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mitar Lu-
kanov
艺术旅者，行者无疆

艺术是一个缓慢、稳定、从不停止的过程，是不可阻

挡的努力。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不”字，也不允许有。

自从我 6岁起，我就知道我要成为一个雕塑家，而且
从未改变。

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从不重复自己。要一直意识到

艺术没有学习尽头。

一个人永远不能完成其使命。艺术是一种旅行。

̶Dimitar Lukanov

文字：姚京

图片：Dimitar Lukanov Studio/New York

Dimitar Lukanov

制作过程中的“天之光”（铜制，脱蜡法制作，尺寸：5x2x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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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籍的纽约著名雕塑家迪米特尔 · 拉科诺夫

（Dimitar Lukanov）是位极富创造力、感染力，并且在艺术的

路途中执着并始终不渝坚持自己的年轻艺术家。如果用奥斯

瓦尔德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话来形容，他就是

那个“希望脱离世界，飞跃无限，解脱身体，在星宿间的宇

宙空间环行”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雕塑作品永远都充

满着一种激情而澎湃的生命力。

让作品自行决定成败

对迪米特尔 ·拉科诺夫的认识和了解源自纽约肯尼迪机

场四号到达大厅，在这个每天日流量达到七百万人次的国际

机场，迪米特尔·拉科诺夫创造的高达 16英尺的大型雕塑《天

之光》，从 2006年 1月 11日起，就被永久地定格在人们惊

叹和赞赏的目光中。与此同时，这件作品也被收入到了著名

的 2006美国艺术年鉴中。而年轻的他，也早已在这件作品前，

便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在国际艺术界声明远鹤。

“天之光”是 Dimitar Lukanov的一系列以古老脱腊法铸

造的雕塑作品的代表。它由八个铜制体块被直接在蜂蜡中塑

型，然后以特殊的模具一次成型地铸造出来。那错综复杂而

又结构精密的形体，在边际缺失的轮廓下，如同一道扶摇直

上的天梯，以一种坚固而柔和的形式表达了升腾的动向，和

所有经过这里的人们，彼此传递和交流着运动的气息。

“天之光”是至今完成起来最困难也是最令他满意的一

件作品。在这一作品中，Dimitar要创造的是一个可视化的“全

维形态”（omni-form），一种积极向上的运动，充满对“灵活”

一词令人鼓舞的隐喻。在“天之光”落成之后，他时常会微

装出行，在四号到达大厅里聆听人们的反应。到达者来自世

界各国，他们对“天之光”刹那间映入眼帘时第一时间内所

反射出的表情及话语，对 Dimitar来说是最直接和具有震撼力

的，一句从旅客口中发出的“燃烧的摩西灌木”的由衷感叹，

让他感动和倍受鼓舞。

“让作品自行决定成败”，Dimitar如是说，“纽约是世界上

最拥挤和饱和的城市之一，任何空间都难以获取，更不用说这

样一个公共空间。在处理这样规模和范围的雕塑时，人们不可

能隐藏于国籍、出身、教育、目的、词汇和解释的背后。雕塑

家面临的真正考验正在于这个公共领域里每一天、每一分钟、

每一秒所面临的人，不管是小孩、老人，也不管贫富、黑白，

或者银行家、守门人、大使、理发师、牧师、教师，甚至是史

蒂夫 ·韦恩（steve wynn），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之光’是

一件涉及形形色色的旅客的作品，它让每个从不同角落而来的

人相肩比邻，共同地迎接希望，汲取向上和进取的力量。”

脱蜡法这一有着 5000年历史的古老技艺，成就了

Dimitar包括“天之光”在内的一系列主要雕塑作品。由蜂蜡

制模，再由单一金属浇铸，待完全脱腊后仅剩烧瓷模而形成

的雕塑过程，在每个阶段都有极大的风险，融化的金属可能

不会填满所有型腔，从而使作品损坏。“我要挑战和创作的是

一种艺术。脱蜡法是我的作品唯一使用的技术。金属进入原

来蜂蜡的位置，填满一个钻孔中的所有型腔。期间没有复制，

但存在大量的风险：如果在这个微妙而又复杂的过程中，金

属不能到达雕刻的印迹，则整个作品都将损坏。目前，我还

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钻研这种古老的方法，以表现一种永恒

的思想，并探讨未来。”Dimitar说。

自然胜于我们

Dimitar Lukanov出生在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 Plovdiv，

这也是欧洲最有历史色彩的一座古城。千年的文化血脉已沁

入他的骨髓，这是他之后历经巴黎，后来生活于纽约，但却

依然念念不忘故土的根脉之由。也许，正是这个让人能够静

静地沐在历史的暮霭，感受曾有的伤痕却不会悲戚与伤痛的

地方；也许，正是这个让人感到平静、和睦，不由自主地沉

浸于追忆和与时空对话的地方，才真正孕育了一个艺术家的

艺术灵魂。从六岁时起，Dimitar就决定并且知道将来一定

会成为一名雕塑家。从来没有任何其它事物能够让他如此感

兴趣，也从未改变过他创作雕塑这一初衷。12岁那年，他

便与国际雕塑大师 Herry Moore通信，并得到对他后来影响

至深的大师的鼓励、肯定和启迪。22岁的时候，他获得了

艺术界著名的 Mme Helene David-Weill基金，之后到巴黎的

PARSON艺术学院深造，又继续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

士学位。

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 Rhodope山上的祖屋中度过

的，直到现在，他依然会把待在保加利亚时的大部分时间都

留在那里。那是一座由祖父母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屋，

加之城堡式的屋顶，在白雪皑皑的山脉与郁郁葱葱的树木的

映衬下，像极了童话中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快乐生活的场

景。如果说小屋是他的梦想天堂，Phodope山便更是他最直

接的想象与灵感之源。这是我在后来亲身融入这片环境中所

体会至深的。他以雕塑作为自身与自然紧紧相连的生命脐带，

获得给养和不断的自我超越。风、雨、云、沙等神秘而灵动

的自然元素，树木、枝条、岩石等充满张力的形态以及附着

在它们体内的呼之欲出的能量，都在无时无刻地激发他创作

的潜能和表达的欲望。这些最终使他的雕塑获得彻底的、发

自内心的解放，以及不受时空约束的无限自由。“自然胜于我

们”，他说，“名为‘外面世界’的教科书是我曾经见过的最

大教科书。”

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他的雕塑中那种可以呼吸与释放的

通透感，由敏锐、善感而精细的情感编织，使得思想的触角

得以自由的穿梭。他的雕塑也常会被理解为带有内心纠结的

释放，而以我的观察和对他艺术创作的理解，我认为那穿梭

的金属“桥段”根根泾渭分明、富有节奏，如同树木的枝干、

叶脉一样，遵循着特有的生命轨迹，延绵不绝。这也应证了，

艺术家自身的思路是清晰的，判断是果断的，其创作的过程

更是坚定而具有强大意志力的。也正如 Dimitar自己所说：“雕

塑的试验阶段一直都充满了热情，富有挑战性，体现绘画精

神、姿态轮廓以及削溶材料 ......但一定又是非常精准的，通过

技术的精确性来实现作品。随着几个星期、几个月或几年的

过去，对空间和材料的扩展，是一个持续和快速思考的过程。”

场所灵魂

从 Dimitar Lukanov的雕塑创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

与材料之间的对话，以及透过材料与自然的对话。在这对话

深处，潜藏着他由运用材料塑造有意味的形式并转变为探索

多种物体集合的隐喻和观念表达。这使得他的作品不同于“静

穆的法式”，而代表了“狂热的心灵”̶̶在雕塑本体之外张

扬其自由表现的意志与精神。

基于此，他的雕塑作品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

天之光，2006，纽约（永久性地展示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四号到达大厅）

正在制作 Lignt to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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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支撑地自我生长、自我攀爬̶̶这是一种和自然息

息相关的并且具有爆发力的生命姿态。与传统雕塑的空间以

体块和石材表现，呈现出静止的外观不同，他的雕塑作品更

多的是以线性塑造空间，将体块抽离出来，落下一个框架，

从而让雕塑的内在空间成为可以被加工的对象。以这种方

式，他脱离了传统雕塑的体量感，而让雕塑变成了空间的素

描。他甚至想让人们能钻进线条搭建的空间来，从内部欣赏，

从而感受它所蕴涵的诗性。那些纤细的金属（铜）看上去是

简化的、抽象的，而它们构成了和谐并且有质感的旋律，却

不是纯粹的抽象，因为含有一种运动的形式在内，所以构成

了一个有生命的诗意空间̶̶活动使它们具有了生命力。运

动使简单的线条变得复杂起来，似乎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

用简单的线条界定抽象空间，把人们的视线从雕塑的外部引

入内部，并从形体与空间的对比中呈现意义，这些观念使

Dimitar Lukanov的雕塑超越了艺术本体，而进一步激发出它

们所存在的场所灵魂（anima locus）。

所以，它们会让你感受到其自由流畅的动作以外那延伸

的空间意象。而在这相对的自由中，是无数个平行之间达成

的精确的平衡度与均匀的整体感，是光的二元性的表达，以

及与周围环境的自然调和。这些也正体现了他在创作途中，

在经遇诗意与理性的十字路口时的思考和探索。

十字路口

是的，每个人都必须在十字路口上做出判断和选择。

Dimitar在静止与运动之间的选择显然是明确的。“我出生在

欧洲，并且面对亚洲的一个古老国家。现在我住在美国，一

个流动的国度。我出生的国度拥有美丽的大自然，见证了那

里的人们犹如穿行十字路一样的发展史。也许正如古代先哲

们的经验，以至于后来的诗人瓦雷利（Valery）所言：‘静止

不是人类的天性’。当我追忆费尔南多 · 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一生，以及他的关于无止境的旅行的幻想诗时，

我看到他从未放弃过他的会计工作还有他的住所。埃米莉 ·狄

金森（Emily Dickenson）临终前，她的办公桌抽屉开着，上

面留下了最富想象力的诗歌 ......人的思想没有止境。你身处哪

里，你从哪里来对你而言无关紧要，而你的思想才是最重要

的。伦布兰特（Rembrand）运用三四种颜色作画，但他是用

光与影来定义人，是这方面的大师。静止是一切的终点。思

想就如同儿童一样是生命最美好的部分。每个人的未来都最

让人感到奇妙。我想通过我的雕塑创造出光的二元性，对我

而言，雕塑是重金属、温暖、固体、透明的符号。”

对于 Dimitar这样一个从不受国界约束的艺术家，在面

临每一个十字路口时，自身的灵魂亦是不受羁绊的。因为，

他的内心已经足够强大到不受任何支配，惟有自己才是自身

灵魂的主宰。拥有自由的灵魂与意志，可以选择要做的事情，

遵循正确的价值观，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这决定并且反映了一个艺术创造者积极、坦诚和纯粹的创作

态度与艺术境界。今天，当大多数艺术家们被市场左右，所

谓的艺术品在市场的贩卖下充当滑稽道具时，Dimitar选择了

个人式的游牧和远离。他独来独往，从不屈从于画廊，也不

遵循艺术商业的游戏规则。他说，他喜欢以一个人的方式，

自由地选择，与自己趣味一致的藏家并和他们成为朋友；自

由地选择，在有着历史文化厚度的画廊、博物馆陈列自己的

作品，让它们与那些不朽的艺术灵魂共同呼吸；还可以自由

地选择，那些他梦想的国度和地方，然后轻装上路，寻找梦

想的原点 ......一个艺术旅者，艺术之于他，就是一种旅行，是

生命的历程。“艺术是一个缓慢、稳定、从不停止的过程，是

不可阻挡的努力。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不’字，也不允许有。

自从我 6岁起，我就知道我要成为一个雕塑家，而且从未改

变。”Dimitar说。

不要现实主义

雕塑是不可见事物的记忆与幻想。欣赏 Dimitar Lukanov

的雕塑作品，你会由衷感受到自然力量潜伏在视觉形象深处，

而由此形成的精神张力。然，雕塑又是无声的，它难以用言

语来描述。也正因为如此，艺术家并非为了提出问题或者为

赋予雕塑作品以叙事性的表达而创作。雕塑就是对希望的一

种想象，形成一种审美的反应和表现，并最终成为思想存在

的视觉传达。

想象，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永远都不容枯竭的滋养。

在想象的云端，他总是不忘站在远处观察。对他来说，“物体

在生活这个舞台面前就是演员。它们的沉默比一部轰动的电

影告诉我们的更多。我们的眼睛不可能总是捕捉事物的精髓，

而它们才是灵感的源泉。”

于是，他像做诗一样极其小心谨慎地处理他的雕塑，参

照一片云的空间以及飞鸟和蜜蜂的飞行轨迹，审视每一处细

节。是的，雕刻就是预兆、象征、姿态，和诗意的表达。居

住在他的雕塑中，该是多么美妙的灵感的寄托！

“现实让人有羞耻感，那是设施的基本构架。引用乔

Waterfall of the Sun, 2003，Delray Beach，

佛罗里达（铜制 , 私人收藏，52" x 25" x 24, 

摄影 : Lake Batak）

Salto de Agua, 2001，墨西哥（铁制焊接，表面

白色 15x8x8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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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路易斯 ·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话，及他对

世界的看法̶̶一个六角形的井，在十字路口处有无限的景

象。一个人可以审视当下，想象未来。或者说人类可以选择

向前看，审视自身的无限。有两种可能性：现实是审视当下，

梦想是遥望未来。有时候我想起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 ·佩索

阿（Fernando Pessoa）说的：‘神奇的事就在于一无所有就

是一切。’ 不要现实主义，即使对人类及其简单的生存方式而

言。”Dimitar说。

《锐目》杂志主编姚京（简称 J）与 Dimitar Lukanov（简

称 D）的对话：

J：您的雕刻主要向观众表达怎样的主题？它是否要创

造一个梦想？

D：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答案孕育其中。是的，它

们是梦想的创新。一个当代视觉考古词汇包含在其中。名称

是一件作品的一个重要预兆。人们常说，艺术品也是有生命

的。实际上，当我在追求“天之光”的技术进步时，我感觉

到“生命”以一种活的方式在生长，且具有个性，就像它有

灵魂一样。在创作这件雕刻的过程中，我曾经常停下来进行

思考，并记起它将在一个永远不会关闭和休息的公共空间内

被数百万旅客观看并真实存在。人们可以利用这一艰难的技

术进步来创作今天这样一座雕刻的感觉（甚至任务）既是一

种相伴而来的骄傲又是一种极大的烦恼。在雕刻中，只有两

条路可走：作品成功或失败。决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您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以及对生活和事业前景

的展望。

J：您通常是否如何获得灵感的？

D：我完全放开我的感觉。有时我会在纽约、迈阿密、

莫斯科或伊斯坦布尔驾车，几乎到要撞车的地步。名为“外

面世界”的教科书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大教科书。人们走入这

个无止境的课程中，在获得急需的谦逊品质的过程中既有欢

乐也有悲伤：自然胜于我们。也许除了列昂纳多（Leonardo），

我们都遵循工作周的习惯。然而，一件艺术品不应表明一种

失落感以及对从未实现事物的悲伤感。创造某种未见过的东

西，这种积极的肯定必须永远成为最重要的感情和信仰。

J：您一直以来的艺术媒介是什么？

D：我能用任何一样东西进行雕刻。我爱这门艺术，并

把它视为毕生的事业：这种艺术没有年龄界限，所以我永远

不会退休，只会在工作时离开。无论是 2英寸还是 15英尺

都是无所谓的。我昨天刚刚做了一系列陶瓷的物件。那种感

觉真是美妙绝伦，简直就和圣经里说的相差无几：泥土和手

的结合。就此而言，它跟我还是小男孩时用塑料工作的感觉

是完全一样的。

那时，我做出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动物。现在，工作

依然是我最大的乐趣。用工作狂这个词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

了。我还热衷于制作一些大型的雕塑，这样它便能和色彩很

好的相结合。

J：目前新媒体艺术，像影像和声音的合成品或多媒体

艺术 /数码艺术变得时尚起来。您还置身于古老的传统当中，

是想从传统的智慧中延伸些什么呢？

D：今天，艺术不再有更多的挑战，而变成了用一种古

老的语言、一种特殊工艺的古老工具和观众交谈。因特网并

未让我们感觉变得更聪明。战争、贪婪、缺乏简单的慎重考

虑以及局限性也依旧无处不在。你的问题颇为怪诞：像孔夫

子（Confucius）、柏拉图（Plato）、笛卡尔（Descartes）、福

克纳（Faulkner）、艾米丽 · 狄金森（Emily Dickenson）、纳

博可夫（Nabokov），还有伊本 · 赫勒敦（Ibn Khaldun），他

们的时代都没有因特网，没有全球信息的直接存取和吸收，

他们的书籍和思想又是如何不断启迪人们的思想呢？“现代

文学”如何阐述呢？当网上没有在线字典，没有翻译工具，

没有拼音检索，没有网络创始人的时候，它又怎样坚持与困

难更大的工作相比较呢？近来，在纽约植物园开展了一次最

赏心悦目的展览：亨利 ·摩尔（Henry Moore）的作品展览，

一次震撼人心的体验。这对我来讲意义非凡，因为当我 15

岁的时候，我曾与那位大师通信，他给了我很多肯定性的影

响，那时我是多么的兴奋和激动啊！

J：您是怎样看待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D：从拉斯科洞穴（Lascaux）的第一个艺术标记和石

洞壁画来看，艺术曾经是人类想象中为了表达他们与动物世

界截然不同的前哨和开端。艺术家是与未知的、古怪的和看

不见的事物打交道的联络员。艺术远非一种小组活动，而是

一项测验，个人的责任和兴趣。首先，最初的艺术作品，其

艺术符号不是一场游戏就是表达对更好环境渴望的一个必要

展示；一种逃离现实，走进虚拟事物的旅行。数千年前，对

原始人类思想来说，它曾经是多么奢侈的事啊。作为雕塑

家，艺术让我感到很惊奇，事实上艺术̶̶没有进步。最后

艺术停滞不前，它便象征着永恒。艺术否定时间。墨西哥

Teotihuacán的预兆雕刻描绘了太阳经受了 4个世纪的考验；

中国岩石雕塑、英国巨石阵都比当今的办公大楼更有魅力。

复活节岛的巨型雕塑，是你在任何当代博物馆或露天广场都

不曾见到的壮景奇观。规则从未改变：建筑艺术迟早会变得

一片空白。

去年夏天，我在纽约一家专门为特殊学生提供学习的公

立学校和学生们一同创作雕塑，那段时间是我工作中最美妙

的时刻。在那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热情洋溢，从来没

有听到一个“不”字，或“我不行”三个字。我们一起制作

了美丽的户外公园内的雕塑，我们称它为：色彩、光、宇宙。

就其纯本质而言，雕塑属于见证艺术。

J：您如何看待文化决定论时期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如何恢复其活力挑战权威准则的？如何

在技术上过度快乐的幽默中建立其怀疑论，又如何使多种文

化艺术生产方式具体化，且强调了其泛政治化观点呢？

D：正面回答。许多用艺术作伪装的骗人把戏曾经一度

上升。当 16岁的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第一个浮雕问世

时，“极端型”和“震撼型”类艺术作品才算真正的出现。我

不是盲目崇拜过去，然而绘画和解剖学从艺术教育中的迅速

消失确实是没有解释的。“玩得快乐”，这个概念不总是能和

学习、追求知识相提并论的。伪装的快乐和自我称赞的肯定

更是一个终结和妨碍，而不是一个光明前途的开始。我们在

回到我们讨论的起点：艺术仅对知识前沿好奇，而不对过去

深入研究。

J：与某些表达高计派艺术的种类而言，您的艺术更接

近于艺术起源和实质。您如何看待高科技对于艺术的影响？

D：它只是另一种字母表。所有这一切都是最终的结果。

最初那一刻的惊讶，甚至是震惊，只要它持续发展就是有用

的。最近，我去香港时顺便拜访了一位知名建筑师时尚的安

头像，1992，巴黎，（陶土）

Yztok, 1997（陶土

White Drawing, photo installation on Lake Batak, 1999

下：Lodka (船 ), 1997（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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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结构。但是，现在浮现在我脑海里却是那种小岛广场上的

永恒的摩尔式雕像。没有什么比在户外、在云中、在树下或

在花朵上更能让心灵获得安宁的满足了。

J：您怎样看待中国艺术家蔡国强曾说的“艺术无用”？

D：这恰是艺术的使命、本质和未来，艺术不为庸俗的“现

在”。没错，它不是面包，也不是汽油或太阳。

J：有时 ,我认为艺术就是魔术，而魔术是一种欺骗。这

样看的话，艺术就像一场精彩的演出。您认为呢？您是否尝试

过将内心世界通过艺术的幻想片段和复杂的现实世界相联系？

D：不，艺术没有欺骗。当一个人创造艺术或进行雕塑

的时候会有两种方式：“发生”或“没发生”。不存在两者之

间的情况。没有安全地带。这样塑造出了一个人的良好品质

和果断性，来猜测没有什么满足是需要的。对我来说，搞艺

术的要点是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梦想。艺术是永无休止的尝

试。我也曾经在上海、莫斯科、纽约蒙特卡洛度

过了没有雕塑的一个星期。

J：对于您的作品及其创作环境，你会抱有

批判态度吗？

D：一个儿童的观点对我而言更重要、更有

效。封闭性的画廊不会总是避风港。最终的评论

家是艺术家自己。他应该永不满足，永不停止，

目标要更高更远。随着这么多年四处周游，我形

成了一种理解，那就是：艺术从某方面而言是一

种平衡。没有哪一所艺术学校可以使你成为艺术

家。当我在年少时，旅行时我就画画。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习惯：我与人们建立了联系。这种“基

础”，在与大地的亲密接触时，我随时都会坐下

来画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学习经历。

今天已经不存在思想运动了，很遗憾我们

没有生活在 20世纪初或四十年代，这令人感

到悲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的动荡时期，

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两次大战之间，

弗朗兹 · 马克（Franz Marc）, 埃米尔 · 诺尔德

（Emil Nolde），俄罗斯建构论者（the Russian 

Constructivist），他们创造了伟大的作品。而与

此同时，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作家同

时又是一位作曲家。然后产生摄影师、布景师，

这形成了无限的链条。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充满

了商业，是一个自我欺骗的投资年代。最令人痛

心的是艺术与个性的不融合。我们生活在一个合

法弃权，充满“美满”景象的世界，很难保持自

己的想法和观念。

J：艺术给您带来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D：当一个作品完成的时候，并且是成功的

作品，那一刻无法形容。当灵感飘然而至，即使

是瞬间，那种想要用一个实体表达这样感觉的愿

望十分强烈。然后立刻开始创作，想见到这件雕

塑品。尝试从未使用过的技巧。学习艺术最头疼

的是要有耐心，熬的住等待与寂寞。当把一件完

成的作品摆在人们的面前，最快乐的就是跟人们

一起欣赏和交流。

纪念碑雕塑是我的灵感的精髓。一个伟大的

构思，一件完美的作品，一个栩栩如生的“姿态”。

纪念碑雕塑的实质是一丝不漏地诠释欢乐、徘徊

与游戏。如何保持热情是一件作品成功的关键。

J：您是否也会在寻找一种终极的东西呢？ 

D：我知道没有终点，这既是祝福也是诅咒。

当你达到一个高处，你会被推到更高处。我的爱

好是收集词典，我很少看电视。有一年碰巧我看

到在洛杉矶举行的奥斯卡颁奖晚会。有个音乐制

作人由于电影音乐 Enrio Moriccone获得终身成就

奖。在接受颁奖时，这个 90多岁高龄的音乐制

作人说到：‘这一刻，我感到时间停止了，我也

意识到我一直怀疑的̶̶完美，也是一种缺陷。’

J：艺术是否充满了矛盾。您怎样认为？

D：个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人类的思想是没

有边际的。一个艺术家的轨迹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拒绝、疑惑、非本质的和表面的主观性，以及平

民的小气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艺术中没有

矛盾。矛盾仅存于它的制造者中。然而所谓的矛

盾，应该是艺术前进的马达和引擎。

在费城附近的巴恩斯基金会（Barnes 

Foundation）是名副其实的、鼓舞人心的一家艺

术品收藏地。在那里，朱尔斯 帕森的作品挨着

毕加索的作品，毕加索的又挨着放在凳子上的，

从西非的多哥那里拿来的中美洲的面具。那里是

一个浓缩了美丽的、令人惊奇的迷宫，所以我每

年都要去三到四次。

对我而言，雕塑是创作的最终考验。因为

雕塑要在恶劣的生活与自然中屹立不倒，要在人

类和建筑中同生。对我来讲，绘画艺术更加私

人化、隐蔽化，更是一种实用的艺术。有很多

有远见的艺术家，比如马累（Malevich）和蒙克

（Munch）。我被弗鲁贝尔（Marino Pole）和苏

里科夫（Serov）的作品，安德烈·鲁勃廖夫（Andrei 

Rublyov）纪念碑上的油画所吸引。如果那里有

雕塑的话，雕塑一定是获胜者。因为它完全是由

其定做比例雕刻而成，且具有 360度的观察性。

Art is a slow, steady, never-stopping, unstoppable 

strive. It is a road where the word “No” does not exist, 

is not allowed to exist. I knew I want to be a sculptor 

since the age of 6 and never changed my mind.

Be an optimist. Never repeat yourself. And be 

always aware,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learning. 

One never completes the task. It is the journey 

that counts.

̶̶Dimitar Lukanov

Fire Dance（火之舞）, 2007，莫斯科 (31" x 32" x 21"，私人收藏 )

Vertical Light（垂直之光）, 2009（34" x 12" x 10"）

Curious Sun（好奇的太阳）, 2008（30" x 25.2" x 18"）

Moon Path（月痕）, 2008，莫斯科（Golub馆藏）

Silent Wave（静逝）, 2007，上海（34" x 42" x 36"，羽西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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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of creativity and appeal, Dimitar Lukanov, a famous 

Bulgarian-American sculptor in New York, is a young artist who has 

always dedicated himself to art and has unswervingly insistence on 

the road of art. To describe him using Oswald Spengler’s words, 

Dimitar Lukanov is a person that ‘hope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real 

world, leap ahead beyond everything, free the body physically from all 

restrictions, and fly around the space among constellations’. And 

just because of all this, Dimitar’s sculptures are always filled with 

passionate and amplified vitality.

The work stands or fails all by its own: Terminal 4 of JFK in New 

York makes people know more about Dimitar Lukanov. Since Nov 1st, 

2006, Dimitar’s 16 feet’s tall huge sculpture creation ‘Light to 

Sky’ has been permanently fixed in the admir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everyone’s eyes in this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th 7,000,000 million 

yearly visitors. At the same time, this work has also been selected into 

the editorial review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art projects in 

the USA of the prestigious annual Art –in-America Yearbook. Actually, 

far before this project, this young man has won a famous reputation 

on the basis of his unique artistic personality.

’The work stands or fails all by its own,’ Dimitar says, ‘And 

we do know how harsh New-Yorkers are. It is, after all, one of the 

most congested, saturated cities in the world. Any space is hard to 

fetch, not speak such a public exposure. When dealing with that 

scale and scope of a project, one cannot hide behind nationalities, 

origins, education, intentions, words and explanations. The true test 

for a sculptor rests with precisely that public field: your everyday, every 

minute judges are kids, poor and rich, white and black, bankers, 

janitors, ambassadors and hairdressers, clergy, teachers and yes, 

even steve wynn....... In this sense, “Light to Sky” is a piece reaching 

out to a most various pool of travelers. When a large piece of art 

starts its life within a truly public realm, that is the “truth test” of 

meeting your intentions or not.’ It allows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to greet the dawn of hope and to draw the progressive 

strength together.

The Crossroad: Dimitar’s choice between stillness and 

movement is obviously clear. ‘I was born in a very ancient country 

on the foot of Europe, at the doorsteps of Asia. Now, I live in America, 

a country that symbolizes moving from one location to another with Transparent Water（透明之水）, 2007（10" x 10" x 9", 蓝白釉）

Large Sky, 2003（12" x 16" x 16"）

Puteshestvie (Voyage)旅行 , 2007 ，莫斯科（130 cm 

x 90 cm x 75cm，Golub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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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est ease. My point of origin was a stunningly beautiful in 

nature place that have witnessed millions of people moving through 

as thru a veritable crossroad. Maybe even the ancients sensed, and 

more importantly practiced, what much later the poet Valery would 

state: stillness is not the natural human condition. At the same time 

I recall the life of Fernando Pessoa and his most imaginary poetry 

of endless travels, yet he barely left his accountant job and his 

house. And what about Emily Dickenson’s enclosure, her desk’s 

drawer opened only upon her death and then, revealing one of the 

purest, most imaginative poetry texts ever. There are no barriers to 

human mind.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counts little 

to none: What do you make of your mind is that it counts. Rembrandt 

painted with three, four colors: and he is still the definition-

keeper, greatest master, of light and darkness in the world 

of painting. Standstill is the end of all. An idea as much as a 

child is the most wonderful prerogative of human existence. 

The prospect before each human in the world is always 

amazing. There are so many examples of “people coming 

from nowhere”Didn’t Brancusi walked (by foot) to Paris 

when he was 22?...as per the sculpture I would like to create, 

yes, the dualities of light, then heavy; cold metal yet radiating 

warmth; solid yet transparentare engaging signs to me.

Reality is unnecessary: Reality is a rather humiliating, 

basic structural frame of conveniencies.. To paraphrase 

Jorge Luis Borges and recall his imagery of the universe – a 

hexagonal well, a vertical hexagonal structure, with endless 

mirrors at the mid cross-section. A person would look down 

and would see one’s self “ad infinitum”...Or the human 

could choose to look upward and see one’s self reflected 

without limit. There are always two possibilities: reality is 

the look down, dream is the one upward. Sometimes I recall 

Portuguese poet Fernando Pessoa’s “The myth is the 

nothing that is all”. Reality is unnecessary, even not too 

human and simplified form of existence. Reality is a stopping 

word. A barrier.’ said Dimitar.

Dimitar’s journey: When he was 15 years old he 

had a correspondance with Henry Moore, the iconic British 

sculptor, who responded affirmatively. At 22, Dimitar won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scholarships in the art world, that of 

Mme Helene David-Weill of Paris for his studies in France 

and lat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Dimitar is among 

the top 100 alumni of all times of New York’s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along with Jasper Johns, Edward Hopper, 

Norman Rockwell, Tom Ford, Donna Karan, Narciso Rodriquez, 

etc. Fluent in five languages, Dimitar communicates with the 

world, next stop: working in color near Neruda’s house on 

Chile’s Pacific coast.

An only piece: ‘Lost wax’ method, the ancient 

technique with 5,000 years’ history, is the key factor 

prompts Dimitar’s series of sculptures including ‘Light to 

Sky’. Sculpture is created with a single pouring of metal; 

the wax is then melted, only the fired ceramic mold with the 

imprinted cavities remains; with just one mold and a structure 

forbidding reproduction, the end result is one-of-a-kind 

sculpture. Beeswax modeling, metal casting, figuration of 

sculpture from porous mold after dewaxing – At every stage 

there is great risk that the molten metal might not fill all the 

cavities and then the work would be lost.  ‘What I challenge 

here and make is a one of kind art. The lost wax technique is 

used as an intermediary process in sculpture. In my work, it 

remains as the only piece. Metal enters where the bees wax 

has been, to fill all cavities, in one poring. There is no copy. 

There is substantial amount of risk: All work could be lost if in 

this delicate and intricate process, metal does not reach the 

imprint of your sculpture. I am rereading an ancient method 

today, to express a timeless idea, to speak to the future.’ 

Dimitar says. 

Art Critics: A child’s opinion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and telling to me. The closed, safely sealed gallery space 

could not be always a refuge. The ultimate critic is one’s 

self. Never to be satisfied. Never to stop. To raise the bar 

higher and further. I have developed an understanding, along 

the years of working all over the globe, that art is, in a way, 

a great equliazer. We remember that no art school or writing 

school makes you a an artist.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started 

to draw wherever I would travel. This was a very useful habit: 

I connected with the people who would go on their business, 

run errands, etc. This “grounding”, closeness to earth – 

even speaking literally for I would sit and draw no matter 

where, was, and is,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Greatest Joy: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moment when a 

piece is completed, and I must add, installed successfully. 

Or when a fleeting drawing brings, even within 2-3 minutes, 

the uniqueness of reporting a feeling, as truthfully as 

transparently as pure essence, alerting all his senses 

and feelings. without any interpretation whatsoever. To 

see a sculpture live by nature and people. To push the 

technologically nearly-impossible process even further. The 

saddest part is the art of learning to be patient. The time to 

wait. When presenting a project and making its execution 

possible, a happy moment i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residents, people. Monumental sculpture is at the core of my 

aspiration. A delicate thought, a flawless little sketch, a small 

piece of breath materialized,  “an economic gesture”. The 

translation of intimacy into monumental work without losing 

the moment of joy, wonder and play is essential. How one 

contains the excitement, the enthusiasm – that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a project.

www.dimitarlukan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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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o de Agua, 2001，墨西哥（铁制焊接，表面

白色 15x8x8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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