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前

马衡一生担任过两个要职，这
大致也概括了他在文化艺术领域的
建树——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
社社长(第二任)。这两个职务足以
证明马衡先生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
地位。

其实，马衡在中国近代文化史
上的最大功绩并非在艺术领域，而
在金石考古。作为“中国近代考古
学的前驱”，马衡是一位出色的历
史、文物考古专家。而依仗其深厚
的学养和文字学功夫，马衡也涉足
书法、篆刻艺术，留下了不少让人
印象深刻的作品。

马衡所处时代是现代中国较为
动荡的时期，政局多变，文化思想
受西方影响，作为文人日修课的书
法，也到了最后的兴盛期。其时，
无论在官场、学界还是实业界，几
乎人人能写一手好字。当时的书画
界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在学界、
政界，如罗振玉、梁启超、章士
钊、郑孝胥、袁克文、梁漱溟、蔡
元培等，这些人把写字画画当作余
事，但品位与成就很高；另一类是
以写字画画为生的职业书画家，如
吴昌硕、徐生翁、齐白石、黄宾
虹、李叔同、赵叔孺、王福庵等，
他们传统功底深厚，个人风格鲜
明，艺术成就卓然。显然，马衡属
于前者，书法与篆刻只是“余事”。

马衡书法、篆刻都有涉足，篆
刻成就高，书法次之，篆隶楷行草
均有所涉，但篆隶创作是他的强
项，这与他在古文字研究上的造诣
是密不可分的。

古文字及考古研究贯穿了马衡
的一生。其研究成果归结于《凡将
斋金石丛稿》《石鼓文秦刻石考》

《中国金石学概要》 等重要学术著
作。《凡将斋金石丛稿》 共卷八，
从金石学概要出发，分述金石学与
史学关系，于历代铜器、石刻、金
石外诸品、石经诸方面，作了深入
探析与研究，这些著述与考证，使
他对篆刻、篆隶创作尤其是“篆
法”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

马衡青年时就痴迷于金石学，
并把宋朝金石学家赵明诚作为自己
的偶像，将赵明诚 《凡将集》 之

“凡将”作为自己的书斋号。马衡
生活上也很走运，娶了当时上海工
商巨子叶澄衷的女儿为妻，衣食无
忧，又有闲钱来收藏金石字画或拓
片。据说，马衡婚后十五六年间，
一直躲在上海的小楼里研究金石
学，金石学、古文字学的底子就这
样打下了。

马衡的书法作品多为篆书，取
法广，字法讲究，这仰仗于他对甲
骨文、竹木汉简、青铜器、汉魏石
经、石鼓文等古文字的深入研究。
我们可以通过近几年国内权威拍卖
行所拍的马衡作品，来对他的书法
艺术作一个较为真实的了解。

嘉德 2018 年春季 《玲珑室故
纸——马裕藻、马巽伯父子珍藏文
翰》，有 3 件马衡作品上拍，两件
篆书，一件行草。篆书 《澄风堂》
匾额，上款为巽伯属书。巽伯为马
巽伯，马裕藻之子，著名学者，与
马衡为叔侄关系。此件作品，取法
秦篆，用笔凝练，裹锋含蓄，婉转
通畅，结体平正，上紧下松，颇得
静气，书家的文字学养及严谨扎实
作风弥漫在字里行间。马衡书法也
算是文人书法，其书法并没有专业
书家那种特别明显的个性呈现，书
写时有感情但没有激情，所有的情
感与学养蕴藏在作品中间，含蓄而
不张扬，平整而有变化，所以他的
书法总是那么儒雅，那么安静。看
他的书法，犹如“跟一个谦谦君子
娓娓道来”。作品最后用隶书落
款，显得端庄、谨严，体现了匾额
庄重、典雅的要求。

“即事多所乐，及时为兹游”，
是马衡 1947 年送给巽侄的另一件
篆书作品。此作内容集于石鼓文，
笔法也取法石鼓。石鼓文为先秦刻
石，因其刻石外形似石鼓而得名。
石鼓文的书法圆中寓方，遒劲厚
重，集大篆之成，开小篆先河，与
平时所作篆书有所不同。马衡篆书
以小篆为最多见，而在这件大篆作
品中，用笔显得厚重粗壮，笔法圆
劲灵活，结字内敛而收放结合，更
显自由放松。马衡是一位儒雅、严
谨、踏实的传统文人，他的篆书多
以平整、工稳、谨严的态度出现，
这也符合字如其人的说法。

另一件作品为马衡临 《书谱》
草书立轴，是难得一见的草书作
品。马衡行书及行草书吸收了“二
王”营养，以帖学为宗，秀美、婉
丽，颇具书卷气息。如果从艺术水
准考量，其行书与草书水平跟篆隶
相较，有不少差距。

出 现 于 西 泠 印 社 2016 秋 拍
《首届长言联书法作品专场》 马衡
集甲骨文十言联，是马衡篆书作品
中的用心之作。“无使牧鸡豚，有
年卜禾黍；莫逐日车族，其如天步
艰”。上款为川岛尊兄，川岛即章

廷谦(1901-1981)，现代著名散文
家。通览作品，作者积长年甲骨研
究之功力，书写时把握了甲骨书法
之特点，尖劲、方折、爽利，同时
结合自己的笔性，用笔劲健，方折
自如，藏露结合，线条瘦硬中有圆
润，字法内敛而又舒展。这样的甲
骨文书写风格，应该是马衡对古文
字学研究、对甲骨以来篆隶实践的
吸收与消化，它俨然有马衡自己的
笔墨语言了。该作品经过多方竞
争，最后以48.3万元收槌，创下了
马衡单件作品的最高价格。

从马衡先生的书法篆刻作品及
其书画欣赏趣味来考察，不难看出
他的审美偏向于传统平整一脉。当
时的篆刻界高手如云，但马衡只认
可王福庵与寿石工两位，连齐白石
都没有进入他的“法眼”。齐白石
可谓是二十世纪书画创新的开先河
者，白石老人的篆书成就达到了很
高的境界，其笔法、字法、墨法、
意境、风格，真正做到了传承与创
新。但马衡对齐白石似乎不屑一
顾，总觉得其作品过于“野气”。
当然，这仅仅反映了他自己的审美
趣味。

“艺术贵在创新”，如果马衡书
法在个人风格面貌上有所创新和突
破，再加上他有如此高的学养与社
会地位，那么，其书法至少在近代书
法史上具有更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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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李廷振

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一个夜
晚，我从碟片店翻到一盘 VCD，
封面上用繁体写着“职业特工
队”几个字，把它塞进影碟机的
那一刻，我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将
踏足一个怎样的世界。

很多年过去，当年那部被叫
作《职业特工队》的电影，不久
前推出了它的第六部续作，而离
当年 《职业特工队》 上映时的
1996年，已经时隔了22年。

至今我仍忘不了那尊爆破的
鱼缸，那张撕下的面具，那块红
绿相间的口香糖，那架冲入隧道
的直升机在子弹列车后爆炸翻
滚，那个穿着紧身衣垂降而下的
矫健身影。

而对于刚刚上映的《碟中谍
6：全面瓦解》，我觉得用任何溢
美之词去夸赞它都不过分。当然
它有不足的地方，也有一点点小
遗憾，可是，纵观整个动作片领
域，能像 《碟中谍 6》 这样拍的
还有几部？

20年多来，我们紧追着那个
名叫汤姆·克鲁斯、似乎永远也
不会老的好莱坞明星，看他一次
次在银幕上编织智力罗网、表演
玩命特技。

应该感到庆幸，这个被大家
昵称为“阿汤哥”的演员，即便

是在56岁的年龄，丝毫没有体力
衰退的迹象，丝毫没有放低对作
品的标准，一如20多年前他出于
对剧集的热爱而担纲主演的初心。

人们为什么喜欢《碟中谍》，
或者说，为什么喜欢伊森·亨特
这个家伙？

从这部 《碟中谍 6》 来看，
他明显不是最能打的，不是智谋
最出众的，不是高科技玩得最溜
的，甚至是运气最差的一个：经
常碰到车子抛锚、被警察盯到、
被路人围观、被同事有意无意揶
揄整蛊等尴尬局面。

如果要说有什么出类拔萃
的，那就是在间谍世界的如云高
手里，伊森·亨特永远是最经得
起折腾的那一个，他永远在不停
歇地跑跑跑、追追追、爬爬爬，
在最艰难的境地，他从不迟疑调
动所有体力和智力背水一战。

比他厉害的人多了去了，但
只有当他挑战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时，同事才会安心地点点头：伊
森一定做得到。

同时他也是最善良的，从没
有妥协过任何一条生命都重要的
原则，他坚持用剑走偏锋的计
策，以手术刀的方式切除毒瘤，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锤子式对抗。
至于那些嘲笑 IMF （《碟中碟》
系列里虚构的一个美国情报部
门） 手法是“万圣节把戏”的

人，无一例外被打肿了脸，那一
幕幕大快人心。

伊森·亨特这个王牌间谍，
这个拯救了世界无数次的英雄，
这个帅了20多年并且还将帅下去
的男人，他压根不靠什么主角光
环，压根不想变得高大上。

他一直是个技能点有限、血
条略偏厚、缺点和糗事不断的平
凡人，是他的百折不挠和正直不
屈，他愿意为了对的事付出一切
的决心，成了一股让邪恶颤抖的
强大力量。

《碟中谍》能够拍到现在的第
六部，除了“阿汤哥”之外，还
应该感谢好莱坞另外一个大神，
他就是JJ·艾姆布拉斯，这位因
执导美剧 《迷失》 而走红的导
演，拥有出色的创意。

就在 《碟中谍 2》 被吴宇森
玩成了一部只会耍酷、卖弄慢镜
头的纯动作片之后，JJ被“阿汤
哥”看中，执导系列第三部。就
在这部 《碟中谍 3》 里，JJ 为影
片重新奠定了几个重要基调：
1、IMF是一个团队，一个合作无
间的小组，伊森·亨特就算再无
所不能，也不能离开这个小组；
2、影片需要幽默、轻松的基调；
3、中间加入一场特技大戏，必
须实景演出 （这一点可能是“阿
汤哥”定的，毕竟他是整个系列
的制作人）；4、面具被发挥到非

常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JJ，就没有现

在的《碟中谍》，他和“阿汤哥”
都是系列不可或缺的灵魂。

而为整个系列添砖加瓦的，
还有今夏奉献出影史动画票房冠
军 《超人总动员 2》 的导演布拉
德伯德。《碟中谍4》在整个系列
的高度，就像片中的迪拜塔那
样，冠绝整个系列。布拉德伯德
在 《碟中谍 4》 中注入的那种紧
凑感、幽默感以及大胆想象力，
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第五部和第六
部。而观众也在那个时候开始，
胃口就被彻底吊了上来，自那之
后，一次次地挑战自我、完成不
可想象的特技，成了碟中谍系列
的金字招牌。

另外，还有电影里的音乐，
那一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的音乐，笔者曾不止一
次地拿来做手机铃声。每次当火
柴点燃、片头音乐响起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被撩到酥软的，那种
感觉，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形
容。

说了 《碟中谍》 那么多好
话，其实最想说的就是：如果这
样的 《碟中谍》 还会继续拍下
去，我愿意再追20年，希望“阿
汤哥”永远不老，希望 《碟中
谍》 能够继续挑战自己，成为
007那样的特工常青树。

这样的阿汤哥和《碟中谍》，

我还想再追20年！

周燕波

宁波文化广场开辟的一个集
生活与艺术、创新与设计等于一
体的新型艺术空间——U 空间 8
月17日正式向公众开放。作为开
业的助兴礼物，“It s漫——陈漫
视觉艺术作品展”在此精彩亮
相。

陈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被称为“中国当代建立自我
独立视觉语言的摄影师、视觉艺
术家”。从 2003 年开始，陈漫为

《青年视觉》 杂志拍摄封面，凭
借一系列风格鲜明、独特的摄影
作品在时尚圈崭露头角，现已成
为国内众多一线明星的“御用摄
影师”。陈漫的作品多次获得国
际奖项，并在美国、英国、法
国、日本等国举办个人作品展。
她也是首位启用中国当代模特与
著名旅游景点作为拍摄背景来诠
释“中国当下的时尚是什么”的
中国摄影师。

本次展览展出了陈漫从出道
到成名再到领衔时尚摄影界的系
列作品，共有 《祖国万岁》《中
国十二色》《视觉》《少年引力》

《不可方物》 五大系列 79 幅经典
作品。

《祖国万岁》 系列是陈漫为
2010年上海世博会所拍的作品集
萃，已被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
永久收藏。正是这组作品，把她
带入国内一线摄影圈。

《祖国万岁》 系列在陈漫众
多魔幻、怪诞、夸张的系列作品
中相对显得“小清新”，虽然画
面还是那种大手笔式的，但构图
跳出了纯粹博眼球的局限，更多
地想传递出摄影者欲在中国传统
与现代文化的冲撞中试图找到一
种平衡、和谐的视觉美学。

在这组作品中，陈漫选择了
巩俐、杜鹃、万宝宝这几位演
艺、时尚、设计界的名人作为拍
摄对象。在陈漫的镜头里，设计
师万宝宝骑着一辆后座载着一大
捆书本的自行车，在天安门城楼
前飞驰而过。万宝宝脑后高高飘
起的冲天麻花辫与随风飘舞的捆
书绸带相映成趣。天安门城楼的
凝重感与骑车女子的时尚动感在
构图中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别有
新意。

另一幅作品中，镜头聚焦身
穿大红裙装的模特杜鹃，中景是
一片绿色的草坪，远景是天安门
城楼及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模特身上服饰的浓烈鲜艳与草坪
的清新绿色、天安门城楼的庄严
黄色构成画面基本的色区。年轻
的模特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的映
衬下显得分外妖娆、夺目，暗示
以时尚、年轻为标签的新生力量
在中国的崛起。

《中 国 十 二 色》 是 陈 漫 于
2011 年与顶级设计杂志 《i－D》
合作拍摄的一个系列。陈漫从中
国画的传统十二种颜色中找到灵

感，以十二名女子作为模特，根
据她们的服饰、脸庞、表情，调
配出国画十二种颜色。每一种颜
色经过她的镜头过滤，与模特小
麦色的亚洲肤色相得益彰，而模
特奇特的造型打扮，各种表情、
逼真的皮肤纹理，使得作品呈现
出油画般的质感。

《视觉》 系列中，观众看到
的是摄影镜头与电脑制作结合而
产生的奇特、梦幻的视觉效果。
观众看到国内一位著名电影演员
化身未来宇宙女战士，正站在太
空星球表面与宇航员握手——时
尚与科技在陈漫的镜头中以这种
方式组合在一起。还有一幅的主
角是苏菲·玛索。这位国际明星
随意地穿着平底鞋，手指夹着一
支烟，轻松地穿过上海一条幽僻
小巷。苏菲·玛索强大的气场与
烟火气息浓厚的里弄小巷，营造
出耐人咀嚼的审美效果。

《不可方物》 是一组以海内
外一线大牌明星作为拍摄对象的
系列作品，林青霞、李冰冰、王
菲、周杰伦、贝克汉姆、妮可·
基德曼、张艺谋、吴宇森、徐克
……在陈漫的镜头中呈现出神秘
的表情。新时代女性刚毅又不乏
性感，男明星则呈现出魅惑的一
面。陈漫说，在端起相机前构图
已经在脑海中完成，这得益于拍
摄前大量的前期采访、交流等准
备工作。

看陈漫的摄影作品，有人说
像看了一场没有声音却有超强震
撼力的好莱坞大片；有人说她的
摄影作品是摄影棚工艺与电脑制
作叠加的产物；也有人说陈漫作
品的视觉吸引力和画面张力发挥
到了极致，但在含蓄和诗意上似
乎还缺少点什么。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无法掩盖陈漫鲜明的
艺术个性。

马 衡 (1881-- 1955)，
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
无咎，斋号“凡将斋”，考古
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曾
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故宫博物院院长。

她用镜头语言传递中国声音
——观陈漫摄影艺术作品展

《祖国万岁》系列之一 陈 漫

展览现场 （周燕波 摄）

《视觉》系列之一 陈 漫

马衡书法作品 （方向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