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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园里的“不良少年”到第一批圆明园艺术家，从吴文光《流浪北京》里的主角到多事之

秋远走意大利，从“水墨革命者”到“中国街头涂鸦第一人”，从“肉皮冻民工”到走向极

端的“尸体艺术”，从“第二历史”到唯心的“蓝晒影子”——一个复杂多变的张大

力，一个清晰决绝的张大力。9月18日，张大力大型回顾展“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

路”登陆武汉合美术馆，用70年代以来的300余件作品带你重新认识那个你从未认识的张大

力。

 

第一阶段：关注形式问题的“不良少年”（1983年至1992年）

1983年张大力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藉装帧艺术系，是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届学习书籍装

帧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书籍装帧、设计和给书籍配插图，但张大力对于绘画创作兴趣更

大，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张大力开始画油画，老师们对此很反感。所以在学校有些所谓的不

良记录，包括私自钻研油画等等现在看来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青海 纸板油画 67.2X46.5cm 1985

http://mp.weixin.qq.com/mp/redirect?url=http://dd.myapp.com/16891/267C9DEBFD8661AEBD1EEB4E764CF988.apk?fsname=com%2Ejiujiuyishuwang%2Ejiujiuyishu%5F1%2E0%5F1.apk&asr=8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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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骨 纸板油画 58X46cm 1985

《红黑白系列》系列“人间之生死灵魂” 画布油画 1986-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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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张大力大学毕业，学校为了惩罚这样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就把他分配到一个边缘小

城市——在佳木斯市草编厂做草编的图案设计。张大力认为如果一旦进入那个体系，他的

艺术创作生涯就回天乏力了，这对于他来讲是无法忍受的。索性，背水一战，他开始了在北

京的流浪。

张大力在圆明园 1987年冬

从1987年到1989年张大力到圆明园开始做流浪艺术家，这时他的创作形式是抽象水墨，按

照他当时的理解，艺术的本质就是“形式”，而强调“形式”追求往下走就很容易走向抽

象，之所以选择水墨做抽象则与他当时想区别于西方抽象绘画的想法有关。究其原因，他深

受“85思潮”和80年代初吴冠中先生所提出的抽象美可以超越内容而独立存在之理论的影

响，正是在那种特定的大背景下，他对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诸多流派，像立体主义、抽象主义

等等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与研究。85思潮最主要的思想，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想用西方先

进的技术来改造中国的思想。当时有很多人都在画水墨，虽然是在画中国的东西，但是形式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张大力亦如此，并且他当时沉浸于佛教，禅宗，道教中，不是在水墨中

泼啊、弄啊，就是在材料上不断的推进，比如在宣纸上用油彩、水粉、丙烯等，运用各种各

样的方式去探索，材料和思想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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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碟》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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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1987 年

1988年张大力去西藏画的一批带有佛教经文内容的水墨作品正是这种思想指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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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神》 1988年

在吴文光的纪录片《流浪北京》中，张大力说，“北京很烦闷。”当时的北京是很多流浪青

年期盼一展身手的地方，但张大力看到了它的另一面。当无法承受现实的烦闷时，他选择了

离开，与意大利籍的妻子在博洛尼亚定居。那是1989年的7月。到博洛尼亚的前三年，由于

水墨作为张大力美学上的精神寄托加上创作上的惯性，异国他乡，他依旧在做水墨，但现实

生活已经完全和水墨没了关系。整个欧洲的学术界以及最重要美术馆主要是关注当代艺

术，而他所做的抽象艺术则成了过去式艺术。这也使张大力开始反思自己的艺术之路，并开

始用心去对待当代艺术。像德国的波依斯、基弗尔、意大利的雅尼斯·库奈里斯等他都认真

研究过，然后发现了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重要的是要想办法解决

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并通过独立思考找到形而上生命的本质，在此过程中，所

谓形式只是顺便解决的问题。如果创作时仅仅从形式的角度出发就会本末倒置。

到1992年，张大力的现代水墨创作也到了一个瓶颈期。“我开始认为，水墨，还有那些在

屋子里想象的艺术，跟当代艺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脱离了你的环境和身体，只是想

象、臆造了一个空间来表达自己的内心，跟生活是脱离的，没有力量。”于是，他开始尝试

一种速度很快、容易被大众接触到的创作——街头涂鸦。

第二阶段：街头涂鸦里的街头现实（1992年至20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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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去涂鸦是在晚上，心跳得厉害，在街上迅速喷上几个人头轮廓就溜了。第二天就看

到有人在人头旁写道：“你他妈的是谁啊？”“你想干什么？”他很兴奋，觉得自己得到了

回应，便把照片拍下来，取名《对话》。

此后涂鸦计划便一发不可收拾， 1995年8月他回到了北京，到2006年为止，这中间延续了1

1个年头。他把人头喷到了那些即将拆迁的建筑上，同时喷上的还有“AK-47”和“18

K”等符号。“18K”是黄金成色，象征繁荣背后的物欲横流；“AK-47”是一种枪，意指

现代化进程中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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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往往是在寻找A的时候出现了B和C，在长远涂鸦计划进行的同时，《AK-47》系列也应

运而生，这里我们先介绍下《AK-47》系列的后续发展。

2000年，张大力开始将“AK-47”单独做成了一个系列，它沿袭了涂鸦时期喷绘在墙体

的“AK-47”所表达的思想，意指现代化进程中的暴力倾向，同时也想表现人在社会动荡期

的所遭受到的暴力以及不公，然后他将“AK-47”符号抽出来，不是把它画在人身上就是把

将它画成一个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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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5日摄于高井

《AK-47》 102X82cm  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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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47》 2011-3

《口号》系列则是《AK-47》系列的延续。在该系列中张大力把每个时期那些大家每天都没

注意的标语与口号放入创作里，对于标语，人们似乎已经熟视无睹，感觉是麻木的，但实际

上标语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存状态，标语和面孔的奇妙组合就是我们每个人身处

的这个时代的深刻写照，《口号》系列正是试图反映这种社会外力影响之下的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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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79X97.5cm  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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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182X223cm  2008-9

以上是将涂鸦中“AK-47”符号分支出来的两个系列，言归正传，继续“涂鸦”。

在1998年的某一天，他去拍自己的涂鸦作品，发现几个民工正在拆墙，突然有了一个想

法：把拆迁的过程也表现出来！他给每个民工10块钱，按着人头的轮廓在墙上刨了一个

洞。作品出来后，效果好得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一下子就把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

了。新旧建筑的对比和拆迁的场面，表达了中国城市化的过程，矛盾的、暴力的，什么都有

了。” 他将简单的涂鸦更近了一步，变成了一个装置或者行为，跟背景上的高度现代化的

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变成一个真正社会化的能融入城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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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拆》 100X150cm 1998年

《对话与拆》 100X150cm 1999年

第三阶段：肉皮冻民工里的文化现实（2000年至201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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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到了2000年，张大力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处于社会底层阶级的农民工身上，他

说：“有一次我到市场溜达发现，很多民工来买肉皮冻，原因是其既便宜又有肉味。民工是

将其当肉吃。”他当时就想到要用这材料来翻制一百个民工的头像。在他看来，我们的制度

中他们因受到排挤而变成了下等人，这岂不跟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他通过肉皮冻头像来揭

露我们社会制度的缺点和悖论。

《肉皮冻民工》

通过做肉皮冻头像，张大力继续向内深挖，探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如此的逆来顺

受，如此麻木，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和精神出现了问题。那么，接下来，他通过对我们

种族的一部分，即民工在当下的身体外形去探讨其内在的精神状态，其中有男的也有女

的。所以2001-2002年间张大力创作了《一百个中国人》系列，以及2003-2005年的《种

族》系列。其作品是直接翻制真人头像及全身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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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真人头像进行翻模

《100个中国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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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中国人》系列

《种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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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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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系列

2003年，在创作《种族》系列的同时，张大力以影像方式做了同样引人关注的《第二历

史》系列，在那些历史图片里，某一个人会被修掉了，某一个风景会被修得更漂亮了，张大

力将它们从档案馆里挖出来的初衷是想办法在“种族”的基础上说清中国的现实，看看能不

能创作一件可以解释我们国家的作品，同时也想探讨修改这些图像的背后机制与原因。

为突出重要人物的形象而删减他人 ，这背后或有个人崇拜的影子

为了对外宣传美好形象而修改原图

修改摄影的行为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张大力在《视觉机器》系

列中也以相同的方式挖掘了一些西方造假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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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机器》、《第二历史》两组作品以无可否认的证据表明：若干用来说明历史真相的新

闻图片，其实曾经被人修改后才付印的。我们所得到只不过是对于历史不完整的印象而

已。深刻的揭露了：只要有权力存在，就会有图像的崇拜与图像的禁忌存在。

接下来，张大力继续延续对“种族”的思考于2007年创作了《人与兽》和《风马旗》系列

。

《人与兽》系列，表达的既是人性与兽性，也是权力和欲望。由于权力无限的扩张，人们无

止境的贪欲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不光导致目前中国的无序和混乱，也使一些掌握了权

力的人总是非法攫取和豪夺另一部分人本来应该得到的利益，毫无疑问，他们比野兽更狠

毒。雕塑材料改用了青铜是为了提示人们，“人与兽”是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古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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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 170长X110宽X90高cm  铜

 

飞鹰  165长X100宽X130高cm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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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马旗》系列作品中，张大力追求了一种似真的效果，手法借用了超级写实主义，此外

也借鉴了过去样板戏似的舞台效果。人们疯狂奔跑，但没有人问：“我们到哪里去”。一百

年来都是如此，实际上问题就在身边，如果不解决深层的问题，跑得再快也是缘木求鱼。

《风·马·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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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旗》系列

《风·马·旗》系列中逼真的人像效果

《我们》是张大力因对“种族”的思考而创作的一系列雕塑的最终篇。这是他“蓄谋已

久”的构思，于2008年5月份正式开始做，到2009年5月份完成，历时一年。当之前所做的

这些翻模的“人”已不能满足张大力的“欲望”时，他通过一个契机，发现哈根斯的尸体塑

化技术，随即跟对方签约了五个尸体。尸体造型采用了政治生活中仪式化、符号化、经典化

的动作，董存瑞炸碉堡、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中的工农兵造型、洪常青英勇就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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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我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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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我们》系列

从《肉皮冻民工》、《一百个中国人》、《种族》、最后到《我们》，张大力把话说得非常

清楚、直接——我们在无法保存身体的时代往往认为灵魂是永恒的，从埃及人制作木乃伊

直到今天，我们花了五千年时间终于可以在自然条件下保存尸体了，这是科技的进步，但身

体是保存下来了，可是灵魂飞到哪去了呢？

第四阶段：世界影子里的精神现实（2009年至今）

在做完《我们》尸体展之后，张大力感觉唯物已经做到了头，而他认为自己关心的问题事实

上从他自身已经无力解决。从2009年开始，他逐渐放慢脚步，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血沸

腾，开始理性地关注人的思想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人最终会归于尘土，所有的人都会死

亡，但是我们生存着有什么意义？他想抓住人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蓝晒”系列是他走向

唯心的开端，观者最直观的感受是他的风格比以往清新了许多。

 “蓝晒”系列的创作动机是由于大多数人确信摄影机有写真与记实的功能，所以他们的眼

睛与思维很容易被其取代、控制与蒙蔽，这也成了我们时代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张大力为此

要做的就是去机器化与去数码化，其具体做法是借鉴了约翰•赫谢尔爵士的蓝晒法进行创

作，蓝晒成像法不需要用相机，而是将柠檬酸铁铵与铁氰化钾混合试剂涂抹在画布的表面

上，然后曝光于太阳下，紫外线与试剂发生反应产生氯化铁，没有受光区域的影子形成白

色，而曝光部分则会变成蓝色，仿佛X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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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辽塔 》 (纯棉布蓝晒) 290X260cm 2010-5-20 于昌平

随着他逐渐对“蓝晒”的理解，他使用了更大尺寸的棉布，棉布涂抹上化学药水，人在太阳

光下站立，当人的影子投射到画布上几分钟后，他们就会永远地留在了画面上。同时张大力

也在记录他日常生活中的人与物，包括工作室周围那些将很快消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重新生

长出来的野草等等，画面成像后与现实保持了一比一的比例。如此，“世界的影子”慢慢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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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纯棉布蓝晒)  245X297cm  2011-6-26

《车夫》 (纯棉布蓝晒)  260X360cm  2011-8-16

 “世界的影子”所要表达的思想足以看到唯心主义在他身上的烙印，他这样说：“阳光下

的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物质实体，另一部分则是影子。人们的眼睛只盯着物质实

体，却忽略了影子。影子其实非常迷人，且变化莫测。它们不仅能代表物质实体的存在，而

且影子本身也具有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对世界的简单复制，更是反物质的一种类

型。物质世界影响和控制我们的神经系统。它足以激怒一个人，抑或困扰一个人。然而，当

我们的内心满载平和与宁静时，我们发现世界不过是宇宙的一隅，远非全部。影子是印在土

地上的灵魂——稍纵即逝，帆布却可以将其永久保存下来。供人们用眼睛去观察，去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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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2014年，张大力将历时四年用雕塑、蓝晒、等其它媒介混合的《广场》搭建于纽约和成都

两座城市之中。“广场”这一概念在张大力的心中已存在了25年，在他看来，广场在中国

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概念，对于西方而言，广场作为市民休闲、娱乐之所，更多是文化上的

概念。起初张大力做《广场》是出于现实与历史的考量，但是当他重新思考以后，他发现

了《广场》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不知不

觉就跟着一个“抽象”的概念在走，这是《广场》产生的新的意义。张大力在这里用新的现

实主义态度，来表明当代艺术中应该坚持的立场，他依旧锲而不舍地应用社会现实主义这个

武器，但是在张大力将唯心主义与其融合之后他变得相对“抽象”了，更加形而上的观念也

增加了他希望做“不需要自己解释”的作品的难度。

《广场1》 布面油画 103X149c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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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5》 硅橡胶 178x120x85cm

在他的工作室，有一尊他翻制自己的铜质雕塑作品，其造型是“张大力”紧握着一把精致的

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似乎随时准备扣动扳机。这是他在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最真实的

写照——不断“打死自己”，求新求变的气魄如同寻找重生，从1992年至今，张大力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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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断变化，但他始终关注的是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其中，在他唯物主义阶段

我们能直观真切地知道他想说的，而当唯心主义占据了他的内心，他所要突破的问题

是“道”。而一个艺术家怎么言说它？怎么在“道”中表达生命存在的价值？这是一个难

题。也许“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才能更加体会张大力艺术上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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