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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丑雕塑

历时三个多月 近500万人次投票选出

2012年， 有关中国城市公共雕塑的争

议频频出现， 先有乌鲁木齐市的花堆雕塑

“飞天”，仅12天后被悄然拆除；后有湖北

襄阳市以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襄阳

大战”为原型，拟斥资百万在小北门广场建

“射雕情侣”雕塑。郑州地标性建筑“中原

福塔”前的“小猪雕塑”，也被部分网友斥

为“流氓猪”。

由此，搜狐网发起了一场“2012年首届

全国十大丑陋雕塑”评选活动。网站文化频

道高级编辑高敬昨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此次评选的城市雕塑来源， 都是先通过网

络搜索引擎工具及微博， 收集到59座网友

认为丑陋的城市公共雕塑， 然后让网友们

评选投票。整个评选投票从8月27日到12月

15日，历时三个多月，总投票数4983916，最

终根据网络票数前十名评选出 “2012年首

届全国十大丑陋雕塑”。

尽管大众对雕塑艺术的解读和理解有

别、见仁见智，但从大部分网友留言的态度

上看，上榜的公共雕塑中，对“丑”的认可

显然比“美”多。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此

类评选“太无聊”“没有意义”。

支持意见

大众审美和艺术家有共识，丑就是丑

“从专业的角度看，有的雕塑根本不算

丑陋，为什么被老百姓选中？”在昨日下午

的研讨会上，活动评委之一包泡说，“

（城市

公共雕塑）

现在的问题是，网民不是很能接

受，认为很多城市公共雕塑是丑的”。包泡

认为，如果雕塑家、雕塑理论家只关注纯雕

塑的发展，和老百姓生活不发生关系，那雕

塑与现代文化发展就脱节了。

活动评委、 中央美院教授隋建国也认

为，公共雕塑更多是与市民亲近、接触，也因

此更应当考虑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问题，

“大家都是艺术家，如果他在自己工作室里

做作品， 他的作品不放在公共环境里面，那

么雕塑家爱怎么操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

如果要放在公共环境里面，他一定要考虑环

境协调，跟所在地方文脉的联系。”

雕塑家朱成并未参加此次评选活动，但

昨日记者一提起“耳熟能详”的那几个雕塑

作品，朱成也印象深刻，“大家都说丑的那些

作品，确实是丑，在这个问题上，大众审美和

艺术家审美肯定是有共识的，丑就是丑。”

反对意见

说吊脚楼丑，是对这段历史不了解

事实上， 此次评选也遭受了不少网友

和专家质疑。 如当选十大丑陋雕塑的重庆

“美女入浴”雕塑，有网友说这件作品已经

拆除，不应该将已消失的雕塑纳入评选。同

样入选的重庆“山城记忆”雕塑惹来最多

争议，很多网友和专家为其喊冤。美术评论

家吴应骑曾表示， 网友没有全面了解重庆

的吊脚楼文化，对这段历史不了解，所以看

不懂这件雕塑作品。

武汉“生命”雕塑，其鸟巢造型里放置

着三枚不锈钢材质的“鸟蛋”，创作者傅中

望认为， 城市雕塑与它所处环境有很大关

系，10余年前他这件作品所在绿化带上是

一片空旷的草地， 在周围建筑的衬托下很

显眼， 现在周围高楼林立， 环境发生改变

后，雕塑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苏州金鸡湖畔的老子雕塑(

左图

)近

日引发网友吐槽。这位“老子”眼睛紧

闭，舌头伸出，并露出嘴中一个大门牙，

颠覆了不少人对这位古代圣贤的印象。

截至前晚，“老子扮鬼脸雕像走红”这一

微话题已有超过7万名网友参与讨论。

前日下午，记者找到了这尊雕塑，有

意思的是， 他的背后正是此前在网上爆

红的“秋裤”大楼东方之门。很多网友认

为这是在丑化老子，不少人以“吊死鬼”

戏称它， 同时认为这样的雕塑不应成为

城市雕塑出现在公共场所。有网友调侃，

“他是被身后的‘大秋裤’雷的。”网友

陈嘉上Gordon则说：“若读一下老子文

章，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老子雕像。这位雕

塑家懂老子。”

据了解， 这尊雕塑为华谊兄弟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军于今年9月

向苏州文化艺术中心捐赠的。 对于老子

雕塑的走红， 苏州艺术文化中心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有些意外。据其介绍，该雕塑

名为《刚柔之道———老子像》，创作者是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研究员、 雕塑

家田世信。据悉，此前已有一件田世信创

作的同名作品被摆放在北京大学， 也引

起了一番争议。当时，田世信回应称，他

并没有丑化老子， 同时他希望提出质疑

的人多看看书，去了解老子阐述“刚柔

之道”这一著名的典故。

新闻助读

刚柔之道

孔子曾前往周都洛阳，问道于老子。

老子张开嘴巴让孔子看， 问道：“我的牙

齿还在吗？”孔子如实回答：“不在了。”老

子又问：“我的舌头还在吗？”孔子告诉老

子：“还在。” 老子意味深长地告诫孔子：

“坚硬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牙齿是

坚硬的，所以它老早就掉了；舌头是柔软

的，所以它至今还存在。” 据《现代快报》

孙楠入股餐厅

被曝停业拖欠工资

孙楠入股的 “都太国际海鲜自

助”餐厅日前被媒体曝光已关门停业

近一个月， 拖欠供货商货款和员工工

资，会员也无法退费。

此前， 孙楠本人在回应餐厅停业

问题时表示，业主方面不断涨房租，导

致餐厅负担越来越重， 他甚至用演出

收入来补贴这家餐厅。 其企宣工作人

员则表示，孙楠只是出资人之一，并不

参与餐厅的经营， 餐厅关门并不是孙

楠作出的决定。

据《北京晚报》

2元也可买本书

“百姓大书市”再推惠民举措

正在新华公园举办的首届“百姓

大书市”如火如荼，成都商报记者昨

天再次走访发现，元旦将至，除了置办

传统礼品外， 一些市民选择了新的方

式———买书过节。据悉，为让市民享有

更多实惠， 本次书市的主办方在原有

优惠政策上再次推出新举措：学生、老

人等群体购书可享“折中折”：购书满

200元的市民， 凭小票再加2元可领取

定价19.8元的精美图书一本。

不少市民表示，忙忙碌碌了一年，

心情总有点浮躁， 元旦假期有空看几

本书，可以收获一份难得的清静。正在

书市忙碌穿行的小宋告诉记者， 往年

过节她都是到处跑， 今年打算淘几本

好书，待在家里“啃书”过元旦。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不同阅读和

购买需求，“百姓大书市” 组织了包

括社科、文史类、党政、企业管理、工

具书、古典文学、生活及教育等类型

的近万种、20余万册书籍。 据悉，“百

姓大书市”开幕以来，最为热销的要

数收藏系列图书。为保证前来书市的

市民随时能买到喜欢的图书，主办方

在对现场图书进行清点后，日前再次

组织了3万余册热销图书补充到展

区。其中包括史学名著高级精装收藏

版系列10多个品种和线装收藏系列

100多个品种。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这十大雕塑丑

“2012年首届全国十大丑陋雕塑”昨日揭晓 ,评选结果引争议，创作者反弹，专家意见不一

“美丽”来自观赏者见仁见智的不同鉴赏，而“丑陋”则是另一种感官上的直接反

应———面对城市里的公共雕塑，一直就充斥着这两种不同态度。

昨日上午，“2012年首届全国十大丑陋雕塑评选” 结果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发布———

第一名：武汉“生命”雕塑；第二名：重庆“记忆山城”吊脚楼雕塑；第三名：昆明“灵魂出

窍”雕塑；第四名：昆明大观园“裸女”雕塑；第五名：北京望京新地标；第六名：重庆永州章

子怡雕塑；第七名：桂林“扶老”雕塑；第八名：郑州中原福塔前石雕；第九名：西北政法大

学图书馆前雕塑；第十名：江西赣州“十龙聚龟”雕塑。随后，一场关于“建构还是破坏，城

市雕塑与当代城市发展”的研讨会也于昨日下午召开。

成都商报记者 向晨晨

？

150亿

中国电影票房翻越新“关口”

据前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

映7日的《泰囧》 单片票房突破4亿，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则逼近6亿。在

上述影片尤其是

《泰囧 》

的意外“给

力”的情况下，截至上周末

（

12

月

16

日）

， 今年的全年票房就已经突破150

亿大关。至此，中国电影票房站在了一

个全新的历史关口。

目前，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达到

火热状态，全年总票房160亿不在话

下。历史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影

市首次突破10亿；2009年， 突破50

亿；2010年站上100亿。 按照今年影

市的增速

（约

25%

）

，明年中国影市

有望达到200亿大关，全面超越日本

（

2011

年约

150

亿人民币 ）

，登上亚洲

之巅。

据 《法制晚报 》

譹訛 譺訛 譻訛

网友评出全国

十大丑陋雕塑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老子

吐舌头

譹訛

湖北武汉汉口“生命”雕

塑 票数：

310886

附近居民介绍， 这座矗立

在扬子街路口绿化带中，名

为“生命”的立体雕塑，以前

还是完整的。但不久后，重达

数十斤的不锈钢 “鸟蛋”，陆

续被一些不法分子偷走贩

卖，到目前为止，鸟巢中只剩

下一个“鸟蛋”，雕塑因此也

变得残缺不全。

譺訛

重庆“记忆山城”吊脚

楼雕塑 票数：

300565

该雕塑是

2005

年由重

庆大学人文学院的郭选昌教

授主持设计的，名叫“记忆山

城”。由于郭选昌教授目前在

国外，无法联络上。经搜索发

现， 郭选昌教授先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解读过“记忆山城”

雕塑： 该雕塑是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 重庆

的传统吊脚楼被拔高， 夸张

变形分出三个枝丫， 犹如一

棵大树，让人耳目一新。

譻訛

昆明“灵魂出窍”雕塑

票数：

273084

今年

5

月

21

日， 一组名

为“灵魂出窍”的雕塑艺术品

亮相昆明街头。据了解，这组

艺术品是由云南艺术家罗旭

创作。（数据来源：搜狐调查）

新闻链接

创作者：

来自刚柔之道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