被盖世太保抓捕的人。年老的他身体虚弱，

感染肺炎，于同年7月14日在布拉格病逝。

1950年，这批作品被运到了他故乡的一个小镇存放。

2012年，在他去世73年之后，全部20幅作品才得以完整地出现在布拉

格国家画廊交易会展馆（Trade Fairs palace）。

如若穆夏在天有灵，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破碎的梦中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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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是永不衰竭的民族艺术血脉

交易会展馆原来是为交易公司修建的办公场所，后被一场大火烧毁，

1976年，作为布拉格国家画廊的一个展馆开始重建，直到1990年才完工。

原来身世飘零的《斯拉夫史诗》，如今成了争相展出的抢夺目标。为

此，各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

作为旅游名城的布拉格，希望通过这个作品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2010年，布拉格政府想把作品从摩拉维亚的小镇摩罗维安搬回布拉格，这

遭到了由阿丰斯·穆夏的孙子约翰·穆夏运营的穆夏基金会的反对。但布

拉格政府认为这批作品所有权不属于穆夏，而是属于美国人查尔斯·理查

德·克瑞。而且在当时的档案中找到了穆夏在1928年把《斯拉夫史诗》捐

献给布拉格政府的文件记载。2010年的7月25日，几千摩罗维安居民举行游

行，抗议把作品搬离它们生活了50多年的地方……  

布拉格市、摩罗维安镇还有穆夏基金会经过两年的争吵，这组命运多

舛的作品历经时代的风云变迁后终于2012年至2016年底在布拉格国家画廊

交易会展馆展出。它又为布拉格这座古老的文化旅游城市吸引着成千上万

的游客。这组艺术家最伟大的灵魂杰作终于得以在这里向全世界的人们骄

傲地展现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当然，同时也像艺术家生前的

其他作品一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20幅油料和堪培拉画作尺幅巨大，在这展厅里可谓气势恢宏、撼人心

魄。系列作品分为捷克主题和斯拉夫主题，根据寓言、神话、宗教、战争 

以及文化的主线来安排。

《斯万特维特的庆典——战神的救赎》描绘了荣耀战神斯万特维特的

盛大庆典节日，发生在波罗的海的海岛城市阿克洛。庆典在堆满珍宝的神

庙举行，这是公元8世纪至10世纪时斯拉夫人的圣地。阿克洛后来被丹麦

人占领。穆夏是以一个虚构的场景来象征斯拉夫的光荣。

左边的背景可看到圣庙，中间明亮的部分是一个母亲和孩子，落日

在她的身后散发出温暖的光芒。在左边的顶部是北欧海盗维京的托尔和狼

狗群。在中部的顶端，斯拉夫英雄正在死去，而战神托着菩提树新发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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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间竖立的闪着蓝光的宝剑握在战神的手中，象征着保卫斯拉夫的未

来。

艺术家对于战争的感受则是安排在前景中间靠右的三个音乐家：两个

弹奏在乐器，一个正在地上雕刻木头。这也表达了穆夏反对战争，祈盼和

平美好的愿望。

《东罗马帝国——斯拉夫的立法》这幅作品的历史背景是：斯特

潘·杜赞是利用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以扩大了斯拉夫领土强大的军事领袖，

他在1346年加冕为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沙皇。他创建法律从而获得了统治罗

马帝国的力量。这幅作品描述了加冕礼的过程：穿着民族服装的年轻女孩

引领着人群，手举金色树枝，还有宝剑和皇冠。老沙皇被红色的斗篷围着

位于画的中央。年轻的女孩表达了穆夏对于未来的希望。这个女孩是穆夏

以他女儿为模特创作的。同时，穆夏还以他的女儿为模特创作了那幅著名

的《斯拉夫史诗》宣传招贴画。相比较承载着艺术家一生情感和梦想的

《斯拉夫史诗》本身，这幅招贴画获取了更大的声名。

站在这些巨大的画幅面前，人，显得那样渺小。悠远历史如星海浩

荡，窗外今日的天光斜照着这空中每一粒尘埃。动荡的是命运，而主宰又

是什么？

群山如海 夕阳如瑰

走过查理大桥，卡夫卡博物馆就在河岸边。

沿着石路一直蜿蜒上山，可以到达1344年波希米亚王国查理四世兴建

的圣维特大教堂。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建筑，雄伟高耸。来到面前的人们都

不得不抬头仰视那尖锐入云的塔尖。教堂旁就是一家星巴克咖啡店，修得

如城堡一般，占据着这山上最好的位置。买一杯咖啡，靠窗坐下。目光掠

过那杯几乎已成美国文化符号的咖啡，可以俯瞰布拉格古城全景。巴洛克

建筑的红色屋顶映着森林绿树，泛起玫瑰色的光来。天边流云翻滚，如快

速转动的时代风云之变幻。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不朽》中曾谈道：当一个人的才华与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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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时代不符的时候，将会怎样。他自己在1975年被迫离开布拉格定居

法国，而1995年，他接受了捷克国家政府颁发的最高奖项——功勋奖…… 

他是一个带根流浪的人，他和他的祖国之间终是修得正果，一个地球仪够

用了。

时代如滚滚洪流一般坚实汹涌，时代又如渺渺轻烟一样虚淡飘忽。

它和每一个生命个体既对立又包容，既撕裂又融合，既喧嚣又孤独，如

同走在这古老道路上的每一步，都牵绊着流逝的和留存的，悲伤的和欢欣

的……

此刻，窗外已是群山如海，夕晖如瑰。

后记：2016年底，阿方斯·穆夏的孙子约翰·穆夏再一次把布拉格政

府告上法庭，以长途运输和反复布展将会对巨大画作造成损坏为由反对布

拉格国家画廊策划的为期一年多的《斯拉夫史诗》全世界巡展。巡展目的

地包括日本，韩国，美国，中国的南京、广东和长沙地区。

2017年初，约翰·穆夏再次提出反对布拉格将《斯拉夫史诗》出租给

日本东京三个月用于展出。约翰·穆夏认为，布拉格政府并未履行捐赠合

约为作品修建专门的展出场馆，而是借此牟利。并且捐赠合约已经过去

九十年了，早已失效。布拉格政府并未完全拥有画作的所有权。

2017年3月8日至6月5日， 日本国立新美术馆举行“穆夏展”。

中国广东省博物馆预告了2017年11月21日至2018年2月25日“斯拉夫史

诗巨献——新艺术运动大师穆夏作品特展”。但是，当我于2017年11月12

日到达广东省博物馆看“穆夏与新艺术运动”展时，《斯拉夫史诗》并没

有出现。我向工作人员了解到：捷克方以保护艺术品安全为由，最终没有

同意《斯拉夫史诗》来华展出。

（作者系艺术策展人，艺术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