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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地，就有人站出来愤愤地扯上
这样一句：奇石不是艺术品。这一扯，便
把平常的事情扯得错综复杂起来，便把
单纯的奇石扯进了问题堆。

奇石是不是艺术品，先看一看历史
上米芾的态度。当年米芾任无为知军时，
见府内“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
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米
芾拜石，因何而拜？定有原因。或因山岳
情结而拜，或因奇石之美而拜。若是山岳
情结驱其拜石，那见石跪拜便是，该不会
对所拜之石有所挑剔。但事实是，米芾挑
剔着呢，并不是见石就拜的，而是见石

“颇奇”才拜。不奇特、无美感的石头不
拜。由此可见，米芾拜石不是因为山岳情
结，而是因为奇石之美。米芾是个能诗
文，擅书画，精鉴别的大名家，能让此等
大家看重，并“具袍笏拜之”，可见奇石蕴
含的艺术美力量何等之大。米芾拜石，实
际是拜艺术，是对奇石艺术品格的崇拜。
米芾的“瘦”、“皱”、“漏”、“透”、四字相石
法，就是为奇石抽象出来的艺术鉴赏要
素。显而易见，米芾视奇石为艺术品的态
度是不容置疑的。

历史上不仅仅只有米芾视奇石为
艺术品，大文豪苏东坡，以及他之前的
陶渊明、柳宗元、杜甫、白居易等无一
例外视奇石为艺术品，并赋予奇石以
艺术灵魂。

一口气搬出历史上众多重量级的名
家，不是为了封人家的嘴。以简单枚举法
来证明奇石的艺术品身份也难以服众。
奇石是不是艺术品，看来还得尊重“艺
术品”本身的态度。“艺术品”用这样两条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是人工制品，而
非自然物、现成品。二，经过审美加工，自
然物、现成品可以转化成艺术品。哇塞，
才对照这第一条，似乎就出了问题。石头
非是人工制品，正是自然物、现成品。不
过莫急，这里先理清一个非常重要的概
念，这就是石头与奇石的区别。石头是自
然物、现成品毫无疑问，但奇石却不是。
新异、特殊、罕见的才称奇。而这新异、特
殊、罕见正是艺术的个性。奇石的这种艺
术个性正是米芾拜石的原因。接下来，再
聚焦一下“艺术品”第二条，“经过审美加
工，自然物、现成品可以转化成艺术品”。

我们说，从石头到奇石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审美加工过程——它完成了作为自然
物、现成品的石头到作为艺术品的奇石
的伟大跨越。进一步说清这个道理，我想
借用“漂木说”，这个美术界人所共知的
观点。“漂木说”观点也代表着美国著名
美学家布洛克对艺术品的态度。

布洛克在《美学新解》中对艺术品这
样论述：“一截躺在岸边无人过问的漂
木，虽然具有某种吸引力，我们能否称之
为艺术品呢？当然不能。但是，当有人路
过它时，把它竖立在地上，周围用石头支
起来，人们会不会称之为一件艺术品呢？
人们肯定比上一种情况较倾向于它是一
件艺术品。当然，这只是一种瞬间的想
法，到最后，也许我们仍然会否定它是一
件艺术品。如果有人把这块漂木带回家，
把它钉在墙上显眼的地方，周围用几个
小灯泡把它照亮，多数人都会承认，在某
种程度上，这也许是件艺术品。进一步说
来，假如有人把这块漂木放到大都会博
物馆的“发现的艺术”展厅中展出，这时
它便不仅是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成

为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漂木仍是漂
木，只是被数次搬移，那个曾经的自然
物、现成品便一举成为了艺术品。至此，
问题已经很清楚。现在，我们把漂木换成
奇石，道理是一样的，奇石也会理所当
然、毫无争议地成为艺术品。而使漂木从
自然物到艺术品实现跃升的，是神奇的

“搬移”；让奇石从现成品到艺术品完成
蝶变的，是艺术的光环。那神奇的“搬移”
就是审美加工；那艺术的光环正是艺术
创造。现在再回过去听听“奇石不是艺术
品”那句话，就会觉得非常可笑。

好好的作为艺术品的奇石，怎就忽
然地被人扯进问题堆了呢？恐怕问题出
在艺术品的“入籍”条件上。凡入“艺术品
籍”者，必须符合这样二条：一，艺术家创
造的；二，用来表达艺术家思想和感情
的。石头是有钱、有闲的人玩的东西。在
古代，老百姓既无钱又无闲，只会玩命糊
口，不会去玩石头。玩石人全都是达官显
贵、名家大师。这达官贵人、名家大师与
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抑或他们本身就
是艺术家。所以在古代，奇石在艺术品

“入籍”条件上，不会有丝毫问题。而如
今，情况有些两样，大多数老百姓是有点
钱且有点闲的。在有点钱而闲来无事的
情况下，也就附庸一把风雅，也就赏玩起
石头来。艺术品在中国，几千年来就没有
百姓的事。现如今，百姓们竟与艺术品有
了瓜葛，这就让某些人蹙起了眉头。老百
姓不是艺术家，老百姓所玩之石再怎么
奇，再怎么美，也不是“艺术家创造的”，
更说不上是“用来表达艺术家思想和感
情的”。所以，老百姓玩石，没有一条符
合艺术品“入籍”的条件。于是，“奇石不
是艺术品”的声音就出现了。当今的玩石
主体确实是平民百姓，名家大师像贾平
凹这般爱石的，真没几个。冯骥才在天津
的博物馆、艺术馆有好几个，仅见藏石两
块，且形貌一般⋯⋯假如玩石主体不是
平民百姓，而是名家大师；假如玩石主体
不是无足轻重的大众，而是权力在握的
贵族。请问，那还会有人发出“奇石不是
艺术品”的声音吗？

原来，“奇石不是艺术品”这句话，它
的根子竟是对平民百姓的鄙视！

徐 进 文/图

奇石岂非艺术品

“舞台化的真实——洪磊的世
界”展，日前在德国科隆东艺术教堂
开幕。这个教堂是由科隆政府扶持
的含有公益性质的文化空间，同时
又是宗教活动空间，每个月安排一
个展览，国际知名艺术家诸如克里
斯托和里希特等人也曾在这个艺术
教堂做过展览。展览形成的收入均
用于帮扶贫穷的人们。

这是一个极简主义风格设计的
教堂，内部空间平面为三角形。洪
磊在锐角处放置了两个屏幕，右边
屏幕讲述一个唐代故事。女孩聂隐
娘，六七岁时，被道姑掳至山洞修

“剑仙”。修炼过程中，屡次被师傅
指派去杀人，终因心存世俗，不能决
绝，中断学习。在 7 分多钟的时间
里，洪磊以云山浓雾叙述无奈的愁
绪，并且采摘了十多处侯孝贤的电
影《刺客聂隐娘》里的片段瞬间，企
图篡改侯孝贤的主诣，而让聂隐娘
展演超现实主义的诡谲。在中国道
教里，“剑仙”是一门很难修炼的技
艺，如不能成为剑仙，则不免沦为刺
客。这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影
片通过一些山水自然的拍摄，试图
隐喻失败的必然。

教堂的两边墙壁上，悬挂着立

轴形制的照片，均是洪磊多年以来
拍摄的“山水”照片。中国风景画传
统里，将自然风景以“山”和“水”两
个单字组合，抽象为一个词组，即

“自然风景”的代名词。“山水”是一
种理念，或者是规避困难的一个隐
喻。儒家看来，归隐山水是韬光养
晦最好的方式。道家看来，世界上
所有的争执都无济于事，倘佯山水
间才是避开困难和失败的最好方
式。由此，“山”和“水”之间，便成了
中国知识阶层最理想的栖居地。

在我市艺术家洪磊看来，“山
水”是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失败
作准备的，失败才是人生命过程中
的常态，人类常会去努力尝试一些
不可能达到的却又想当然的事情，
如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因此，左
边的视频来自唐代诗人李白的诗
句，“抽刀断水水更流”。画面中的
女子，用竹竿不断抽打水面，水瞬时
断开，瞬时合拢，这荒诞的举动叙述
着无奈。

在科隆远郊的酷屯镇，中华文
化园——T 画廊同时展出了洪磊的

《说吧，记忆》，《正大光明》以及《仿
宋团扇》等系列。

小弥 文/图

“洪磊的世界”亮相德国

27 日 ，“ 一 生
所爱”潘杨生个人
演 唱 会 将 在 常 州
大剧院举行，这位
来 自 钟 楼 文 化 馆
的 声 乐 老 师 将 带
来近 20 首精彩歌
曲 。 这 也 是 全 市
群 众 文 化 工 作 人
员 中 并 不 多 见 的
个人演唱会。

潘 杨 生 曾 是
香 港 易 扬 唱 片 签
约歌手，现为钟楼区音协副主席、
区文化馆音乐创作、策划、主持。
他曾获得亚洲新人大赛新人奖、江
苏省新作品优秀演唱奖、兰陵歌手
大赛通俗组一等奖，其原创歌曲

《心路》《荆川梦》获得市音舞大赛
原创歌曲一等奖。

自担任钟楼文化馆声乐老师以
来，潘杨生善于发挥自己的专长，勇
于创新、无私奉献，积极深入企事
业、社区和学校开展免费培训、声乐
辅导，承担市、区综合主题活动及晚
会的策划、组织、主持等工作，特别
在近两年，积极组织企业职工开展
才艺大赛，带领企业员工举办“民星
演唱会”“企业职工才艺巡演”等活

动，为打造企业文化作出积极努力。
作为个人成果汇报演唱会，本

次演唱会将融合专业素养、专业精
神，潘杨生将独唱、合唱近 20 首歌
曲，其中既有他近年来部分原创歌
曲，包括《画里常州》《荆川梦》《红衣
奶奶》等，也有影响他个人音乐发展
的一些经典流行音乐，此外还有一
些嘉宾带来更多精彩。

另据了解，“钟声悠扬”钟楼故
事音乐专辑发行仪式也将同时举
行，10 首以钟楼的历史、文化等为
题材的歌曲将集中呈现，通过音乐
的形式讲述钟楼故事（人、景、物），
让人们了解钟楼、热爱常州。

陈荣春 孙茹 文/图

“钟声悠扬”钟楼故事音乐专辑同时发行
钟楼文化馆老师大剧院开唱

本报讯 上周
末，第四届江浙沪
宣卷交流演出活动
在 昆 山 锦 溪 镇 举
行，由我市天宁区
文化馆选送、常州
宝卷非遗传承人包
立本领衔的龙城宣
卷团参加本次演出
活动，受到专家、观
众们的一致好评。

活动由江苏省
文化厅非物质文化
遗产处指导，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苏州市文广新局等主办，
共有江浙沪宣卷队送演14个节目，
流派各异、节目纷呈、内容丰富。

其中，常州是第三次派队参加江
浙沪宣卷演唱交流会，选送的宣卷节
目为《庆寿宝卷》，内容喜庆，唱腔委
婉，表演细腻，声情并茂，富有韵味。

常州为中国宝卷的起源地之
一，常州宝卷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由
常州武进籍皇帝、梁武帝萧衍始创，
盛行于唐宋元三代，初称“俗讲”，元
末明初，出现“宝卷”名称，其群相唱

和的说唱形式，即为今天人们熟知
的“宣卷”。

目前，吴地宣卷共分为两种形
式，一种以原苏州府地区为代表的
丝弦宣卷，一种以原常州府地区（含
无锡、靖江等地）为代表的木鱼宣
卷。木鱼宣卷是丝弦宝卷和常锡剧
的的前身，具有原生态性，所以被誉
为“江南曲艺的活化石”。常州宝卷
2009 年被公布为第一批江苏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扩展项目、
2012 年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珍贵
档案文献名录。 （刘学民 陈期）

赴第四届江浙沪宣卷交流

常州宣卷演出获好评

德国科隆东艺术教堂

记得刚毕业工作的第一年，工作压
力特别大，每天最期盼的事就是下班后
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跑去车站的马路对
面买一份爆浆芝士猪排。那一份流着芝
士的热乎乎的猪排，是对我一天疲乏工
作最大的补给和慰藉。后来，我换了工
作单位，也不再挤公交车上下班了，却甚
是怀念那段时光。在每天要挤公交车的

日子里，在总是无止境加班的日子里，在
拿着微薄收入的日子里，有一块小小的
猪排，都是那么美好的回忆。

很久以来，我没再回去那条街，也没
再吃过爆浆芝士猪排。那些煎熬的日子
和爆浆芝士猪排的味道仿佛都尘封在了
久远的年代。前几日突然想吃，便自己
买了块猪排，在家做了份爆浆芝士猪排
饭，味道竟然也很不错。就着猪排把米
饭吃得精光，大快朵颐的感觉真好。

做爆浆芝士猪排的原材料很简单。
猪里脊一块、鸡蛋 1 个、车打芝士一片、
面粉、面包糠、盐和黑胡椒适量。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用刀把猪里脊
对半剖开，但是不要切断，再用刀背轻敲
里脊，目的是让肉质更松软，这一定不能
偷懒省略。然后，在猪里脊两面抹上一
层盐和黑胡椒粉。鸡蛋打散，把猪排放
入蛋液里，轻轻揉捏片刻，让猪排均匀地
裹上鸡蛋液。取一个大盘子，倒入适量
面粉，把裹上鸡蛋液的猪排放入面粉里
滚一滚，让猪排两面都沾上面粉。接下

来就要用到爆浆的最关键材料——车打
芝士，如果买不到车打芝士，用普通的奶
酪片也可以。把车打芝士放在猪排中
间，再合上，轻轻捏紧，再次放入蛋液中，
然后放在面包糠上，让整个猪排均匀
地沾满面包糠。

取一个平底锅，倒入油，油
热后放入猪排，转小火慢慢
煎，每两三分钟翻一次面，
直至猪排两面金黄，总共
需要煎 15 分钟。煎
好后放在案板上，用
厨房纸吸一吸油。盘
子 里 倒 扣 上 一 碗 米
饭，边缘摆好生菜，倒
上点沙拉酱。这时的猪排
已经不烫手了，立马把它
切成条状，摆在盘中。趁热吃，
可以看到流淌的爆浆芝士，令
人食欲大增。

我一直觉得食物能赐予人最原
始，也最有力的力量。心情低落的

时候，为自己做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然后慢慢地一口一口吃完它。胃填饱
了，心也就不那么空了。

——爆浆芝士猪排饭

填饱胃 慰藉心

唐代诗人唐彦谦在《咏葡萄》中写道
“满架高撑紫络索，一枝斜亸金锒铛”。
你能想象，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景，竟
然能出现在二楼的我家吗？

老丈人种了一辈子的花木，尤其葡萄
种得好，远近闻名，对妻子的熏染可谓根深
蒂固。所以，一有空闲，妻子就拉上我，在
家里侍弄这些花草，比如君子兰、吊兰、芦
荟、仙人掌、观音莲什么的，既养眼怡情，又
净化了空气。亲戚朋友见了，无不称赞。

然而，妻子并不满足，她想种葡萄。
她对种葡萄的感情，我是理解的，她父亲
在这方面就是行家。可种葡萄是大手
笔，即使种在单元楼，也只听说过种在楼
顶的，却从没听说种在家里的啊？被妻
子选中了的，是阳台东边的小角落。试
种了一年，结果很不理想，一来地方太

小，二来夏天温度太高。她只好作罢。
我以为这事该翻篇了。没想到，三

年前，她突然又从婆家带回了两株葡萄
秧。我才知道，她仍旧心有不甘。她说，
要想把葡萄种成功，必须让它接上地
气。她想把葡萄栽在紧靠楼房北边的绿
化带里，让藤蔓一直牵引到我家的饭厅，
为了让它长期“扎根”我家，她还计划在
饭厅外面，修一个大花架。

业委会和邻居虽然同意了，但种植的
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藤蔓要顺利地攀
爬到二楼，除了搭好架子外，关键是看营养

是不是跟得上，根苗长得是不是粗壮。幸
亏有老丈人做技术顾问，不时给她指点迷
津。浇水、施肥、修剪、打药、打叶⋯⋯嘿！
还真种植成功了。到了第二年夏天，三开
窗宽的花架，连着不锈钢防盗窗，都覆盖上
了绿油油的掌形叶片，一番生机勃勃的景
象，相比之下，家里的花草，倒成了陪衬。

满目葱茏，秀色可餐，有了葡萄架的
陪伴，吃饭也成了一种享受。我更喜欢
在它的阴凉下读书，清风徐徐，叶片窸
窣，那感觉，惬意而美妙。更大的惊喜是
在今年四月，我们闻到了阵阵的花香，葡

萄居然开花了，那一串串嫩绿色的花蕾，
像高洁的隐士，深藏在绿叶丛中。辛勤
耕耘了三年，我们终于尝到了自己栽种
的葡萄，酸酸的，甜甜的，别有一番滋
味。妻子挑选了一些品相好的葡萄，在
整个单元楼挨家挨户送了些。

在我们小区，如果你能看到一个绿
意盎然的葡萄架，拔地而起，悬浮在半
空，那就是我家的“空中果园”。妻子信
心满满地说，来年，我还要自酿葡萄酒
呢。“西园晚霁浮嫩凉，开尊漫摘葡萄尝”
的诗意日子，似乎近在咫尺⋯⋯ 程建华

我家的“空中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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