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固执地认为，一名文艺评论家在品评臧否的同时，最好也要具
备较高的动手能力。 只有兼得了技法，方有足够的能耐透视深层、通识
全局，方能让人信服于正评反批的一针见血。

评论与创作，似可引入历史研究中的“他者”与“我者”延伸。“他者”
为“我者”的一面镜子，“我者”给“他者”一种推力，消解二者创作缺失，
促成二者同生共荣，生发出新的巨力，将是一个弃“我”为“他”、化“他”
为“我”的涅槃过程。

我最早知道滕小松是在 2006 年，当时在出版社编辑他主编的一本
论文集，其中有他的美术评论。 他是中国艺术学院毕业的美术学博士、
湖南师大美术学院的教授，他的文字空灵隽永、理据互证、才情并茂，没
有充溢的学院派气息和学理性气势，恰似一份清新的、温柔的松风，摄
我心神。

我喜欢读这种类型的评论文章，总把能写出这样文章的宗白华、李
泽厚、陈传席的著作，疯购狂淘，摆在案头，放在窗前，以便不时地、经常
地翻读。 当然，只要我看到有滕小松写的、编的、著的大部头、小册子，也
会不问价格地买回家。

几年过去，我陆续收获了他的《超越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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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7 部理论专
著。

他善于做专题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张炯称他“从
全新的视角对沈从文小说进行透视性研究。 论述沈从文小说创作个性、
文化内涵和心理情结。 视角与题旨独特，有创见和拓新意义”。 他费时 3
年，研究陈白一的工笔画，为那位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人在世时已
看到自己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2005 年，滕小松负笈京华深造时，在学界第一次以“雕塑草稿”为
研究对象，写出博士论文《潜在与显现———雕塑草稿研究》，由荣宝斋出
版社出版。 在书中，他以 7 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为个案进行考察，将
以往被忽视的雕塑草稿提高到与雕塑作品同等的地位。 后来，这本书被
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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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推出。

他曾独力承担全国艺术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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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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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100 多篇学
术论文、长篇评论，散见在《美术》、《美术研究》、《美术观察》、《文艺研
究》、《装饰》、《雕塑》、《书法》、《国画家》、《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
《中国艺术学》、《艺术市场》、《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这，奠定了滕小松作为雕塑、书画等方向批评领军人物的地位，也
使他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邵大箴、水中天、陈传席等理论高
手，常与他书信往来、电话沟通。 韩美林、吴为山等书画名家纷纷邀请他

为其作品进行点评。
他成为了全国书画高端会议的常客、 雕塑批评界的权威。 10 多年

来，他一直是每年一届的中国雕塑论坛的主要发言者。 但很少见到他出
席美术展览开幕式的热闹场面， 他总是在展览的第二天去独自享受观
众稀少的展场。

无独有偶，一个朋友送我一本《漫画百年诺贝尔文学奖》，滕小松画
的，让我很惊讶。 书虽不厚，但观其线条、识其笔法、观其精神，让人难
忘，倍觉清新。

上世纪末， 滕小松在读文艺美学研究生时便开始关注诺贝尔文学
奖。 他很遗憾中国本土作家几年前在这“文学奥运会”上竟还没实现“零
的突破”。 他也发现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北岛等都曾获诺贝尔文学
奖提名。 滕小松很想弄清楚， 想知道沈从文应该得奖的种种原因和理
由，并由此观看“诺贝尔奖的文学花园”。 他且研且画，采用中国国画的
笔墨，在主要特征的“加法”与次要特征的“减法”中，达到了漫画艺术技
法与人物鲜明个性的完美结合，画得很传神，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
象空间。

漫画大师廖冰兄说：“滕小松用焦墨来画人物漫画能有这么好的笔
墨神韵是非常难得的。在处理人物造型时减法减得好。这是真正的肖像
漫画。 ”另一位大师方成认为滕小松善于“抓住文学大师的相貌特征，几
笔就勾画出他们的艺术神采，看似信手挥成，却很见笔墨功力”。

无疑，滕小松能写会画，擅长研究，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中享受幸
福。 他是一个快枪手，人家做一件事可能需要两三个月，而他不轻易地
接，一接便是全力以赴、快速做完、做好，做成精品。 他是一个多面手，画
松、画梅、画荷、画鸡、画鱼，山水画、国画、油画、工笔画……就连他的现
代书法也如一张张画。 他的一组画诺贝尔获奖者的漫画，被一名广东收
藏家珍藏多年，最近在香港拍卖，标的为 200 万元起价。

他喜欢画系列画，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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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精益求精， 寄生传统而后剥离传
统，敢于创新而后不断创新。 他画自己的画，写自己的字，做自己的雕
塑，又坚持以批评家的眼光挑剔自己。 不满意就重来，有瑕疵就推翻。

当下书画界，大赛不断，展览接连，新人速成大师，大师登峰绝顶，
好不热闹。 仔细观之，多是技能型，少有练心者，即便有声名鹊起者写字
作画时题诗填词，也是遍地打油装风雅，忘了缺错还称奇。 而有一美术
理论研究出身的资深书画经纪人看过滕小松的书画后， 感叹古时书画
家多是诗文好手，而今又有多少人能如滕小松一样做好学问再创作呢？

滕小松的作品可被看作土火之艺。 土，并非不合潮流，而是根植于
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 土火交融,生化为画,正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和西
方近代哲学的碰撞与交融，折射了高瞻远瞩与新奇前卫的艺术视野，蕴
含了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情愫。 他有一种兼容并蓄的胸怀，擅长于从不
同艺术门类中吸纳艺术基因，从不同民族文化中汲取艺术元素，来拓展

和丰富自己的绘画语言。
他以传统为内核，巧妙地融合现代设计的构成，创造出一种前卫的

符号化艺术，如《松下鹤》，对大自然中的松树和白鹤加以简化，抽取其
富有表现特征的元素，形成简单的、极其概括的形象。

他的《水中石》，不以自然物象为基础，描述心中的几何构成。 正如
康定斯基所说：“就外在的概念而言， 每一根独立的线或绘画的形就是
一种元素。 就内在的概念而言，元素不是形本身，而是活跃在其中的内
在张力。 ”

《荷之物语》是滕小松对自然的欣赏，对品味的着重，对气韵的舒
展，营造出诗一样的境界。 通过浓墨与淡墨的争相辉映，使荷叶和花骨
朵儿的诗意获得强化，两者仿佛在轻轻诉说，细细聆听。

他在艺术元素、艺术技巧、表现手法，乃至材料工具、物质媒介等方
面，巧妙地表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 他具有全球视野和
时代追求，吸取西方抽象主义的精华，运用现代创新的艺术手法来表现
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他执着的精神和“火”一样的豪情使绘画艺术走
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发掘出更深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 其创作的

“松”、“梅”、“鱼”等系列作品，无不体现了土火的交融。
唐诗人李白云：“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 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

折。 桃李卖阳艳，路人行且迷。 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 愿君学长松，
慎勿作桃李。 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 ”滕小松名字里有“松”，他创作
了多种形式的松，可见他对松树情有独钟。 滕小松人格犹如松树般高洁
坚贞，正直不屈，所画松树枝干挺拔，直冲九霄，超凡脱俗，焕发出一股
坚韧不拔、不卑不亢的生命力，颇能显示树中伟人的风骨，画面意象孤
洁、意境空灵。 滕小松后期创作的松树更加成熟，运用符号化的绘画语
言表达松树巍然天地立、峭壁寄奇身的性格。

滕小松为了画出梅花的气质，数易其稿，废稿盈篓而不厌其烦。 他
使用最简练的笔触和枝叶画梅，梅枝体态古怪，盘曲如龙，老干奇特，粗
细横斜，枝梢清健，如剑似弋，羽飞箭发，便体龙鳞老斑，节疤鹤膝屈揭。
花花明媚，蕾蕾清香，仰俯收放，百态千姿。 古之画梅通常以“磐曲、偏
斜、疏放”为主，滕小松逆其道而行，他画的《梅》不同于王冕的《墨梅图》
中繁花万枝、千丝万簇的景象，亦不同于柯九思的《墨梅图轴》一咏三叹
之感，也没有陈录的《烟笼玉树图》的清逸可爱和峥嵘气象。 与其说滕小
松画梅，不如说他“切”梅，枝干以干脆利落的直线切出来，有刀片般锋
利，亦有悬崖峭壁般奇崛，呈现出一种很强的力度和线条的韵律感。 其
创作的《白梅》，笔墨精练蕴藉,笔虽简而势不弱，主干以浓墨挥洒，淡墨
点苔，苍古老拙。 分枝以中锋勾撇，挺拔坚韧，梅枝横斜而出，枝条简疏，
枝节交叉处梅花以墨笔圈线为主，不着颜色，墨韵高华，清逸逼人。

《庄子·秋水》篇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滕小松同庄子一
样羡慕鱼在水中自由逍遥的状态，于是创作了大量的鱼。 而他所画之鱼
乃胸中之鱼，用笔豪放大胆，粗笔阔墨写鱼身,一挥而成，线条流畅，周身

无鳞；细笔写鱼眼，粗中有细,对比中充满情趣。 画面只有鱼，没有水，他
或许是希望通过鱼的流动性来呈现无穷、无尽、无边、无量的水，此举乃
是以无胜有。

不论是画荷、画松、画梅，还是画自由自在的鱼，滕小松都是以传统
文化为依托，创作出了各具特色的绘画作品，并且发展了中国画的传统
解读方式，对当代艺术如何寻找新的表达符号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他的
作品，不土气，反而很前卫，很洋气，很时尚。 他葆有与土地深厚的情感，
符号化的表现手法丰富了中国的绘画语言，发展了中国画的抽象艺术。

大学学的是英语、研究生读的是中国乡土小说方向的滕小松，是中
国第一个正式以雕塑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招收的博士研究生。 当时，他
决定报考的是当代艺术批评方向。 热门机构和热门方向的投考者自然
是熙熙蜂拥、攘攘成群，那年过线的考生就有 ３人。 他被调录到顾森研
究员招收的雕塑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 相对而言，雕塑历史与理论研究
方向可谓冷门。 此前，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
的美术史论方向招收的博士生中，也有人做过雕塑研究的选题，但招收
名目并非雕塑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

他一直想如庄子一般做逍遥游。 他曾在经济发达的广东谋得一份
待遇优渥、前途很好的新闻编辑工作，10 多年过去，他毅然北上读书。他
在北京谋得过雕塑杂志社的高薪工作， 但没曾想到他还是退到岳麓山
下、湘江岸边的大学校园里过一种诗意的栖居。

如果发表学术论文和展出艺术作品一定要署著作地点的话， 他喜
欢署名“山水间”。 远道而来的朋友提出去他的工作室看看的基本要求，
他在爽快地答应“好”之后，便领着朋友们登临岳麓山，泛舟湘江水。 因
为他没有真正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就在山水之间，就在自然之间。

前不久，他住院归来，我去拜访，他的精神很好。 他说现在要专心画
画写字了。 这是他的一个情结，一个让他满是牵挂、哀痛而不得不坚持
的情结。

绘画也刺痛了滕小松的心，一刺就是一辈子的痛。 乡下风景独特，
常有画家来写生。 一天下午，不到 10 岁的滕小松带着不到两岁的妹妹
和堂弟跟在画家屁股后面转，一不留神，弟妹滑入池塘淹死了。 40 多年
来，一有机会回家乡，他就偷偷地去埋着他们的山堆上走走，告诉他们
哥哥一直在画画。

灾难、苦痛与绘画形影相随，滕小松却与它较劲，就是犟。 现在虽然
患病在身，他更是用绘画的方式来消解苦痛，仅去年一年时间，就画了
200 多张画，画着画着身子就不痛了。 画着，活着。 许是现在他因画而
活，但他始终坚持画着而无所怨。

他夫人张老师笑着告诉我，写字，画画，让他的状态好多了，他甚至
在医院里当过心理导师，让病友们乐观地享受生活。

正所谓：研究创作最能谙，左右开弓两相参。 画外逍遥可以怨，杰人
气象自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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