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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丹文

“我们是尴尬的一代。”让笔者
没想到的是，看似平和的徐仲偶以
这样直白的一句话，开始了我们之
间3个多小时的对谈。

徐仲偶生于 1952 年。他说：“年
轻时我们对领袖绝对服从，洋溢着
革命的热情；之后，我们成为带着
问号生活的困惑一代；改革开放大
浪淘沙，我们又是首当其冲……”
徐仲偶以这样的概述，设定了他人
生的方位坐标，也让我理解了他为
人、为师、为艺的背景和历程。

人道 以民生为本

徐仲偶从小就喜欢英雄，当时
《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连环画是
他的最爱，也是那个生活贫乏的年
代他藉以汲取的精神营养。这也造
就了他从小爱打抱不平的“英雄”
情结。也是在对诸如 《山乡巨变》
这样经典连环画反复阅读以及对其
中构图、线条反复揣摸之间，徐仲
偶在绘画上自学成才。14岁，他已
然就会画毛主席像，还没上大学就
成了四川美术家协会会员。

1978年，徐仲偶考入四川美术
学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
学生。在学校，为人低调，性格温
文尔雅的徐仲偶被同学们称作“老
徐”。随和、淡泊、率真成了他一
生的性格标记。如今，在宁波大学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下称“潘
艺”），一些学生对这位老头院长
也以“萌萌哒”喻之。在交谈中，
笔者也深切感到这位善摆“龙门
阵”的四川人的直率可爱。

但对待艺术，徐仲偶并不低调
散漫，而是展现了刻刀下的执着。
在版画界，徐仲偶有“秀才”之
称，他是一位艺术界的思辨者。思
与行的统一，在他身上有着完美的
体现。

刚上大学三年级，感动于世界
名画波提切利的 《春》，徐仲偶与
同学兼好友刘杨一起琢磨创作一幅
中国版的 《春》。最后他们确定了
三位妇女带着孩子在乡间油菜花地
偶遇的画面。这幅名为 《乡情》的
油画作品有着版画的风格，也呈现
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生机勃勃的景
象。这幅有别于当时“伤痕美术”
的作品，由中国文化部选送入围
1981年的法国巴黎春季沙龙展。而
一起入围的另外 3 位创作者和作品
都是赫赫有名，它们分别是罗中立
的 《父亲》、何多苓的 《迟来的春
风》 和朱毅勇的 《山村小店》。当
年川美的院长龙实看了这幅作品
后，惊异于版画专业的徐仲偶在油
画上也有如此功力。

徐仲偶的毕业作品是版画 《川
西坝子》，也被称作 《生生息息的
土地》，这也是他成名的代表作。
这幅 3 米长的黑白木刻作品，是徐
仲偶花了一年的时间，深入生活，
走了四川的 5 个县，用光了七八本
速写本，方才创作完成。这个写实
的作品画面十分细腻，花费了他太
多的时间和心血。到作品即将完成
的最后阶段，徐仲偶的右手已经因
为太过用力而没有了力量。他只得
把刻刀捆在手上，作品方才得以完
成。在这之后的 3 个月，徐仲偶的
右手一直不能动弹。

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
在看了这幅学生的毕业作品之后，
惊讶于版画也能有这么大的尺幅，
并认为徐仲偶的作品对现实主义理
解得很透彻，这是一张能在版画史
上留下来的重要作品。不久之后，

《川西坝子》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川西坝子》 为徐仲偶创作巨

幅现实主义代表作 《青龙镇》埋下
了伏笔。1987年，徐仲偶以凤凰古
城为原型，开始创作版画十米长卷

《青龙镇》，这也是历时 7年的呕心
沥血之作。

为什么要创作 《青龙镇》？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湘西凤凰古城是徐

仲偶神交已久、敬重有加的著名作
家沈从文的故乡。沈从文作品和心
灵中对人性的理解让他折服。而更
深层次的是，徐仲偶对现实主义源
流的思考。

“那时创作 《青龙镇》，我刚从
国外回来，我没有去追赶当时流行
的艺术思潮，而是在思考什么是真
正的现实主义？一个艺术家对现实
社会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他说，
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提倡革命的现
实主义，通常以文学性思维来构建
画面，先确认所谓革命主题，再想想
画面中应该有什么，加上艺术的表
现，一张作品就出来了。而徐仲偶经
过深思后认为，不论谈何种主义还
是理念，民以食为天最为根本。艺
术家对人类的关爱，对人性、人道
的探索才是最根本的方向。

徐仲偶刻刀下的 《青龙镇》 是
具象现实的，但又不仅是一幅类似

《清明上河图》 的风俗画。在画
中，他对社会发展表达了一种态度
和观点：青龙镇“生活如水，各行
其道”，各行各业，士农工商，各
有各的状态、价值、标准与归宿。
徐仲偶说：“在这幅画里，我所做
的就是‘归位’，男人该做什么，
女人该做什么，孩子该做什么，商
人什么样，农民什么样，老师什么
样。”画里的“青龙镇”里既有文
昌阁也有天主堂，中西文化和谐共
存并行不悖。徐仲偶不但描摹了湘
西古城的风土人情，更构建了自己
和谐的理想世界，也表达了自己的
人生态度——让人像人，让人性根
植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让人与人
达成最和谐的关系。这就是徐仲偶
心中的“道”。

为创作此画，徐仲偶五下湘西
凤凰古城采风写生，他的创作过程
甚至影响了古城的保护进程。有次
雨中写生，徐仲偶把雨伞绑在竹棍
上插在后背，在水边一站就是几个
小时，成为古城一道奇特的风景。
当地百姓还以为他是个疯子。《青
龙镇》进入正式创作阶段，一进入
工 作 室 ， 徐 仲 偶 往 往 静 默 20 分
钟，待坐禅入定后，方才动手。

这幅作品创作历时 7 年，其间
经历了“苏联解体”“柏林墙倒
塌”“海湾战争”。但任凭时势变
易，徐仲偶静水深流，锲而不舍，
历时多年断断续续创作出来的作品
仍能让人有一气呵成之感。

这幅生活气息浓郁、洋溢中国
气派的版画长卷《青龙镇》1998年
就被大英博物馆看中。“当时博物
馆的收藏经费已经不够用了，但馆
方对这幅画实在不舍，最后通过一
位英国贵族的资助，才完成了价格
不菲的收藏，连版子也收了去。”
徐仲偶说。

对人和社会的关注以及民生情
怀，在徐仲偶的创作中一如既往地
贯穿始终。即使后期他的作品以抽
象意象风格为主，徐仲偶还是表达
着艺术家对现实的看法。一些作品
以《人为城市》《海湾战争》《互联

网+》 等为题就说明了一切。只是
此时，他已从更高的层面对当下人
类的生存状态进行观照。

师道 以学生为本

徐仲偶是位艺术家，但同时也
是一位教育家，他干了一辈子的教
育，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在上大学前，徐仲偶作为知青
下乡。后来，他成了一名小学老
师。他说，8 年的‘孩子王’生涯
让他受益匪浅，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也救了他，让他读书画画，成
为一名知识分子。

“那时，我与学生相差不过七
八岁，孩子们都把我当作朋友看，
我们玩在一起，学在一起。我教他
们美术，但人手不够时，也教别的
科目。”曾经有一次，赏识他的校
长要转任其他学校，想把徐仲偶也
调走。得知消息后的学生们集聚到
院子里，他们泛着泪花问徐仲偶：

“徐老师你真的要走吗，我们不要
你走。”直至徐仲偶答应留下。

大学毕业后，徐仲偶留校执
教。1983年，他成了“川美”版画
专业的行政负责人，成为当时重庆
各大学中最年轻的系主任。这位一
点没有官腔的行政领导在老师中有
着极好的口碑。“当年，我对一些
老师们提出少上课，多留出时间来
搞创作，承诺自己的作品决不参加
评奖。几年为官生涯，让我学会了
忍耐、担当、宽容和体谅。”徐仲
偶说。

“不管学生的素质在别人眼里
有多差，只要是人，我从来不放弃
教育。作为老师，要有天下人父母
的心肠。”徐仲偶说。对学生人本
上的关怀，是徐仲偶的为师之道。

有一次，徐仲偶在湖边散步，
听到前面一位小孩子在问妈妈，湖
里的莲藕为什么里面有洞洞？也许
忙着赶路的妈妈有点不耐烦：“这
是天生的，有什么好奇怪的。”徐
仲偶连忙上去对这位母亲说：好奇
心是一个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因素，
这说明他对世界有态度。“作为老
师也要鼓励学生这种好奇心，促进
他们个性成长。”徐仲偶说。

不干行政工作后，徐仲偶被派
去教美院的专科生。专科生在美院
一向被人瞧不起。第一堂课上，徐
仲偶对他们这样说：“很高兴能当
你们的老师，因为你们是真正的艺
术家。因为你们爱艺术，有的人因为
文化课差几分，考了许多次。虽然没
有考上本科，但我希望你们今后凭
真才实学来超越本科文凭。”这一席
话下来，让本来自认为“二等公
民”的专科生信心满满，学生们与
徐仲偶的距离自然拉近。而每晚的
七点至十一点，徐仲偶也会准时出
现在画室里，免费指导学生。在徐仲
偶教过的这批专科生中，后来出了
许多国内外著名的艺术家，其中还
有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者。

徐仲偶是从中央美术学院城市
设计学院院长职位退下来之后来到
宁波大学的。当时，中央美术学院
院长、潘天寿之子潘公凯问他愿不
愿意来宁波主持潘天寿艺术设计学
院的工作，以助他完成回报家乡的

心愿。徐仲偶没有犹豫立马答应
了。一方面，出于徐仲偶对国画大
师潘天寿的敬仰，同时也是对潘公
凯信任的感恩。

来到宁波大学后，徐仲偶延续
了“以人为本、还教育以根本”的
理念。他要求“潘艺”的学生“读
书，养德，立志，格物，致知”，
以文化滋养品性，以自然陶冶灵
性，以思想提升修养。他提出了

“潘艺”立足大设计的概念，强调
“学术为先，应用为本、服务到
家”。在徐仲偶的提议下，“潘艺”
成立了新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心
知书院，确立了家电设计、家居设
计、家园设计、家纺设计和书画创
作与教育的“四家一书画”专业架
构。这一切体现了徐仲偶对艺术设
计助力宁波发展的良苦用心，那就
是“潘艺”产学研用服务于宁波的
文化强市、设计强市建设，来适应
宁波加速发展和培育创意设计产业
的战略布局。

艺道 以中国为本

3 月 12 日，“归去来兮”徐仲
偶作品展在宁波市美术馆举行，而
2 天后正是甬籍国画大师潘天寿
120 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向大师致
敬自然是这个画展的主题。

与潘天寿一样，徐仲偶也是一
位“融东方传统入魂”的艺术家。
在开幕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友
专家纷纷对这位老艺术家、教育家
的首次个人展各抒己见，让一个开
幕仪式成了类似研讨会的热情发
言，竟持续了近 2 个小时。而他们
的观点基本集中在徐仲偶“以中国
身份、从中国出发”的艺术探索精
神。

这次展览展出了徐仲偶从2008
年到 2011 年创作的 69 幅作品。观
者除了惊叹一些作品尺幅之大给人
强烈的视觉冲击外，更深深沉醉于
徐仲偶东方意象与西方符号兼具的
艺术风格之中。

徐仲偶的一些作品如 《以花鸟
画的名义》《心象山水》 等系列像
极了中国水墨画，但因为是版画，
没有中间墨色的变化而更显得简洁
有力。四川大学教授、美术评论家
林木认为，“画道之上，水墨为最
上 （王维语） ”。“徐仲偶作品的知
白守黑，以虚写实，正是来自于中
国的阴阳、太极 （文化）。”

而徐仲偶的另一作品 《以书法
的名义》，把书法从个体的字中抽
象出来，让笔触成为独立的审美，
更多地体现线条的独立性。这种审
美绝对是东方式的，也许只有熟知
中国书法的人才能意会。

不独是创作内容与东方与中国
的关联，在徐仲偶看似现代的作品
中，我们时时能“嗅”到中国传统
艺术创作的法度、规则。比如“虚
与实”。

徐仲偶曾说，中国艺术讲究虚
实结合，而他的创作“虚管实，大
管小，结构性的东西管具体的东
西”。徐仲偶有的作品画面“疏可
跑马，密不透风”，这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对比法、交错法所致。

其实，徐仲偶的作品体现的艺
术观与他“中道”的为人别无二
致。他曾对笔者说，中国的问题要
采取“半步中国”的方式，不要翻
天覆地，更不要不是“左”就是

“右”。不偏不倚为“中”，中庸方
为“道”。由此，他在艺术上也不
发火，不激动，不尖锐，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与天地人对话，更多地
把自己藏起来，不追求当代艺术所
谓的“轰动效应”。他觉得，深藏
不露更具丰富性和深刻性，比一目
了然更有智慧。

对徐仲偶而言，“中国身份、
东方意蕴”，并不代表对西方艺术
的排斥、隔绝、不予借鉴。按接触
当代艺术的历史来说，徐仲偶更有
机会来引领所谓的潮流。20 世纪
80年代中期，他就曾以访问学者的
身份去美国，见识了大量的西方当
代艺术作品。那时，正值中国美术
界“八五新潮”期间。如果那时，
徐仲偶把西方的东西全部照搬照抄
进来，或许，他会迅速出名，成为
引领当代艺术的所谓“旗手”。但
他选择了沉默静守，选择了花大把
时间去创作 《青龙镇》这样的现实
主义作品。

其实，正是在美国，在见识了
东西方艺术的精华后，徐仲偶才体
悟到东方艺术的玄妙高深。他说，
那次，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
看到了中国“昭陵六骏”中的“四
骏”，深为里面体现出东方艺术

“静的力量”所震惊，进而反思，
然后清醒。

“如果美国或者说西方的艺术
是崇高、阳光、开朗，那中国或者
说东方的艺术是隐忍、节制的。前
者是太阳的文化，后者更像月亮。
西方的艺术 YES与 NO 很分明，而
东方艺术如水中望月雾里看花，但
里面有象，有意，也有气，我认为
这是一种大艺术。”徐仲偶说。

徐仲偶曾创作了 《以榫卯的名
义》系列版画作品，这也是他1986
年回国后，以西方的符号学为用，
以中国木建筑中的“榫卯”为元
素，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具有东方意
象的器物作品。画中的器物好像存
在，但现实中又找不到。“这个系
列创作过程中，类似‘摸着石头过
河’这类隐喻的东西越来越强化。
我觉得，艺术不是为了把世界说清
楚，而是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有味
道。”徐仲偶对自己的艺术态度作
了如此的表述。

对徐仲偶来说，面对一些艺术
根本性的问题，或许能用东方的智
慧来化解。1994年，他在美国马里
兰大学做访问学者。有学生问他：
当代艺术所有的想法都让那些大师
做了，后来者无路可走怎么办？徐
仲偶听后，让学生们去商店里买来
了核桃，让他们画出不一样的味
道。第二天，又让学生们想方设法
把核桃“解构”，弄出不一样的效
果，从重复中找到创意的不同……
而他自己也把“核桃”意象融入创
作之中。经过多年积累，徐仲偶创
作了 167 张之多却各不相同的 《核
桃》系列作品。

今年，国内一本知名的艺术杂
志把徐仲偶列入 2016 年中国艺术
的年度人物首位。这本杂志以 《自
由中的界定》 为题，评价徐仲偶

“把创作深深植根于他所生活的这
一 方 土 壤 ， 与 时 代 脉 搏 紧 密 相
关 。 在 艺 术 语 言 上 ， 他 不 断 开
拓，放大版画的表现空间和语言
极限。同时他又回避潮流，将自
己的为人为艺复归于东方文化传
统的大道。”

“我对中国民族性的态度，是
从 小 的 英 雄 情 结 让 我 深 深 刻 下
的。”“面对潮流，我选择这份孤
独 ， 这 份 宁 静 ， 中 间 绝 没 有 后
悔。”徐仲偶最后如此说。

刻刀下追寻“大道”
——版画家徐仲偶的艺术人生

《青龙镇》（版画） （徐仲偶）

创作中的徐仲偶创作中的徐仲偶 （（王若王若 摄摄））

““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徐仲偶作品展现场徐仲偶作品展现场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