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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千素描的创作历程与艺术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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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素描实践能产生时代性的多样意义，此例古已有之，如达·芬奇、米开朗基

罗、丢勒、格吕内瓦尔德、鲁本斯、伦勃朗、安格尔、弗鲁贝尔、梵·高、马蒂斯、毕加索、

迪克斯、弗洛伊德、巴塞利茨等等。作为一个素描家（但不仅是素描家），孔千进入这一序

列毫无愧色，要理解其素描实践的别样内涵，必须从素描的本体论阐释开始。这种本体论不

再限于艺术的内部领域，今天的艺术实践除了包含艺术的自律性，他律性或许更为重要，艺

术的本体应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主体间层面上的变动性结构，而非过去那样封闭的单纯系统。

1、生于断裂时：个体素描观的萌发与自觉

孔千的素描之所以独特，首先在于它产生于画家人生的“断裂”时。

他在天津美院附中、本科就学期间与其他同代人一起接受以苏派为主的写实主义训练，

那时天津美院深受中央美院教学体系影响，在课程设置和作业要求方面接近央美的做法。央

美的基础教学主要以苏派体系为基石，教师中大量的留苏和“马训班”学员起了很大作用，

强调准确的空间表现和形体塑造，在单一光源下去捕捉对象的光影效果，注重对形体结构的

还原，对解剖学知识也较重视。除了这种高度理性化的造型方法，更为广义的苏俄文艺也对

孔千有所影响。在其早期的手稿中，能看到临摹弗鲁贝尔的素描，弗鲁贝尔在苏俄绘画史上

是非常特异的人物，这或许能看出孔千早年的艺术志向就与主流不同。

他在训练过程中也开始怀疑以苏派为主的程式化教学，既然素描要训练对结构的描述能

力，就应该在画面上超越光影的局限，不应让形体受制于单一光源下的某种暂时的、特殊的

效果，而应去寻找更稳定、更本质的形体关系。他在课堂素描写生中，头脑中已有了显然的

疑惑，这种反思态度在他一些早期素描习作中能看到端倪，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素描方面自始

至终去努力钻研。从他上学时期的习作、手稿到今天的素描中，都能看到对解剖知识和人体

结构的认真研究。他并不认为素描的表现能力有问题，而是僵化、单一、教条的学院体系有

问题，学院标准成为他思考、突围的清晰对立面，有了反向路标，自己的方向也更加清晰。

1982 年孔千大学毕业，开始去天津大学建筑分校任教，对素描的研究并没中断，他越

来越主动地甩开学院派习惯去画人物肖像。整个 80 年代在今天来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

时段，它结束了此前的革命时代，人们从群体亢奋、个体沉默的集体主义生态走向独立面对

多样世界的新生活，陈旧、僵硬的生活形态被松动。或许是对此前持续社会运动中暴力、失

序的恐惧和警惕，80 年代的人们告别革命的态度异常明朗，对于各种各样的自由精神非常

神往。80 年代的开放是内外互动力量的成果，内部开启改革开放，外来的现代文化产品、

思想、资本一齐涌来，人们对新知的渴望、对未来现代化新生活的向往都被时代激活。80
年代的关键词或许是自由、开放与反思，孔千在这种激流中既广泛接触到西方现当代艺术文

化的文本、图像，同时也被时代风气所感染。他感受时代气息，却身在 85 新潮之外独立地



观察着生活与艺术，对家国历史的自发思索在心中埋下种子。80 年代末期，新的社会问题

激发了重大的社会事件，作为目击者和观察者，孔千的历史感被剧烈的现实铸就，从此对历

史的反思与追问深刻地融入创作，也包括素描。

在天美的学习经历中，吸纳关于素描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发现学院素描

系统与自身素描观的巨大差异似乎更有价值，在掌握观察和描述能力的同时开始逐渐明了素

描的研究任务并非是为达到某种完美的形式或效果，素描不是对某种预先程式的演练，而应

该是真正的发现，常规学院素描中最基本的形体结构研究更需要这种主动的探索态度。相对

而言，形体是比较稳定的，是更接近本质之物的普遍性存在，而各种环境光线映照下的具体

影调则是偶然、易逝、不稳定的，这些随机的特定视效并不能产生对造型本质的深入理解，

只能堆积出符合学院审美喜好的类型化作业。对固化模式的反感和怀疑是一个素描家找到个

体立足点的开始。

除了对学院艺术价值观的批判之外，孔千在 80 年代的大背景下也被打开了视野，他很

主动地把形式主义、表现主义的形式意味带到素描中，在本科期间的很多素描中已能看到毕

加索、马蒂斯、高更等现代派大师的造型趣味，还有一些跟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血肉相连的形

式感，木版年画、装饰图案、水墨笔意的造型语言也被采用，而且似乎还受到了当时流行的

连环画、国产老动画造型特征的影响，一些兼有构成感与幽默感的形象也被创造出来。这说

明画家的“胃口”很好，对“艺术”系统内外的视觉资源都乐于吸纳，同时也体现出一个明

显趋势：他越来越主动地不再将素描当成磨练技巧的习作，而视其为充满可能性的开放媒介，

愿意用素描进行深度表达。

2、异形何来：生命意识与早期建构

从他刚回天津美院油画系任教时期（大约 1985 年左右及及稍后）的素描来看，已把再

现式的写实素描体系有所抛弃，以主观体验和形式实验为取向的造型语言成型，在放弃三大

面、五大调的常规做法之后还尽量深入塑造对象的精神状态，仍通过五官表情和轮廓线来表

现对人物的理解，这种方式仍是具象性的，但大胆的变形已经出现，此时的变形主要是为强

化人物在画家心中的主观形象感，这是一个被转译过的全新形象。这些肖像素描被描绘得相

当细致入微，但刻意回避了面面俱到、体块饱满、铺满调子的陈规，有意将形象扁平化处理，

产生了浮雕效果，基本形有较为方正、严整的味道，有些转折处采用了很坚硬的线条，血肉

的圆润感大大削弱，笔下人物即使睁大双眼做出生动的表情，也总是让人体验到一种凝固感，

画像中隐隐透露出面向死亡的幽暗气息。这种对生命意义的细微体察已超越了精准描绘对象

的技术层次，画家将素描作为一种非常严肃的媒介在使用。

80 年代的激昂开放经历了风波之后在 90 年代急速收刹，人文精神的衰微和市场经济的

勃发是社会变动的主潮，举国向经济建设转向，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开始主导百姓能感受到的

生活空间。孔千对这一快速变化是不适应的，80 年代所开启且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人文热情

被降温，一些重要的社会性交流与讨论也戛然而止，对执着于艺术和文化本质价值的艺术家

而言，这自然是一种无奈、失落的处境。孔千的历史感是沉重的，经历了 80 年代至 90 年代

的转变，也曾体验了人生和历史的残酷性，对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素描实践中，精

神的挫折与生命意识的萌发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在孔千的世界中，生命意识源于他对自身生



命处境的细微体察，在素描作品中则透过一些形象作为移情表意的中间物来寄托自己的忧思

和内省。90 年代初，他集中描绘了一系列枯败的果子和脆弱的昆虫，是对这种生命意识的

回应，同时也引发了此后怪异表现性造型语言的滥觞。

孔千 1990 年前后的素描很明显与 80 年代拉开了距离。以头像为例，90 年代初的头像

更肆无忌惮地走出写实框架，对头部基本形和五官特征进行了极为主观地变形，对头颅外形

做了高度几何化的处理，但不同于塞尚、毕加索、马蒂斯这些画家的做法，虽然也采用了几

何化的构形方式，但孔千不像现代派画家那样以点、线、面的构成方式让形体彼此分离、松

动，也并未迷恋那种松散的结构性和纯粹化的平面感。他将形体画得极为实在，仍在明暗交

界线区域集中力量强化每一块形状的体积感，轮廓线的形状与连接功能被使用得更加主观，

生硬的直线、尖锐的转角更为普遍，硕大的眼珠、突兀的颧骨、锥形头骨、竖长的脸型、弹

簧般的胡须频频出现。有的肖像颇为诡异，有些则在幽暗人性的氛围中透露出奇怪的幽默感。

这些肖像不再像 80 年代那么“温和”和“可信”，那些早期头像虽然也有很多主观的异样化

处理，但仍可勉强被学院或专业画家圈子接受，虽然他们不认同孔千素描的造型价值取向，

但对其绘画功力还是认可的。而 90 年代这一批肖像在陌生化和怪异感方面全面超越了 80
年代。虽然前期作品在细节塑造和轮廓线虚实处理上更为细腻和精妙（或许这正是学院派能

欣赏前作的原因），但在开拓素描表现力和精神力度方面也远远不如 90 年代的新作。这些成

果可以表明一种属于他自身的怪异表现式造型体系已经初成，而且有点早熟。

3、延伸的本体：形态、主题与观看的演变

A、形态与形式

大约到 90 年代初，孔千的素描特质已经形成，他的素描语言、语法开始体系化。更引

人注目的是，这种个人系统在偏离官方与学院素描体系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怪诞的趣味、强

悍的形体、实验性的手法、厚实的团块、惊厥式的线条、支离破碎的神情、反抒情的氛围、

反效率的动作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另类的形式逻辑，结实、绵密、饱满、强劲、涩重是他

从 80 年代后期至今一直保持的造型倾向，可以认为这就是孔千对自己素描审美特质的内在

期待，也构成了他素描艺术本体的内部核心。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而言，艺术本体是否存在已

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艺术本体论是现代主义时代的经典话语体系，它假定艺术作品有一个

本体，这个本体是其艺术意义、美学价值得以存在的本质依据，这个本体落实在绘画方面就

是形式本身，现代主义的艺术和文化观念体系赋予形式以崇高的独立地位，艺术的自律性决

定艺术的意义和属性，而艺术自律所依仗的媒介只能是自身可以被感知的形态，也可以简单

地理解为形式本身。形式所携带的原创性、形式外在于社会现实的独立性、形式对艺术价值

的决定作用、形式创新在艺术史逻辑上的至高位置，这些曾经左右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主

流实践的观念在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战后新思潮的冲击下被瓦解，连艺术家的主体性也不再

被信任。虽然在理论上已经解决掉了对本体论的迷信，但在艺术实践层面也是另一回事。因

为无论如何，画家主要是出于对视觉形态的执迷才能持续对画面方寸之间的痕迹、效果进行

深入探究。孔千很早就将素描作为表达之物，他在形式实验的同时主动将艺术的他律性因素

注入素描创作中，他笔下的形态不仅是形式逻辑的产物，更是肉身经验和现实反思在视觉上

的回馈。

反过来，他在运用素描进行表达的同时，也在锤炼自己对“形”这一素描最本质要素的



体验和理解，他的线条、块面、构图、空间研究都围绕着“形”这一最接近素描内部本体的

范畴展开。对“形”的探索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在学院教学过程中利用课堂写生的机

会，以人体、人像为具体对象展开形态实验，这种有具体对象的探索能落在实处，尽管孔千

的肖像、人体素描从 80 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没有在写实框架里打转，但是确实因为有了具体

可感的对象而有了可深入追究形体的坚实基础，可以有的放矢地逐步展开对复杂形体的推敲，

写生为造型语言的嬗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具体依据，不至于使线条和形块塑造的大幅度变形

失去感觉的落脚点、成为空洞的抽象符号，他的反常造型语汇也能从这些课堂写生素描中找

出端倪和线索；另一种就是他自己称之为“随写性”素描，将一些奇思怪想可视化，这种方

式有点像创作漫画、连环画或原画设计，在这类天马行空的非常规素描中，画家对形象的撕

裂、重组、变异更加自由灵动，可以更流畅地抒发自己对形的新鲜感受，某些形态颇让人吃

惊，与同时代画家比较时会让人惊叹其“不合群”的品性，是在造型独创性和奇幻性方面达

到了同时期国内素描创作的巅峰，而且这些奇异的素描在造型的耐看性和线面组合关系的严

密性方面也很精到，能引起观看的深度体验。

他的写生类素描在形态上其实有很大的变化，90 年代干枯、涩重、焦灼、瘦硬的整体

气息到了 2000 年以后逐渐向更为整体、饱满、厚重、圆润的趣味，不变的是强烈的非理性

取向和形状的惊悚感。他越来越主动将依附在形象中的形体进行拆分、重组成可辨识的新形

体，这种重组并不是机械相加，而是斩钉截铁般的主动取舍与拉伸、压缩，这种重组无疑是

他受到现代主义特别是立体主义观念的启发，但他重组后的空间维度显然不是现代主义式的，

跟理性化、数学化的形式空间截然不同，他注入了类似表现主义的非理性力量和纯精神因素。

在随写性和主题性素描中，他把从写生中获得的经验和阶段性成果以更大胆生动的方式铺开

表现，有了一定的叙事主题和框架，表达的力量更充分。这类素描的叙事性是非日常、非再

现式的，怪异的形态与诡谲的图像涵义能高度吻合。孔千的素描造型观念虽然在画面上呈现

出极为怪诞、奇崛的特点，但内在的研究性态度却又相当扎实稳健，他的形体意识总是围绕

塞尚—毕加索—新表现主义这一主动构形的造型系谱展开，他看到了现代具象绘画中隐含的

一条纲领性线索。此外，中国传统民间造型元素和现代漫画造型作为“辅药”也起到了融通

中西、古今的奇效，增强了形式和形态的趣味性和多样性。

B、主题与形象感

这方面是孔千素描中最容易被观者所感应的部分。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大致可分为这

样几个主题：

肖像和人体。

这一大类在他的素描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 80 年代至今这类创作从未间断，数量最

大，也涌现出众多无可争议的杰作，他的素描在中国学院体系中获得推崇的依据也主要来自

这类作品。对于大部分中国学院艺术家以及一般大众而言，这类作品较易理解和接受，尽管

在接受的过程中仍会感到强烈的挑战性。80 年代至 90 年代，孔千努力从过去学院体系的绘

画惯性中挣脱出来，主动构建个体绘画语言，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肖像素描来承担的，

他努力描绘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意识地将历史的精神遗产和记忆碎片高浓度地注入到

这些当代面孔中。这些人物表情极其复杂，很难说他们处于何种情绪，总的来说是一种压抑



克制的“中庸脸孔”，其间还不时夹杂着乖戾之气，这种难以名状的神色来自孔千对中国人

（不止于当代，也包括整个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化时段）精神的理解，他认为国人精神饱受

压力、凌虐却又几乎从未真正觉醒过。2000 年以后，肖像和人体的轮廓线更浓重，内轮廓

和器官细节的细腻刻画在减弱，浑然刚劲的整体感在增强，画家似乎更明确地省略了很多功

能性细节，而把笔墨全部集中在他认为最关键的部分（能传递精神信息的动态或表情，或是

最重要的形体凸点、转折处）。孔千还不时画一些身体局部，例如 90 年代的断指、断脚、阴

部等局部形象，洋溢着伤残与牺牲感，这种伤痛借由身体的损伤或暴露被放大和传递，也暗

示出一种苦闷的心灵状态，感觉的释放与现实境遇有密切关系，显示出国人集体无意识的病

理学症候。

动物

这类作品规模不算大，不是他素描的主流，但其中也有很多不可忽视之作。他画的较多

的动物有昆虫（以蝗虫、蝉为主）、鸟、鱼、马、狗等，这些动物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也很常

见，他画这些动物多少与他阅读水墨画、文人画的经验有关。画蝉大约最早，那时也是他生

命意识萌发的创作转捩点。蝉的脆弱与渺小让经历了时代伤痛感的画家产生了发乎其内的共

鸣，从画蝉开始，他对花鸟鱼虫类的传统形象有了浓厚的兴趣，不过文人画的精致怡情似乎

被他尖锐、锋利、焦灼的笔痕所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直面生命本身的无碍之坦荡，赤裸呈现

出的生命在孔千笔下总是透露出濒临死亡的寂灭感。在动物类素描中，最重要的作品是“蝗

虫系列”，他选择蝗虫这一形象起初可能是偶然的，很可能是因为看到了齐白石画过的蚂蚱

便有了兴致，随着对这一形象的持续演绎，蝗虫逐渐脱离了原来牢固的美术史图像原型，也

挣脱了作为一种昆虫的自然属性，它成了承载画家历史感与现实知觉的象征物。蝗虫作为虫

之身份是弱小的，很容易被消灭，但它一旦成群结队就会成为农民的噩梦，中国漫长的古代

史对蝗灾一直非常恐惧，甚至可以对政治产生直接的影响，它仿佛是中国人所信仰的“天道”

对时政的反应，蝗灾的发起是一种恐怖、神秘的示警和天谴。它作为拟人化的象征物则有了

如人类般的社会性身份，它们似乎有了朴素理性与能动性，无论是单只蝗虫还是成组群像，

都能感觉到画家借虫来倾诉历史感怀。这种历史情绪的注入是自觉的，画家在蝗虫周围加入

城墙这类景观，让蝗虫或抱团或厮杀，虫的表情和动态往往晦暗不明，流露出他对历史的悲

观看法。

场景

这一类分为两个大方向，即以建筑为主的场景和以人物为主的场景。这类素描从题材来

讲就很特别，按常规画种的区分，这些素描既不能算作风景画，也不能算作故事画，因为不

管风景还是故事都无法主导画面的核心内容，而且画家很主动地用奇异形象来破坏观者可能

形成认知共识的叙事性，当人们按生活经验似乎将要看懂画中涵义时，非理性的形象感和不

合常理的符号组合关系又让常规式解读变得很困难。尽管这类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尺幅很小，

但却几乎无法被简单视作大幅油画创作的草图和实验稿，这些素描在形式的完整性、语言的

精确性、灵感的爆发力等方面都无法再被视为副属性的习作、草稿，而是非常独立、完满的

艺术品。事实上，孔千的这类作品开拓了素描的表现空间，创造了一种独立的素描品类，一

种兼有主题性（多元主题）、叙事性、场景式的表现性素描，这种素描不拘泥于学院素描的

训练目标，也不是为了创作服务，因为它本身就是创作，就艺术力量而言未必弱于大幅油画。



在肖像、动物类素描中，孔千的现实态度和历史意识尽管也在散发，但毕竟总是通过比较含

蓄、间接的路径来暗示、象征，而场景类素描则更为直接、充分、全面地展现了他的世界观，

是更为彻底的表达之物、不平之鸣。画家或直接表现野蛮、阴狠的暴力和肉欲，或渲染惊悚

幽暗的氛围，或打乱空间维度的常规，或混同古今中外不同时空中的形象，或强化画面的诙

谐怡然之气，或突出场景世界中的荒谬与失序，这些丰富的感觉片段被他强硬地整合在一张

素描中，笔触或富于速度感或力重千钧，神经质的笔意与癫狂的物象构成了他内心对现实及

现实前史最诚实的精神意象。

C、观看方式

一个画家的观看方式在他的素描中袒露得最明显，因为素描是其知觉直接倾注到画面上

的朴素方式。在现当代艺术语境中，一个画家的创造力其实并不在于他是否创造了一种较新

颖的风格，而在于是否提供了一种有启发性的观看方式，它可以刷新观者理解绘画及其他视

觉物象的观念，进而在观者的知觉深处更根本地改变视觉艺术的接受逻辑。孔千无论是画一

个头像还是营造一个场面，在素描中都贯彻一种“散文诗”般的叙事性，颠覆曾长期占据具

象艺术主流的暗箱式再现逻辑。一个视点、一个灭点、一个固定化的凝视行为，这种长期被

画家依赖的观看方式被他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综合视点和感觉的观看，固定的观看基准

点被废除，画家的目光和知觉在观察对象或想象对象时从多个角度和方向展开，在移动中捕

捉形象，因此画面就显示出多空间维度和运动轨迹的复合式氛围，其中隐含着一种浓缩化的

时间性，无论视点的更换还是目光的移动都会让观者经历更漫长且不确定的时间。在绘画中，

时间与空间的同一性体现得非常清晰，孔千素描中的动感与不确定感能引发观者更为复杂的

时间、空间体验，不会再将画中形象、场面理解为对现实的反映，而能看到一种与日常经验

拉开较大距离的异质世界，这种分解、移动、重组的思路无疑受到塞尚、毕加索等现代派大

师启迪，也与他对中国传统文艺的体会有关。骆玉笙的大鼓书在叙述上是“散点”式的，将

同时发生的事件与同时映入眼帘的景象编辑为去除明确时间感的环形序列；中国传统山水画、

寺庙壁画中经常将不同时间段落的事件放置在共时的逻辑中描绘，这类表达逻辑对孔千有很

大影响。他在家中看电视时也会对着电视屏幕画速写，不求形象和故事的完整，但更鲜活地

体会到了拼接碎片经验的可能性。但需要提及的是，孔千的视觉机制并不是现代主义式的，

也非传统艺术中那样散漫，而是近乎癫狂般的感性模式，他感觉深处的拧巴、浑浊、野蛮、

滞重使得重组后的形象和空间更接进人们对神怪世界的想象，这种知觉中自带的神秘感和笨

拙感与有序的多空间结构产生了感性与理性的碰撞，释放出强劲的张力。他近期的素描继续

在叙事和造型的双重陌生化之路上迈进，散步观花式的视觉逻辑、多向度复合式的叙事逻辑、

神经质且陌生化的造型逻辑紧密咬合在一起，共同构筑起孔千素描的观看方式，这是对中国

当代绘画做出的独特贡献，它维系于孔千的个体经验之网，无法被轻易地知识化和程序化。

4、时代的异形：如何理解孔千素描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讲，孔千实现了对素描这一画种的再造，在材料和工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的情况下将素描的表现空间大大拓展了，而且提升了素描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地位。他的实



践使素描挣脱了此前被视为习作、草稿、小品的旧俗，彻底成为一种完整、饱满、自足的独

立创作，与其他任何视觉艺术媒介和门类完全对等。他也证明了素描这种媒介有近乎无限的

表达潜能，在表现力上可以达到极高的层次。事实上，将素描与创作割裂看待的机械二分法

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画坛长存的偏见，与素描被视为基础教学工具的流行观念有关。从基础训

练到自主创作的既定程序被视为养成绘画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学院体系长期形成的固

化认知，素描长期被安排在“基础”、“习作”的位置，很多人持此看法便不在素描本体的表

现力和可能性方面深入探索，孔千的素描实践就更显得可贵，尽管这是出于他个人研究、个

体表达的需要，但对于很多画家而言却具有启示性和示范性。

孔千艺术成就真正开始被大家关注还是近年来的事情，他长期处于聚光灯之外，虽然年

过六旬的他创作成就斐然，却并不像他同代（这无疑幸运的一代）艺术家中的知名人物那般

得到足够重视，这亦有其历史原因。50 后一代著名艺术家群体性的崛起与成名，或多或少

都与 80 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集中体现于 85 新潮这一历史现象）有关，他们的工作在 80
年代中国艺术现代化之初获得了特殊的历史价值，尽管孔千在当时也形成了极具个人面貌的

艺术形态，但几乎默默无闻，既没有得到学院体系的认可，也没有在新潮美术领域造成任何

明显的影响，对所有体系而言，孔千的创作在上世纪 80、90 年代都非常边缘。这种边缘状

态使他保持了绘画探索的纯粹性，也形成了在野的立场和视野，对任何潮流都保持审慎的远

离态度，安然立于孤寂之处推进个体性探索。这种“野”立场助长了他艺术中宝贵的野性与

自由度，在不受艺术行业裹挟、刺激的状况下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持个体探索的针对性和自主

性，无论是其油画还是素描都保持了反效率、反成功、反流行、反唯美、反完善、反和谐的

不合作姿态，面对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包围，这种在野姿态使其创作具有刺点般的力度，他几

十年来持续的工作系统如同一颗尖锐的钉子深深嵌入中国当代绘画历史的深层结构中，对很

多放弃独立立场的绘画实践构成尖锐的批判性。由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梳理和研究长期笼罩在

话语权斗争的窠臼中，各种利益的渗入使很多“学术评判”难以公允，于是诸多功利主义动

机催生出的虚假学术体系逐渐坍塌，反而在野、另类、边缘且有深入性的探索在新语境下焕

发出更有韧性的活力，孔千无疑是这类艺术家中的杰出人物之一。

孔千素描之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不仅源自艺术内部的语言魅力，更来自叙事内

涵的确凿来源——艺术本体与中国历史、现实的紧密关系。他的素描几乎是最“中国”的绘

画，这并不是说他的素描是一种成功的 “民族化”和“本土化”成果，因为这类宏大叙事

般的空洞表述是建立在政治话语体系之上的叙述，与发乎艺术本身的阐释学有很远的距离。

孔千的“中国性”是骨子里的，虽然他吸收西方现当代艺术文化营养非常主动，但他更注重

从现实的复杂处境着眼来考虑问题，并将思考的痛感付诸艺术表达。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

史逻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中国漫长历史时空中发生的循环式悲剧有着深沉的悲悯情怀，

对不同时代的当下生活颇为敏感和关注，他最关心的是在一个具体时代的社会环境中个体与

主流价值、公共体制之间的纠缠关系。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剧烈发展是一个历史奇观，在事实

上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历程，具有极强的独特性，在审美经验上也

少不了怪异的体验，现实经验不断激发国人的想象力与新鲜感。但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

真正致力于将个体中国经验充分表达的中国画家仍非常稀少，孔千恰是这少数人的少数——

他不仅持续对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近身体察，同时能在表达的强度和浓度上达到与当代中国历

史境遇相匹配的复杂性与戏剧性，在艺术形式的完善性和创造性方面极为出色。除对现实的

思考和表现，其造型意识饱含了中国传统文人狡黠、幽默、超脱、自嘲、执拗的精神因子，

素描中的形象和故事也带有这种源自中国传统人格的多面内涵，并且将这种人格在现代化进

程中遭遇的尴尬与变异生动地呈现出来，这对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而言是重要的图像生产，



对中国之外的其他文明也有极为独特的研究价值和美学意义。

这些已被历史检验过的重要意义尚未完成，至少在艺术本体上仍在发生新变化，因为孔

千对素描实践的强度和深度尚不满意，他以自我批判的态度审视自身的素描及油画创作，在

不断提出新课题的同时也在准备处理艺术上的未竟之事，很多艺术本体方面的抉择和判断对

他而言仍悬而未决，每迈出一步常常颇为踟蹰。让艺术负载的东西过多可能使他前进的步伐

颇为滞重，他也面临自身艺术经验随时可能重新惯性化的危险，于是只能怀着“生于忧患”

之心全力相搏。今天的艺术史叙述逻辑无法再以原来那样稳定、固化、单一的系统论话语确

认艺术家的工作价值，这种历史观已经成为“古董”。艺术家的工作价值在流变的时代语境

中面临着不断被重估的挑战，无论孔千的素描在中国当代史上有怎样的重要性，其意义的持

续彰显仍要求艺术实践在未来的历史框架中不断获得活力。对于一个信赖绘画本体意义的严

肃画家而言，无论绘画形态如何变动，他在每次重启绘画行为的时刻都需要在心理上构建起

推进实验的坚实理由，即使是为了让这理由不致涣散，也须继续艰难地求索与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