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的改写 

—唐志冈的绘画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76 年是一个紧张、重要、关键或者危机的年份。1 月，国务

院总理周恩来去世，引发了从 3 月底开始到 4 月清明节达到高潮的天安门集会，这是一个重

要的政治事件，大多数人对持续了十年时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深深的倦意甚至反感，他们

模模糊糊地感受到生活与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极少数人似乎明白，这个国家的政治生

活必须改变，清明时分以及历史的记忆导致不少人希望通过一种形式表达内心的不满或敬

意。周的去世是一个引子，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辛勤的、和蔼的与亲切的，而这些都是普通

人所希望的。在之前 27 年的时间里，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这样的精神慰籍。尽管如此，这

个自发性质的群众集会被确定为“反革命暴乱”。7 月，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发生了里氏

7.8 级的强烈地震，官方记录因这次地震而死去的有 242 万人，即便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

党内的政治斗争也仍然没有停止，一年多前复出工作但很快又被“打倒”的邓小平继续受

到全国上下的批判。9 月，国家主席毛泽东去世，在大多数人看来，天要塌了，因为他们长

期受到的教育和感受是，没有这样一个伟人，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将失去前进的方向。可是，

很快就在 10 月 14 日，所有能够听广播和看报纸的人都知道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

个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抓捕，他们被称之为“万恶的”“四人

帮”，因为之前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灾难被认为是他们导致的。“悲痛”、“压抑”、“恐

惧”和“激动”可以构成这一年中国人的精神史的主要接点。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唐志冈

成为一名解放军士兵。之前的一年，他的父亲获得了自由，恢复了在军队的高级职位。这位

有四年“历史反革命”称号的父亲在军队的背景和地位（昆明军区通讯部部长）不仅可以使

他的儿子进入军队，而且可以使年轻人得到尽可能的照顾——在那个年月，参军和成为文职

军人是年轻人向往和充满荣誉的目标，何况唐志冈从小喜欢画画，就自然会成为一名宣传干

事，从事宣传与报道。直至 1996 年离开军队，唐志冈主要是以文职的身份来往于部队的任

何地方，哪怕是战斗 激烈的前线。军队的经历对唐志冈理解艺术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

重视前述的背景，其中，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边界、父亲的命运、转折时期的机会加上对早期

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构成了唐志冈复杂的心理基因，它们沉淀在无意识的领域，一旦有新的

因素的触动，就会以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 

从 1976 年到 1980 年，正如生活本身的绵延一样，艺术领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黑

暗狭小空间的极少数现代主义实验者（如星星成员）的努力并产生影响的范围显然是有限的，

美术界流行的正是经过苏联绘画思想和风格影响的中国画家的那些革命题材的作品，例如



1972 年 5 月 23 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晚会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 3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的广东画家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张

自嶷、蔡亮、湛北新合作的《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汤小铭的油画《永不休战》，以及

一些 近出现的经典作品，尚丁的《连续作战》（1974 年），何孔德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

利》（1975 年）、陈逸飞的《占领南京》（1977 年）。对于唐志冈来说，军队画家何孔德

很长时间都是自己的偶像。所以，在 1981 年之前的写生油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志冈对“块

面”、“结构”、“调子”的兴趣，这些只有对历史有经验才能够更加理解的趣味，正是在

前述的那些画家作品中所具有的，并且构成了普遍学习的范例。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

在这个时期为军队绘制的宣传画，无疑可以看到何孔德类似《生命不息，冲锋不止》（1971

年）的影响——公式化的结构、潇洒的笔触以及简洁的趣味，当然，这样的风格是那个时代

普遍的风格，少数的画家之所以成为学习的榜样，在于他们作品的题材、微妙的个人风格以

及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唐志冈是在那些展览印刷图片集和其他一些画报中看到这些作品

的，他能够理解这些画家的才气与风格，并且将他们作为学习的对象。中国化了的苏联风格

持续了近 20 年的时间（如果以 1956 年马克西莫夫到中国举办油画训练班为标志的话），在

军队的唐志冈又有直接的楷模和可以参加周期性展览——全国解放军展览——的机会，所

以，他没有受到军队之外的社会环境的更多影响，他没有那些缺乏社会地位并且开始朦胧意

识到社会真的发生明显变化的年轻人的感受，这样，他也就没有参与任何现代主义的讨论与

思考。 

可是无论如何，他认识的朋友张晓刚、叶永青在四川美术学院已经开始从事现代主义的

实验，并且，之前高小华的《为什么》（1978 年）、《我爱油田》（1978 年），程丛林的

《1968 年×月×日雪》（1979 年），王亥的《春》（1979 年）王川的《再见吧！小路》（1980

年）、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一批作品构成了对过去重大问题的

严重质疑。在军队里的唐志冈可以通过杂志和其他印刷品了解到艺术领域的变化。当假期从

重庆回到昆明的张晓刚等人传递新的艺术信息时，无论是否直接，唐志冈也会有所了解。不

过，只有在获得新的特殊经历之后，这位解放军战士才有可能对他惯常的思想发生质疑。 

1984 年，在 14 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唐志冈

在这年的 6 月受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的派遣，到老山前线做战地报道。战争的残酷性与

惨烈奇观让他震惊，他所目睹的现实是：难以用之前熟悉的表现手法和语言去表达那种超越

一般现实的景象。士兵的死亡和死亡引发的荒诞心理感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冷静的

块面、生动的笔触、以暖调子为主辅之以冷色调的趣味完全不能够适应个人对现实的理解。

事实上，在长达 30 多年（1949—80 年代初）的时间里，表现战争的题材非常普遍，可是，

没有谁能够脱离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艺

术思想的原则，即歌颂、正面、光辉、悲壮、英雄、积极这样一些特征应该成为艺术家必须



遵循的准则。所以，我们在潘鹤的《艰苦岁月》、宗其香的《强渡大渡河》、吕斯百的《瓦

子街战斗》、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侯一民的《跨过鸭

绿江》、冯法祀的《刘胡兰》、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全山石的《英勇不屈》这样的

作品中看不到恐怖、血腥与悲伤，革命的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成为艺术家表现的主题。当然，

1977 年，唐志冈 喜欢的画家之一陈逸飞完成的《占领南京》成为那个时期的经典，人们

看到：画家在充分表现革命及其英雄主义的立场的前提下，开始注重个人的艺术趣味：细腻

的笔触、灰色的调子以及接近自然主义的处理方式。在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些特点丝毫不能

说明任何语言上的问题，不过是苏联画家技术经过中国画家气质过滤的翻版，可是，趣味问

题和灰色调子已经跨越了官方的文艺思想准则，不过在 1976 年 10 月之后，这种微妙的跨越

已经没有人去过问了。所以，陈的《占领南京》在年轻的画家中间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然而，

即便如此，中国从 1976 年到 1984 年之间的对外开放，已经使中国的年轻艺术家有了更新的

视野和观念，他们从各个艺术杂志（例如《美术研究》、《世界美术》、《美术译丛》以及

各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美术的画册）、展览中已经渐渐熟悉印象主义、野兽主义、表现

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语汇，他们发现艺术的表现完全可以不局限于写实的方法，

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了自由表现的空间，可以按照自己对生活与艺术的理解去重新调

整自己的表现方法。现在，唐志冈关注的不是英雄主义的造型，因为他看到的是具体的惨烈

与死亡，看到的是具体的荒诞，唐在前线看到了士兵的一个屎场，那是战争期间所有士兵的

露天厕所，集中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卫生员检查士兵的身体健康状况。可是： 

越军的炮弹像长眼一样落在“老工兵”的屎场上。倾刻间不大的山头给削平了大半，大

量的泥土像瀑布般从天而降，倾泻到战士们的头上，战士们差不多是顶着自己的屎在和敌人

拼杀，但谁也顾不得许多，等战斗结束后，你再到山顶上去看，好哇！挪大的一个屎场早已

灰飞湮灭不知去向。（“屎从天降”，《唐志冈：画中会议》汉雅轩） 

这样的现实细节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却给予唐志冈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没有像何孔

德、尚丁那样去理解党所要求的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角度，他仅仅是将眼睛放在让自己产生

实际震撼的对象和问题上。他没有去想象壮烈和英雄的姿势，却看到了实际的恐怖与尸体。

他关心的是眼前的真实，却没有履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要求的公

式，即便是陈逸飞和尚丁已经有了游离标准模式的实验和愿望，唐志冈也没有沿着一种简单

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前进。死亡、埋葬的现实不可能用漂亮潇洒的色彩和笔触去表现，必须采

用新的方法。这样，产生于 1984 年的《军魂》组画就完全不是官方所要求的风格标准，画

家借用了表现主义甚至多少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样式去表现“军魂”的含义。悲戚、灰暗以及

诡异是这组绘画的特征。天空出现了妻子的呼唤，而死亡却是非常具体的。无论如何，作品

的构图、情绪基调、造型，完全不符合官方的艺术要求，这位军人画家明显远离合法并应该

履行的美学标准。可是，正如唐的朋友、艺术家毛旭辉在 1995 年写的那样： 



许多年过去了，那场战争已成为了历史。当时二十五岁的军人兼画家用自己的画笔关注

了战争中普遍遇到的死亡和献身的命题。充分体现了一个画家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的

基本价值就是对人的热爱和对人的命运的关怀。而这种价值几乎支配了他之后近十年的艺

术道路。（“士兵之歌”，《唐志冈：画中会议》汉雅轩） 

我们知道 1982—1985 年这个时期也是张晓刚的“魔鬼时期”，1984 年，张晓刚在医院

里的经历以及他对人生的重新理解，使得他对格里科（El Greco）以及表现主义的绘画更有

兴趣。对西方著作与艺术的阅读加上自己特殊的处境，很容易导致年轻的画家接受完全不同

于表现所谓“健康”、“积极”的语汇。80 年代中期，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在青年艺术

家中间甚嚣尘上，在这一代人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毛旭辉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它们是

1985 年“新具像画展”的主要作品——同样是表现性和压抑性的，尽管这种风格更多地来

自阅读西方著作后对自己生存的重新理解。1984 年，政治上发生了一个“反对精神污染”

的不大的运动，但是，很快，改革的合法性使 1985—1986 年出现了强大的“’85 美术运

动”，西方现代主义成为普遍的效仿对象。于是，我们在唐志冈的《军魂》中看到了飘移在

空中战士的妻子以及那些并多少有些超现实的构图，就不会奇怪了。然而，唐志冈没有走得

更远，他将变形谨慎地控制在完全可以识别的程度上，也许是因为军队这个特殊的环境，他

没有可能像毛旭辉、张晓刚他们那样为所欲为。之后，唐志冈没有朝着荒诞的心理状态方向

发展，因为他本人没有张晓刚等人那样的孤独与疾病的经历，他甚至也没有更多时间接触轰

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尽管他是这个运动的观察者与受惠者。可是，关注真实仍然是唐志

冈的本能，他将自己的眼睛放在了军队的日常生活中，他似乎觉得可以将神圣与严肃的军人

生活普通化，到 80 年代后期，他完成了《边境》（1986）、《井台》（1986）、《拉练途

中》（1987）、《给养》（1988）。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没有看到特殊的不同，即便如此，

他的《井台》参加了全军美展。这件尺寸不大的作品仅仅是表现两个士兵问路喝水的情景，

构图中的士兵实在没有英雄的气概，甚至那个喝水的情节一点也不典型，《问路》（1987）

的情形也是这样，情节没有任何典型性。可是，某种真实与朴实的态度却是显露无疑的。不

过，在 1989 年之后陆续完成的《操练》（1989）、《共同课》（1989）这类作品中，透视

的过度夸张以及笔触的随意性质，加之人物动态表现的“不讲究”，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的

“新生代”绘画有些相似，在 1992 年的《下棋》、《啊》以及 1994 年的《杀猪》作品中，

调侃的趣味更加明显，这些作品让我们也能够想到新生代画家如宋永红的作品。1996 年和

1997 年的《射出》更加显示了这种精神状态的一发不可收拾。唐志冈显然了解,军队外的艺

术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将他自己的绘画表现看成是对潮流简单的跟随是不准确的，

因为他本人的趣味、个性以及对问题的理解方式与这样的观看方式和表现方式非常吻合。他

早年的观察动物甚至人的生殖器的好奇态度就可以暴露出他的个性，他甚至在多年以后将

这样的记忆表达出来，如象《马》（1996），画家突出了马的生殖器的原因无疑与他的早期



经历有关（见“往事：春暖乍寒” 《唐志冈：画中会议》汉雅轩）。所以，当一种方法给

予了更多的可能性，画家就不会不将其用于自己的表现中。这种表现在《战友》（1995）、

《饕餮》（1995）中达到了充分的程度。从来没有人将军人以裸体的方式并如此滑稽和不符

合现实的组合在一起，传统的庭院、荷花以及栅栏——照相馆里的布景摆设，战友们坐在一

起拍照。可是他们没有身着军装。作品的表现与流行的“新生代”、“玩世”以及“波普”

甚至艳俗风格都联系，而主题仅仅是一个：即便是军人，脱下军装也都仅仅是人。社会有很

多角色，可是在画家看来，那不过是人的表面装饰。 

1996 年，唐志冈从军队到了云南艺术学院。之前即便在军队他也关注着艺术潮流的演变，

不过，正如莫尼卡（Monica Dematte）在她的“会议入画：论唐志冈”的文章里描述的那样，

一个外国人要到中国军队的区域里去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莫尼卡说她只能“披肩戴

帽把自己包起来”，以免被察觉是外国人。这样的环境对于希望更广泛地与社会和艺术界接

触的唐志冈来说是极为不方便的。现在，当他已经成为“老百姓”——一个经常是军人对非

军人的称呼，他与李季、毛杰、曾晓峰、刘建华等人经常接触，他似乎更加有意识地思考着

关于当代艺术的问题。可以简单地说，唐志冈可以完全脱离军事题材，而从更宏观的角度去

理解艺术问题了。转业不久，唐志冈的绘画得到了《画廊》编辑、批评家杨小彦的认同，他

对《啊》这样的作品所反映的趣味异常兴趣，他将唐的作品发表在《画廊》上，这样，唐志

冈的艺术开始受到注意。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陈侗用“后工农兵绘画”的概念来表述唐志

冈这类画家的作品。90 年代中期的艺术界充满着可能性，市场开始产生明显的作用，艺术

的形式与表现方式在进一步地丰富与变化，也就是在 1996 年之后，装置与行为艺术逐渐增

多，绘画的潮流现象渐渐消失，“绘画的走向”成为问题。到了“地方”——又一个军人对

非军人和区域的表述习惯，唐志冈显然有进入当代艺术领域的意愿。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空

气、军人家庭的背景、过去的经历，统统将他的视线引向与政治有关的问题上。1998 年，唐

志冈将内心更加凸显的幽默态度以自己入画的方式放进了构图中，《打不得》、《开国大典》

和《接见尼克松总统》几乎是以黑白的方式完成的作品。画家假设自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

他想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参与到 90 年代的“后现代”游戏中。可是，画家清楚，这类游戏

十分地普遍，如果要提出真正的个人立场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 

正如在完成《军魂》组画后仍然产生了多少有些风情化的作品一样，唐志冈在很长的一

个时间里犹犹豫豫——也可以理解为思索与实验，在同一个时期，他可以在不同的题材、表

现方法和出发点上来来回回。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在 1996 年，唐志冈就有了“开会”

的题材。直到 1997 年，唐志冈完成了多件“成人开会”。在趣味和风格上，我们可以将这

些作品与流行的所有标志联系在一起：新生代、玩世、波普、艳俗，在夸张的表情、丑陋的

形象、无视长期以来灌输的准则和立场的态度方面，唐志冈是这些潮流和现象中的一员。可

是，当他发现继续采取“新生代”的真实构图——在透视上保持视错觉逻辑——难以使自



己与之拉开距离时，他也尝试着将构图平面化，并且多少也有点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散点

透视。实际上，对于唐志冈来说，表现“开会”的题材实在是太自然了。他的军队生涯几乎

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开会”中度过的。他拍照、写会议标语、布置会场，一次又一次的会议。 

“开会”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事情。我是一名军人，76 年入伍，20 年来在部

队宣传部门我就负责布置会场。小时侯，唯一模仿大人开会是我的娱乐。98 年开始，转业

到地方，到云南艺术学院，是在台下看会议，不是在台上参加会议，可以说，看会议与大众

生活密切相关。 

然而，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人都知道，成千上万无数次的会议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形式

主义与必须进行的政治过场成为大多数人的记忆。因此，重要的不是会议，而是会议所体现

出来的问题：呆板表情、千篇一律的形式、统一的姿势、必须保持的纪律，这些，构成了历

史的很长一部分。所以，重要的不是色彩、不是透视效果、不是夸张的姿势，而是在那些表

面上风平浪静的场合中微妙的表情。画家的关注点一旦被确立，重心就被放在了细节上，放

在了在共同举手的同时的一个斜眼、一个眉头、一丝冷笑、一个没精打彩的状态。当然，记

忆和现实都告诉画家，开会的人不仅仅是军人，还有官僚和其他社会身份的人。但是，只有

那些有身份的人——笼统被称之为“干部”——才有可能在舞台上讲话、举手、表决。他们

构成了从 1949 年以来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力量，他们是这个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他们的一

言一行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游戏内容。 

按照视觉习惯和教育经验，唐志冈的人物是丑陋的、滑稽的、不严肃的、可笑的。如果

构图中的人物仅仅是表现普通人，即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权势的人，人们也许会一笑了之。可

是，在一个有历史形象上下文的国家，任何一个社会角色的基本形象在 1949 年（也许可以

从 1942 年计算）以来已经被逐渐规定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红光亮”和“高大全”美

学原则早已熟悉，可是，在唐志冈的作品里，军人的形象是难看的，干部的形象是丑陋的，

如何对这样的形象进行艺术评估就成为问题。完全能够想象，唐志冈的作品受到了质疑，当

“开会”发表在杂志《山茶》中，引起了一个军官“对号入座”，认为画中的某个形象就是

他自己，这就自然将唐志冈的绘画增加了政治问题的成分。难道没有政治问题吗？在不久前

的历史中，任何“丑化”革命军人和人民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在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

前提下，这样的意识形态逻辑是合法的。然而，改革开放引进的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早已经

削弱了这个逻辑的有效性，在 80 年代中期，西方文艺思想与娱乐方式不仅在社会上普及，

并且也波及到军队。即便是老山前线，在休息中也能够看到军人在手提录音机强烈的音乐伴

奏下跳着迪斯科，而这种音乐和舞蹈在几年前还被认为是颓废的和堕落的，可以想象，唐志

冈没有遭遇足够的麻烦。但是，他仍需考虑不要去寻找这类不必要的麻烦，他认为他要解决

的是艺术问题。 



唐志冈在军队里的工作之一，是在军队美术班教军人的孩子画画。近十年的儿童美术教

育使唐志冈在美术教育方面颇有收获，以至他在离开军队后的一段时间里，也继续办班教育

儿童画画。这种长期的工作自然会对唐志冈有影响，按照画家自己的话，如果画画真的没有

出头之日，他也许会继续以儿童美术教育为生。无论如何，唐志冈需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1999 年，他也开始将开会的人物改为儿童，之前人物角色服装之类的社会性符号没有改变，

改变的仅仅是将成人置换为儿童。由于在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当儿童出现在会

议中时，曾经通过人物表情和夸张的姿势表现的幽默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参与会议的儿童不

仅仅是替代了成人，他们显然也将儿童本身的表情与趣味带进了会场，这样，对严肃的假设

就更加富于戏剧性。不会再有人相信这些会议的严肃性了，因为他们仅仅是儿童的模拟与表

演；也不用去相信那是一个严肃的训练，就想过去的年月里严酷的政治规训，那不过是儿童

任意的、甚至也是无聊的表演。有时候，他们做出形式上的严肃，他们像大人一样整齐地举

手，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心神不定，眼睛走神的；有时他们干脆将会议作为娱乐场所，将

自己喜欢的玩具放在会议场中；他们发言、发笑、装怪、甚至撒娇抠鼻子，戏谑的程度致使

会场成为幼儿园。任何人对这样的场景都有可能不同程度地付之一笑，因为幽默、滑稽、有

趣。可是，画家没有可能躲避这些即便没有进入社会的儿童所附带的社会性因素：军装、话

筒、会议台、标语以及挂画，包括色彩与场景所需要的气氛，这些都不是随意产生的内容，

它们统统都是历史的符号与记忆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唐志冈在他的不规矩的、幽默的游戏

心理中重新改写了这些符号记忆的内容。他在想表现他的幽默，但他要躲开由于过分的历史

符号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逻辑；他很自然地与儿童打着交道，也就很自然地用儿童去置换成人，

以便能够充分而自由地表现他的内心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唐志冈有过回应： 

一般人问起为什么画“儿童开会”，我通常的回答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大人开会常有人会

对号入座，甚者找麻烦，为此干脆画成了儿童，虽然利用儿童形象是因为我一直在做儿童美

术教育的工作。在部队我是宣传干部，在政治处工作，除了布置各类会场、写标语、拍照片

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为部队大院的孩子办美术班。学校假期为避免小孩子们在

营区内搞破坏，部队首长指派我用美术、绘画管教他们，这个工作一干就是八九年，直到今

天都还没有脱手。画室就是教室，部队“开会”的画面前是小孩子们在举手回答我的问题。

它们之间太容易发生联系了。事出偶然，但确定用儿童作为专门符号确定下来还是经过认真

考虑的，不完全是逃避指责。（“儿童开会”，《唐志冈：画中会议》汉雅轩） 

唐志冈为自己使用“确定儿童作为专门符号”进行了复杂的解释，他甚至质疑那种将作

品与社会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联想，可是他也承认：“无论我怎样的尽可能压缩画面，减

少多余的其他现实因素，那种我血统中原有的情节特点还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在外面而被人

注意到” （“儿童开会”，《唐志冈：画中会议》汉雅轩）。当然我们看到，会议的标语

中没有了文字，仅仅是红色的布条，或者桌布，整个场景不知道发生在何处，并且有时主席



台后面的画像也仅仅是儿童的肖像。可是，历史的基本语境可以提醒人们：这样的态度——

无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不严肃和很容易被人质疑的：例如曾经悬挂领袖标准像的地

方不应该随便给予对待，严肃的会场是不允许有儿童玩具的，如此等等。现实的情况就是这

样，当一件“儿童开会”的作品发表在四川美术学院学报上时（2001 年），作品的政治倾

向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加上批评家彭德的一篇文章所涉及到了别的问题，以至这期杂志没

有被允许发行。在这幅画里，儿童军人没有戴上开会应该戴上的军帽，发言者的表情充满联

想到成人可能的戏剧性，而后面的“领导”也是表情各异，儿童使用的玩具汽车、气球、小

狗被任意安置在主席台上，一个完全没有严肃性的构图。这样，“革命军人”的形象究竟是

否存在，还是在这幅画里根本没有“革命军人”这个概念和问题？按照画家可能的表述是，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会提供一种幽默，一种生活与内心需要的慰籍。然而，对于那些知晓历

史并对惯有的意识形态逻辑深有体会的人来说，这样的慰籍表现或者幽默是富于挑衅性的，

在立场上是有问题的，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的确，唐志冈是蓄意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与表现空间已经扩大，即便是对一个军人、

领导甚至领袖给予幽默的调侃也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历史的语境已经发生改变，而将矛盾暴

露在作品中，正好符合人们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自由的和批判性的思考。艺术很少有

机会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能够像哲学那样提出理性的质疑，可是，人们对现实的理解需要感

性，需要某种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提示。可能，仅仅是“笑”，就能够让人们反思各种问题。

幽默的心情有时是消极的，可是，对于绝望的生命本身来说，幽默也许是一种 后的可能性，

何况艺术家千躲避万回绝也无法绕过问题的针对性，张颂仁先生就是这样来解读唐志冈的

作品的： 

大家看了都笑。这笑是因为画中景象与实际生活有距离。距离不是隔离，距离暗示了某

种关系，于藩篱两边互相还是有所呼应，有所印证。画中小儿换了是成人就不好笑了；而且，

如果被笑谑的官僚架构是受观众赞同的话，也笑得不痛快。唐志冈的玩笑逗趣由于把游戏当

真，而玩笑能笑到心坎里就因为大家知道正经事就偏偏被作为儿戏来演。（“唐志冈：不过

儿戏而已”，《唐志冈：画中会议》汉雅轩）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政治与经济的形势充满可能性，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所产生

的步骤极大地抑制了旧有意识形态标准的影响力，人们不再更多地以习惯的方式对事物进

行判断，而宁可认为思想与观念本身的自由是合法的。也正是这样的背景，90 年代开始的

新绘画潮流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艺术家不再接受任何外来的指导与训斥，他们竭尽自己的

想象力与判断力，试图彻底突破任何桎梏——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去提示敏感到

的历史、现实和个人的所有问题。 

在 2004 年的作品中（画家已经将他的作品命名为“中国童话”），格斗与撕打的情节出

现在会议中，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说这是画家在无目的地表现儿童的嬉戏，事实上，那些用力



的冲突是对历史与记忆的改写。唐志冈对从小在劳改农场、社会环境以及战争中的情景记忆

犹新，他可以细致微妙地讲出他在母亲作为管教干部的劳改农场里看到的那些政治犯人的

压抑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武斗、战场上的爆炸与死亡，都在唐志冈的潜意识中留下了印

记，现在，画家仅仅是稍稍调动了一下无意识的领域，黑暗的大海就泛起无意识的沉渣。画

家熟悉的历史与记忆挥之不去，以至只有通过改写的方式才能够给化解。在这年完成的作品

里，斗争会中的情景以及人物的姿势非常接近大人的过去，尽管还有人手拿奶瓶，一旁的撕

打却不能够完全被理解为游戏，因为残酷性已经在动态和表情中透露出来。可是，这个国家、

社会以及具体的生活环境大致也是这样：残酷的事实经常发生，却与旁观者没有干系。 

2005 年，观众从画家在创库内的诺地卡画廊里看到了“中国童话”。这年，唐志冈开始

将他的儿童们带到了露天，带到了沙滩与大海边。他试图再次摆脱历史与记忆，他仿佛觉得

那些事实上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与政治问题的环境与情节实在不是他想要的东西，就像他

早年在军队里根本不希望去表现那些并不真实的革命情节和英雄主义主题一样，他想寻找

自己内心真正要寻找的一切。他说昆明人对大海有更多的兴趣，这样，他可以逃离内陆城市

到更为宽广的自然环境中。可是，他仍然将他的天真、幼稚、可爱的儿童放置在危险的地方，

例如跳板、吊环、海边、甚至飞机的翅膀上，或者将他们设置在不确定的危险过程中：例如

跨栏与翻越高墙。然而，这些活动仍然来自对军队生活的记忆，并且他继续情不自禁地表现

打斗，甚至使用人们熟悉的生活中打斗的工具——砖头与椅子，让现场更加危险与恐惧。有

时，画家认为实在没有充分实现他对内在性冲突的表现，他也将狗的交媾放在临时搭建的会

议室中。从这一年开始，唐志冈的作品使用了“中国童话”作为标题。使用“中国童话”这

几个字足以表明画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态度，显然，他将他的儿童所表演的所有戏剧看成是与

所有人有关的问题。很难说《中国童话》系列“摆脱了政治与人的主题隐喻，而转入到一个

更加关乎生命本体与个人内心的主题”（倪有鱼），不过看得出来，画家的确希望将自己作

品中的问题具有更普遍性的特征。的确，“开会”中体现出来的那些内容与空气随着市场经

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的环境改变而越来越淡漠，对于那些 70 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已经变成无

聊的闲言碎语，按照近 30 年的艺术史来看，重要的仍然是语言，是直接体现为差异的具体

表现。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艺术家们有意识无意识地接受了语言即思想的后现代观念。

如果抛开心理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分析角度，我们能够怎样地去分析一件作品？唐志冈是在

特殊的环境中从现代主义跳向后现代主义立场的，他尽可能地控制着随时可能涌现的反映

论逻辑，当一个出发点已经产生，他就将自己的注意里放在如何更加富于游戏性和观念性的

目标中。所以，当生活给出了新的契机，例如身体疾病的提示，他就可以将表现引向这个偶

然发生的目标，例如他 近完成的“绿宝石”系列，大量的石头 初因为画家身患“胆结石”

而被唤起，可是，一旦这些石头被简洁、自由并且富于表现力地堆积起来，就成了儿童新的

天地。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唐志冈 典型的表现方式：简洁的构图、永不衰老的儿童、



娴熟的块面以及干净的色彩。随着这样的心理状态的发展，唐志冈将更进一步剔除具体的因

素，而抽象出他认为属于艺术的东西，那些始终以不同程度出现的危机状态，仅仅作为出发

点，一旦表现的可能性成为现实，他更有兴趣于那些抽象的构图与富于个性的笔触。结果，

画面清除了现实或者让人产生现实的联想的痕迹。 

2000 年之后的新绘画经常承受着“观念绘画”的名声，可是，批评家没有将什么是“观

念绘画”或者“观念”究竟是什么说清楚。真实的情况是，潮流般的绘画现象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消散，之后人们再没有看到新潮流的出现。事实上，在 80 年代思想解放

——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信仰方面——之后，90 年代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在政

治与经济变革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推动了新的意识形态标准，影响力的来源已经发生变化，

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明显减弱，这样，80 年代所提供的思想空间得到了丰富的充实。个

人的心理特征成为每个艺术家自己的出发点，他们不再将自己的思想与感受交给“同一性”，

所以，人们很难期盼到潮流的产生。在风格众多的新绘画中，唐志冈的绘画属于与记忆有关，

但受到非本质主义影响的那一部分。唐志冈接受着两个方向的牵引：历史的和当下的。在他

的绘画中，我们可从历史与游戏的任何一个方向进行解读，在 近的作品中，唐志冈开放了

他的作品出发点的可能性。 

那些笔触没有对何孔德致敬的影子吗？那些人的表情与成人没有了关系吗？在石头上自

信地在指挥搬运石头的孩子真的没有危险了吗？那个继续站在高高的跳板上的小儿真的要

跳下去吗？这所有的一切意味着：没有什么“后现代”要素可以将任何问题的上下文分离

开来，唐志冈仍然想表达的是：前进、高级、进步、上升的问题，就像他说的那样：“跳水

是焦虑，你上去之后怎么下来？”新世纪出现的绘画承接了历史的因素，可是，只要给予改

写，就有可能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唐志冈拥有家庭发生政治上的不幸经历，也充分体验过

战争中生命遭遇的残酷性，可是，他并不认为直接表现这些东西是有意义的。所有的故事都

存在着共同性，艺术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感性和理性的方式表现这样的共同性：生命的可贵、

危机以及意义，在具体的表现中，所谓“枯笔”、所谓“流淌的笔触”不过是对生命的问题

的一种间接象征，就像画家在构图中破坏会议的严肃性一样。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唐志冈

在他的作品中不断有意识地争取着幽默的可能性， 初，那些幽默很容易有具体的针对性，

之后，画家渐渐地领悟了幽默的关键，他将问题的提出与对问题的悬置放在一起，让我们大

家都面临着解决或不解决的决策。可是画家深深地意识到：生命到底是没有解决的，在生命

后的挣扎中，放任部分溃烂和本能，以不去解决的幽默态度来应对问题，这可能是 有力

量的，通常，学者将这样的态度表述为“解构”，而唐志冈的作品对“解构”的理解是幽默

和有效的。             

吕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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