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滕小松教授，已经近10年，我对
这位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美术学博
士、 现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的教授，可以说是一直关注的。

他曾独立承担全国艺术科学“十五”
规划课题《中国工笔画研究》第2卷《20世
纪中国工笔画的文化批评》，已出版《中
国工笔画的现代转型》、《艺术文本写作》、
《过程与结果———雕塑创作研究》、《漫画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超越模式———沈从
文小说的文化批评》等7部专著。 其《潜在
与显现———雕塑草稿研究》 荣获第五届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
等奖，入选第二届中国“‘三个一百’原创
出版工程”， 并被翻译成英文Latent� and�
Manifest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现
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20世纪中国现代雕塑的民族化问题研

究》。
然而，我对这位1964年5月出生于湖

南永州的艺术理论名家， 又有些不了解。
我所熟悉的只是他长期从事美术文化批
评和艺术美学研究的卓越成就，而不知他
不但有不少雕塑作品参加国内外大型艺
术展览并获奖，或被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而且3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书画创作。

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城市

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雕塑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雕塑》编委、湖南省美协雕
塑艺术委员会主任、湖南省美协工笔画艺
术委员会秘书长。

他是一个善于取法自然的高手。我一
直以为“山水间”就像书斋或艺术工作室，
为他的艺术创作之地，便约定去那个地方
看看。 他却领着我登临岳麓山，漫步湘江
岸，很随意地走动，也很随便地叙谈。

滕小松的书画世界
本报记者 吴希

记者：近年来，您身心遭遇着极大的痛
苦，而艺术人生却很出彩。不仅学术论文接
连在专业杂志发表、 学术专著被翻译成英
语出版，一版再版，获业内好评，而且雕塑
作品《否极泰来》、《飞翔》、《汉字情结》先后
参加中美艺术交流展和中国抽象雕塑艺术
展， 并被湖北美术馆等国家重点美术馆收
藏， 还同时拥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高校
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这是很了不起的。

滕小松： 这不过是在人生页面上敲打
的几个句号，另起一行键入人生传奇，才是
最为重要的。 不少艺术家过于看重作品的
市场效益，而忽视了作品的学术收藏。国家
重点美术馆收藏作品最有利于艺术家进入

历史。 艺术的神奇魅力就在于让艺术家在
不可能中实现可能，在不幸中获得大幸。艺
术家的人生故事才是最好的作品。 艺术作
品进入历史才是最好的归宿。凡·高自杀身
亡、李叔同皈依佛门、齐白石福寿康乐等，
他们各有各的幸运，也各有各的不幸。幸也
好，不幸也好，都特别地富有传奇性。 艺术
家最重要的创作应该是创造生命奇迹。

记者：您好像很相信艺术的神奇魅力？
它能让人超越苦痛，走出阴霾？

滕小松：痛亦快乐着，即是我剪不断理
还乱的艺术情结。 我因了苦痛而与艺术结
缘。 小时候，我病痛特多，不能像别的孩子
那样追打嬉闹。父亲是个教师，只好拿着一

些粉笔头让我涂涂画画打发日子。因此，我
爱上了美术，并认为绘画可以留住生命。村
里一位奶奶病在床上多年， 她的儿女从镇
上请来一位画师为她画像。 我钻进人堆中
看见画师画得很生动。不久，这位老奶奶病
也好了。我就以为画家是世界上最牛的人。

记者：这可能使您更加神往艺术，认为
艺术是最神奇、最快乐的事情。

滕小松：无论命运多舛， 我都没有放
弃艺术。 当我21岁那年参加工作， 正逢中
国第一个教师节体检， 在医院里医师无意
跟同事提到我， 说那个美术老师很可惜，
全身都是病， 怕活不了两年。 这让我惊吓
得好几夜没睡。 1.70米高的我只有85斤体

重， 瘦弱得风一吹就会倒， 所以同事们把
时常穿着风衣更显瘦弱的我称作“空空道
人” 或“藤缠树”。 但我并没有被病痛吓
到。 我调整身心的最佳方式也只能是绘
画。 在绘画中寻找着自己的快乐， 并用绘
画来削减其他不必要的烦恼。

记者：灾难、苦痛与绘画形影相随，您
却与它较劲。 听说，您大病在身，更是用绘
画的方式来消解苦痛。

滕小松：是这样，仅去年一年时间，我
就画了200多张画， 画着画着身子就不痛
了，画着画着就活到了今天。这才是我最大
的艺术作品，最成功的艺术创作。

痛亦快乐着：生命传奇

记者：您用绘画来穷开心。当初您进美
术班培训时连学费都交不起， 可谓穷到极
致了，却还是要学画画。

滕小松： 当时很穷。 我只交了一半学
费，15元，只能上半天课。 上课时我又没钱
买纸和笔，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别人画。一位
部队来的学员以为我没有带作画工具，送
我一些纸和笔。 这样我才有可能与大家同
步学画。 穷到这种程度还想画画才是真的
喜欢。 穷亦快乐着，才有可能坚守绘画。

记者：如此坚持，想必对您而言是一种
生存态度，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一种人生抉
择，有着特殊的涵义。

滕小松：从深层上讲，搞艺术需要有精
神守望和文化敬畏。 我特别感谢我父母所
具有的文化敬畏感和精神守望欲。 我那些
旧画作竟然被他们保存在老家的楼道里
20多年。 后来房屋倒塌了，他们丢掉家里

有实用价值的锅碗、柜橱和桌椅，却用麻袋
装好书和画，冒着风雨走了20多里山路挑
到城里。发现雨水淋湿了一些，他们又守在
太阳下把它们晒干。 我庆幸自己30年前的
那些画作得以保存到今天。

记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您到
经济发达的广东谋得一定的物质生存条件
后放弃了新闻编辑记者工作， 却去报考攻
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 您也曾在北
京谋得了雕塑杂志社的好工作， 可还是回
到岳麓山下湘江岸边的大学校园里过一种
诗意的生活。

滕小松：我是一个书生意气特别浓、很
在乎精神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最是一
方聚合人才和孕育智慧的精神田园， 也是
一处接纳文化的广宽水流并汇成深厚水域
的思想水库。 做一名大学教授可能物质空
间不很宽广，但精神场域却很强大，更重要

的是大学可以为艺术创作增加双重砝码：
学者、艺术家。

记者：在湖南，很少见您跻身艺术团队
的强大阵容， 也很少见您出席美术展览开
幕式的热闹场面。 您总是在展览的第二天
独自享受观众稀少的展场。 但我又发现全
国的大型学术论坛和展览活动总有您的身
影。就拿每年一度的中国雕塑论坛来说吧，
10多年来，您都是主要发言人之一。

滕小松：我比较认同这样的看法：艺术
家应该是一头野猪，而不是一只狼。狼是以
群体壮声威， 而野猪是孤胆英雄， 独往独
来。在学术研究上我的视点定得较“高”，我
很在乎大师云集的国际性学术论坛。 我的
许多论文就是在大型学术论坛上宣读的，
而在艺术创作上我的视线取向较“低”。 我
很留意那些冷落的画展作品。 在冷清的展
览厅里是最容易发现“低档” 作品的高妙

处。 人往高处走，可高处不胜寒；水往低处
流，但低处纳百川。

记者： 当前中国美术界呈一派繁荣昌
盛景象， 美术界十分热闹， 美术家特别富
有， 艺术市场非常火爆。 做一名艺术家真
好！ 您有这种感觉吗？

滕小松：穷亦快乐着，才是我真实的状
态。 中国当代美术其实正面临着严重的精
神生态危机。在物质丰盈的强势下，艺术创
作却日益精神匮乏。表面上看很热闹，也很
有作为，其实是无热心的热闹，无作品的作
为。艺术是精神食粮，需要富含强大的精神
能量。 现在的艺术家那种物质富裕的感觉
的确特别好，但精神贫血的症状令人堪忧。
很多艺术家很有老板相和领导相， 却毫无
学者气象和文化气质。 不少艺术家满怀商
人的趣味———富并快乐着， 却没有一点穷
亦快乐着的诗人意气。

穷亦快乐着：精神守望

记者： 您在艺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
上涉猎面都非常深广， 拥有宽阔的艺术疆
土，走着多种艺术探索的路数。

滕小松： 我想要耕种的不是一块土地
而是一片田园。艺术的生机因“变” 而起。
毕加索的艺术追求就有好几度变幻， 每个
时期的探索也各不相同。 齐白石一生在篆
刻、 书法、 诗词、 绘画、 雕刻等方面都颇
有建树。 单是绘画， 他的山水、 花鸟、 人
物都是丰富多变的。 艺术家要不断地喜新
厌旧， 革故鼎新。 画家不能因某种风格作
品获奖成名就守着那点本分不变。 种豆就
种豆， 种瓜就种瓜。这看似品牌经营，其实
是作茧自缚。

记者： 在您的艺术田园里似乎可以感

觉到耕种的季节流程和田块的空间整合。
您进行抽象雕塑创作意在体验艺术过程的
意义；您把玩彩墨，旨在拓展艺术语言的表
现力； 您浸入传统再从中剥离出来是想求
取艺术创新的路径；您沉酣书法，为的是提
高绘画笔墨的势能；您探究工笔，是要领略
美术史论的功效；您坚持漫画创作，企求的
是视觉智慧的储集……您的艺术征程很有
时序性和空间感。

滕小松： 一生一世从事艺术创作当然
要进行全面经营和整体布局。不仅仅如此，
还得以深广的学术熏陶来铺设深厚的文化
底色， 也要用广泛的艺术观察来积聚强大
的审美力量。 这样您所耕种的艺术田园才
能真正地拥有春夏秋冬和阴晴圆缺， 也才

能真正有着东南西北和前后左右。 艺术家
一定要把自己的艺术园地作为一个充满希
望的田野来耕种。

记者： 怪不得您卖画总是一个系列一
个系列地出手。

滕小松： 单张单张地卖画是在做艺术
买卖， 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地卖画才是做艺
术事业。 画可以单张单张地送人， 但不要
单张单张地卖掉。 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家的
儿女。 不能让他们觉得有奶便是娘。 一定
要为自己的艺术作品找一个最好的去处而
不要太在意价格的高低。 我曾经低价把一
套漫画卖给收藏家， 还没有一张张地高价
卖给别人。 艺术家一定要让自己“生”出
来的作品能构成较大的族群， 形成清晰的

根脉。
我特别强调艺术创作的课题意识。 每

一次展开一种新的艺术探索或寻求一块新
的艺术领土， 都要像做课题一样进行理性
梳理和文化定位。要把艺术作为学问来做。
艺术应是“做”出来的而不应是“搞”出来
的。真正的艺术家是用一生来“做”艺术，而
不是一时“搞”艺术。 这就意味着艺术家要
根据适当的季节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规划
好田地来进行有序的耕种：何时松土，何时
施肥，何时浇水，何时除草，何时修枝，就像
农夫的劳作一样。久而久之，就耕种出一片
风景， 而一片一片风景不断扩延开去便构
成一大片灿烂的田野。 这就会自然而然地
形成一派艺术人生风景线。

累亦快乐着：诗意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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