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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久与无常：张大力新作展”即将登陆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时间：2016年07月08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主 办 方：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协 办 方：博洛尼亚美术馆协会（意大利）海牙雕塑美术馆（荷兰）武汉.合美术馆（中国）

开 幕 式：2016年7月2日  15:30

展览时间：2016年7月2日- 8月3日

展览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一展厅（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9 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7）

总 策 划：周旭君  

策 展 人/学术主持：巫鸿

助理策展人：李珂珂

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代艺术中的恒久与无常”研讨会学者：巫鸿、姜苦乐、大卫.乔斯利特、克里斯蒂安.谢德曼、鲁虹、俞

可、徐钢、王必慈

会议时间：2016 年7月3 日 9：30-12：30  14：00-17：00

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三楼

       中国民生银行艺术机构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将开启“恒久与无常：张大力新作展”的布展及展出。该展览由巫鸿担任策

展人及学术主持，呈现艺术家张大力近年来两个系列的新创作。同时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邀请国内外当

代艺术领域的部分重要学者，就”当代艺术中的恒久与无常“这一中心问题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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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力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中国最早在街头实施涂鸦行为的当代艺术家，作品《对话》深刻的反映

出中国城市化高速进程的矛盾。自创作初期起，张大力便以装置、雕塑、行为、摄影、绘画等多媒介艺术方式展开对社会现

实问题的鞭挞与诉求，揭露和批判是从未间断的自觉艺术行为，让观者在他设置的艺术场域中感受到感官和心灵的震动。

 

       此次展览的两组系列作品分别为《在空气中》和《蓝晒》。策展人巫鸿介绍道：“两组作品似乎来自两个遥远的极点，

最后在这里相遇。一组以坚实洁白的大理石雕成---这是人类用来表达永恒的材料。另一组的介质是瞬息变化中的时间本身。

张大力从1970年代晚期开始不间断地探究着艺术表现的对象、媒材、空间性、时间性以及与主体的关系。这个展览呈现了他

最新的作品，也提出了当代艺术中有关“恒久”与“无常”关系的本质性问题。”

竹子 Bamboo(3) 亚麻布蓝晒 Cyanotype on canvas 330X200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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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 Pine(25) 亚麻布蓝晒 Cyanotype on canvas 100X146cm 2016

雕塑 sculpture 汉白玉 white marble 2015

 

       为了更好的体现主题，此次展览现场精心设计营造出一种“恒久与无常”的视觉效果。展览的开幕式时间为2016年7月

2日下午三点半。7月3日则将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代艺术中的恒久与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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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解读

       恒久与无常

 

       从肉皮冻到人体标本，现在我找到了这些颜色以洁白为主的汉白玉石料，这本就是一大堆以碳酸钙（CaCO3）为主的

混合物，主要由CaCO3、MgCO3和SiO2组成，也包含少量Al2O3、Fe2O3等成分，在自然界中动物的骨骼、螃蟹壳、蜗牛

壳等也是这种化学成份。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汉白玉是一种特殊的石料，它代表着身份的高贵，只有宫殿和级别高等

的寺庙才可以使用。肉皮冻代表着一种身份的低下和无常，而汉白玉代表着高贵和恒久。同样的一些人，他们飞跃在不同的

物质里，品尝着恒久与无常的人生。你也可以将它们看成是纪念碑或者就是一堆无用的石头或者就是纯粹的化学原素，它们

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看你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他们在空气中。当我想通了这些关系以后，也终于明白了我们毎个人

的生存都是上面三种状态。

 

张大力

2016/6/15

 

 

       蓝晒解读

       在我黑桥工作室的西边有一大片荒地，那里长满了各色不知名的野草，春天的时候，那片荒地里开满了一簇簇紫罗兰颜

色的野花。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推土机就会开过来，将此地碾平，黑桥村和我的工作室也将不复存在，

它们在地图上可能仅仅留下一个莫明奇妙的名字，也许连名字也没有，没人会记住这里的历史，一切记忆都将不复存在。然

后盖起一栋栋难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北京这个巨大的、不友好的城市里，人们生活在各自的洞穴中。出行时汽车堵在毫

无规则的钢铁洪流里，人们没有机会面对自然景观，只能看到路边政府部门种植的整齐的人工花草和树木。我们忘记了自

然，忘记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没有几个人能够叫上五种以上野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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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春天，我经过那片荒地，突然想记录一下这片荒地的生态。之前我研究过蓝晒，这是一种不使用相机，而是将

涂有柠檬酸铁铵和铁氰化钾混合溶液的平面材料，直接放置在阳光之下，使用阳光中自然的紫外线成分进行曝光，形成铁盐

成分。它在不同的时间可以记录下实物在光线下形成的影子，也因为物体的透明度使影子形成深浅不同的色调，接受光线的

部位变成深蓝色，而不受光的部位却是白色的，如同底片一般。

       1842年，在摄影术正式发明后的第三年，John Herschel 发明了这种能持久保存的蓝色照片摄影工艺，它是第一个使用

铁盐（Argentoype），而不是银盐的摄影工艺。

       1843年,有一位叫安娜-阿柯金斯( Anna Atkins)的英国女性，她使用蓝晒法忠实的用手工制作了上百幅图片，记录了英

国的海草标本，起名叫《大不列颠的海藻――蓝晒法印象》（British Algae:Cyanotype Impressions）。这些实物做成的书，

现今还存放在世界几个大博物馆中。可以说Anna Atkins 是第一位蓝晒摄影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艺术家使用蓝晒法做这

么大尺寸的作品，因为无论使用化学药品还是操作难度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自然的光线下,我们的肉眼大部分时间只会看见物质世界的实体部分，对另一部分毫不关注。这些影子实际上也是构

成这个多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除了能够证明真实物体的存在以外，也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它们不仅仅是真实物体的

拷贝，也是宇宙里的暗物质。我们其实并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或者是只知道其中的百万分之一。实体的世界和

习惯控制我们的大脑思考方向，它让我们处于焦虑不安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沉静下来，我们会发现那只不过是宇宙存在形式

的一种呈现，不是全部。还有更多的奥秘，我们得慢慢得学会观察和了解。

 

 

       我记录的影子只在光线下存在很短的时间，太阳自东而西的运动，影子也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丰富而奇妙、

神秘的忽隐忽现，可我通过这种技术真实的记录下了它们的实际存在，它们将会永远保留在我们面前，即使那个实物已经毁

灭或改变。

       2010年春天，我去了北京正北方向的昌平郊区，在一片山林里遗存有一片辽代的古塔，我用大尺寸的棉布记录下辽塔

在上午阳光下的影子，这些影子证明了古塔在有限世界的存在过程，其实它们也是这个宇宙里不朽的的灵魂，它让我想起存

放在都灵的耶稣裹尸布。

       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人企图用粗暴的权力控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无视和抹煞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和价值观，我们

不得不生活在单一的价值体系之中，这么活着，其意义简直为零，活着就是为了等死，生命中没有神圣，没有虔诚，没有对

无限世界的向往。生活也没有任何质量，只凭本能如动物一般的存在于世界之中，人生的旅程只有最基本的身体意义上的存

在，并被动地承受着一切遭遇。当你面对空气时，也许你并不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我们视而不见的某些XX正是支撑你生命存

在的真正要素和理由。

          

                                              张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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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力展览 解说 

       恒久与无常：张大力新作展

       构成这个展览的两组作品似乎来自两个遥远的极点，最后在这里相遇。一组以坚实洁白的大理石雕成---这是人类用来

表达永恒的材料。另一组的介质是瞬息变化中的光线本身。张大力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不间断地探究着艺术表现的对象、媒

材、空间性、时间性以及与主体的关系。这个展览呈现了他最新的作品，也提出了当代艺术中有关“恒久”与“无常”关系

的本质性问题。

 

巫鸿，策展人

 

 

       张大力简介  

 

       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87年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他是中国第一位涂鸦艺术家，《对话》是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项涂鸦计划，最早始于博洛尼亚。从1995年开

始，他在北京各处即将拆毁的斑驳老墙上涂下了一个怪诞的人头，有时高达两米。这个涂鸦头像似乎在一直自行复制，逐渐

从城区扩展到三环以外，在大街小巷中反复出现。这个“光头”实际上是他的自画像，他在和他所生活的城市进行一场“对

话”。

       张大力自创作初期起，揭露和批判性是他从未间断的自觉艺术行为。他以装置、雕塑、行为、摄影、油画等多媒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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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展开对社会现实问题、丑陋现象鞭笞与诉求。从2003年开始，他一直在各档案馆和资料室中，寻找历史照片被改造和美

化的痕迹，通过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对比，来呈现图像所传达的另一种“真实”。渐渐地，张大力发现，这样的照片几乎随处

可见。到了2005年，这些不同版本的照片汇集成了作品《第二历史》，并做了第一次展览。

       在张大力多年的创作中，他一直以底层的视角，将“弱势群体”作为创作主角，作品中的男女老少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最普通的百姓和随着社会转型过程及城市化浪潮而涌入都市的民工。很多人梦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脱离土地往前走，但实际

上这个社会，比如城乡差距、受教育程度却限制了他们。张大力2003年也同时开始创作《种族》，将翻制的人体倒挂在展厅

中，作品反映了他们极低下的社会地位及现实颠倒的处境。他是在寓言化叙事方式中，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地针砭时弊，表

达期许，让观者在他设置的场域中感受到惊悸的震动。

 

上一篇：满堂香·悦茶会[龙潭墨玉馆]隆重开业

下一篇：2016 IXDC国际体验设计大会： 重新定义用户体验

频道

独家

热点

智库

财富

投融资

公司信息

关于我们

版权声明

招聘信息

联系方式

合作伙伴

中国文化传媒网

雅昌艺术网

99艺术网

搜狐

国家动漫产业网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

新浪

腾讯

中国经济网

中国文化产业网

河南文化产业网

中国文化产权交易网

品牌活动

Copyright 2015 文化周刊 All Right Reserved 版权所有

京ICP备13008401号-1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中国文化报社610 电话010-64298307 邮箱：whcfzk@163.com

http://www.whcf.com.cn/Item/Show.asp?m=1&d=7886
http://www.whcf.com.cn/Item/Show.asp?m=1&d=7888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487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527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491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587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488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606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607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609
http://www.whcf.com.cn/Item/list.asp?id=1610
http://ccdy.cn/
http://www.artron.net/
http://www.99ys.com/
http://www.sohu.com/
http://www.dongman.gov.cn/
http://www.ccitimes.com/
http://www.sina.com.cn/
http://www.qq.com/
http://www.ce.cn/
http://www.cnci.gov.cn/
http://www.henanci.com/
http://www.culmone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