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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为何如此偏爱画肖像画，并一画马托

斯就是十多年？

毛焰：

我的绘画是具有肖像属性，但是所有

东西都是一个载体， 如果说只是一个简单的肖

像画，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的兴

趣和愿望就是在这个里面， 从这里去提炼哪怕

一点点东西。我自己的真情实感，是我觉得最为

精彩的概念。

记者：你画过自画像吗？

毛焰：

学习阶段，画过很多，现在二十多年，

没画过自画像了。

记者：有名人找过你画肖像画吗？

毛焰：

最开始，很多人找过，但我说，我根本

不是干这个事情的，我喜欢画我感兴趣的朋友，

但有人想请我去画，我说我干不了。

记者：怎么拒绝呢？

毛焰：

我会试图说服他们， 我不是肖像画

家，传统意义的肖像画都是有要求的，你得符合

人家的基本要素才行，是很无聊的事情，我认为

很低级，现在的很多肖像画就是一个手艺，把一

个人画得很像。

记者：历史上无数的大师都画过肖像画，或

者自画像，《蒙娜丽莎》不也是肖像画吗，那些也

没有意义吗？

毛焰：

历史上有无数的大师画过无数精彩

绝伦的肖像画，但古往今来的那些肖像画，其实

都不仅仅是肖像画， 它都有艺术家本人浓郁的

精神和情怀， 浓郁的个人风格， 浓厚的表达能

力，比如德国的大师丢勒，他画过的肖像画，我

到现在都觉得是最好的肖像画， 他不简简单单

是画人，而是在里面提炼了很多个人的认识，充

满他对整个人，对整个德国日耳曼人的理解，以

及充满很强的人文性格。

汤宇：你是一个有古典绘画情结的人吗？

毛焰：

我是古典情结非常浓重的人。我忠

实于我自己的经历。到现在，我也经常会看那

些古典大师的作品，并被深深触动。其中包括

法国的德拉克洛瓦、西班牙的戈雅、德国的丢

勒以及荷兰的维米尔。这些画家是我一生的挚

爱。在这些作品面前，我觉得艺术家的个人性

并不是那么重要，尽管这些画家都是极具个人

性的大师。他们的高度令人敬仰，为之神往，是

我精神上的指标。我愿意我这辈子的绘画都是

向这些大师致敬。

五津书画院书画展今日开幕

今日， 出自五津书画院24位书画名家

的110件书画作品， 将在成都美术馆开展。

据悉， 此次展览作为五津书画院今年开年

首次大型展览， 也是新津书画整体水平的

一次综合展现。画展将以 “翰墨丹青咏新

津”为主题，从历代名人咏新津、古新津十

二景、新新津十二景等三部分，展现新津县

历史文化和新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成果。

据了解，本次展览作品类型丰富，除了

行、隶、楷等书法作品，工笔花鸟、写意山水

等传统绘画作品， 还包括油画等西方绘画

作品。本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4日，免费向

公众开放。

（向晨晨）

肖像画（

Portrait

），人物画的一种。专指描绘

人物形象之画。可分头像、半身像、全身像、群像

等。中国的肖像画传统称谓有“传神”或“写真”，

它是以现实生活中或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人物为

描绘对象， 通过以形写神、 迁想妙得等创作方

法， 着重刻划人物本身特定的外形特征和内在

神韵，获得形神兼备的效果。

近日， 两份重量级的艺术市场报告在全球

艺术品市场公布， 一份是由欧洲艺术基金会委

托文化经济学家、艺术经济学创始人克莱尔·安

德鲁博士编写的 《

2013

年

TEFAF

全球艺术品市

场报告———聚焦中国与巴西市场》。另一份则是

由法国全球艺术市场信息网（

Art price

）联合中

国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 （

AMMA

） 出版的

《

2012

年艺术市场报告———东西方之间的对

话》。两份报告均对

2012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进行

了数据分析与行情总结， 在对艺术市场中的几

大主要经济体的数据研究中， 不难看出资本在

全球艺术市场中的走向及未来趋势。

TEFAF

和

Art price

的报告都重点分析了

2012

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数据， 对其在全球艺术

品市场中的地位进行判断， 并以此研究全球艺

术品市场的分配比重以及资本变化。 但由于报

告出品机构对数据采集分析的口径不同， 所得

出的结果也就见仁见智了。

TEFAF

报告的出品方是欧洲艺术基金会，

其主办的欧洲艺术及古董博览会， 涉及纯艺术

品和古董， 并主要着眼于博览会一级市场。故

TAFAF

的报告中的艺术品类别涵盖了纯艺术

品、古董和家具等（纯艺术品，即油画、雕塑、装

置、素描、摄影、版画、水彩画），其数据来源包括

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既有拍卖市场数据，也有

画廊、古董商和私人洽购的交易数据。根据其报

告可知：

2012

年，全球艺术品和古董市场交易额

达

430

亿欧元，比

2011

年下降了

7%

。作为其核心

主力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结束了

2011

年的迅猛增

长，在

2012

年呈现较大幅度下滑，总销售额仅为

106

亿欧元，比

2011

年下降

24%

，其占全球份额也

由

2011

年的

30%

下降为

25%

，让出世界第一的位

置。 而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另一巨头美国， 则在

2012

年逆势而上， 达到

142

亿欧元的总销售额，

以占全球

33%

的份额重新回到世界最大艺术品

市场的位置。

相对于

TEFAF

报告中中国艺术品市场的

“惨淡”， 在

Art price

联合

AMMA

共同公布的报

告中，中国艺术品市场仍远超美国，蝉联全球艺

术品市场第一的宝座。 需要指出的是， 在

Art

price

的报告中， 所统计的艺术品类别只有纯艺

术作品，其数据来源也限定在拍卖数据中，计算

金额以落槌价为准。根据报告可知：

2012

年全球

艺术品拍卖市场总交易额为

122.69

亿美元 ，较

2011

年增长了

6.1%

。 其中中国纯艺术品拍卖总

成交额达

50.68

亿美元， 虽相对于

2011

年有较大

幅度下降，但在全球市场中，仍以

41.3%

全球市

场份额稳居艺术市场世界第一。 排在其后的是

美国市场，占全球份额的

27%

，英国市场以

18%

排在第三。

尽管两份报告的数据研究角度不同， 但都

不难看出中国艺术品市场已成为影响全球艺术

品市场走势的主力之一。 但从报告的数据收集

上看，

TEFAF

报告的数据涵盖及其来源相对

Art

price

来说更加全面，也更贴近中国艺术品市场。

根据艺术市场研究中心所出版的 《

2011

中国艺

术品市场行情报告》可知，在

2010

年和

2011

年的

拍卖市场中， 包含在古董里的瓷器杂项类都占

拍卖总成交额的份额约为

30%

。这类艺术品所占

份额比例之重， 是计算中国艺术品市场总成交

额中不可去除的一部分，

Art price

报告将其省

略，可谓稍显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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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向晨晨

写实油画不一定是肖像画？肖像画就一定要栩栩如生？

肖像画的脸上透出艺术家的表情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非常资深的艺术

品收藏家，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办公室

里， 半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很大的肖像画，

画面上没有背景环境， 只有活生生的他，

像真人一样，栩栩如生地在油画里，甚至

比本人还好看。

收藏家非常喜欢这幅画像， 他说，自

己特别感激这幅画的作者，那是一位未曾

见过面的艺术家，仅凭着一张其助手在展

览时拍的照片而画就的。

这也是我对于“肖像画”最初期的认

识———人物形象的画。

3月4日至30日，“面对面———中荷肖

像及室内绘画展” 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

展。本次展览集陈丹青、毛焰、Jan�W orst、

Philip�A kkerm an四位中荷艺术家的作品，

再次呈现了艺术史上关于肖像画这一经

典主题。陈丹青、毛焰的肖像画作品都完

全打破了我对于肖像画的认识。

汤宇：肖像画是人物画，人物画不一定是肖像画

汤宇，80后艺术家， 从4岁开始画画，

毕业于川音美术学院油画系，如今在蓝顶

青年艺术村有自己的工作室， 他以 “冷

月”为主题，创作了一批具个人风格的人

物肖像画。“我对人像这种精神气质的东

西非常感兴趣。”汤宇说。

专门研究过肖像画的汤宇认为，从一

般意义上讲，肖像画肯定是人物画，但人

物画不一定就是肖像画。肖像画在人物画

的基础上，有了一个特定的限制———即肖

像一定画的是一个特定对象，从一个现实

人物出发，再向外扩散艺术家个人的主观

感受。“最朴素的说法就是，他是谁，哪怕

是一幅抽象的当代艺术作品，只要是从肖

像画的角度定义，就一定要确定绘画的个

体，或群体。这是肖像画最重要的特性。”

汤宇说，古代很多关于关公、钟馗的画像，

似乎有一点肖像画的意思， 但却绝对不

是。它只是一个符号。

同样， 写实油画也不一定是肖像画，

在欧洲博物馆里的许多帝王画像，都是创

作于一个没有相机的年代，人物可以画得

很写实， 而有时甚至是找一个模特来扮

演，给予它一个符号式的命名，他是谁。这

些都只是 “具有肖像画特征的人物画”，

而不是肖像画。

汤宇个人的肖像画，排斥画面的纯写

实和叙事成分，而是将绘画“落到一个针

尖上”，人物的选择相对随意，画什么不重

要，题材不重要，更看重怎么画。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如何去表达人物上。

“《冷月》是我的审美理想———冷艳、魅

惑而又洁净通彻，犹如寒天的月色。而肖像

不过是借题发挥的对象。所以画什么对象不

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去画？怎样去表现？如果

用最少的文字概括我的创作思路希望能是

一个‘锐’字。‘锐’在我看来应当是属于精

神气质的东西， 在审美之外它几乎别无用

处，就形式而言必定是极少和单纯的，至少

在构成结构上应是如此。”汤宇说。

长居南京的艺术家毛焰，一直有“观

念性肖像绘画大师”之称。

如今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的肖像画

作品， 是毛焰于2004年至2009年的作品，

不同的作品，都是同一个人，是他画了十

多年的托马斯·路德维德， 一个外国朋友

的形象。“‘托马斯系列’仍然是我的一个

主题，新的中国人的形象也在开始，可能

最理想、最希望的还是关于中国人的形象

吧，这是相对比较周密的计划，还没有完

全展开。”毛焰说。

当装置、观念、新媒体等艺术形式强

烈地冲击着传统架上绘画时，毛焰却依然

醉心于肖像画。和汤宇的说法如出一辙的

是，有论者称，毛焰将这一源自西方的艺

术形式，画出了中国水墨山水的意趣。

毛焰确立他江湖地位的是一幅《记忆

或者舞蹈的黑玫瑰》，让他跻身于“千万

俱乐部”。当时，毛焰曾放言：“我希望画

面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局部都充满表

情。那种‘栩栩如生’的肖像画对我来说，

没有意义。” 对于一个24岁即在大型展览

上获奖的画家，这无疑是他才华和野心的

有力佐证。 评论家栗宪庭也曾撰文表扬：

“毛焰的作品放在欧洲任何博物馆的大师

作品前，都毫不逊色。”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毛焰的肖像画多

以居住于南京的朋友，如苏童、韩东、李小

山等为模特。画面形态与画中人物的文化

背景交互，拓展了肖像的思想纵深。而后，

毛焰的转向了一个外国人。

1998年，毛焰遇到了在南京学习汉语

的卢森堡留学生托马斯·路德维德

（T hom as�R ohdew ald）。这个高大、富有教

养的欧洲人与毛焰相遇在一次朋友的聚

会上，此后他们经常一起聚会、踢球。

有一天， 毛焰突然开始画起了托马

斯。从2000年至今，托马斯几乎成为毛焰

笔下唯一的主角。 他被画家略去着装、微

闭双眼、神思迷离，甚至不辨男女，成为真

实以外的“拟像”。

曾经有很多采访都会问他， 毛焰，你

究竟为何如此钟情托马斯？

这一次的采访，毛焰依然回答，画了

那么多的托马斯， 实际上只是借他的形

象，画的主角仍旧是自己。

毛焰：“栩栩如生”的肖像画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TEFAF与Art� price艺术市场报告比较

文

/

康洁

名词解释

汤宇作品《冷月

2012.10.6

》（局部）

陈丹青肖像画作品

Akkerman

肖像画作品

毛焰所画的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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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白“维”有“C”活力
———科颜氏集焕白系列全新亮相

美白可以说是女性护肤的老生常谈，但随着大家对美白的认识，对
美白的诉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不但要白，还要从均匀和透亮方面入手
提高肌肤美白的品质感。科颜氏皮肤医学专家研究发现，亚洲女性的肌
肤更容易产生色素过度沉着问题，引起褐斑和黑色素不均匀沉着。为
此，今年3月，科颜氏集聚皮肤专家的尖端力量，在中国正式推出专为
亚洲顾客研发的全新升级的科颜氏集焕白系列及其领衔产品集焕白均
衡亮肤淡斑精华液。

活力维
C

无需酶激活，便能即刻发挥充分活性，渗透更快，迅速阻止黑
色素合成，通过阻碍黑色素向肌肤传递达到摧毁黑色素堆积的目的。迅速瓦解黑
色素堆积，同时阻止新肌肤瑕疵产生的过程，是解决色素过度沉着问题的关键。

这一过程进行的越快，使用者就能够越早观察到皮肤的改善。 ”

———色素过度沉着研究专家及科颜氏皮肤咨询专家
Sherry Hsiung

博士
阐述活力维

C

的作用机制

集
焕
白
均
衡
亮
肤
淡
斑
精
华
液

集焕白成分主角
———活力维C

作为全新升级的科颜氏集焕白系列
的点睛之笔，集焕白均衡亮肤淡斑精华液
拥有独一无二的净透配方。集焕白均衡亮
肤淡斑精华液配方的关键成分为活力维
C，因此涂抹之后可即刻发挥 100%活性，
迅速渗透肌肤，阻止黑色素堆积，并能够
在击退暗斑的同时，保持肌肤透亮润白。
除此之外，集焕白均衡亮肤淡斑精华液蕴
含白桦萃取精华与牡丹萃取精华，珠联璧
合，功效卓著，快速修复肌肤问题，适宜持
续使用，肤色显著更均匀净透。

活力维C是科颜氏领先市场的新一
代强效活力因子———这种维生素C衍生
物，分子十分稳定，无需酶激活即可立刻
发挥充分活性。并且，科颜氏是亚洲率先
在全系列产品中应用活力维 C的品牌。
活力维 C 可更有效阻止黑色素过度生
成，并为击退暗斑的护肤程序新添创新
的、极具价值的一环：阻止黑色素堆积。

新系列超级明星
———集焕白均衡亮肤淡斑精华液
作为科颜氏全新升级的集焕白系列

的点睛之笔———集焕白均衡亮肤淡斑精
华液拥有独一无二的净透配方。关键成
分为活力维 C 在涂抹之后就可即刻发
挥充分活性，迅速渗透肌肤，阻止黑色素
堆积，并能够在击退暗斑的同时，保持肌
肤透亮润白。除此之外，集焕白均衡亮肤
淡斑精华液蕴含白桦萃取精华 与牡丹
萃取精华，珠联璧合，功效卓著，快速修
复肌肤问题，适宜持续使用，肤色显著更
均匀净透。

关于集焕白均衡亮肤淡斑精华液
配方的优越性，科颜氏产品开发皮肤医
学咨询专家 Adam Geyer 博士是这样
评价的：“配方轻盈如丝、高效保湿的特
性，让敏感肌肤的顾客也能长期使用。
迄今为止，我们还未发现可解决色素过
度沉着、肤色不均和暗淡无光问题，并
可持续使用的产品。修复色素沉着问题

的两种最常见处方药物有限制长期使用
的明确规定。对苯二酚至多连用三个月，
以防发生副作用；外用维甲酸具光敏性，
夏季应谨慎连续使用。科颜氏集焕白系列
可每天使用两次，可持续使用，无需担心
上述两种副作用。使用科颜氏集焕白系列
产品，无需药物治疗，即可令肤色长期保
持均匀净透，这将树立色素沉着问题改善
产品的新标准。”

潮牌护肤再现成都
———仁和光华新店将开业
科颜氏集焕白系列在 3月登陆成都市

场以来，凭借新一代维生素 C衍生物“活
力维C”受到了极大关注。在亚洲其他国
家和地区，科颜氏“活力维C”配方已经得
到了美容媒体的一致肯定。而科颜氏定位
为纽约潮牌护肤，推出的安全妆品，也受到
诸多爱用者的推崇。据悉，科颜氏成都仁和
春天（光华店）柜台也将在 3月 29 日起正
式营业，这是科颜氏在成都地区的第三家
专柜。

“

成都商报记者、汤宇、毛焰

肖像画锵锵三人行

“历史上有无数的大师画过无数精彩

绝伦的肖像画， 但古往今来的那些肖像画，

其实都不仅仅是肖像画，它都有艺术家本人

浓郁的精神和情怀，浓郁的个人风格，浓厚

的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