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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的西方艺术启蒙训练

来自苏俄社会现实主义，画家马

克西莫夫的命运令他百感交集。

“世界艺术史上，这是唯一的情

况：有个艺术家到外国去教美术，

从此改变了那个国家整个绘画的

命运，而后又因政治变化迅速被

遗忘。”

1986 年，蔡国强带着九十多

公斤重的行李去了日本，他在故

宫的好友李毅华介绍他认识了画

家东山魁夷和书法家青山杉雨，

还常跟日本人介绍说，这个年轻

人来日本一定会“爆炸”！

“作画时不同效果火药种类的

挑选，用量的控制，产生线条的方

式，刻纸出形，压石转轻重和受力

点的选择，处处暴露我作为独裁

者又试图让材料解放的矛盾。我

享受每次爆炸解放的快感，也焦

虑于自我和火药的恩怨。”

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水”墨并

不陌生，蔡国强则以“火”为墨，他

在画布上“点火、爆破、灭火”，冒

险刺激、燃灼心念的创作现场及

绚丽夺目、浩荡恣肆的最终成品

令他们感到惊艳。

“火药画的感性，来自我，也来

自材料。在画布上做火药试验，这

样率真呈现的效果，作为抽象画

挺迷人的，我还期待它能释放更

高远境界的精神。”

2020 年 12 月 8日，蔡国强度

过他 63 岁生日。新历的这一天，

刚好是紫禁城落成 600 周年。1986

年底，他在故宫博物院朋友们的

帮助下离开故土，如今远行归来，

第一站便是回到故宫。

新作《银河嬉冰》是蔡国强以

故宫馆藏《冰嬉图》为灵感，连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主题，呈现在

银河中溜冰的想象。这幅在镜面

玻璃上爆破的巨幅火药画极富浪

漫气息，冰火两重天以宇宙视角

融合，意象更具穿透性与未来感。

“玻璃比较经得起爆炸、高

温，颜色还可洗掉，火药夹在里

头反而保护得很好。玻璃、镜子

跟画布在哲学思想上有些不同，

人类历史诞生以来，它们都跟灵

性、回忆、发现自我等发生关系，

这也都是我的艺术的主题。很有

意思的是，镜子上是另一个世

界，在玻璃上又是另一个世界，

它们叠在一起，变成立体、混沌

的世界，能够调动艺术与看不见

的世界对话。”

少时的蔡国强，更爱画风景，

尤其是在家乡泉州。母亲在河边

洗衣，他就在岸上画画。黎明前，

母亲悄悄去山里寺庙祭拜，他就

在外面写生。阳光出现的那一刻，

剧团经常上山下乡演出，他就跟

着写生到高山大海，有些乡下没

路，要把布景用船运去，他就坐在

船头写生，在河水里洗笔……

“我喜欢老子那样轻松自在地

思考宇宙。古代画家里，我最敬仰

倪瓒，画里茫茫天地，抽象的超然

情怀，让心与自然一致的好状态，

这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脉不

同……但走到现代，西方更理解

了艺术的治心和距离的价值。中

国人却去搞看似写实的、反映社

会和时代的‘宣传画’，变成难以

‘超越’了；从复制古人的形而上，

到学习西方人玩过的形而下，出

世、入世混乱。”

“63 岁的自己，还是那个爱画

画的初心少年。故乡对我来说，可

以用三个词来归纳。少年，因为我

少年在那边成长，形成了我今天

的很多东西。恋爱，因为我在那边

开始恋爱。第三个词是墓地，后来

我再回泉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看着慢慢走向死亡的老人、葬礼，

再给他们做墓碑，也许这里面也

包含了哪天这也是我的墓地。”

根在中国的蔡国强，拒绝“将

家乡等同于土地或语言”这种空

洞的陈词滥调，这让他在工作、生

活中显得豁达。

（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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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火为墨，对话看不见的世界。

北京奥运会从天而降的“大脚印”、巴黎塞纳河上欢愉的“一

夜情”、故乡福建泉州惠屿岛为奶奶升起的“天梯”……蔡国强以

火药为媒介、“以天空为画布”的各项爆破计划闻名于世。2020

年 9 月，他在法国干邑夏朗德河完成爆破《悲剧的诞生》，白日花

焰千枝树，礼赞不息的生命力。“人类有种精神，看清生命的痛苦

后仍接受并享受它。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总有冬去春来。”

2020 年岁末，蔡国强“远行与归来”大型个展在北京故宫博

物院揭开序幕；2021 年夏，同名大展移师上海，成为浦东美术馆

开馆展之一。整个展览呈现了蔡国强标志性的火药作品、纪录影

像和早期绘画；同时，蔡国强特别为浦东美术馆的中央展厅创作

了大型艺术装置《与未知的相遇》。

画布上，火药粉的墨迹勾

勒出一群蝙蝠，扇动着翅膀，

抑或倒挂着，令人毛骨悚然，

四围乌黑的雾状微粒中，猩红

的斑点依稀可辨……

“疫情以后我做的大批画

作都比较黑暗，有这个时代的

印记。我画了很多蝙蝠，各种

各样，像阴魂一样。”

蔡国强“炸”出这些“现代

启示录”般的蝙蝠，不仅回应

与我们命运攸关的疫情，也回

应了他三年艺术史之旅的最

后一段旅程。

“2017 年起，我开始‘一个

人的西方艺术史之旅’，通过

在普拉多、普希金、乌菲齐等

美术馆以及庞贝考古遗址和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等

的展览，以东方文化和精神为

镜，映照、对话它们馆藏代表

的一段段西方艺术史，以此求

索当代绘画的可能性。”

蔡国强从庞贝古城的自

然浩劫漫游到文艺复兴，与格

列柯深入交流，在圣维克多山

与塞尚一起冥想，又循着流淌

的时间之河，历经布尔什维克

革命和中国的巨变，最终回到

他出发的地方。但“中世纪之

旅”还蛰伏着，蠢蠢欲动，仿佛

这画布上的蝙蝠……

“突来的新冠疫情，让我

刚离开的这些文化‘圣地’一

起关闭。人们都在惊恐议论，

疫情之后世界如何大变，人类

将从此不同。不再挤满观众的

空荡展厅内，也许先辈们在轻

松笑谈：‘我们不就是在包括

黑死病的一个个巨大灾难里

创造了墙上的这些吗？’”

2020 年春疫情刚暴发时，

蔡国强还在纽约，原计划参与

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策划的

“中世纪大旅行”因故取消。这

本是一次野心勃勃的艺术之

旅，纵横 10 国近 20 座城市，

途经希腊阿索斯山、埃及西

奈、塞浦路斯尼科西亚、以色

列犹大旷野……拜访那些至

今保存着中世纪生活和与世

隔绝的苦修氛围的历史重镇。

“一切准备就绪，结果去

不了了。没想到中世纪的隔离

和黑死病，不小心就转到我们

身上。疫情就像中世纪，打乱

了人类科技万能、物质享受的

高速发展，人类无限膨胀，从

古罗马、古希腊一直延伸下来

的文化崇拜很多神，包括腐败

的神、贪婪的神，各种都有，转

到中世纪时就突然刹车，变成

了苦修。”

谁能料到，身处现代，我

们也会蒙受中世纪般的苦难。

近三个月全球停摆，被迫搁浅

的“中世纪之旅”成为蔡国强

和家人在新泽西州乡下的自

我隔离，其间他创作了一批火

药画：瘟疫、天启、死亡，这些

中世纪的自省词汇逐一“炸”

现，呈表他对中世纪的黑死病

等自然浩劫及光和灵性等神

秘主题的感受。

在乡下牧场隔离数月间，

蔡国强的生活节奏变缓了：健

身、骑车、陪伴妻女。女儿准备

考艺术学院，他便跟她聊聊画

画的事，自己也重拾画笔写

生。“没法做大型活动，可以更

专心在画画中，这种情感非常

朴素温暖。”

此外，他开始翻阅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旅居日本时留下

的十几本笔记，“希望利用这

段时间重温我的成长过程，重

回自己的‘中世纪苦修时代’

去旅行。”

窗外的风景，从冬天慢慢

变成春天，再从春天慢慢变成

初夏。2020 年 6 月，蔡国强回

国筹备大型个展“远行与归

来”。疫情期间，远行不易，归

来更难。“肯尼迪机场空荡荡

的，服务员都戴着口罩盖着塑

料壳。上了飞机，你可以想象

坐商务舱根本没人送水给你

喝？几乎没人上厕所，大家都

戴尿布。每次我要上厕所都要

申请，有人帮我开门，给我进

去，我出来了，他们马上去消

毒，真的很紧张……事实上，

我的飞机也有个人感染新冠，

前后三排九十几人都同时进

医院。你一下就投进了真实的

疫情时代，比我一直待在新泽

西观望中国、发些慰问微信更

现实，这让我成长。”

“这个疫情最大的特点就

是不可见，因为我艺术上的核

心，一直就是追求用可见表现

那些看不见的世界。我还是想

寻问一些根本问题：无论疫情

带我们去哪儿，人与人、人与自

然和宇宙的关系，以及人为什

么爱画画……这些都是我这次

展览作品背后，和几十年艺术

探求未曾改变的一些思考。”

蔡国强坦言，儿时的艺术

家梦其实就是绘画梦，而非如

今四处奔波做项目。“我的大

型装置、社会项目、室外爆破

计划及相关火药草图，需要跟

世界不同文化和领域的人合

作。复杂外因带来的艰苦和快

乐吸引着我，成为我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绘画最动人的

是直接面对和认识自己。”

2017 年秋，蔡国强在西

班牙普拉多美术馆举办个展

《绘画的精神》，这是他十余年

来首次纯粹的平面绘画展览。

开幕前一个月，他在万国大厅

宫殿公开爆破了 18 米长的压

轴作品《绘画的精神》。400 年

前，委拉斯凯兹等当时最伟大

的艺术家受菲利普四世委托，

在同样的空间创作并展出了

他们的旷世杰作。

《绘画的精神》缘起蔡国

强三十多年未间断的与格列

柯的精神对话：从青年时对着

印刷模糊的作品想象，到

2009 年奥运工作结束后决定

“回到世界怀抱”、追寻格列柯

的足迹。

“格列柯像一面镜子，能

看到我自己，他对家乡文化的

顽固情感，作为‘外来者’的

‘游牧民’精神，让我涌起很深

共鸣。想想自己，在日本近 9

年，还是一匹野狼般的存在，

东京外渔村搞革命，渐渐把日

本艺术界折腾得‘乌烟瘴气’，

离开日本时几乎把有当代艺

术的美术馆做个遍；然后去美

国，在更广阔的五大洲飘荡。”

蔡国强常说，少年时的第

一次“远行”，始于翻看父亲书

架上那一大叠《史记》。书里一

代代人在漫长时间和广袤土地

上发生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历

史”，让他不自觉地上了行舟。

“很感激我的父亲，他喜

欢历史、艺术史，又在新华书

店分管内部书籍。‘文革’时

期，从‘美帝’的荒诞派，到肖

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各种最

新诺奖得主的书等，他都先悄

悄拿回来，要我一天内看完。

这就是我对外国现代文化走

马观花的远行。”

课堂上的三好学生和棉

被里偷听电台的泉州少年，蔡

国强在这并行的轨迹中成长。

“政治和国际社会的多元复

杂，曾经真实伴随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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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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