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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繁重烟火繁重 谐趣横生谐趣横生
——我看“破老头”杜川的绘画艺术 □李 浩

一向，中国绘画追求高洁不俗，追求雅趣、逸

趣乃至“无人之趣”，平净清冷，弃绝俗骨，诗意暗

涌。在这样的审美标准下，中国绘画重笔墨，更

重“意境”，而这里的意境多属于“造境”，是想象

和理想化的产物，有一种“平静自然、仙逸洒脱”

的期许在，某些即使是实写某山某水某草某木的

画作，也会经历删减修正，力求在精神上与古人

的、中国传统审美契合。整部中国美术史系统读

下来，其审美诉求基本上是统一的，间或有几人

像梁楷、八大、徐渭、扬州八怪变乱和溢出，然而

这样的所谓“变乱”和“溢出”从大格局上依然可

纳入整个审美系统之中，它们的言说依然是符合

传统规范的。不得不承认，中国古时的文化审美

系统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它的变化感很小，

只有些许的微调。这一内在的审美规范也或多

或少参与着对“我们”的审美塑造，符合这一规范

的绘画更容易被我们理解和接受。

至近代，至现在，诸多的画家也依然在“画古

画”，画表面上符合传统审美、传统情趣的绘画，

画想象的、从旧有绘画中得来的山水草木，然而

因由整个文化系统的更变、心境的更变，多数绘

画者本质上已不甘于平静清冷，且也无弃绝俗骨

之心，因此上他们的绘画同质化倾向便会越来越

重，部分的属于复制性工作而无更多的创造性。

“破老头”杜川的绘画则完全是种“意外”。

尽管他所使用的笔墨技法依然可在传统中找到

传承性，但他的言说却是全新的、特别的，他竟然

能从中国绘画的审美意趣中挣脱，以一种近乎完

全不同的样态进入，他让我们陌生，他让我们不

得不适度地调整审美。

他在绘画中表现的不是“士大夫”式的高洁

不俗，而是某种的民间性和通俗性，他有意识地

和中国绘画的这个传统拉开距离，他有意识地，

要为这个传统注入些“新质”的东西。“破老头”不

避通俗，甚至有意将通俗更大限度地纳入到美术

之美中，成为它有机的、彰显的部分。他深入俗

世。他从俗世的烟火中萃取。他和这个俗世和解，

并从中获得体谅、趣味以及快感。因此，“破老头”

的绘画可以说烟火繁重，这份烟火气息在旧有的

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在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那册《破诗破画破老头》中，有一幅画，画中两个

携有箩筐的老头儿正在交谈，画面上看两人应是

谈兴正浓，“破老头”标志性的狗和八哥也都在

侧，画面上题下的文字是：你哪个村哩呀？其诗

曰：“你俩住同村，多年居近邻。再遇疑陌路，不记

曾知音。握手相问候，互生欢喜心。岁月催人老，

嗟叹已黄昏”。而另一幅画，画中“破老头”赖在床

上，斜眼瞅着猛拽被角的黑狗，半裸的他两手护

被，旁边的八哥似乎也在跟着黑狗用力。画上的

题字是，想睡到自然醒都不成。其诗曰：“每天不

想醒太早，无奈来福总打扰。让俺陪着去遛弯，进

屋它就拽被角”……“破老头”的绘画，大多数取

自于民间智慧和生活感悟，大多取自生活中的所

见所闻和所感，在画面上，它们也呈现出很不相

同的审美构成，很不相同的题材选择。在“破老

头”杜川这里，绘画之“趣”不再是逸趣、雅趣，而

代之的是野趣、谐趣和农耕之余的闲趣。

是的，在“破老头”的绘画中令人“意外”地注

入了自嘲。自嘲，它并不来自中国旧有的绘画传

统，这一部分是严格限制在绘画的表现之外的，

它不会出现在画面中，因为它和高雅清冷的审美

诉求相去甚远。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给“佯狂”留

有位置，但拒绝了自嘲和嘲笑的参与，它洁净到

某种的单一。然而，“破老头”有意将自嘲纳入在

自己的画幅中，他调侃自己的慵懒（《想睡到自然

醒都不成》），调侃蛀牙带给自己的牙痛和自己在

牙痛的时候“破罐破摔”的心态（《长痛不如短

痛》），调侃自己在日常中经受的“挫折”（《四月清

明风怒号》），调侃自己的苦中之乐（《吃火锅》《越

挠越痒》），调侃“不速之客”对自己的打扰（《春色

惹人来》），调侃自己春心萌动、做出抛弃的样子

其实却又不舍（《戒酒戒肉戒你》）……在《吃鱼的

没有打鱼的乐》的绘画中，“破老头”居于画面的

中下，坐在泡于水中的一条树枝上，他明显地用

脚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才能止住摇晃，而跟着他

的那只狗则半身泡在水中。这里画下的哪里是

乐，明明是窘态，或者说窘态更足一些。最能体

现他自嘲精神的当是由“破老头”杜川绘画、由潘

海波撰文的那幅《俺是破老头》：“谁见谁发愁，俺

是破老头。打小心眼憨，干嘛嘛不沾。习文经商

全失败，一气上西山。山居虽寂寞，但是俺不

怕。就着槐花喝凉水，烧壶造纸画画。山下人都

忙，山中无人催，杨柳依依雨雪霏霏，俺弄了一大

堆……”画面上，“破老头”标志性的三元素（狗、

八哥、破老头）当然都在，闭着眼、赤着脚的怪老

头坐在长凳上，手指指指点点似乎是在盘算，长

凳一侧放着茶杯茶壶。自嘲，让绘画生出幽默

感，生出和生活生命相联的机趣，生出忍俊不禁

和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它和“破老头”杜川的

心性、趣味和关注极为妥帖，是一种相得益彰、互

为成全的匹配。

还有一点是，“破老头”杜川的绘画有强烈的

叙事性。它是有故事的，不只是一个平面构成，

而是有着强烈的背后延展，是一种“动态”的存

在。这同样是非传统的，因为画面的动态感和传

统审美中的“雅静”有着不易调和的冲突——尽

管在民间传说中，伟大的绘画往往是“活”的。我

们阅读“破老头”的绘画，会清晰地看见它有一个

延展的、意犹未尽的“言外”系统，它的话语并不

止于画面上的表达，而是由画面和它的题字开

始，由画家杜川和观画者一起“继续”对话，这部

分的表达甚至比画面所提供的要多得多。在《看

热闹不嫌事大》的绘画中，墙头上竖着梯子，诸多

或高或低、或正或侧的“破老头”们探出了他们的

头，而其中的一个则顺着梯子爬到了略高处。是

怎样的热闹？画面中没有，它需要观画者自己以

想象来补充，你可以为这个画面补上相应的事

件。不止如此，你还可以为这些爬至墙头努力打

探的面孔添上丰富的心态和表情，进而你还会追

问，“破老头”所画下的，是鲁迅笔下所描绘的那

种“看客心态”吗？如果“破老头”们有这样的心

态，那我们有没有？我是不是这些探头探脑的人

当中的一个？在《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我去接你》

中，画面上少有地缺少了“破老头”、八哥和狗，只

有一张桌子、茶席和茶具，以及摆在茶壶边的一

盆绿植。它把大半幅画面交给了空白。这画面

当然是有故事的，这句话当然是有故事的，它意

味悠长，分明是一篇长有万言的短篇小说。走，

我不送，我不表现不表达自己的任何不舍，有意

冷一些，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不情愿；而你来，我去

接，它其实不只是出于礼貌，更重的当然是暗暗

的欢欣、暗暗的雀跃、暗暗的在意。放置在桌前

的、有着蓬勃生机的绿植其实也是暗示，貌似粗

糙的“破老头”其实有着他内在的细腻。《男人其

实只是一个长着胡子的孩子》的整个画面都处在

动态之中，杜川取的是“破老头”在跳皮筋时的一

跃，而那只标志性的狗充当着拉绳的孩子，它在

画面上表现出的张力正好和“破老头”的一跃构

成呼应。画面之外的是我们大约都拥有的“童年

心态”，是我们不肯老去的天真和成年之后不轻

易示人的“顽皮”，杜川用这样一个动态的图抓住

了它，勾起我们的百感交集。

一直以来，我看重文学艺术中的独特的“个

人标识”，看重创造力，看重它对传统所提供的

“未有补充”。当然，有些“未有补充”甚至会带出

一点点的“灾变”气息，一时间，旧有的审美系统

甚至难以在短时间内将它融下……无论从哪个

角度来讲，“破老头”杜川的绘画都是我所看重

的，因为他提供着新质，而这新质有着足够的深

刻和妙趣。他的这类绘画会不会给传统绘画带

来某种新变，或者某种冲击？我不知道，对未来

的任何预测都可能是盲目的，而我所能知道的

是，他提供了艺术美学的另一向度，而这一向度，

本可以走得更远。

“又见大唐”网上VR展上线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推出线上展览

辽宁省博物馆推出的“又见大唐”网上VR

展于近日上线，《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

《万岁通天帖》等平常难一睹芳容的国宝级珍品，

只需滑动屏幕就呈现在观众眼前。虚拟现实技

术，让网上参观者就像真的到了博物馆，身临其

境地享受这场视觉盛宴。

去年，辽宁省博物馆推出的“又见大唐”书画

文物展，展出了100件与唐代有关的珍贵文物藏

品。展览期间，博物馆为保证参观需求，试行全员

分时段预约参观，对每日的参观人数进行限流。

展览期间，有两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史

专业学生，在日本休假时听说中国辽宁正在举办

“又见大唐”展览，特意买机票来到辽宁省博物

馆，领略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化艺术巅峰……

现在，“又见大唐”VR展利用现代化数字手

段再现唐代的盛世画卷，让公众可以足不出户重

温这场“盛世大展”。

“这幅《簪花仕女图》相传是唐代仕女画名家

周昉的代表作品，它描绘的主要是几位唐代贵族

妇女赏花、游园、逗狗、赏仙鹤的休闲场景……”

轻触手机屏幕上的文物，就能收听语音讲解，解

读文物背后的故事，了解“国宝如何成为国宝”。

当前，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各地博物馆停

止开放，多项原定推出的文化展览临时取消。于

是，这些博物馆运用新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把展

览带到观众眼前。国家文物局也于日前表示，鼓

励各地文物博物馆机构因地制宜开展线上展览

展示，向社会公众提供安全便捷的在线服务。

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归来——意大利返

还中国流失文物展”中，观众不仅可看到彩绘陶

骆驼、双耳陶彩壶、彩绘陶俑等特色展品在展厅

中的实景图，还能在线上留言，抒发感想、与全国

网友交流。

故宫博物院的“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

年”、上海博物馆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

术大展”等一批近年来举办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的优秀原创展览以网上展览的形式集中亮相，让

观众足不出户便可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源远流长。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临时闭馆确

实比较遗憾，为了让观众在线上还能继续了解博

物馆，推出了“金玉满堂——沈阳故宫的奢华典

藏”“皇帝贺岁——清宫年事文物特展”等多项展

览，并邀请专家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经历了这次特殊情况，怎样将博物馆真正

做成一个线上博物馆、智慧博物馆，确实值得我

们认真思考。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优化线上展

览。希望通过新媒体和虚拟现实的表现手段，将

博物馆延伸到千家万户，传播文化的魅力，满足

公众‘刷馆’的心愿。”李声能说。

河北：游客可在家“云逛”数字博物馆

为避免人员聚集感染，连日来，河北各地博

物馆相继闭馆。记者从河北省文物局获悉，闭馆

期间，游客可通过河北数字博物馆公共服务平台

在家“云逛”博物馆。

据了解，游客通过河北数字博物馆公共服务

平台可以在线观赏500件（套）河北珍贵文物以

及26组重点博物馆数字展览。依托该平台，游

客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全景在线看展，还能虚拟把

玩各类3D精品文物，进行真实的AR/VR互动

体验。

河北数字博物馆分为三维文物、数字展览、

文物探秘、文创开发等多个内容板块，是河北省

多家博物馆集门户、新闻发布、论坛、社交媒体于

一体的综合信息网站，也是河北省文物局运用现

代高新技术多视角、多维度、深层次解读文物内

涵，构建文物知识图谱的重要举措。该平台的投

入使用对激发文博创新活力、丰富社会文化供给

具有重要影响。

游客可通过访问河北数字博物馆公共服务

平台在线观看石家庄市博物馆、邯郸市博物馆、

雄安新区文物资源陈列展等26组重点博物馆数

字展览，还可通过访问河北博物院官方网站观看

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战国中山遗址出土文物、河

北古代四大名窑瓷器、石刻佛教造像等多展厅陈

列文物，一睹长信宫灯、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

座、彩绘散乐浮雕等镇馆之宝的风采。

广东百家博物馆提供线上展览

广东省博物馆的广东历史文化陈列，潮州市

博物馆的精美潮绣，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里救

国英雄们的书信，西汉南越王墓的全景展厅……

现在，宅在家里就可以通过手机欣赏这些博物馆

的线上展览。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广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与腾讯公司联合打造的微信小程

序“博物官——广东文博智慧导览”，春节期间为

用户提供100家线上博物馆服务，覆盖省、市、区

（县、市）级博物馆，包含国有博物馆57家，非国

有博物馆43家。

这一线上导览为网友提供了全省博物馆的

陈列展览近300个，临时展览展讯200余条，精

品文物讲解2500余条，讲解点介绍1950余条，

共提供展览导览讲解4450余条。同时，“广东文

博智慧导览”开放多个博物馆的3D精品文物及

全景展厅浏览。

目前广东省有148家博物馆注册了“博物

官”账号，其中已上线到小程序聚合页的博物馆

共100家，观众只要打开手机便可畅游广东省各

大博物馆。

春节期间，广东省文博系统贯彻落实国家和

省关于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各级博物馆暂停对

外开放。广东省文旅厅负责人表示，此次线上展

览，既是惠民举措，也是广东进一步推动文物合

理利用、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促进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的积极探索。

西安：在家可“逛”秦陵博物院
数字博物馆

为了应对疫情，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秦陵博

物院自1月24日起闭馆。为满足广大游客参观

需求，丰富春节期间文化生活，秦陵博物院筹备

的线上博物馆系列栏目近日整合上线，让观众足

不出户，就可以欣赏精美文物，感受兵马俑这一

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据了解，秦陵博物院在官方网站推出了“数

字展示栏目”，该栏目目前包括“全景兵马俑”“平

天下展览”“‘四海一’虚拟展示”“数字博物馆”四

大内容板块。

“全景兵马俑”可以通过浏览兵马俑360°

超清全景图，感受秦陵文化遗产的磅礴之势。其

中兵马俑一号坑利用全景技术将2000张4575

万像素的图片拼接起来形成一幅高达500亿像

素的室内全景图，将秦兵马俑一号坑内的所有遗

迹非常精细地展现出来。

“平天下展览”是对临时展览的线上重现，基

于秦始皇兵马俑发现45周年、秦始皇兵马俑博

物馆开馆40周年之际，秦陵博物院原创推出大

型临时展览“平天下——秦的统一”。展览集合了

全国33家文博单位相关精品文物317件（组），

其中一级文物占到了三分之一。展示了秦由封国

到帝国的发展之路，以及秦统一的各项措施对中

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展览不仅呈现秦文化

的广博内涵，更着重反映秦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深

远影响。

“‘四海一’虚拟展示”是利用数字网络技术

和信息技术构建的虚拟化的大型秦文化虚拟大

展。该平台已经上线的内容包括文物数据资源

库、虚拟展览平台、文物知识图谱系统等，观众可

以在线访问到文物遗址空中鸟瞰影像图、高清全

景数据、秦遗址三维建模和虚拟复原、专题片、互

动小游戏等丰富内容。

江西倡导“云刷馆”
推出一批线上展览

为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战役，江西各大博物馆、纪念馆相继闭馆，各大文

博单位纷纷利用已有数字资源，推出线上共享展

览，让人们通过“云观展”“云刷馆”享受丰富的文

化大餐。

江西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2月3日起开始

推送“云观江博瑰宝”栏目，每天推送一件馆藏

“国宝”，共20期，第一期推送的是商代伏鸟双尾

青铜虎。此外，江西省博物馆还推出了“惊世大发

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饰代风

华——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代王妃首饰精品展”

“瑞鼠吐宝——庚子鼠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

展”“红色摇篮”等多个线上展览，让人们足不出

户也能欣赏文物。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建设了VR线

上景区，打造《陈列展览》栏目内容，增加馆藏文

物展示，利用三维全景技术手段展示了该馆基本

陈列和重要革命旧址景区的全景全貌。九江市博

物馆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虚拟展厅”和“馆藏

精品”栏目。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上饶博物

馆、三湾改编纪念馆等也及时更新丰富了3D网

上展厅。

（综合新华社消息 记者 赵洪南 冯维健 邓
瑞璇 杨一苗 袁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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