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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新闻  正文

【雅昌专访】知识分子张大力：其实我是个特别“正能
量”的人

摘要：导语：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红黑白》到1995年回国后的涂鸦《对话与拆》，《一百个中国人》开始

民工主题的不断延续，他持续地挑拨大家在社会问题上的敏感神经，把这些弊病集中地放大在他的作品里，到

了近年创作的《风马旗》，作品中的冲突在它的舞台效果中愈发放大，似乎他在社会反叛者的路上越走越远。

跟张大力做…

推荐关键字  张大力  现实主义

　　导语：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红黑白》到1995年回国后的涂鸦《对话与拆》，《一百个中

国人》开始民工主题的不断延续，他持续地挑拨大家在社会问题上的敏感神经，把这些弊病集中

地放大在他的作品里，到了近年创作的《风马旗》，作品中的冲突在它的舞台效果中愈发放大，

似乎他在社会反叛者的路上越走越远。跟张大力做完采访，发现他其实是个很“正能量”的人。

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忧虑，他希望用艺术解决很多煎熬着他的社会命题，大概正如他所

说，“表现这些弊病的背后，就是因为希望它变得更好”。

　　1963年，张大力出生于哈尔滨。父亲在一个巨型国营企业工作，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他也

辗转在江西、黑龙江度过青少年时期。“7岁开始画画，12岁我就立志要做艺术家”，随后张大力

进入美术培训班学习素描、色彩，学习成为画家所需要的技法。1983年张大力考入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和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极力寻求形式上的突破。四年后从学校毕业的张大力放弃了分配，去

圆明园成为一名职业画家，摆脱了他厌倦的集体主义经验，冒险地开始了他的独立生活。

　　尽管这种独立和自由让刚刚迈入社会的张大力沦落至社会底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仍然

保持了对这种独立的坚持。他最早从国外带来了涂鸦艺术，当涂鸦变得越来越时髦，他毅然放弃

涂鸦，“涂鸦已经变得太商业”。他在2000年前后意识到民工的生存状态，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社

会问题的关注。当摄影成为大众文化方式，他又退回到19世纪的摄影技术，他清晰地感受着这种

独立带给他比别人先行一步的乐趣。

　　他的作品形式涉及水墨、雕塑、摄影、影像、油画等，每一类他都愿意做到极致，无论是题

材还是形式他认为自己都可以找到与作品本身更适合的呈现状态。1985年张大力开始做水墨，使

用油画颜料、表现禅宗老庄、用他能想到的各种形式或内容突破局限，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希望

破开传统中国绘画的桎梏，这个尝试他花了七年的时间。1992年开始的涂鸦经历中，他的喷绘罐

从博洛尼亚画到了北京，几万间被推倒的房子带着张大力的痕迹消失在帝都。2000年张大力转向

对民工群体的关注，从《肉皮冻民工》到《一百个中国人》再到《种族》，从赤裸裸的视觉震撼

到令人窒息的倒置翻模，很难说是否有人能够超越他在这个题材上的表达。艺术家的摄影也许开

始得比他的系统的《第二历史》、《视觉机器》要早得多，否则很难想象他用五年多的时间按照

书中记录的方法恢复蓝晒技术并做出《世界的影子》，他说“这个系列现在刚刚完成了技术熟练

的阶段，我应该能够找到更适合它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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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张大力

　　从现实到极端现实

　　雅昌艺术网：从现实到极端现实，您认为这之间的变化是什么?是指不同层次的现实变化，还

是从人的经历来说有不同的人生阶段经历着的不同的现实?

　　张大力：我把中国分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1949年到1992年，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为现

实主义的时代。跟当时的国情有关，在这个阶段的早期，我们的艺术从文学、音乐到绘画主要是

表现农村以及歌颂现实，基本上艺术家都在表现乐观的现实，后来我们走向表现革命的浪漫现实

主义。但是从1992年开始中国完全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我形容这个状态就是“极端现实”，因为

艺术家已经无力批判、无力表现乐观的现实了，这时候的现实已经是非常疯狂的一种现实。从没

有市场、一分钱不可交易到所有的事情都以市场为标准、用 钱来衡量，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极端

化的一个时代。一方面艺术家无力去表现这样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艺术家自己也被裹挟进这种极

端现实里，社会评论一个艺术家优秀与否的标准是市场价格，并不是说艺术品做得多好，我们完

全失去了评判现实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所以把它称作极端。　　

张大力《口号(C5)》布面丙烯 182cm×223cm 2008年

　　这两个跨越让我们像坐过山车一样，从一座山到另外一座山，因为我身在其中甚至更近，所

以这中间的过程我都经历过。我是1963年生的，而且我是出自一个国营工厂家庭，这个工厂生产

竞价游戏 拍卖行里的买家为什么会疯狂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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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战斗机，几十万人吃、喝、住包括上学都在厂子里，是一个非常鲜明的集体时代。但是大

学毕业以后，我没有服从分配，变成了圆明园的一个独立艺术家，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变成一个

集体之外、被抛弃的人。那时候，我的同学都分到好的办公室、分了房子，娶了老婆、生了孩

子，我还在一个偏僻的京郊陋巷里吃不饱、穿不暖，对自己的内心说“没事，我这样活是为了我

自己”。这段生存经历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它让我变得无比强悍，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我坚强

地走我自己的路。

　　从没有市场经济到突然变成一个什么都用金钱衡量的时代，这就是一个极端的现实。在北京

三环的房子卖4000块钱一平米的时候，我想太贵了，过两天可能会变成2000;但是过两天变成8000

了，我特别着急，我想这不可能;再过两天变10000了，我没有办法，赶快就去买了。现实就是这

样，我们无力批判它，因为我们正在亲身体验它，我们在体验现实中和现实同步去奔跑。

　　所以我跨越了两个时代，跨越了两种人生。我并不关注空想，我的艺术是针对发生、发生过

的事情，这次展览的主题命名也是在讲这样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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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新闻  正文

【雅昌专访】知识分子张大力：其实我是个特别“正能
量”的人

摘要：导语：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红黑白》到1995年回国后的涂鸦《对话与拆》，《一百个中国人》开始

民工主题的不断延续，他持续地挑拨大家在社会问题上的敏感神经，把这些弊病集中地放大在他的作品里，到

了近年创作的《风马旗》，作品中的冲突在它的舞台效果中愈发放大，似乎他在社会反叛者的路上越走越远。

跟张大力做…

推荐关键字  张大力  现实主义

　

张大力《马上飞(铜)》铜 235cm×60 cm×218cm 2007年

　　1992的前与后

　　雅昌艺术网：有学者按照您的创作思路把您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从创作风格来分析，您自

己是怎样划分的?

　　张大力：我在艺术风格和创作关注点上，也确实有两个时代。1985年到1992年是第一个时

代，我比较关注形式。吴冠中提出一个口号“形式也是美的”，对整个时代影响特别大，很多大

学生认为艺术最根本的问题是形式问题，每个人要有自己的风格，否则就没有自我形象。所以我

在材料、造型上极力寻求一种风格，这种艺术形式很可能和我的个人生活、个人思想没有太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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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是我和大部分大学生一样，一定要追求在形式上的突破，这种对形式的关注从大学时期延

续到大学毕业之后在圆明园的创作，以及到博洛尼亚的前三年。

　　1989年，我到了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前三年我也还在慢慢适应环境的改变，出于惯性，我还

是把水墨当做美学上的精神寄托，所以直到1992年我仍然在画水墨。但我的现实生活已经完全和

水墨没有关系了，这种创作动力的断裂让我非常痛苦，并且开始思考一个人到底该怎样保持一种

连贯性和统一性?是在精神生活上还是在具体的外部形式上?“吾道以一贯之”中的“道”到底是

什么?形式问题到底是不是艺术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

　　也就是这个阶段，我在博罗尼亚发现整个欧洲的学术界以及一些重要的美术馆已经把关注点

集中在当代正在发生的艺术，我所做的抽象艺术已经成为了艺术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也开始反思

之前那些年的艺术创作，去了解当代艺术的机制和发展根源。我认真研究了诸如德国的博依斯、

基弗尔，意大利的“贫穷艺术”等艺术家的创作观念和形式，自己也做了一些总结，现代主义之

后，没完没了的艺术形式创新是否还能继续?在问题丛生的当代社会，以思想为核心的当代艺术是

否能够承担起为为人类生存现状发言的使命并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形式的寻找?我自己要通过什么

样的方法协调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通过独立思考找到形而上的生命本质?对于艺术家来

说，不断地想办法解决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问题就会不断增加前进的动力，这三点追问对我

后来的创作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概况当时的那些转变，但是

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漫长的。

　　从1992年到现在，我跨入另外一个阶段，作品形式五花八门，涂鸦、照片、装置、雕塑、油

画、影像都有，形式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在所有的形式背后我想我可能就说了一句话，

我想表达的是艺术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问题。几千年来，我们所有的艺术都是

在表现人，无论是画面上的一棵草、一个静物、一片风景，还是人体、历史，这些都是我们眼睛

和大脑对历史和现实的解读。　

张大力《拆—时代广场》编号199939A 摄影100cm×150cm 1999年

　　对话与拆：我和大家一样没有选择

　　雅昌艺术网：所以您回国之后开始了《对话与拆》系列的涂鸦?

　　张大力：1992年我在意大利就开始做涂鸦，1995年回到北京后我把涂鸦和这个城市拆迁结

竞价游戏 拍卖行里的买家为什么会疯狂出价？

周春芽"始终是开始"登陆澳门博物馆

纽约艺术家Shae DeTar：摄影与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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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从在墙上平面地画我的自画像，到凿成一个立体的形象，然后拍成图片归结成档案，这个系

列也从一个平面作品变成雕塑、行为艺术。这个涂鸦画了一万多个，我画得很快，每个人差不多

一两秒钟就可以画完，一晚上可以画二三十个。有一次一个警察来来回回地在我附近走，他走过

去的时候墙上还是什么都没有，等我过去的时候他回头看，发现墙面上出现一个人，他看着我，

我像是没事儿一样就走了。1996年到1997年，有一次我去一个拆迁区，突然跑出来一个人拿着很

大的木头要打我，他以为我是拆房子的，我跟他解释说我是画画的，他说“你就是拆迁的，我看

到很多地方一画就被拆了”。这些废墟里的涂鸦慢慢地随着废墟一起消失了，变成我们记忆的一

部分。

　　那时候拆迁还没有围挡或者广告背景板，我们赤裸裸地看到整条胡同一夜之间全部被拆了，

随后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那些房子还保持着废墟的形态，没有搬走的人、讨饭的人或者无家可归

的人都住在那里，还是正常吃饭、睡觉，那种像是被轰炸过的场面带给人的震撼是抹不去的。我

们的前辈可能通过战争见过这样的情境。如今这是我们的城市战争，我们通过这场战争争夺城市

的主导权，把过去的小胡同留在记忆里，变成高楼大厦、宽广的马路。我还记得当时在北京晚报

读过一篇小文章，有一位女士早上离开家，晚上回家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了，我们的社会变化太

快。后来我对这些不那么生气了，可能是在跟这个城市的对话过程中得到了一种释然吧。大家都

说高楼好，那我就住进高楼里去吧，因为我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没有选择。

　　雅昌艺术网：从平面到立体，再回到平面，其中还包括更多丰富的形式，这是表达强度的变

化还是形式突破的需要?

　　张大力：我觉得是一种技术的需要。7岁我开始学画画，后来学素描、色彩，进入美术学习

班，再考进美院，要做艺术家我就要掌握绘画的技巧，我走的是和所有人一样的路。但是到了

1985年，我学习技术的过程完成了，我觉得我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开始进入一种创作阶段。到今

天，把所有作品拿出来看，能看得出这就是一条现实主义线索，包括我现在还是在现实主义里继

续往前走。我认为中国的现实主义远远没有完成它的使命，既没有达到西方现实主义的发展程

度，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系统，而是为政权所用，变成了文革时期的歌颂场景、大跃进时期的宣传

画。真正的现实主义应该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真实、内心情感的真实，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说“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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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新闻  正文

【雅昌专访】知识分子张大力：其实我是个特别“正能
量”的人

摘要：导语：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红黑白》到1995年回国后的涂鸦《对话与拆》，《一百个中国人》开始

民工主题的不断延续，他持续地挑拨大家在社会问题上的敏感神经，把这些弊病集中地放大在他的作品里，到

了近年创作的《风马旗》，作品中的冲突在它的舞台效果中愈发放大，似乎他在社会反叛者的路上越走越远。

跟张大力做…

推荐关键字  张大力  现实主义

张大力《肉皮冻民工》 肉皮冻 26cm×20cm×20cm 2000年

　　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

　　雅昌艺术网：尽管这三十年您的作品形式不断变化，但是仍然围绕着现实主义线索。

　　张大力：对，我对社会的这种敏锐观察、我去批判社会，从宏观上来说因为我还是一个知识

分子。我觉得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人，从古至今他们永远在提毛病，一直不满足于生活现状。每

个时代都要求知识分子服从政权，但是他们之中总有一部分人去总结那个时代的弊病，为那个时

代提出新的观念、新的要求。张载这样形容这些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他们完全可以逃避，可以去赚钱并且生活得很好。但是一个民族如

果没有这样的人就不会传承到今天，正是因为有他们，我们能够幸运地继续生活在这种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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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0 【雅昌专访】知识分子张大力：其实我是个特别“正能量”的人-新闻-华南站-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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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很多经典，和他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华，他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中为我们增加了了解事情的一个新的角度，李零在《人往低处走》中回到原始的状态重新解释

《道德经》，也许都还有很多不足，但是他们在质疑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职

责吗?在我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一位画家，表达思想比画画

本身更重要。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这个社会脱离了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是不会进步的。和陈老莲同时代的

很多人不认为他的画是美的，因为他接受了版画、西洋画的影响，接受了很多世俗的观念，可是

我们今天认为他是艺术史上特别重要的画家，他开拓了美学的边界，为我们的文化艺术带来了更

多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我的艺术被认为是古典的，我会很高兴，因为这证明我们的艺术进步了;

如果我的艺术在未来的15年、20年仍然被大家认为很可怕，我觉得这很可悲，因为这等同于我们

原地踏步了很多年。

　　其实我是个特别“正”的人

　　雅昌艺术网：所以，在您看来，您仍然还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之内的，并非是一个反叛者?

　　张大力：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反叛者。事实上，我是个特别“正”的人，我继承了

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不过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延续了他们对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反复地讲这些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希望它更好、变得更强大。17岁，我离开家庭走到西方，走

遍世界，今天回到中国，我想我是更清醒了，我又回到我的故乡，我想为我的故乡做更多事情。

无论我用怎样的智慧完成这个使命，我始终超脱不了我的文化给我的脉络。

　　大雁在天上飞的时候，总有一个是要在前边指路的，因为它有力量、有方向感，后边的人跟

着它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他们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旧思想，让后边的

人看到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雅昌艺术网：相比以前，您现在似乎更温和了?

　　张大力：好像是更温和，实际上我觉得我更有力量了。形式上可能是更温和了，比如蓝晒系

列作品形式本身就是温和的，是温和的就让它温和，是血腥的就让它血腥，不必太刻意。当然带

来这样的感觉是因为现在的我更成熟，我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并非只是中国的问题，在我走出中国

后我发现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的问题。当我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来看待它，我

就释然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就要变得更形而上、更唯心，而不只是用现实来解决现实的问

题，因为现实的矛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盾，要有形而上的超越。　　

张大力《车夫》 纯棉布蓝晒260cm×360cm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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