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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新骥迷恋文人画中“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状态。置身山间密林，都市幻魅恍若隔世。阖上眼，呼

吸吐纳，与树石通感，仿佛与先贤面对着同一遭过往。2020 年大疫，工作室周边不少山区都封了。身锁画

室，幸得田园静好，眉间自有山水缱绻。和 2018 年充满雪意沧桑与厚重感的《东山雪霁》相比，《东山

清晓》的色彩体系、心性和精神意向性有些许变化。这得益于疫情期间诵读诗词歌赋，和自己坦然相处

——《花间集》描摹花鸟，以浓情蜜意见长，颇具浪漫主义情怀；《诗经》誊写山水，人与自然灵犀相通，

乃自然主义之典范。 
 
新作气息总体上更趋平静素朴，像是有意做了减法。温润的绿意带着朝雾般的清新在画布上滋长、蔓

延，这种绿和自然界的绿有别，也并不完全是文献的、怀古的，而是更富现世感和时代精神的东方格调的

自然主义色彩。此外，画面里除了具象的体统，还注入了抽象的形体和构成关系。璞玉般浑圆的造型，虚

实相生的轮廓线，超现实主义的色调，明快而富机趣的色泽，彰显着艺术家对自然抱有的浪漫主义情怀。

新展主题取“清晓”二字，既梳理出陈列作品的洄游动线，也寄予着一份对未来美好平定的期许。 
 
入夜-混沌：《搜山图》纸上系列前瞻 

 

史新骥作品中诸多场景和生物都能找到民间志怪传说的痕

迹。以《搜山》为题材的神话作品，流行于两宋间，均是描绘

二郎神下境降妖的情景。据载，最早有北宋画家高益的《鬼神

搜山图》，元、明、清不断有摹本传出。目前传世的《搜山图》

约有十余本，分别藏于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手中。传统文人画宣

扬天人合一，不主张刻画人物冲突，而《搜山图》则最引人之

处恰是它传奇的叙事色彩和戏剧冲突。   
 

上：南宋 佚名《搜山图》（故宫博物院藏）绢本设色 53.3 x 533 cm 

左一：史新骥 2019 《搜山图之一》绢本矿物颜料 28 x 18 cm 

左二：史新骥 2019 《搜山图之三》绢本矿物颜料 28 x 18 cm 

     

这幅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搜山图》是迄今为止同题材中存

世最早的。全卷人物用细笔勾勒并施以重彩，山石的皴法豪迈

放逸，采用马远、夏圭大斧劈法。描绘了天兵神将在山中搜捕

妖魔鬼怪的“名场面”，魔怪通常以野兽形象出现，譬如虎、

猴、狐、羊、蛇等，或遁作树精木魅，或化作女子。在神将追

逐下，它们仓惶逃命，四处藏匿。而神将们则手持刀枪剑戟、

纵鹰放犬，各显神通，前堵后截，妖怪无处逃生。[1]讽刺的是，

天兵神将凶神恶煞、飞扬跋扈，魑魅魍魉倒慈眉善目、令人生

怜。 
 
受到绢本《搜山图》的启发，史新骥尝试了同在绢本上创作的想法，用矿物颜料绘制了《搜山图》的

第一批以山兽为描绘主体的作品，山兽肢体上的纹路明显受了明清版画手法的影响。背景是一些几何形状

的不规则图案，画面大幅留白，底部是史新骥的印章，古意中不乏当代审美意趣。绢本在画面中能看到明

显的横竖交错的纺织痕迹，幅面上的矿物颜料与底部的纹理相映成趣，熠熠生辉，散发出一种古朴而温润

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9/2136/img0011.xml


的光泽。 
  

此后，史新骥陆续创作了一批同类题材的纸本作品，描绘主体除了飞禽走兽，

也有少量人形的猎捕者、神游者，不过背景不再是抽象几何图案，而有着明显花

鸟画的特质和文人画的底蕴。其色彩和立体感，近乎在模拟野生动物的视觉：夜

间浊气接近混沌态，超越了人眼视觉范畴，以深色系蓝、紫、红、绿为主，部分

画面采用色粉、索斯、水彩、丙烯等多种混合材料，结合定画液作叠加和晕染处

理。雾化的定画液喷射而出，冲击色粉颗粒引起了化学反应，需要特别控制好力

道，才能自如操纵画面的形状和肌理。 
左：史新骥 2020 《搜山图之九》 纸上索斯、色粉 52 x 42 cm 

右：史新骥 2020 《搜山图之十二》 纸上色粉、丙烯 52 x 42 cm 
 
史新骥的《搜山图》系列就像是无数古本《搜山图》的局部，将这些梦呓式的

片段重新排列组合，便连成了同一时空序列上的整体。不过，史新骥的《搜山图》

可独立成画，不需要依附一个天兵擒怪的宏大语境和山水背景。乍看之下，没有明

显兽形或人形的那几幅，画面看似波澜不惊却暗藏玄机，酝酿着一股强大的势能，

戏剧冲突似乎一触即发，令这一刻平静弥足珍贵。观者笃信画面中隐伏着小妖：白

天幻作山石和树木，借着夜色掩护，它们蠢蠢欲动，待夜深便现出原形。  
 
夜深-梦呓：自我意识的觉醒 

    夜深是最直面灵魂的时刻，朗月下，孤独感无处躲藏。艺术家坦言，至

今都没能完全走出父亲五年前过世的阴影。《雪月交光》是艺术家神游冥想

的叠加意象，观者能感受到摆脱现实羁绊的愿景，以及对自然之神力的敬畏。

这幅圆形油画原是描绘冬山的寂寥与纯粹，渐渐地，画家的情绪通过潜意识

地涂抹传达在画布上，原先山体的意象被画家的自我意识吞没，丰雪华盖下

的冬山越发像轮圆月，实现了从具象到抽象的升华。星移斗转，人生无常，

对亲人的追忆和牵念也透过笔刷安匿在画面中，为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归宿。 
左：史新骥 2019 《雪月交光》 布面油画 200 x 200 cm  

右：史新骥 2020 《书斋》 木板油画 52 x 37 cm 

下：史新骥 2019 《东山松玉》 布面油画 150 x 200 cm 
“我们与自然地邂逅之所以重要，原因可能是这些事物提醒了我们，

自然向来都是一种我们有意更深入接触，却极少有机会实际投入注意力的

对象。”[2]古山水借画言道，古人从山水画里能看到人生境界的提升，反倒

不会刻意描绘日常生活。作为本次新作中现世感最强的作品，《书斋》描

绘落日余晖下，一幕稀松平常的温

馨与恬淡时刻。去脸谱化的人物在

史新骥的画中时有现身。画家创作

的原始冲动，可能出于一种对时间

和记忆流逝的焦虑。确实，我们不

善于把害怕遗忘的事物保留在脑海里。眼前人的陪伴，现世的欢

颜，这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在画中实现了永恒。 
《东山松玉》一作颇富都市浪漫主义色彩。密林夜已深，流

萤般星光点点是结伴登山者的手机屏，亦是远方都市的灯火。缤

纷绚烂的光斑在乡土时代难得一见，因之更具现世感。我国自古

崇玉，“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暗颂君子温润儒雅、好善乐施、仁爱有佳。璞玉般浑圆的造型符号频频涌



现，离不开史新骥对玉的执念。他试图从自然主义物象里抽离出来，赋予画面超然的精神性，其色彩、造

型都和现实有距离，是对人工秩序美的提升和提炼，视为一种个人化的艺术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史新骥画中频频出现下图这个符号，它

半树半灵，拟态鹿角，我们不妨暂且唤它为“触”。传统

画法必会对树有所取舍，要么仅作为道具角色居于次位，

要么作为中景或远景中的点缀，以旁观者或中立方信守在

画面中。而史新骥的“触”可视作画家自我意识的延伸，

其戏份不亚于主角，时而如虬龙般苍劲有力，直指苍穹，

时而以鹿角或珊瑚的灵态，隐于山石林海，遁入“无我之

境”，吸天地之灵气，纳日月之精华。 
左一：史新骥 2018 《东山雪霁 No.2》 布面油画 168 x 130 cm 

左二：史新骥 2020 《南歌子》 布面丙烯 40 x 30 cm 

史新骥以往油画中，油彩厚涂叠加，肌理上会给人一

种紧张、沧桑的感受，新作画面显现了愈发“扁平化”的

趋势，这与史新骥的潜意识不无关联。而立体画框，令人

不禁想起埃伯特的《平面国：多维空间传奇往事》[3]，框

侧面作为画面空间的延伸，一方面弥补了画面扁平所缺失

的“纵深感”，另一方面又可视作平面向立体空间的一次

“升维”尝试。 
右一：史新骥 《骑士》 布面油画 60 x 50 cm     

右二：史新骥 《如梦令》 布面油画 40 x 30 cm 

 
史新骥素喜宋词香软清丽而不流俗。“艺术和文学使

人升华。美的诗词会消解掉悲剧性的东西，使我们体会到生而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史新骥如是说。几张

“立体”小品以如梦令、南歌子、青玉案等词牌命名，为“无我之境”浸染主观的情绪色彩。“心事竟谁

知？月明花满枝。”[4]《花间集》写尽花开花谢之百态。将主观色彩融入所观之境，物物皆着我之色，我

欢悦即万物皆欣欣向荣，是“握手河桥柳似金，蜂须轻惹百花心”[5]；我哀伤即万物皆倾颓萎靡，“终是

疏狂留不住，花暗柳浓何处”[6]。 
 

破晓-启蒙：梦境的再造和意识的弱化 
 

在中国绘画上，无论山水还是花鸟，均

“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人的花鸟画，平和、

内敛而理性，体现宋人“格物致知”的观念。

作为打破北宋画院传统“状物精微、旨趣浓

艳”的革新派代表，崔白精于勾勒填彩，设

色淡雅，别创一种疏秀朴实的风格。其代表

作《双喜图》，工谨与粗放的笔法交相搭配，

乃一情景交融之野逸上品。 
左一：宋 崔白 《双喜图》 绢本设色 193.7 x 103.4 cm  

左二：史新骥 2020 《云松令》 布面油画 168 x 130 cm  

下：史新骥 2019 《东山清晓》布面油画 150 x 180 cm 

 
仔细观察《双喜图》不难看出，崔白使笔着墨与铺陈布势的特点，

于花鸟之外亦精于山水。史新骥正是从崔白“兼工带写”的花鸟画中汲

取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画面浑然一体，气势贯通，构图精巧。《双



喜图》画面中兔、雀、鹰的关系构成千钧一发的危机感，而《云松令》的氛围则没那么剑拔弩张，画面上

季节特征不大明显，一层薄雾笼罩在山间，令视线所及都蒙上一层“乐园滤镜”。一草一木，甚至顽石、

苔藓都沾了股仙气儿。近处猫头鹰和狡兔灵动，好奇地与画面外观者对视，像是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有所预

料。《东山清晓》中，树干的颜色光怪陆离，宛若置身莎翁笔下《仲夏夜之梦》的集会。晓色云开，遁入

静谧夜色中的猫头鹰，梅花鹿，狡兔，雀鹰似乎都屏住呼吸，支楞着耳朵，聆听一种不和谐的声音。雄鹿

犹豫地望向画布之外的观者，只要我们有个轻举妄动，它们就四散而逃。清晨拂晓，雾气渐渐消散，象征

着否极泰来，又一轮回即将开始。 

 
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说：“中国艺术家通过参悟和凝神的奇怪方式来学习艺术，不研究大自然，而从

研究名家作品入手。全面掌握这种技巧，他们才去游历和凝视自然之美，体会山水意境，很像诗人把散步

时心中涌现的形象贯穿在一起。”[6]中国艺术讲求对大自然内在规律的自省与悟道，光凭直觉、悟性和毕

恭毕敬的态度必然画不好山石花鸟。如果说史新骥过去的作品中渗透着艺术家主观意识中对“无我之境”

的探索和挣扎，那么《东山清晓》、《云松令》似乎不再着意弱化艺术家主观意识的存在，转而刻画潜意

识中“凝视”到的，不受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惊扰的自然景象。 
 
博学家艾柯认为“乡间漫步时，登山或走小路时，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事物。这种多元的，从不同的

空间出发点变换或接续着观察的倾向，也显示了时间的相对性——或时间的同时存在性。”[7]也许，我们

只是不太善于理解自己是受制于时间的生物罢。史新骥将半梦半醒间看到的，平日巡山写生时看到的，甚

至时间和空间的奥义都纳入到自己的山水道场中，生命的流逝在画布上失去了意义，超然象外，定格于永

恒。 
 
后记 
 

史新骥以当代学院派技法为骨，以个人化的色彩修辞书写山水道场，描绘符合当代审美意趣的诗情画

意。《搜山图》纸上系列以入夜的浑浊之气着墨于超自然的“无我之境”，词牌油画小品记录自我意识的

觉醒，以花鸟画为启迪的清丽山林则意欲化花鸟于山水间，还归“无我之境”。是此，“我”与“境”天

人合一，展线也形成了闭合回路。无需刻意雕琢，巧然天成，是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 
 
艺术评论家詹姆斯·埃尔金斯的《西方艺术史中的中国山水画》一书中提到，西方学术界不乏对中国

画的刻板印象，而研究者试图用傲慢的西式美学逻辑解析东方美学是谬误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当代艺术家

“师夷长技”。千年前古人的心境史新骥无从知晓，只得从诗情画意中感悟，并以艺术家的身份解构和重

塑他所追求的“古意”、“境界”和“山水”。于是，在山的庇护下，史新骥找到了古代文人雅士所推崇

的隐逸境界。隐逸应该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式的，亦或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无我之境”。

然“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小时候比较喜欢甜的，可现在就喜欢咖啡、酒这些苦味的饮品。画画也是，仿佛从前比较喜欢堆砌

色彩，现在平铺直叙倒也修得平静。”史新骥如是说。人生亦如此，在不断地调剂口味、色彩、涂抹、沉

淀和归零中，史新骥践行着自说自画式的表达，“一方面磨炼着自己的心性和修为，一方面通过创作达到

‘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8]山水是天作道场，是人生的究极归宿，写生便是毕生修行。正是在这

山水道场，史新骥发现了文人画系统的精髓，找到了中国文脉的正脉，实现了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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