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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海报 

  展览时间：2015年9月18日至12月18日 

  展览地点：武汉合美术馆 

  策 展 人：鲁虹 

  2015年9月18日—12月18日，由批评家鲁虹策划的“从现实到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

展将在武汉合美术馆举办，这也是继合美术馆举办“构物思迹——傅中望手稿研究展”之后的

第二个中国当代艺术名家个案研究项目。此次展览一共展出了张大力自70年代以来创作的300

多件作品，系统地梳理了他在各个时期的创作实践和思考。 

  张大力，1987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现生活于北京。早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他就以街头涂鸦的作品“对话”而闻名，他也是最早关注民生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

的艺术家之一。张大力的作品跟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关系，现实是他创作作品的精神动力和来

源。张大力通过研究历史来看现实，通过普通的人、图片、环境来反映我们现实生活中人们的

生存状态。应该说，他关注的是艺术怎样切入现实以及反映和质疑我们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 

  本次展览一共分8个单元。第1单元为张大力从1977年至1987年创作的早期作品，其中包

括速写、素描、水彩、水粉、油画；第2单元为张大力从1986年至1995年创作的作品，主要是

纸上油彩、水墨；第3单元主要包括《对话与拆》《一百个中国人》（1995年至2010年）《种

族》三个系列作品；第4单元主要是《AK-47》《Slogan》《人与兽》（2000年至2007年）三

个系列作品；第5单元展出的主要是《第二历史》《视觉机器》（2005年至2010年）这两个系

列的作品；第6单元主要是《风马旗》《世界的影子》（2008年至2014年）这两个系列的作

品；第7单元主要是其近年来创作的《广场》系列作品；第8单元是关于张大力创作实践和个人

经历的录像、纪录片。 

  谈到张大力的作品，鲁虹表示，虽然他进行艺术创作时，常常会使用不同的媒介，涉及的

主题也很不一样，但其实有着严格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并自觉地对一

些异化的现象表达人文学者的批判立场。他的作品无不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生活的执着关注，因

此他堪称是真正具有艺术史意义与当下意义的观念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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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配合此次展览的举办，合美术馆还将举办一系列相关的公共教育活动，以让展览发

挥更好的公共效益。按照国际惯例，本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2月18日。 

  展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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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与拆 1998125 A》Dialogue and Demolition 1998125 A 张大力 Zhang Dali 

100X150cm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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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水墨拆 Chinese Ink Demolition 张大力 Zhang Dali 151X189c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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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色的土地上》On the Red Earth 200X300cm,200X300cm,2007.11.9 

 

  肉皮冻民工 Meat Jelly Ming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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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与拆 199968A》Dialogue and Demolition 199968A 张大力 Zhang Dali 100X150cm 

1999年 

编辑：同星 责任编辑：郭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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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智孝首度与弟弟录节目 被曝小时常打弟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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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恺为女友甜蜜庆生 网友：赶紧结婚(图) 

平安唤妈妈“女友”为其甜蜜庆生 歌迷送福 

周杰坦言娱乐圈错位现象严重：是行业风气的问题 

经纪人否认林志玲与旧爱复合：无中生有的谣言(图) 

田亮PS健身前后对比照 网友:为证减肥太拼 

林熙蕾晒一家四口温馨合影 富豪老公罕见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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