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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門见山
对石艺术的一瞥

豁达

我不知道为何我的好朋友张小夏请我为他的 " 文人石 ” 或 “ 供石 ” 珍藏一书写
篇文章，作为一个欧洲人，在中国深厚无边的文化和艺术领域中，我从未获得
任何深层的认识和知识 ，什么都算不上，根本不是一个行家，我不了解任何中
国文学，绘画，建筑，家具，服饰，园林，盆栽，陶瓷，漆具，音乐，舞蹈，
戏剧，园艺，农艺，烹饪，茶艺，语言，电影，中医，宗教，政见，工业，习
俗，灵性。可以说，在浩瀚的中国文化艺术前，无论是现代的和经典的，流行
的或过时的，我的大脑几乎一片空白。 我甚至不知道我好友的动力来自哪里，
因为我们连话都没说上，我只是在我邮箱中看到他发给我样书下方有一页空
白，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是一个如此之开放的建议，一个来自朋友的信任，
我只希望我的文字也能及得上这种豁达。

新奇

我是在1988年通过我们一个共同的画家朋友Damien De Lepeleire 的介绍在布
鲁塞尔认识的小夏，我们在一起用法语长谈，我们的谈话是缓慢和支离的，不
仅仅因为我们是用法语，这門不是我俩各自母语的语言交流，（小夏是汉语，
而我是荷兰语），而且我们在说一些对方所不了解的东西，他对我讲茶经，张
艺谋和黄河，我对他说及西方文学，我的女儿，及我对参天大树的热爱。

碰到知己，共同分享激情和快乐，能让我学到他的知识而当这部分恰恰是我的
空白时，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上这种交流给我带来更大的享受。探索新的事
务， 我感到一种甜美的，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般的喜悦。有时我觉得人们在



不知觉地关闭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畏惧新事务会和他们固有的概念，习惯相冲
突时会打破他们熟知世界的表面平衡，所以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绕开。大部分人
习惯重复和对称，喜欢法规和常态下的安全。而我则偏爱微妙的偏差，意外的
重复和不对称。 因此我更欣赏带有岁月印记的老东西，崭新的东西要靠抓住我
们的目光才能让我们动心，只有在老东西的衬托下才会存在和发光，它是老东
西的再生，我们只有在喜爱老东西的前提下才能欣赏新东西。

文人石，供石，赏石

我当然无法搞清楚汉语中 “文人石” 或 “ 供石” 的具体含义，我斗胆地想用 “石头
的艺术” 来作为这篇文章的主题。因为 “文人石 ”之称总让我想到大学或研究单
位（一般都是自认无所不知的机构），而 “ 供石 ” 字面上好像多少带点与迷信
有关的崇拜因素。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想像，我无法确认。也许只有“ 钦羡 ”  
这两个表意汉字才能表达对艺术的欣赏？ 如果这样理解，以 “石头的艺术” 为
主题还不足我想表达的涵义，我认为一切与美有关的行为和经验都包囊精神层
面的，伦理的，甚至政治上的因素。那么下文姑且用赏石二字吧， 赏石赋予的
精神生活的意义和迷信完全无关，也不全是唯美的钦羡，虽然它们中间也有像
西方绘画艺术一样的平常的作品，可是仍然代表一种我所知的，最接近我们生
活 本质的艺术表现。 因此，对它们的珍藏和关注是一种最细腻的艺术表达形
式。

赏石来自大自然，天然的身份不削弱它们的艺术力量，在我们关注它，欣赏
它，凝视它时，它们不再是一种被动的自然存在，而是它们在人类身上引发的
思考力量将它们和一切平庸区分。

人们对赏石的态度千姿百态，某人也许把它随身带在自己的口袋中，另一个人
也许在一条河边和它偶遇，欣赏一阵后，把它留在那儿，或者把它摆在路边，
花园，居家。有人在它身上留下印记，用水浇灌它，用目光和耐心滋养它，等
待青苔慢慢升起，他甚至可以试着忘却它。



这一切让我们想起雕塑家亨利. 摩尔 Henry Moore，他收集石块，兽骨，贝
壳，这些东西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并给人即抽象又深入人心的东西，它们帮助
人们活下去。1

罗丹（Auguste Rodin）觉得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忠实自然，可是当我们阅读
他和评论家吉赛尔（Paul Gsell）那篇精彩访谈时，我们会注意到其实他并不
强调自然的本身和艺术家眼中看到的自然的差别。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好比
吉赛尔和罗丹在他摆着雕塑的花园漫步时，几只天鹅从身边的池塘游过，闯进
他们的视线，这一瞬间，天鹅本身就意外地代表智慧，它们的身体线条足以代
表一切。2

国画 （ 点与线 ）

中国的古典画家和诗人们在欣赏，关注赏石时有一种特点，他们会把唯美的或
精神生活的和其他一切汇集在一起，这也许是中国画传统画中对线和点的注重
激发了艺术家的这种能力。在宣纸上用毛笔钩出的线条就足以表现山水，人
物，动物的体积，用点来渲染云，雾和远山 ，这种特殊能力能让他们看到一件
赏石构造中包含的附加形状。一件雕琢后的赏石，处在一种永远的动态中，亮
光啃噬它的线条，消融它的形状，它仿佛随着光影的变化悄悄移动，明暗反差
交织时刻变幻。如果国画是可以通过点和线来表达画面的传介，那么同样的
是，一件美轮美奂的赏石就是一系列无穷的画面，故事，情感和思想的载体。

赏石和绘画艺术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几乎可以想像，人们所熟知的
绘画是我们对岩石关注后的结果。对一些学者来说，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史前
文化的岩洞中所发现的壁画中，某些动物有时是在岩壁已有的裂缝上绘制的，

_________________

1 “ 让我仰慕的伟大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一种超出常范的信念，是慷慨的赠予能力。” “我认为艺术本身具有宗教
般的力量，是另一种让人们坚信生命意义的表达”。Henry Moore, Writings and Conversations, Lund Humphrie, 2002, p 79, and 

p 129。
2 Paul Gsell, Auguste Rodin. L’art, Gallimard, Paris, 1967, p. 1



也许赏石艺术的产生和史前壁画艺术在同一时期出现，当然在这里，具体的年
代的考证并不重要，我所关心的是在中国，对石头的欣赏成了像绘制国画一样
的一种非常精致细腻的艺术表达。正如美学家德尼. 杜东 （ Denis Dutton ) 所
说的那样 ： “ 当我们在比较两种表面上截然不同的文化时，因该谨慎地去比较
最真实的东西 ” 。这里我要建议大家用一种逆向思维去比较中国赏石艺术和欧
洲15和17世纪的绘画,  就好比我们不能把印尼给新娘做陪嫁的图画和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相比，但是完全可以和西方做为礼品的花边和刺绣相提并
论。

凡内克，范德威登，鲁本斯，伦勃朗，威尔麦，夏丹，莫郎迪：
Jan Van Eyck， Van der Weyden，Rubens， Rembrandt，Vermeer，
Chardin，Morandi：

在15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艺术家们运用色彩更加完美地表达现实，他们熟练
地运用光和影表达人体和物件的体块，不再像中国传统画那样只用线条构画轮
廓来体现形状，15世纪时是用不同的油彩的堆积，17世纪运用同色系中微妙色
差，在一副画中体现光线在最亮处和最暗处的结合，通过逼真明暗对比，对体
块，景深做精确的表达。中国美丽的艺术赏石也做到了这一点，就好比鲁迅提
到的神农，某天午后手里擎着一杯热水小睡，一片茶叶不经意落到水中，把那
杯白开水轻轻染上一抹颜色，带上一丝味道，纯属一件巧遇，赏石和那片茶叶
一样，是自然的杰作。刚午睡醒来的神农参予完成了树叶成了茶叶的过程 ，人
类和自然界某个事件的偶遇，对它倾注的目光和关注改变了它天真自然的本
性，它成了一种艺术。

现实的化解

15和17 世纪的绘画大师们在通过对发现用色彩的掌握来界定空间的同时，也
发现可以用对现实的具体观察再造一个画布上的现实，事实上，人们拥有的主



观画面是大脑活动下对现实地复制，这不是一种外部 的存在，也不是自然的简
单赠送，它们是人类内心活动的主观创造。

一副画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人世间的色彩仿佛消失，一抹白色作为最亮点通
常是一副画最后的点睛之笔，给整个画面轻微的动感。画家和艺术评论家罗
杰 . 费莱 Roger Fry 是这样看的： 鲁本斯最擅长的是在同一个局部创造不同的
色系，他用白色和那波利黄和其他颜色调和，在同色系中可创造多达12种轻重
不同的色差。

欧洲画家吕可 . 特曼  Luc Tuymans 的创作通常从把整个画布涂满白色开始，
然后一层层从浅色慢慢过度到深色，白色的基调渐渐消失，画面上颜色最暗处
最后完成，成为整副画最重要的聚焦点。最初的白色在某处幸存下来，好像此
处存在一种画面重叠，于是整副画中带有一种不稳定因素，画面仿佛处在消失
和呈现的两种状态中，寓意我们人类在被物质充满的世界中的位置越来越少的
现实。

通过对色彩的掌握，西方画家们创造现实中不存在的画面。英国画家法朗西
斯 . 培根 Francis Bacon 在画布上随意甩下一串白色颜料完成最后一笔，仿佛
飘离在整副画上，画面像一扇被甩上一串白色斑点的玻璃被推置到后面，这样
他创造了另一个虚幻的景深。3

 
当艺术家们在画布上摊开颜色来重现他自己看到的现实时，人们同时意识到我
们对这个世界描述和感知方式的多姿多幻，保存在我们主观意识中的画面是亦
真非真的现实在我们身上的记录。
绘画技巧的进步帮助人们更精确地人工复制现实，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艺
术品自觉自足性。

在普鲁斯特 “ 似水流年” 一书中，叙述者凝视物体，被物体独一无二魅力所迷
惑。 他懂得这种吸引力来自他自身的记忆，幸存于一个他不知的平行世界中，
无法通过主观意愿达到。对路易丝. 波日瓦  Louise Bourgeois  来说， 只有当记
________________
3  David Sylvester, interview with Francis Bacon, Thames & Hudson, 2009, p. 94



忆自己找上艺术家的时候才会自然融入其艺术作品 4 。著名导演 大卫 . 林治
David Lynch 这样说道： 当我在冥想的时候，美妙的点子像在深海中游动的鱼
儿那样会在恍惚中出现，一旦出现，就要使出浑身的力气把它紧紧抓住 5 。

欧州的艺术家们在他们忠实描绘现实时，发现人们常常生活在他们主观判断
中，神经科专家奥利佛. 萨克斯 Oliver Sacks 关注到科学对一种人体缺陷 “ 色
盲 ” 的轻视，这种缺陷让人无法正确辨明颜色，对他来说，对这种病态的漠视
是因为它防碍了我们坚信的人人具备的 “ 完美无缺的视力 ” 6 。常态下，人们都
会小心翼翼绕开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它本来到面貌，而是
大脑处理后的主观创造，且跟每个人生活经验不同有着差别的大脑活动。

 我们所谓眼睛看到的画面是大脑的再创造，伟大的艺术杰作一再提醒我们在这
个事实上的无知。 这些杰作能把我们在带回到幼年，在那个蒙蒙无知的年龄阶
段我们还是本能地去看，被经验所诠释过的图像还未被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
还有能力看到围绕我们的纷乱的景观。瑞典大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 Ingmar 
Bergman 这样描述他童年经验，他无法辩明 “ 事实 ” 和 “ 想像 ” 的真假虚实，
这种感觉把他抛在一个可怖的同时又是自由的世界中。

现代艺术和艺术的自觉性

在现代绘画艺术中，对重现我们感知和再造图像技巧的发掘，引发了所谓带有 
“ 自觉 ” 意义的画作，就是说这些作品已不再带有纯现实或我们直接感受到的
现实的意义，而是致力于探索新的景深变幻和质地表达。用色彩和不同的质
地，现代派画家们发现他们如何可以在同一画面中创造一个被暗示的现实（ 如
蒙提安 Mondrian )，或者置身在一个不现实，无景深的被称为 “ 画面空间 ” 中

_________________
4 Louise Bourgeois, Destruction of the Fath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ther. Writings and Interviews 1923-1997. Edited by 
Marie-Laure and Hans-Ulrich Obrist, p. 155
5 David Lynch, Catching the Big Fish; Meditation, Consciousness and Creativity , Tarcher, 2007
6 “Zeki.. sees their virtual denial and dismissal as springing from a deep and perhaps unconscious belief in the 
seamlessness of vision.”  Oliver Sacks, Scotoma: Forgetting and Neglect in Science. in: Robert B. Silvers(Ed ), Hidden 
Histories of Science, Granta Books, London, 1997, p. 152



（ 如克里斯朵夫 . 沃尔 Christopher Wool ），有时用单色创造一个想像的空
间，（ 如罗德克 Rothko ），可是也有单色作品像把无以计数的同样原子挤在
一处那样表达一个像被盖住的封闭空间。

早在现代艺术出现前作家普鲁斯特已经对威尔麦的画作戴尔夫风景（Vue sur 

Delft ）用文字再现给我们这片被夕阳照亮的黄色的墙壁 ，把我们带到一幅有

自觉生命力的图画面前，这个场景就像一部小说中的精彩章节，诗歌中美妙段
落，就像是一件美丽的赏石，或者一堵用来“ 面壁 ” 的，让我们回归内心的  “ 
思过 ” 的墙。触动我们是，在西方只有这些现代派艺术家们，拿着沾满油彩的
画笔，重新发明了这种自觉艺术表达方式，而在古老的中国，几千年来就一直
存在，存在于赏石艺术中。

艺术作品

什么东西对艺术品来说至关重要？ 哲学家丹尼. 德东 Denis Dutton这样说： 不
要轻易给可能成为艺术品的作品下定论，而是应该集中十几种标准去衡量一件
作品或行为，看它是否能回应这些标准，当人们欣赏一件摆在基座上的作品，
对一出戏热烈鼓掌，或仔细署名一件工艺品时，主要看它是否能够引起公众的
评论成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在中国，对赏石的喜爱，关注，收藏无疑是一
种艺术行为。荷兰作家杰拉 . 瑞夫说道 （ Gerard Reve )：艺术品是 “ 一种风
格化的激发情感的行为结果 ”。俄国艺术评论家提出第三种观点：“ 艺术品应该
具有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能一下抓住人心的特质。” 而对让－法朗索瓦 . 
瑞佛 （Jean François Revel ) 来说：艺术品是 “ 差异中再生 ” 7，赏石艺术就
是一种绝美的再生。

在差异中再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给人们个人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在希望自

_______________

7 Jean François Revel , sur Proust , Editions Denoel , Paris, 1970, p. 9 .



己是独一无二的，在和别人对立的欲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常态中和统一标
准中个人赋予这个位置的状态就成了他的风格：他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穿
衣方式，饮食习惯，他的记忆方式和忘却方式，他的艺术表达方式。 通常艺术
表达方式是个人对生存和自由表达权利的期待，能够诚实表达真实的我是谁，
来自哪里，去向何方是上天的恩赐。有时艺术品本身能为艺术家争取到这种权
利同时给别人空间和自由。这就像某些工匠或手艺人故意不在他们的作品上留
下自己的名字一样，因为他们心存自信，作品本身就代表了一切，看到它，收
藏它的人知道是谁的创作。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一种艺术表达或个人行为的自
动消逝和隐退。细腻的，真正的艺术会慷慨到对所有人敞开，它是唯一的，独
立存在的，朴素的，谦卑的，同时又站在一个高度上，它为所有人敞开，每个
人都能找到他的坐标。就像一个人在他用工具修琢一块石头时，他不会全力消
除工具留下的痕迹，这样他就留给别人一个可以考证的个人空间。

赏石艺术是“ 在差异中再生”，是多样性和开放性的摇篮，它具有和多种美学标
准，精神生活，伦理道德并存的能力。

石头和死亡

怎样具备如此抽象的外型同时叙说死亡？ 为何对我来说赏石艺术同时表达爱与
死亡？

赏石头的材质叙说死亡，因为石头不具有生命迹象。也许她带有一丝气息，可
是她不能动弹，她也不可能养育后代。荷兰诗人瓦萨里（Vasalis）的肺腑之言
是：“ 我的石头中只有你如花绽放 ”。

同时，石头可有天鹅颈那样美妙的曲线，海浪波纹的细致，或者一个刚刚睡醒
美人的身姿，她仿佛活着。

在展现生命，活力的同时，她同时又强调死亡的概念。作为一个动感被长时间
凝滞的载体，石头是土壤在山中，河流，海水中诞生的见证。观赏一块石头，
我们感觉到无尽时光的流逝，和我们人类有过的无比丰富的岁月。



我们可以从石头身上看到水经过几千年在她们身上刻下的印记，今日的阳光，
雨水，雾气又不断地改变她的身姿。

如果她是一块镂空的石头，那么空疏的地方也正是她的实体所在，空洞即是饱
满，而平实处则像影子一样悄悄隐退。

她身上的孔洞，把我们的视线推至远方，世界的宏大在微小的石头中诞生，当
我们仔细观察她身上的所有细节时，我们会看到无边的远山，比我们所在的被
浓雾遮盖人世更连绵不绝。

被固定在木雕支座上的石头，给我们指引方向，诗人的梦想和吟唱都不足于表
现她的美，石头们在静态中行动，在沉默中叙说。她仅仅是块石头而已，她是
一首用我们看不懂文字写的美妙诗篇，无声地歌唱永恒。

心灵生活态度

所有的艺术都是对某种抗拒的超越。8   在遇到障碍时正视它，在碰壁时审视
它，改变策略，因而无论成败都会成熟壮大。

心灵生活态度是我们认识自己知识和能力限度的见证，辨清什么是我们能够改
变的，什么又是永远无法变更的，辩明在有可能改变的事物和无法超越障碍之
间的差距。只有在清醒认清这两种状态时，我们才可以有效地增强事物的可行
性，当在我们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并采取行动时，只有在我们冷静分析观察行为
后果的前提下这种意识才会奏效，并且时刻就绪做出新的决定，采取新的行
动。我们不断尝试，更新，在失败中我们学习，我们成长。我把这种生活态度
称为心灵生活的 “态度 ” ，而不是像一門手艺和技术那样通过操练来获得，我
们只有抱着谦卑的，试探的，和开放的态度才能真正靠近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内

___________________
8 “ 如果不存在抗拒抵制，我就无法表现和阐述自己.” in: Louise Bourgeois. Destuction of the Fath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ther. Writings and Interviews 1923-1997. Edited by Marie_Laure Bernadac and Hans-Ulrich Obrist, p. 155



心，在灵性光芒的照耀下，精神生活不是逃避到世外桃源，恰恰是人们对世界
的起源的深思。而同时灵性生活又和技术，科学，伦理，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联。
我们的假设，创意，所有的新的主意都是印证一部分现实，可是然后呢，同样
的概念往往会阻碍我们看到新的可能。只有当我们被障碍磕碰时，新的主意才
会产生。我们的主意只有在通过无数冒险，失败，和一点点成功后才会给我们
带来什么，我们不断重复这种轮回，重新尝试，重新谦虚地跪在不断变化的，
完全无法掌控的现实面前。

无知

凯伦. 阿姆斯通 Karen Armstrong所著的 “ 上帝的案例 ” 一书中提到，所有伟大
宗教都是建立在承认 “ 我们都是无知的 ” 这样一种谦虚的态度上 9，基督教中
的三体合一被认为是最高境界，是圣父，圣子，生灵三种身份合在一起，这种
想法仿佛是要阻挡信徒们信仰一个固定的目的。信仰的目的不应该只是热爱和
臣服于一种超自然的对象，而是应该对在这个世界中无法用科学解答的现象对
我们自身无知的思考。有趣的是，人们用同样的态度发展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中
的进步。对无知的谦虚的承认是所有知识的源头，同时我们取得的成果是对曾
有的错误假设的承认， 这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事实，一个有科学依据的理论一定
有能被反证的依据，反之它不能成立。
第一位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是卡尔. 波普 Karl Popper，他也同时提出民主是预防
专制的最有效手段。这种理论忠实印证了人们永远无法预知应该如何行动的论
调，唯一能做的是抱着开放淡定的态度对待行动的后果，如果做错了决定，那
么改变方向，在学习过程中找到相对可行的行为方式。 波普说：“ 我们因该像
蟑螂那样用触须小心翼翼探路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Karen Armstrong, the case for God,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9
10 each time it has been we intellectuals who, from cowardice, presumption or pride, have done the most terrible things
(...)  We like to parade ourselves and speak an unintelliqible language(... )a learned, artificial language which we have 
taken over from our Hegelian teachers(...) It is this corruption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have a relation dialogue with 
intellectuals,and prevents us from seeing that we often say stupid things anf fish in traouble waters(...) But I do not want 
to go on blaming intellectuals. I would like to ask them to accept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mankind and for the truth(...) We 
should know that we do know nothing- or almost nothing (...)We should cautiously feel the ground ahead of us, as 
cockroaches do, and try to reach the truth in all modesty.” Karl Popper, 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 routledge, Londen and   
New York. 2003, p. 87-91



园林

有的赏石可以握在手中或藏在口袋里，大一些的可以在居所置放，更大的还可
以放在园子里。旧时一个被皇上罢黜的官员还乡隐居，修茸家园时往往在园子
里把心中的山，水，林子和湖泊重现，用赏石，盆景点缀，重建一个永远不会
再抛弃他的新的，有限的世界。就像艾比鸠斯说的那样：“他们在修建园子时，
精简了世界”。 同时给这件含有审美和心灵生活的举动带上了道德和伦理的色
彩。

草寇英雄

诗画家们在守规矩的同时常常不知觉地越界，他们是放慢脚步的草寇，他们想
挥拳做主，又想回归自我。他们犯规，去常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触法，越
界，他们是游僧。有时他们盲目，喧闹，做蠢事，做白日梦，找乐子，他们唱
歌，沮丧，吟诗作画，暴饮暴食，勾引妇女和孩子。老人们提防他们，老实人
绕开他们，他们热爱船只，他们永远在躲避，他们告诉人们不要接受所有的所
有，他们挚爱绿锈和经时光损耗的光泽，他们是冒险的草寇，知道在山外还有
山，天外还有天，在召唤人们去探索，征服和改善，同时也清楚什么是他们可
以改变的，什么又是人们永远无能为力的事情。

赏石和美俗

赏石也好，艺术石也好，石头就是石头，广线照亮它的同时也在侵蚀它，没有
光亮和我们的目光它就不存在，可是没有赏石，我们就看不见光亮。

赏石告诉我们，没有光，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同时光亮又消融一切。所有事物
在光亮下都是亦幻亦真的幽灵，赏石自己就是在光亮和人们的目光下才能焕发
生机。人类也是在互相打量交织的目光下生活，这个世俗的人间就是由各种各
样的视线和目光构成，可是视觉又仅仅时大脑对线条和光线反映的活动结果。

赏石具有双重性，它们即坚硬又柔软，坚硬的质地被柔软的水所雕琢。它们叙
说延续的同时又展现损耗，材质说明永恒，必要，不变，死亡，而身形的弯曲



多变又呈现虚无，可能，梦想，流动，生命和自由。它们坚硬，可是时间和水
更硬，在一件静止的赏石前，我们可以感到时光似水流逝。

某天小夏对我解释它所认为的美俗：那就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的一种美，比如鸟
雀和花草。 为了指给我看，他送我一样礼物，是一个全身布满玫瑰的摩洛哥大
花瓶，有一米高，瓶身是一只天鹅，长长的颈项正好是把手和瓶嘴。

美俗是单一的，大多数人希望被熟知的东西包围，这些物品只代表它们自己，
不代表任何别的东西，玫瑰就是玫瑰，什么别的也不是。可是艺术品在代表自
身的同时，还叙述着隐藏的，不能命名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

艺术品是有双重意义的，它们用自己的语言通过外形和被制造的方式讲解现
实，同时又展现一个想像中的，正在消逝或即将来临的世界，这个现实虚幻无
边而又处处都在，艺术品叙述着绝对性的同时有展现着可能性，它们用打破和
挑战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常规禁锢的世界。它们亦真亦假，它们灵活应变又随
时隐退，它们通过艺术家之手召唤神灵又竭力挣脱艺术家的控制，它们通过刻
意制造意外和世界发生亲密关系。

自由

对我而言，赏石决不是一种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迷信，而是美妙心灵生活，精神
生活的见证，集科学，伦理，艺术为一身，经由最细腻艺术家之手的创作。带
着它们的双重性，赏石告诉人们生命的意义，我们来自那里，又去向何方，告
诉我们什么是爱和死亡。它们还告诉人们保持一个开明的意识，放远目光，展
望还没有发生的却已经在我们梦中出现的事情，凝视已在这个世界牢牢扎根的
却被人类的精神，好奇心滋养的事情，人们渴望和这个世界同行，相交，又不
忘自身的会消失死亡的事实。自然成全了闪光的画作，精神的雕塑，而人们的
精神又雕塑了自然。

对艺术创作来说，最重要的意义也许它承载着自由的梦想，在承认差别的存在
时，自由就成为一种可能。差别可以在外形的变异中体现，认同差别就是认同
改变，变则通，人们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改变自己。



石头遍地都是，它们属于所有人。

 

2012年，一月一日，蜂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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