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现的镜子”或“红色中的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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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倏忽，在历史的梳理中，宋陵这个名字又回来了。试想，艺术家再一次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环

境举办自己的展览，应该有怎样的感受。回到当年，“’85 新空间”、关于“冷”与“热”的巨大争议

（参见《美术》1986 年第 2期），之后的“池社”，再之后的离开。一位艺术家的工作究竟在什么样的

背景下才能够获得他所希望的意义？是什么样的意义？30 年之后，似乎曾经灼热的一切都慢慢变凉了，

但这次宋陵的作品回到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看似冷却的表面之下灼热的炭火似乎恢复了余温，也许再一

次燃烧起来，这是我们重新检视宋陵创作的一个契机。

宋陵生于 1961 年，和同一年出生的崔健一样，都可以说是“红旗下的蛋”，但这些红旗下长大的

孩子对于自己由之而来的体制明显有上一代人所没有的独特认识与反思，甚至就是反叛。从 1978 年之

后，那些反思或者反叛几乎是本能的，是一句话或者一本画册就可以点燃的革命。这大概也是“’85 新

空间”展览之际，宋陵、他的友人们以及那些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年轻艺术家所普遍遭受批评的内在原

因。毫无疑问，人们仍处在过时的革命之火的余韵之中，那些来自体制惯习的革命现实主义仍然是官方

艺术的基本标准，而“新空间”的同学们，当然包括宋陵这样冰冷灰蓝的“超现实主义”作品，难免显

得“与众不同”，“像那红色中的灰点”（参见崔健《红旗下的蛋》专辑中《飞了》一歌的歌词，“像

那灰色中的红点”）。所以，也许那看似火热的红色其实是死沉的灰，而这些“灰点”反倒是灼人的炭

粒，看似灰暗、冰冷、无光，可如果你真正接触它们，你会感受到它们秘密的灼人温度。

这里提及崔健，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宋陵与他同年出生，也因为，他们作品中对西方的借鉴和对传统

的创造性化用，确实有可比之处。崔健那里是民族乐器和西方乐器的奇妙组合，而宋陵这里则是传统水

墨的材料和超现实主义等西方艺术流派的一次联姻，这也谈不上是必然性，不过是一种时间的一致性与

背景的相同导致的。那是一个如火如荼地阅读和倾听西方的时期，西方的影响对于当时的中国年轻艺术

家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西方的感染是普遍的，远非造型艺术独特的情况，在文学（比如“今

天”派）和音乐领域也有类似的借鉴和影响。如果我们从图像学角度来分析宋陵早期的绘画，明显可以

看出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契里柯（Giorgio de Chirio）、达利（Salvador Dalí）等超现实

主义画家的一些招牌元素，比如“人·管道”系列中的蓝天白云。不知道宋陵是从什么地方观看到了超

现实主义的绘画，相信在那个现代主义运动的年月，找寻这样的诱因是不困难的——学校的图书馆，同

学与老师那里的画册，或者就是外籍教师的一本翻旧的书本。可是，宋陵只是为了超现实而超现实吗？

他以及他的战友们（例如张培力、耿建翌）的“超现实”图形也许不仅仅是一次通过借用而进行的反



叛，也是他们这些个体以及那个时代刚刚开始的对现实的独立反思和剖析，是对现实的解构，让自我和

观者得以反省，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自己。

回到差不多 30 年前，宋陵在“’85 新空间”展出的作品是“人·管道”系列的绘画，因为与张培

力等其他同学的专业不同，宋使用的介质全部是传统的纸本水墨，但使用的是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整个

“人·管道”系列的基调与那个时期西南地区的表现主义艺术家（例如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非常

不同，《人·管道 1 号》的图式非常冷静：管道中是蔚蓝的天空，仿佛被应许的天堂，工人头戴安全

帽，手里拎着一副工作手套，以相同的步伐整齐划一地向观看者走来，他们眼中大概也是这样的美景。

如果我们延伸图式的可能性就应该这样来理解，他们即将走出管道，来到新的世界，一个时代就要走到

尽头，一种意识形态管道之中的建设者会发现，他们实际是在一个荒诞冷漠的世界，一切都是灰色，云

层惨淡，大地荒芜，地上别无他物，只有一排排管道，画面左侧越来越窄的梯子也隐喻着注定难以达到

自己理想的意识形态道路。这片灰色的、让人绝望的死寂空间，让人不禁想起崔健《解决》这张专辑中

《这儿的空间》这首歌中唱到的，“这儿的空间，打不开天，穿不过地，自由不过不是监狱”，被囚禁

在管道中的人们正在走出管道，也许管道内外的巨大反差会让他们看清旧日难以看清的空间，“进进出

出才明白是无边的空虚，就像这儿的空间里”。这大概可以看成是祛魅之后一代人的失落与醒悟。

这是符合那个时代的观看逻辑的：我们再观看后面那些“管道”作品，就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人·管道 2 号》第一眼容易让人想起马格利特的《漂亮的女俘》，但马格利特画中作为被描画表现的

边界的画架和画框，在宋陵作品中被画面中心工人巨大的黑色身体边缘替代了，这个工人成了外在管道

世界和内在管道世界的边界，一切的冲突和所有的觉醒，都在这里发生，都在这个人身上发生。我们可

以说，这个人就是绘画者宋陵自己，就像《人·管道 1 号》中那个首先迈出管道的工人一样，绘画者是

先觉者，他们的目的并非是完成绘画作品，而是通过完成这些作品让观者也达成在自己身上实现的认识

突破，正所谓“先觉觉后觉”，在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宋陵那里暗含着的启蒙诉求。本次宋陵回顾展的

题目叫“重现的镜子”，借用了法国“新小说”主将罗伯-格里耶作品的名字，绘画者确实像是一面镜

子，但如果我们结合与马格利特《漂亮的女俘》相关的另一部罗伯-格里耶作品（电影《漂亮的女俘》

中借用了马格利特的这幅名作，画中人与现实中人混为一团，难分现实与梦境），也可以把宋陵看作一

个画框，就像他这幅《人·管道 2 号》中的工人一样，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

力，就像我们可以从罗伯-格里耶电影中看到真实与虚幻难以说清的关系。

《人·管道 2 号》中，各种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一一出现，手拿气焊枪的工人体内是另一片管道天

地，手持气焊枪无需拿着枪身，只要握住皮管，气焊枪就会自动在半空焊接下方的巨大管道，光源也是

错乱的（左侧的铁钩和工人影子投向右前方，而画面右侧的那个工人和手握的滚刷的影子则投向右后

方）。这些超现实主义元素并非只是图像的狂欢，其中另有深意：管道和系统的铸造者制造外在管道的



同时，也在自己内部制造了同样的管道系统，每个人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建造

和固化，而那些造成的管道，又压在自己和自己同伴身上，左侧那个像希腊神话中托举着天的阿特拉斯

（Atlas）一样举起管道的工人就是明证，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对神话的借用，是在隐喻意识形态的管

道已经构成人们生活的天际，人们必须一刻不停举着它，维系它，坚持它，否则一旦它倒下，这个人造

的世界也就因此崩溃，这恐怕也是八十年代初许多怪相的真实原因，人们选择去维护一些东西，因为一

旦这些东西崩塌，他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也会因此而全盘崩溃。右侧的那个工人左手扶着粉刷，右手提

着灰桶，这是一个绝妙的反讽，隐喻着那个年代的人们绝不会陌生的种种粉饰，让人不要走出管道，让

人不要反观自身，反思自己和社会的处境。但有些东西已经脱钩了，就像画面左侧那个起重机的吊钩，

一旦它脱节落下，就会变成一个沉重的、让人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问号。艺术是一种自我省察和疑问，是

转过身，用自己的画笔恢复那些粉饰之后的真相。

《人·管道 3 号》这幅作品中出现了一些之前出现过的因素，比如左侧那个在《人·管道 1 号》中

出现过的同样形制的梯子，以及整个画心是一个《人·管道 2 号》中那种巨大的铁钩，像反转的问号。

这一部分是美丽的彩色，梯子有红有白，而同一个梯子处在问号之外的部分则是灰蒙蒙的一片，仿佛在

告诉观看者，这个理想世界不过是管道中的蜃景，这一切都是可疑的，是一个巨大的、扭曲反转的问

号。画面右侧那个工人在积极进行焊接安装工作，为管道工程添砖加瓦；画面左侧那个工人却停止了劳

动，背起手眺望前方，从图像学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的戏

仿，就像《注视云海的旅行者》中的旅行者一样，这位工人右脚向后支撑，左脚弓起踏向前方靠近边缘

的地方，凝视着远方光源所在的方向，但弗里德里希画中的人物身处悬崖边缘，宋陵是否也在向观看者

透露，这一片看似美好的世界，其实也危机四伏，处在危险的悬崖边缘？管道上标注的 COGAS 是否也是

一种隐约的暗示，告诉我们，这些管道里满是会让人昏沉睡去的一氧化碳，如果我们不多加小心，注定

在昏沉中睡去乃至死亡？

《白色管道》中运用了有阶差的灰调，《人·管道 2 号》中工人体内管道上出现过的红色箭头这一

次以更大的形态出现在画面最左侧，但不再是红色，而是深灰。更为有趣的是，画中的工人并未朝着箭

头所指的方向，反倒是与之相对，面对观看者，这可以说是《人·管道 3 号》一画的一种自然结果，面

对光源和前方的注视可能会让一部分人进行反思，先觉悟起来，从而转身寻找另外的道路，也反身关照

自我。与之前几幅作品不同，这幅作品开始的几张“人·管道”系列不再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而

是构成主义或者构成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混合。《白色管道》这幅作品的风格非常适合宋陵处理的主题，

构成主义这种起源于苏俄的艺术形式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艺术形式，不仅仅是艺术，建筑甚至

社会的规划都是按照这种理性主义的计算模式展开的，有限的人类理智仿佛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光环中变

得无所不能，可以为人间的一切做好五年、十年乃至五十年、一百年的规划，但这样的规划和这样的理

性计算，终究是现代性自身的表现，是技术统治的表征，艺术最终会向这种计算和规划投下一个巨大而

沉重的问号，逼迫它做出回答，也提请所有观看者自问自答。



《人·管道 4 号》和《人·管道 5号》是一个过渡，画中的人物以静止的伫立或机械无反思的大步

行走的形象出现，但《人·管道 4 号》中也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右侧那个工人，他的同伴戴着安

全帽像是戴着钢盔，锁扣系紧，目光坚定，而他的眼睛则被安全帽遮住，我们无法看到他的眼睛，而他

下颔处的帽带不是紧闭的锁扣，而是一个狗链一样的结，伸向朝向观看者的画面之外，仿佛他的目光和

他前进的道路，都取决于观看者要把他带往什么方向。

从《人·管道 6 号》到《人·管道 10 号》的作品，宋陵用水墨的渲染制造出极其表现主义的效

果，材料及其效果，满足了艺术家的专业性能力和发挥，人和管道混为一体，此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人·管道”这个系列标题的寓意，人即管道，管道即人，人既是体系的制造者，也是体系的一部分，

也是体系本身，所以一旦成为体系的一部分，哪怕是为了自我保存，人也会不自觉地主动维系旧有的体

系，让管道一直铺设下去，让自己和其他人在一氧化碳的迷醉之下闭上双眼，即便这最终会让所有人都

陷入无药可救的沉睡。而绘画者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种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悖谬情境，让自己和

观看者睁开双眼，看到我们正身处悬崖边缘。

当然，也许管道本身是艺术家特殊经历的一种摆脱不掉的借用（我们知道，宋陵 1985 年曾和几位

艺术界友人一起去上海宝钢体验生活，参见本次展览照片资料部分），就像张培力的萨克斯管给予他的

影响一样，只是，任何一种物体、图形或者符号，都可以像语词那样，借用并修改其原有的含义。

先知永远无法被时人理解，注定像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Cassandra）那样遭受误解，往往不过是

因为他们看到了其他人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的东西，彼时，宋陵和整个“’85 新空间”乃至整个

“’85 新潮”的艺术家所遭受的同时代人的质疑，正是这个古老现象在我们时代的又一次具现。也许我

们应该庆幸，如果人们当时就理解了艺术家想要提醒他们的东西，艺术家也许反倒会面临《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中的宣告者所遭受的可怕境遇。

1986 年之后，宋陵与张培力、耿建翌等人一起创立了艺术团体“池社”，这个时期他创作了以家畜

为主题的“无意义的选择？”纸本水墨系列。他对家畜的描画可以看成是对人的描画，在机械化养殖的

工业技术时代，人和家畜分享同样的命运，被操纵，被圈养，被屠宰，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刻有真正

的自由，崔健的歌词“自由不过不是监狱”听来也像是反讽，社会可能只是一个更大的、更难以察觉的

监狱。而宋陵的这种观察、反思和批判可以从更早的一幅纸本水墨作品看出端倪。

创作于 1985 年的《人·咖啡馆》，画面上略灰的淡蓝，与“无意义的选择？”系列最初的几幅作

品（《无意义的选择？1 号》到《无意义的选择？3 号》）是同一个调子，我们应该可以说，这几幅作



品有着极强的延续性。《人·咖啡馆》的画面非常简单，咖啡馆是极简风格的，只有三个男子，最重要

的是坐在画面左侧深处的那个男子，他背靠着墙，差不多是面对观看者的方向，身体向着观看者方向投

下一个形似家畜（猪）的影子。按说，他身后就是墙，不可能有这个影子出现，或者艺术家有意识地将

这个真实的可能性模糊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这个男子灵魂的投影，并非一个实际的影子。这个猪

形的影子可以是一个隐喻：现时代人和家畜一样，都处在控制之中。古希腊人把灵魂分为三种，营养灵

魂（所有生命都有，包括植物），运动灵魂（所有动物都有，但植物没有），理性灵魂（只有人类具

有），在宋陵的描画中，现代人类又变成了和动物一样的存在，只具有糊口和运动的本能，丧失了人类

特有的思想和判断。我们可以说，黑格尔那里的“主奴辩证法”实现了一半，家畜并没有变成主人，但

人类已经变成了和自己“奴隶”一样的存在。这类分析有些臆想，不过，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月，

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会导致漫无边界的解释，目的就是一个：对自由的表达。

宋陵对机械复制的“养殖社会”的批判用了“机械复制”的表现方式，《无意义的选择？1 号》到

《无意义的选择？3 号》分别是羊、奶牛和狗，另有三幅《无意义的选择？58》、《无意义的选择？

59》、《无意义的选择？60》作品分别是马、猪和大象，画面均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半部分是同一个

动物三小张一模一样的头像，下半部分则是三小张重复的反转片一般的头像，仿佛是摄影的正片与负

片，又像是某种 X 光一样的射线的照耀下，这些动物变成了另一番反转的模样。这种方式让人想起本雅

明对机械复制时代及其艺术作品的批判，但宋陵的反思和批判如果结合《人·咖啡馆》这幅作品一起

看，又另有一番特别的意味，不仅仅是在反思艺术作品，也是在反思人本身存在的境况。这个时期，他

的同学耿建翌写了一篇《“池社”的近期绘画》（1987 年），来说明 “一种新的架上绘画”的特征。

他用“节约原则”、“直接性”、“不加评论”以及“重复功能”来说明他们用架上绘画搭建的“主题

工程”。他想告诉人们：色彩是需要节约与慎重使用的，如果使用得当，就可以抛弃令人愉快的“安乐

椅”（“节约原则”）；所选择的物象应该是“充满画面的正面像”，这样对观众有一种强迫感，以产

生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反应（“直接性”）；强调对对象复制的客观性与严厉的复制方法，目的是提供一

个形象报告而不是一种意义的阐释（“不加评论”）；最后，通过重复性绘制来呈现一个整体性，使绘

画不是以一种单幅传统的方式呈现出来（“重复功能”）。宋陵是否坚持了这样的纪律并不重要，可

是，相似的实践却让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与其他城市的表现主义潮流区分开来。

从《无意义的选择？4 号》到《无意义的选择？7 号》的这几幅作品，则是某种“变形记”，牛羊

这样的温顺食草家畜变成了目露凶光的狗——看来宋陵还是选择了一种自由性，我们在《无意义的选

择？4 号》中看到熟悉的箭头符号，这些符号出现在正在向狗转化的那只羊的额头上，这暗示了，后面

逐渐显露出来的转化很可能是系统和管道的控制导致。而后面几幅作品中，这种变化具体呈现出来：牛

羊长出锋利的犬齿，脸开始向凶犬转化，形象及其隐喻仍然让宋陵着迷。



《无意义的选择？11 号》到《无意义的选择？29 号》又恢复为单张的动物画像，有的是普通的牛

羊，有的是变异的“狗相”牛羊。可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画面上都有一个巨大的邮戳，盖在这些

动物身上，脸上，仿佛这些作品是一张张明信片或者一封封信。宋陵画的这些邮戳时间不一：《无意义

的选择？11 号》上的时间是 1966 年，地点是上海，这是“文革”发动的时间；《无意义的选择？14

号》上的时间是 1976 年，地点是北京，这是“文革”结束的时间；《无意义的选择？18 号》上的时间

是 1956 年，这是“百花争鸣”的时间；另有一些作品上的邮戳时间是 1988 年，鉴于宋陵这组作品创作

于 1986 至 1987 年，这就指向即将到来的未来。所以这些作品并非私人性的表达或记录，而是更为公共

性的集体记忆，是给未来或历史的收件人不定的信件。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每个邮戳上都有

“（支）”的字样，有的是“6 （支）”，有的是“8 （支）”，等等。对邮政系统略有了解的人都

会知道，北京著名的“17 （支）”邮戳代表着中南海邮局，宋陵的这一微妙戏拟，代表着他对权力的

一次戏拟，仿佛他掌握着历史记录和历史书写的特殊权力，仿佛他成了可以用画笔秉笔直书的史官。我

们知道，近代以来许多作家喜欢把自己的写作比作给后世的漂流瓶，仿佛自己的写作是当世难觅知音的

信件，读者要等到将来的世代。这种对“未来”和“后代”的信仰极具“启蒙时代”色彩（关于这种对

“未来”和“后代”的信念，可参看卡尔·贝克尔的思想史著作《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所以，宋

陵的创作带有颇为明显的“启蒙”色彩，既表现在这种信念，也表现在他的艺术理念中暗暗包含的“教

化”和“史书”倾向。宋陵并非那种“为艺术而艺术”、不考虑现实与社会问题的艺术家，他的创作以

其独特方式“参与”、“介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几幅作品中出现的“滴血”，《无意义的选择？25 号》，《无意义的选

择？26 号》，《无意义的选择？27 号》，《无意义的选择？28 号》，《无意义的选择？29 号》，这几

幅作品的红色邮戳仿佛是过浓的红墨在向下流淌，这是宋陵对他曾经亲历或者未曾亲历但有所耳闻的鲜

血的记录，也是给观看者的一种警示，正如列宁所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对于过去，宋陵选择以自

己的方式记下，他仿佛成了一个超时间的主体，可以回到过去或预先抵达未来，记录下自己和整个社会

的精神状态，如同记录他眼下的一切。在这些作品中，还是暴露出来宋陵与他的战友们的差异：他还是

对现实及相关问题难以摆脱。

正如马格利特一贯坚持的说法：画家不是现实的镜子。故而，这次宋陵回顾大展的题目是“重现的

镜子”，我们似乎应该以罗伯-格里耶的方式去理解这面镜子，而不能把它看作是对现实的简单反映—

—宋陵的绘画向来抵制这种简单化的“复现”。罗伯-格里耶那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非常复杂，“重

现”的是词语（应该在萨特自传《词语》的意义上理解“词语”这个词语），是图像，是种种人物和物

品，这些事物通过“我”这个镜子重现，“自我”这个主体在关照自身之时也把整个世界带入主体的视

域，带入主体的意识，成为主体的“客体”，成为绘画的“对象”。但这本书也揭示了自传性书写的困

难之处，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宋陵身上，就是自传性绘画的可能性问题，绘画可否揭示绘画者的“自

我”？如何可能？我们当然从宋陵这些绘画里看不到直接的“自我”，甚至镜子本身也并未出现，不像

在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那样，也不像是熟稔绘画和艺术批评的美国大诗人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ry）著名的“透镜”之诗所描述的那样。没有镜子，也没有画家的自我形象，我们究竟从这些绘

画中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宋陵这位艺术家的绘画比做镜子？宋陵的绘画虽然不直接表现画家和

当时社会的外在形象，却反映了两者更深层的、掩藏着的精神现实。这种精神现实不同于、超越了外在

的形象，所以以超现实的或变形的方式出现，甚至常常会让观者有荒诞或怪异之感。

镜子有一分为二的特性，如同俗语中所说，猪八戒照镜子，就有了“里”、“外”两个世界，但在

宋陵这里，情况更为复杂，画家的正在观察和绘画的“自我”，被观察的“自我”，观察时或观察后被

画下的“自我”，就构成了三个“我”，而这三个“我”在绘画这个过程中，又有其反转，这或许是理

解《无意义的选择？1 号》到《无意义的选择？3 号》以及另外三幅的六格作品的一种可能性解读。宋

陵的绘画如果说是镜子，也是一面虚构的镜子，其中有比现实中的镜子更加复杂的反映方式和关系。

镜子有很强的游戏性，这种游戏性在宋陵的个人作品中还不那么显著，但如果考察宋陵参与创立的

“池社”的艺术活动，这种游戏性就更加明显。早年宋陵参与的“池社”的三次活动分别做了三个作

品：《作品 1 号——杨氏太极系列》，《作品 2 号——绿色空间中的行走》，《作品 3号——包扎·国

王与王后》。最后一个作品是向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名作《国王与王后》的致敬

之作，“池社”成员当时推崇他，所以第三个作品就向他致敬，但应该说，亨利·摩尔的影响不仅仅在

“池社”的第三部作品上，前两部作品也有他作品的影子，那些太极拳人形的形态，与摩尔的雕塑造型

颇有相似之处。而且，第一次作品的平面纸雕上还写有具体的招式名称，第二次就已经去掉了这些文

字，改为用更为直接、更为纯粹的造型语言去表现。

“池社”每次的活动都像是一场行为艺术，第一次活动的时候，他们把报纸拼接成三米高一米宽的

大纸，然后分头在纸上根据一本《杨氏太极系列》的图谱作画并在纸人身上写上相应的招式名称，之后

再把纸人用浆糊粘在美院边上靠近西湖的一段墙上。整个过程要避开工人纠察队，像是一次冒险，万一

被抓到，很可能没法完成作品。最后他们顺利完成了张贴，但早上反倒是有些路人把纸人下边容易够到

的部分撕走拿去卖废纸了。这种结果的不确定性正是“池社”成员追求的，他们希望打破“作品”的神

话和对“结果”的信仰，把艺术的“过程”提升为最重要的环节，这样的艺术行为，确实非常接近行为

艺术了，他们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池社”的第二次活动更换了地点，换成在小树林里，这一次观

看者虽然少了一些，但效果可能更加惊人，因为没有了“招式”的文字说明，材料也改成了白色卡纸，

不少观看者以为“见鬼”了。这种种“游戏”和“戏耍”的成分，体现了池社对“架上绘画”一直具有

的“神圣性”光环的反抗，他们要以嬉戏打破官方艺术所具有的种种光环。

“池社”的“池”有“浸入”的含义，这是艺术创作的主体在创造过程中感受到的艺术本身的“浸

入”，也是观看者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艺术对他们的“浸入”，所以作品本身类似一个中介，“浸

入”由之得以完成，但作品本身并非艺术的终极目的，反倒应该是“作品”为“艺术”服务，为促成创

作者和观看者双方身上各自不同的“浸入”而存在。这种注重“过程”和“感悟”的艺术主张非常哲

学，非常禅宗，或者说，非常道家，很像是庄子所说的“得鱼而忘筌”，“浸入”之道是最重要的，是

艺术家所追求的“鱼”，而作品不过是为了抓住这个“鱼”而制造的“筌”，如果重筌而轻鱼，那就是

本末倒置了。



故而“池社”对摄影、摄像非常重视，这也是过程的一部分，同时还是对过程的记录，某种程度上

这些记录也是作品。这也是本次宋陵回顾大展考虑周详之处，“池社”的所有活动都是这种重过程而非

作品的艺术行为，要展出当年那些作品一来不可能，二来也无必要，反倒是当年这些活动的记录更有意

义，更具“作品性”。所以这次展览特别准备了大量宋陵各个时期的照片，其中也包括“池社”这些活

动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宋陵和其他“池社”成员如何准备作品，创作作品，然后再到预定的地点完成

作品的粘贴或摆放。这些“’85 新空间”展览和“池社”活动的照片可以让参观者感受到当年的氛围，

虽然行为是一次性的，但摄影记录让这些作品拥有了反复被观看的可能。

照片资料中还有一张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宋陵系列作品《无意义的选择？》参加 1987 年浙江画院

年展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宋陵的作品非常与众不同，与周围同时展出的山水和花鸟作品格格不入。

虽然“’85 新空间”给了这些年轻艺术家一个共同展示的空间，但最终能够走到一起的也不过寥寥数

人，而“池社”最后也因为种种原因“无疾而终”了，应该说，最后艺术还是从团体回到了个人，每个

人只能自己去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宋陵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继续了他的“无意义的选择 ?”系列，但颜色更加多样，开始出现

一些色彩，而不是纯粹的“红与黑”。这些作品可以说从国内跨到澳洲，而之后宋陵有“病入膏肓”这

个系列作品，开始是纸本水墨，后来就改为综合材料拼贴。这些作品也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因为之前宋

陵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水墨，到此开始了他对拼贴的尝试，之后又有“国货”系列的拼贴作品。同时，这

些作品也让人想起另一位海外艺术家陈箴的某些作品，陈箴一直关注疾病和死亡的问题，所以他有些架

上作品是对人体内部的经脉和脏腑的描画，图上也写有脏腑或疾病的名称，但陈箴的这些说明文字用的

是中文，而宋陵的系列作品上说明文字是用英语，其中的差别也颇可看出两位艺术家对身份认同和受众

认知的处理方式差异。

宋陵的拼贴作品系列，早年他就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当时的“金瓶梅”系列是把西方的、现代

的男女关系拼贴到《金瓶梅》的绣像画图案上，而“病入膏肓”和“国货”系列则是把中国的东西贴到

西方式的东西上去。几年间，物是人非，外在环境的变化，确实也会让艺术家在何者为本何者为枝这个

问题上做出不同的判断与选择。

短暂的拼贴时期过后，1995 年时宋陵还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水墨天地。“梦幻时光”系列就是在这

个时期完成的，而宋陵处理的主题仍然是他感兴趣的头像，只不过这时已经从动物的头像回到了人的头

像，但我们仍然能感觉到，这些人像颇有动物性的变形。之后的“气功”系列和“太极”系列显示出，

虽然宋陵身在海外，当时风靡神州的气功和太极也波及和影响到了他，促使他创作了这两组作品。这两

组作品仍然有他一贯具有的变形和抽象线条特色。同时，宋陵也创作了不少“面具”系列作品，如果说

早期宋陵收到了超现实主义的重大影响，这一阶段我们则可以看到毕加索绘画的不少影子，那些浓重的

涂抹，呈现出与早期作品同中有异的特征。

2000 年之后，宋陵回到了更传统的题材，花鸟。“植物园”系列和“花鸟小品”系列处理的是传统

的题材，但宋陵的表现有他独特的方式，其中还是有不少抽象和变形。而更晚近的“干扰”系列则是一



些新的尝试，宋陵运用了布上丙烯，人物上，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面孔，有黄种人也有白人和黑人，澳

大利亚是一片移民的土地，宋陵的画中，各种人种的男女混杂着一一出现。的确，语境发生的持久性的

变化会影响到艺术家的工作。

三十年的创作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艺术家：我们可以看到，年轻艺术家对官方单一审美标准和艺术标

准的反抗造就了当时真正的百花齐放。当然，这些年轻艺术家大量发掘并运用了西方和中国的艺术资

源，例如宋陵对超现实主义和波普艺术的借鉴。无论是《无意义的选择？》中对“波普”的借用，还是

“池社”时期“让艺术回到人民”的想法，都表现出他和他那一代人对官方艺术标准的抗拒，“无意

义”并非不含意义，而是对“意义之上”和“高大全”的反抗，“无意义”代表着对另外一些不为官方

认可的“意义”的寻求，意味着另外的艺术追求和认识与体悟。这也是“池社”创立的原因，这些当时

的年轻艺术家希望能真正“介入”历史和社会生活，而不是以官方规定好的稳妥方式进行艺术创作，度

过自己的人生。

说到“镜子”，宋陵的作品和他的一生的确是一面镜子，也许我们不仅可以引用罗伯-格里耶，我

们也可以引用《资治通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

失。我们以宋陵为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三十年来中国新艺术的得与失——他表现了潜藏在更深

处的自我与社会的精神现实。这些现实无法用传统的或者说当时正统的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宋陵和他

的同时代人必须另辟蹊径，他人另有选择，但宋陵选择了水墨和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流派的结合，创造出

了独特的作品。要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艺术，我们可以通过照片或文字的记录去追溯（正如本次

展览特别准备的那些珍贵资料），但我们也许更应该回到作品本身，回到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如果

我们改一改《墨子》中的一段话的后半段，我们就可以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不过是见

到外表的面容，镜于人，则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具体展开。宋陵的回顾大展正

是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们可以由此回到那个时代，或者说，让那个时代在我们的观看中复活，向我们讲

述它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当然还有艺术家特殊的内心境遇。

2014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