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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宋庄—“黑车”司机老金正传
“我能听见石头的声音”— Art289对话枡野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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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宋庄
—
“黑车”司机老金正传
文｜Art289记者 方军 图｜Art289摄影记者 李毓琪 发自北京
Art289编辑_潘丽 Art289设计_莫玉琴

ART289 MAY 2015

P

171

LIFE STYLE

“宋庄二老”之一，黑车司机老金，从挣艺术家的钱开始，逐渐玩起了艺术。2011 年，徐星和意大利纪
录片导演老安拍摄的反映宋庄艺术家生态题材的片子《五加五》面世，老金频繁出入映后见面会，上
了时尚杂志，俨然明星。4 年后，宋庄风风雨雨，老金还好吗？带着疑问，Art289 记者走进宋庄，走
近老金。

天安门往东三十余公里，徐宋路南端入口的“中国 · 宋庄”招牌格

“我在给政府减轻负担”

外醒目。马路两侧巨大的宣传海报传达着政府的雄心，要把宋庄建设成
“世界文化名镇”、
“中国文化硅谷”。据悉，目前宋庄以小堡为中心的 24

早上 11 点，老金接到电话，把一 位画家的妻子送去机 场。刚要 折

个村落共居住着六千多名艺术家，展馆三十多个，画廊百余家。

返，这位画家又来电询问妻子是否已经登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让老

跟着老金的车一路往北，方力钧创作于 2009 年的塔形雕塑矗立在

金去某地把一个叫小张的女人接回宋庄。老金自言自语数落几句，然后

小堡环岛中央，如一个倒扣的喇叭，自上而下分别由金、银、铜、铁、锡、

踩上油门继续服务。

泥沙等材料构成。随着岁月的洗礼，底层的泥沙表面已开始脱落。

这样的事，老金早已习以为常。在为艺术家服务的这些年里，老金

“这不是塔，是阶级的象征。”老金随口点评，继而加上他的口头禅，

对宋庄众多艺术家的状况了若指掌。谁在闹离婚，谁走桃花运，谁家孩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车轻盈地绕过环岛，驶向艺术区深处，这

子病了，谁画卖得好、卖多少钱，谁住在哪，谁搬来了、搬走了，谁搞行

是过去 10 年老金的生活路径。

为艺术走火入魔了，基本没有老金不知道的事。

老金现在52岁，是宋庄当地的一个“黑车”司机。他有一个豪迈的名

“昨天我拉一艺术家的老婆，45 岁，更年期提前到了，两人打架闹

字，金朝龙，但“艺名”老金更为人熟知。在众多认识老金的艺术家中间，

离婚，就真要离婚了。”老金信口举了个例子，他现在不光倾听，还给人

流传着一句玩笑话：宋庄有“二老”，即老栗、老金。满面笑容、念念有词、

免费做咨询，
“那艺术家告诉我说想在外面搞一个，但家里那个还舍不

胸口一串大佛珠，老金总是气派十足，扮相与名号十分相称。

得。我就说，你家里那个也别离，外面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你休了前

宋庄的艺术家们时常要进城 或去机 场，也总会晚上喝高了要想办

妻没饭吃。”

法回家，在这交通不便的“中国”艺术村，老金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他

这样的事，老金跟谁都说。老安说老金是“话痨”，嘴一开动就没

总是不辞辛苦，随叫随到，贴心地为艺术家和他们的家人、朋友、情人

有停下的时刻，他知道的多，传播的也多。就这样，老金的名声逐渐在

提供优质服务。于是，宋庄另一老 — 老栗在老金的车前盖上用马克

宋庄艺术家中间建立起来 ：一 个任劳任怨的司机，一 个热爱艺术的另

笔题词 ：为艺术家服务。

类宋庄农民，一张厉害的嘴，一个信息中心……

这位全心全意为艺术家服务的“黑车”司机后来成了纪录片《五加

老金与别的黑车司机不一样，他一般只接艺术家的活儿 ；由于向他约

五》的主角。2010 年初，作家、纪录片导演徐星和意大利纪录片导演老

车的人很多，他在市场中逐渐掌握了卖方主动权，这几年他只需在家接电

安（Andrea Cavazzuti）打算拍一部反映宋庄艺术家生态的片子，某日与

话、收短信，然后排日程。

艺术家林春岩、库雪明在小堡文化广场吃烤串谈宋庄有趣的事，名声在

“几分钟就能到”的老金用他优质的服务赢得了众多艺术家的心。

外的老金此时理所当然地被提起。在徐星和老安看来，第一次见到老金

《五加五》的开头罗列了一系列用户好评 ：马燕泠说第一次见老金的印

本人，
“觉得这片子差不多就成了”
。

象并不好，但因为他随叫随到特别能吃苦所以就成了老金的忠实顾客 ；

从 2011 年该片制作完成以来，老金频繁出入映后见面会，上了时

林春岩称老金“不管多晚，喝多少酒，他全部带你回去”；刘炜说老金

尚杂志，俨然一个明星。4 年后，宋庄风风雨雨，老金还好吗？

是他“大爷”；老栗说未见其人但早就听其名，
“特别热情、服务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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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在林春岩的工作室。纪录片导演徐星和老安第一次听到老金的故事，就是在和林春岩吃串儿时。林春岩算是老金的早期客户。

宋庄有“二老”，即老栗、老金。老金拜访艺术家不需要预约，直接上门。老金带着Art289记者来到老栗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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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雪明称老金“有自己的原则，他说谁是艺术家就是大
艺术家”。
Art289 记 者初次去 宋 庄 拜 访 的 那天，老 金因为半
夜去机场接某位画家凌晨一点半才到家。早上起来喝了

老金称从2005年1月
开始开黑车是“奔着
艺术发展”，从中“了
解艺术家的辛苦”。

金不是黑司机，而是一个为艺术家服务的好人。
在所有黑车司机中，老金的服务是最专业的，因为
此前他在城 里开了 10 年正 规出租车。从合法到不合法
的转变，隐约透露出老金的与众不同。对老金来说，开

一大碗妻子煮的汤后在家休息，午饭期间老金共接到艺

出租车最大的苦不是累，而是无法与人社交和沟通。憋

术家的 3 个电话和一条短信，提醒或向其预约接送。当

了 10 年之后，老金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开黑车也许可

天下午有 3 帮人要去机场，同一时间的航班，实在挤不

以带来更多的自由和交朋友的机会。

下了，老金不得不拒绝了其中一人。

老金的选择是正确的。几年后艺术的大门将向他徐

老金平均每天接一到三个活儿，最少的时候都有两

徐敞开，一个崭新的世界会彻底影响他的物质和精神生

百元的收 入。
“我 每天都给媳妇交钱，不高兴的时候 给

活，他要交的朋友不是别的黑车司机，而是艺术家。

一百，高兴的时候两百，”老金提高了嗓门，
“她有一 个
账本，剩下的钱我怎么花她管不着。我们这岁数了，也

强行介入艺术

不缺钱，该干点正事就干点正事。”
这 几 年 老 金 的 确 不 愁 钱，2013 年他 花 8 万 换了一

十几年前，艺术家们刚搬进宋庄的时候，小堡村的

辆尼桑新车。老金的妻子郭珮在村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村民们大多有抵触情绪，都害怕跟这些长头发、邋里邋

负责外 来人口登记，夫妻俩把家里的空屋都 租了出去，

遢的人接触。在接受 Art289 采访时，徐星分享了一个当

已结婚生子的儿子在城里有自己的事业。闲适的生活无

时十分流行的段子，形象地刻画了彼时村民对艺术家的

疑得益于艺术家入驻宋庄的潮流，老金一家的致富是宋

排斥和冷漠。

庄 20 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两个艺术家来宋庄租房，敲一户村民的房门。大铁

“农民致富的手段有很多种，但 宋庄的这些农民还

门打开，看到两个脏不拉几的人，
“砰”的一声关上，
“没

真亏了艺术家。老金真的应该好好感谢宋庄的这些艺术

房，走人。”两个艺术家刚转身，就听到村里大喇叭警惕

家。
”徐星说。

地喊 ：
“村民们注意了，他俩往村东边去了。”

1994 年初春，批评家栗宪庭和一些知名艺术家如方

尽管如 今 宋 庄 村民大 多乐 意 把房租 给艺 术家以 改

力钧、岳敏君、刘炜等开始搬到宋庄。1995 年秋，圆明园

善生计，也常向艺术家要画，但总体而言，如老安所说，

画家村解散，此后一大批原来驻扎圆明园的艺术家迁移

村民对艺术家的态度是“不理解、不喜欢、不抵触”。老

到宋庄，其中包括王庆松和黄永玉。圆明园画家村“村长”

金是个例外，他的与众不同在于“特别害怕艺术家对他

伊灵（郭新平）2005 年搬至宋庄，在接受 Art289 采访时，

不感兴趣”，
“他要介入，要强行介入。”徐星说。
老 金 称从 2005 年 1 月开 始 开黑 车是“奔 着 艺 术 发

他称圆明园对当时很多艺术家来说是“炼人炉”和“人间
地狱”，来宋庄后条件好了很多。

展”，从中“了解艺术家的辛苦”。向艺术发展的第一步，

2005 年，是宋庄艺术村建设的一个关键年份。9 月，

自然是外表上就要像个搞艺术的样子。老金以前的打扮

宋庄艺术促进会由政府推动成立。同年 10 月，第一届宋

充满了喜感，喜欢歪戴着一顶黑礼帽，嘴角叼着烟，胸

庄艺术节在充满泥土气息的小堡村举行，揭开了中国各

前挂好几串大小不一的佛珠，这便是早期老金心中艺术

地艺术家涌入宋庄的大幕。

家的形象。

“那会儿卖画特别容易，有些艺术家本来在家当老

在口口相传中老金成了诸多艺术家的首选司机，伊

师，不干了，都来宋庄下海，好赚钱啊。”老金说。关于

灵就是其中一位。老金说他的这位“好哥们”来宋庄后“赚

宋庄如何从穷苦农村变成如今中国著名艺术区的过程，

着钱了、盖上楼了”。在纪录片中，有一幕令伊灵现在想来

老 金 如数 家 珍。2008 年金融 危 机 爆 发，中国当代艺 术

“有些丢脸，觉得自己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市场遭遇滑铁卢，相比之下传统水墨市场还算坚挺，老

中国艺术家喜欢喝酒畅谈，伊灵也不例外。2010 年
某晚一个饭局上，伊灵喝高了，说要画一张 100 米的画（随

金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张艺谋搞了个奥运会”
。
2005年，老金看准商机买了一辆灰色夏利，开始了

后几年伊灵创作了《文明的密码》），后来就一边哼着歌

为艺术家服 务的“黑 车司机”生 涯。10年前的宋庄 还 到

一 边打电话 让老金来 接他回家。
“永远不接电话，我觉

处都是 土 路和玉米 地，交通极不便利，老百姓开得起夏

得特别惨，”伊灵自言自语，终于打通了，又说，
“我喝多

利已 经 不 错 了。北 京 城 里 的出 租 车 司 机 通常 不愿 去 宋

了，你必须过来接我。”老金不巧送人去了一号地，伊灵

庄，艺术家的出行需求无法满足，这便催 生了当地的黑

醉醺醺数落道 ：
“老金我跟你说，你太傻逼了。”

车行业。

老金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混入了宋庄艺术圈，成为艺

“人家说我是黑 车司机，我不赞同。我 这 是在 给政

术家的“朋友”
，实现了他当初想要交友沟通的愿景。他

府减轻负担，反而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老金忿忿地说。

像个大爷一样，要见艺术家直接过去敲门，报上老金的

伊灵笑着说历史会对老金做出一个很好的公认 ：老

名号，大家都得给他开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屡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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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开始，老金不断邀请艺术家在他的夏利车上签名，其中不乏名家，这辆车被戏称为“宋庄第一文物”。

爽。总之，叫车，找老金。找艺术家，找老金。问事，找老金。

随手扔在地上。

“我一直都对艺术感兴趣，我也很尊重艺术家，”老金坚定地说。为

为了复原这件艺术品，老金马上去找那些重要的艺术家把丢失的名

了进一步“奔着艺术发展”，老金做出了一件很艺术的事—从 2005 年

字补上。老金拿着相机要记录这些时刻，给每个重新签名的人拍照，并

开始，老金不断邀请艺术家在他的夏利车上签名，里里外外全是艺术家

让儿子帮他导出到电脑里存档。谈到艺术家是否都愿意补签，老金自豪

的名字和寄语。他的车开在路上十分另类，有点像他口中常常提到的“我

地说 ：
“那可不，都是哥儿们！”

的车有行为（艺术）”。其他黑车司机常常嘲笑他，说他是“疯子、傻逼”，

作为宋庄另一“老”，老栗为这件艺术品的复原扮演证人的角色。

当然，老金也看不起他们。

他在车前盖左侧竖 排 写下车祸 经 过，告 知他人“现在 换的是 新 盖哟”，

艺术家们都知道不是随便谁都能在老金的车上签名，得先有资格，

还署上大名，老金提醒他写时间时少了“公元”二字。原来的车前盖上

按老金的话说，
“不知名的不让签，喝醉时不让签，成天泡女人的不让

有老栗“为艺术家服务”的题字，现在挂在“老金文博馆”的一角，旁

签”。于是，很多艺术家在受邀签名时都会调侃老金，假装庆幸自己终

边是一堆杂物。

于有资格了。王功新在老金车上的寄语索性就是“我今天终于够资格在

夫妻 档艺术家王功新和林天苗在宋庄有一 个极豪华的工作室，是

老金的车上签字了！”。

年轻艺术家努力的方向。他们有自己的专车，跟老金的工作没有交集。

车上的寄语创意 无限，比如，
“宋庄一 景”、
“老 金 好人”、
“当代艺

由于拍摄纪录片的缘故，老金去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换完新车盖后，

术运输大队长”、
“开车比艺术牛逼！”、
“艺术金品老金车”、
“向老金同

老金去邀请他们签名，他知道林天苗在宋庄很有名气。林天苗欣然答应，

志 学 习 偶 发 艺 术 节”；有 外 国 同 志 留 下 的，
“The most ORIGINAL taxi

在车前盖最显眼的位置写了一个公式 ：
“1+1= 老金”。

driver in my life”（我这辈子见过最创新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完全不搭

“这句话怎么这么写呢？”老金反 应极快，意识到这不是 好话。离

边的，比如“花好月圆”。

开王功新和林天苗的住 处 后，老金对着徐星和老安的镜头说 ：
“1+1 在

“我看这车是宋庄第一文物。”其中一位艺术家写道。

北京来讲，就是‘二’，二就是二逼。不能写。”

“安全行驶，保护好文物！！！”另一位艺术家在一旁回应。

老金笑得有些难为情，随即俯在车上说要“改一下子”。他顺着林天

2010 年 9 月 6 日，老金的文物出事了。在唐山至北京高速公路上发

苗的笔迹，作了修改，于是成了：
“5+5= 老金”
。
“这样就行了，”老金颇满意，继续说，
“5+5=10。彼此之间咱们都实。

生的一次重大交通事故中，上百辆车相撞，老金不巧给遇上了，车前后

5+5=10，5+5= 老金，这就对了。”

的外壳都需进行调换。老金嘟囔着嘴，看着工人卸下被撞变形的车盖，

P

175

LIFE STYLE

“从 2 到 10，
就是可爱，
就是匪夷所思。
”徐星在接受 Art289 采访时说。

一个“老金中国当代艺术展”，或者叫“老金不花钱收藏展”，让老栗策展。

如今，老金的夏利车已经退休，成了“老金文博馆”的镇馆藏品。
“50

到时候那些大腕都得赏脸过来，不来的，就在车上的签名处给那人打个

万我绝不卖，要卖 100 万。”老金笑笑说。

方块，说明那人死了。

不花钱收藏展，办得跟舞厅一样

式，说要“办 得跟舞厅一样”，以区别于 一 般 美术馆办展览时安静的气

这一说，大家都乐呵了。但老金还没完，他接着描述 这次大展的形

氛，老金觉得那种不让说话的氛围“像做贼一样”。老金接着向Art289记
老金向来都很实在，在与艺术家接触的过程中，他除了把自己的车

者解释：
“这是我的出发点，我要营造一种特殊的感觉。进一个展馆，你

变成一 个艺术品之外，也没忘记捞点实在的好 处 — 向艺术家免费要

来了我来了大家都不认识，有什么意思？但我办的展览，策展的人、接待

作品。如今他家中每个房间都挂满了画，有的是原作，有的是版画，老

的人、参观的人，来了之后就给一个标志，让大家都互动起来。”

金说原作至少有百来张，
“他们都愿意给我，我还不愿意要。”

“就是要进入到艺术之内，”老金在艺术方面的词汇有限，又重复说，

伊灵的版画，老金有五六张。
“原作他不愿意给我，他的画贵呀！”

“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让你进入这种感觉之后，你就能逐步地适应

老金有点遗憾。他指着后屋角落里的一幅画说：
“那是诗人芒克的。好吗？

这种感觉。”至于这种“特殊的感觉”，老金始终没有解释清楚，大概这

这东西是一个人的眼光，你听懂了啊？”我不知如何回答，摇摇头。他接

种“感觉”还只存在于他的感觉之中。

着解释说：
“他是玩名儿的，按他画的水平来讲，不见得好。艺术这东西，

“有的美术馆在我眼里呢，就是装逼，搞的很高贵，不让人说话，都

我太了解了。”

是错的。你的画得让大家都买得起、让大家都看，让大家逐步地适应，

此话不假，老金认为好的肯定是好的。有一回，他捧着一盆橘子去老

这才是好的作品。现在的作品都是 100 万，把人都吓跑了。
”老金有一种

栗家，让老栗帮忙写幅字。老栗当时正忙，有点烦心，便问他想写什么好

很强烈的艺术平民化的观点，跟老栗如出一辙，他继续说，
“艺术就是要

打发他走。
“艺如止境。”老金随口说了一个成语。
“我当时脑子完全没有

让什么人都买得起。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这样，以后是个人就买得起艺

过就写了一个‘艺如止境’。”老栗在纪录片中回忆说。等老栗反应过来自

术品，是个人就可以收藏，不是非得贪污腐败才能搞收藏，要不然这帮

己把“艺无止境”写错了时，马上打电话给老金让他拿回来，并答应给他

艺术家连饭都吃不上。
”

重写一张。老金坚决不回去，
“没错，错了也是对的，名人根本就没有错了

“最后彭渊给你画了吗？”Art289 记者问。老金得意地说，
“他肯定

一说。”

得给我啊。”

这 幅 经 典 的“艺 如 止 境”后来 被老 金裱 了装 框，跟 其他 字画一 起

前几年，宋庄到处都是行为艺术表演，还有吸引了警察关注的“河

挂在家中的“展厅”，这个展厅就是后来的“老金文博馆”，伊灵给老金

床自发艺术节”
。当别的村民对这些所谓的艺术感到困惑时，老金却看得

的私人藏馆题了字，挂在大铁门上方，这个砖房里的美术馆显得有些突

兴致勃勃。他对行为艺术有自己的理解，说那些好的行为艺术家做了几

兀。林春岩常常开车经过老金家门口去菜市场，从没进去过，
“没邀请，

十年了都没事，反而水平太低的艺术家，搞行为就是为了制造矛盾让警

不敢进。”说着他笑了。

察抓。老金振振有词地评价说 ：
“如果警察不去抓，他们不就是一群神经

《五 加 五》记 录了一 个 令人惊叹 的 要 画场 景。徐 星和 老 安要 拍彭

病吗？做行为就踏踏实实做，别误导中国老百姓，让人觉得好像只要脱

渊，但彭渊在镜头前发怵不说话，这时老金粉墨登场开始了他的个人“脱

衣服就是‘行为’
。
”

口秀”表演。老金靠在沙发上与彭渊闲聊，徐星和老安架起摄像机。老金

老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在学校的时候是个典型不爱读书的人，老

回忆说：
“他们没给我题目，那我就临时发挥了。我这人有这能耐，编剧

师说他“心思不正”，大概是想女生的意思，他到今天还耿耿于 怀。但

本，我当场就做戏，我能把它做活了。”

老金对艺术一直很感兴趣，经常翻看艺术画册，自称“看书很多”。一些

浑身都是 戏的老金让两位导演大吃一 惊，他嘴巴一开动就没停下

常用的艺术词汇，如抽象、印象派、新水墨、波洛克，常常挂在他嘴边。

来，整场“表演”一 气呵成。老金自己找了个主 题 ：要画。他开门见山

“就拿波洛克来说，”老金信手拈来，颇有些科班出身的姿态，
“他

表达了担忧 — 提醒彭渊老乡给他起的绰号，叫“骚货”，让彭渊少玩

活到 44 岁，出车祸那天拉了两个小姐，撞死一个，他自己也死了。后来

女人。后来话锋一转，说“骚货”也不错，将来中国当代艺术史提到彭

他的画被人炒起来，1.4 亿美元。我们家宋伟那张，就是波洛克的形式。

渊就能想到“骚货”的名字，也挺牛逼的。彭渊始终一言不发，也不答

波洛克拿个树枝甩，我们家宋伟不是，他直接拿颜料盒甩，这是他的一

应给他画。

个风格。宋伟的画大多以宇宙为主题，他们的心有多高啊，幻想，宇宙

“他在此刻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一张画。”徐星在家中工作台前

大爆炸。我家那张叫《金碧辉煌》，因为我姓金。”

向 Art289 记者展示纪录片拍摄花絮时说。
“彭渊的画，在宋庄争议很大。

与老金聊天，你真的很难分清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他总是一张

老金其实有个想法，他听说老栗曾给彭渊卖画卖到十多万元，那万一彭

弥勒佛似的笑脸。老金抱怨说：
“人们喜欢拍我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像

渊的画真值钱呢？”

个二百五，总是拿我寻开心。”

“未来大师，你想好了没？”老金催促说，
“你给我一张画，我得念

农民见“官”

你多大精力，彭渊啊，我得念叨你一辈子。我把你的画搁我们家床上，
我躺着一抬头，我一看见你这张画，我就想起彭渊来了。人家说彭渊好色，

老 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往往都跟他的车有关。2010 年，这个自

我说不可能，好色怎么能画出这样一幅好画呢，这么牛逼呢？”彭渊忍

认为“为政府减轻负担”的“黑车”司机的车被扣了。

不住笑了起来，用舌头舔舔嘴唇。

当天晚上，老金送画家韩涛的父亲去北京站坐火车。老金 说被扣

老金见彭渊还是没有给画的意思，便使出了绝招，说自己以后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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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在给艺术家做司机这些年，没忘记捞点实在的好处：向艺术家免费要作品。如今家中每个房间都挂满了作品。图为老金家的前厅。

车一事他有预感，因为在车上他老犯迷糊，韩涛父亲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祸不单行。同年 9 月，由于大雾天气导致高速公路上百余辆车连环

到车站后，老人家掏钱给老金，正好城管盯着。老金试图忽悠城管，说

相撞，老金的夏利车正好夹在其中，车的前后盖被撞坏。他开着破车回

“这钱是人家欠我的”，城管当然不相信。后来，老金又解释“人是从宋

到宋庄，试图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但对自动语音的指令有些“听不懂”。

庄家里拉出来的，不是在马路上趴活拉的”。

与妻子郭珮回家后，两人坐在客厅重新拨通保险公司的电话。老金以

强势的城管不理会这些，向韩涛父亲求证老金是黑车司机。得知韩涛

自己不知道保险单号为由想要按免提让郭珮说话，但不小心挂掉了电话。

父亲是共产党员，又见开往山东的火车出发在即，城管威逼老人家签字证

郭珮有些恼怒，
“你给我干嘛，你自己不会报案啊？”

明老金开黑车，不然不许他回老家。
“他爸吓坏了，把我顶了。
”老金说。

再次拨通电话，老金念不准带英文字母的车牌号，便把电话塞给妻

司机没了车就像画家丢了笔一样，顿时生计没了着落。
“托人也没用，

子，
“你说。”

重要人都办不了，我都托到中央里去了，你相信吗？这搁一个月，我受

郭珮报完车牌号后想把手机还给老金，
“几点发生的事故？你自己说。
”

得了吗！”老金回忆说。
“关系”不行，只得用钱。后来，徐星和老安给

“5 点，”老金把手机推回去。

凑了 5000 元，老金的亲家支援了 5000 元，老金算了一下，赎回这车共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郭珮重复了一遍保险公司的名

花了 10500 元。

称，然后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无奈，
“啊，打错了？那我们应该打哪里？”

老金心中愤懑，去找伊灵诉苦。伊灵作为协调人和老金一起去了韩

纪录片中的这一场景十 分生动，老金推 来推去的几个动作直白地

涛的工作室。刚开始，双方的情绪都很激烈，互不相让，导致纪录片拍

暴露了他心里的畏惧。
“你看他很张狂，但他就是一个农民，任何官方

摄叫停，等到再开机时，伊灵作为和事佬已经平息了双方的怒气。最后，

都对他构成威慑，这是中国农民的可怜。”徐星说。

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 ：韩涛答应送老金一张画以作补偿。

不会开黑车的农民不是好画家

老金的愁容顿时缓解，笑容重新回来了，他拿起那张画，自言自语
地说 ：
“得，我乐了。感谢韩涛，送我一幅画。我觉得这还是好哥儿们。”

一 位 艺 术家在老 金 的夏 利车上写道 ：
“中国 · 宋 庄 当代 原创艺 术，

他打量着画，脸上的神情十分复杂。那时韩涛的画还算值钱，有位女士
曾向老金出价 9000 元买这幅画，老金不卖，说底价一万。这幅画现在

因为有了宋庄农民的参与更添活力。”总体而言，大多数宋庄农民的参

还挂在“老金文博馆”入口处。

与体现在租 房给艺术家或者家里 挂一些画，真正参与艺术、艺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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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例子却很少。
老金偏偏是个不寻常的农民，艺术家们送给他的书
法 作品“与艺术同行”、
“金石为开”等 似乎预示着老金
将不仅仅把开车变成艺术、把家变成“老金文博馆”，老
金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除了“艺术瘾”
，老
金还有“社交瘾”
。
他乐意混饭局、看展
览，也热衷于社交网
络上的艺术世界。

2011 年起，老金开始画画了。最初画小葫芦，后来

后《五加五》时代
2010 年，徐星和老安找到老金说要拍纪录片，老金
有些顾虑，他觉得“艺术家风风雨雨多了，一个借题发挥，
就把我搁进监狱里去了。”接触两位导演之后，老金宽了
心，说他俩很实在，凑一起剪片子，片子就特牛。

改画佛像，再后来开始摸索抽象，他称之为“新水墨”
。

《五 加五》出来后受到一致 好评，从此老金就从为

老金的作画时间有季节性，一年中只有 5、6 月创作，其

人熟知变成声名显赫，开始习惯出入公共场合，享受舞

余时间积累创作概念，偶尔“修修画”。

台中央的聚焦。但老金觉得这对他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水墨画可以修吗？”Art289 记者好奇地问。
“你不

“因为我老拉艺术家和熟人，我没有必要拉生人。
”
但是在旁人看来，过去 4 年，老金改变很大。他摘

懂，”老金说，
“我这个是新水墨，跟油画一样，可以修的。
”
床上摊着厚厚一摞老金这几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

了帽子，戒了烟，胸口只留下一串佛珠。用徐星的话说，

为两类：波洛克滴墨风格的抽象画，以及山中裸女图（老

老金“懂得了控制”。

金称其为“裸佛”）。

以前拍片的时候，老金从来不跟徐星和老安吃饭，

老金把自己的一些画裱好，与艺术家送给他的画一

这几年老金开始混艺术家饭局，还抢着埋单。老安说：

起挂在“老金文博馆”中。他指着其中一幅说：
“都说这

“我们现在终于平级了，拍完片子他想通了，现在的老金

幅画不好，但是一挂起来就不一样了。”又指着另一幅，

充满活力。”老金随声附和：
“有钱没 钱我也是活着，该

“这张画太糙了，我得再修修，人脸这边再修修。”

怎么着就怎么着。”

“接 触艺术家以 后，我有一种特 殊的灵 感，我 就适

伊灵笑着对老金说 ：
“我发现你 现在 对任 何事 都没

合跟艺术家打交道。所以我看人家画画，一扫而过，就

有瘾，可有可无，唯有对艺术还有瘾。”

知道好在哪。谁是原创谁不是原创，我都心里有数。什

除了“艺术瘾”
，老金还有“社交瘾”
。他乐意混饭局、

么市场要卖什么样的画，我也都知道。”

看展览，也热衷于社交网络上的艺术世界，他的朋友圈常

林春岩看了老金的画，问他 ：
“这是国画吧？”老金

常出现大大小小艺术家的照片，或自己拍的，或从别人朋

立马反驳 ：
“什么国画，我这是新水墨。你知道我的漆多

友圈拿来的，
试图时刻保持一个与艺术家关系很近的形象。

厚吗？跟油画一个样。
”

在老金的一幅画中，凤在龙的上面，意指女人治天
下。
“所以你家是老婆做主？”Art289 记者问。老金笑道：

“老金文博馆”正中靠墙摆了一张长桌，这是老金的
工作台。因为是冬季，老金很少创作，工作台上堆满了杂

“哈对，中国不就这样吗？”

物。除了颜料、画笔、墨汁，还横七竖八地放着剪刀、榔头、

老金的绘画爱 好，得到了儿子、儿媳，甚至4岁孙子

各种塑料袋、吹风机等，桌下堆满了工具、煤气桶、大葱，

的支持，唯独郭珮不喜欢他的画。老金数落：
“她说画画

一旁放着垃圾桶、扫把，墙边整齐地靠着 7 个大白菜。

没用，她这种女人就认钱。我跟她不一样。”老金说老婆

2014 年底的一次《五加五》放映会后，老金作为神

现在“爱情转移”了，
“你懂吗？你太年轻，不懂。老夫老

秘嘉宾出现在交流会上，他告诉观众宋庄所有的艺术家

妻有感情吗？有。但是现在孙子更亲。她不关心你的事，

都是他的老师，
“我画的是裸体的画，人就是佛，佛就是人。
”

你做你的，她做她的。”

他觉得“好的作品，必须要原创”
，
“不要去模仿八大山人

即便 如此，老 金 还 是 念着妻子的好。“她虽然 看 起

和齐白石，你要做你自己。只要跟人不一样，就是艺术。
”

来横，但是每天快要吃饭了就打电话来问我吃了没有。”

最后感叹 ：
“媒体推我一步，我不干（画画）都不行咯。
”

老金笑笑说。

很多年前，老金在雍和宫附近看过一次赵无极个展，

梦想工厂

从此赵无极成了老金最喜欢的画家。
“他的画用笔少，反
而漂亮。看大师的东西，才能给自己增添新的东西。”

老金的车每天都要穿过徐宋路，宋庄的格局在他看

评价老金的画是一件难事。伊灵说他瞎画，让他多

来就由这条马路来界定 ：马路以西大多住着有名的职业

练。徐星说他太浮躁。

艺术家，马路以东多半是为生计奋斗的非著名艺术家。

不得不承认，老金真的敢想敢做。他扬言将来要办

隔街相望，梦想与现实间的距离尤为真切。

个展，还要让老栗策展，
“老栗有义气啊，那多好玩啊。
老栗名气大啊，大家都得来。艺术家一听我要做展，这事

徐星和老安的镜头既为观众呈现了富丽堂皇的“文

不是大了去了吗？我的画是抽象的，别人根本学不来的。
”

化产业园”
，也让观众领略到泥沼中挣扎的另一极。谢仁

林春岩说老金可以“见证历史”。老金把历史很当回

辉来自福建，由于“老家没有氛围”所以来到宋庄。他不

事，他对伊灵说 ：
“以后我来口述，你找个人来帮我写中

常用老金的车，老金说他“用不起”
。因为作品卖得不好，

国当代艺术史。”

他偶尔会做小孩的摇摆机来改善一下生活。他还叫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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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右一）与意大利人老安拍摄了以老金为主角的纪录片《五加五》。从2011年该片制作完成以来，老金频繁出入映后见面会并上了时尚杂志，俨然一个明星。

‘落’下来。”伊灵说。

人帮助他做雕塑，他的艺术梦“寄托了很多人的希望”
。

与艺术家混久了，老金十分理解他们的苦处。他常常建议他的艺术

“我们家好像有一个人出来闯闯也是个事，成与不成谁也不能强求

家朋友们，包括彭渊，偶尔也做些行活以维持生计。最近，一位艺术家

吧。”谢仁辉对着镜头说。

的孩子得了病，在朋友圈里说“一定要离开宋庄这个鬼地方”。老金问他：

在老金看来，谢仁辉笔下的功夫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但“太小气”。

“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怎么生存呢？”

老金提了提嗓门 ：
“你只有干大气的事，才能做大气的事。”他用手指敲

女画家聂孟芳也在《五加五》中出现，她的形象在片中频繁变化，

着桌子，正好配合说话的节奏。
“你要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动，才能

有时像女学生，有时烫了头像非主流，有时又让人怜惜她脸上的些许沧

把这事理解透。”
“虽说艺术是很高尚的东西，”老安解释拍摄《五加五》的初衷，
“但

桑。她最开始很自负，说自己有信心打出去，理由是“三岁就画画，才

很多艺术家都是从外地来的，年轻、没钱，其实属于社会底层。我们关

能超出平常人一点点”。来这里三年多，2010 年的一个早晨，聂孟芳逃

注的就是这些人。2010 年那会儿还没提什么梦想，但宋庄那边全是梦想，

离宋庄。这几年她只卖出几张画，
“没有喘气的机会”。
老金家中堆放着很多艺术家送 他的书，上面积满灰尘，他想 拿来

就是一个梦想工厂。”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很多人来宋庄就是来赌博的，这里是个

办一个“老金文献资料个人展”。这些画家有的老了，有的死了，有的离

名利场。好多人都有这么一个梦，就跟买彩票差不多。”徐星接着说，
“这

开了宋庄。
“这些没有价值的书干嘛使呢？”老金思忖，
“那我就都拿出

里有成功有失败，有嫖娼的、吸毒的、进入官方的……人生百态，丰富

来给大家看看，这也是给他们留个念想。
”
“这一生走完，光彩的、不光彩的一生，有的人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

多彩。就应该这样，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正常了。”
2015年初的一天，老金开着车带我们走访一些艺术家，他指着路边

艺术需要坚持。从圆明园熬到现在是不容易的，搞艺术没有耐力是熬不

的一堆建筑废墟说：
“这原本是一 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前两天晚上被偷

下来的。伊灵、老栗他们，都是熬出来的，熬了这么多年了，熬白了头。”

偷强拆了，事情很复杂。”这种事已见怪不怪，因此宋庄艺术村即使发展

老金感触很深。
作家徐星和老安对本次报道提供了大量帮助，谨致诚挚谢意。

了十几 年，在伊灵看来，
“仍然使艺术家觉得 不稳定”。“艺术村需要更
多的开放度，要理解艺术家，与村民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使艺术家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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