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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东西
最滋养心灵

2019年11月，国际一线画廊厉为阁（Lévy Gorvy）宣布全球代理屠宏涛，引起
行业内侧目：深藏于中国西南一隅、成都郊区三圣乡的艺术家，居然被国际大
画廊代理了？其实签约屠宏涛之前，厉为阁香港总监李丹青已经认识艺术家
很多年，她介绍道：“我们画廊一直关注的都是回到艺术历史、回到艺术本身，
关注艺术家本身的创造力是否强大。在签约一位艺术家前，我们会考虑他的
作品是否具有独特性，作品是否成熟，支撑他绘画的整个思维系统是否站得
住，作品背后是否有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去支撑。从屠宏涛的绘画中，我们能
够感受到一种传承的脉络。”

专访艺术家屠宏涛

撰文、采访 窦子 ／ 编辑 费斯基 ／ 图片提供 厉为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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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成都或东京或深圳》，
2006年作。油彩 画布，
200 x 300 厘米。
© 屠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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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签约后的首展《屠宏涛》已于3月
在厉为阁香港画廊开幕。展览呈现了艺术家

十几件不同时期的绘画作品，系统梳理了艺

术家近二十年来的创作脉络。《屠宏涛》好像

一个调查展，向我们徐徐展开艺术家从刚开

始的“坏孩子”到现在的归隐、从之前的景观

化到现在越发丰厚的绘画性的变化旅程。

回首去看屠宏涛在创作上经历的几个

主要转变时期，可以感受到他从不同文化中

汲取的养分。从欧洲经典的学院派、印象派，

到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再到中国古典山水

画，二十年过去，屠宏涛走过了一个轮回。

从学生时期偏本能的身体性表达；到《或成

都或东京或深圳》（2006）、《荒木的朋友》

（2008）用情色的伤害和残缺的玩具去表

现暴力、去表达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强烈的

对抗；直到2008年自己主动停下，去思考未

来的方向，作品也从城市风景逐步过渡到乡

村风景，《我爱你》（2009）是这个转变的开

端。从中国古典水墨画中汲取灵感后，主动撤

INSPIRED BY artist 艺术家

退，与现实保持一个距离，逐渐发展出自己独

特的艺术语言，先后创作出《七贤》《万物一

马》《洛神》等一系列风景作品。2013年，台

湾学者王嘉骥策划的“心远忘言”，首次呈现

了屠宏涛再次转变之后、重返中国艺术传统

的经典主题“自然”的绘画。

古有三顾茅庐，而屠宏涛是三回成都。

“屠宏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是策略性

地在工作。他更像是一种过时的工作方式，

很传统，好像20世纪的艺术家一样。这种

工作方式很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不确定、

更漫长的一条路，但这正是艺术家可贵的地

方。这种选择是一种态度，回到自然中是一

种撤退的方式，而不是逃避。”正如李丹青

所说，屠宏涛选择成都、远离中国的“艺术

中心”有着自己的思考。他主动拉远了人与人

的距离，选择在一个相对宁静、简单的环境

中去探索自己的风景。对他来说，“自我的修

复能力和精神的诉求更加重要”。

现实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只是每个人

选择的方式不同。或直接去表达、反抗、戏

谑，或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把你所有的思

考隐含进去。屠宏涛选择了后者，而绘画是

让他最快乐的事情：“我一直在绘画中追求

我的生活，绘画给我带来了希望。”

《万物一马》，2014-
2018年作。油彩 画布，
210 x 320厘米。
© 屠宏涛。

Q：为什么选择再次回到成都？好像是一

种隐居的状态。

A：我其实是主动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倒不是成都的原因，主要是我觉得我现在的

这种绘画需要人的状态相对比较安静、轻松，

内心比较干净并且越干净越好，需要去掉所

有的策略。成都看起来远离中心，但它又位于

一个与中国、与世界随时可以有关联的城市。

对于我个人，成都有一个安静、自由的氛围。

此外，这种相对来说效率没有那么高的

二线城市，可以滋养人的一些怪癖；效率过

高之后，怪癖会被规范，那么人的性格我还

是有点怀疑。艺术还是需要性格，人还是需

要魅力。读书也是一个怪癖……总之，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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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还是会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人，我很喜欢

这一点。自由的氛围会带来美感，今天的视

觉资源，变化太丰富，我很想让新的美感自

由滋生。

我需要能持续给予我营养的创作环

境。我现在是从城市退到工作室，再不行，

就继续退，退到山里去（笑）。我选择退到

现实的边缘，是对现实的一种扩大。

Q：《寂静的世界》（2006）、《山外山》

（2007）呈现给我们堆积如山的纸巾，

之前你经常描绘的人、城市都消失了。为

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A：这和我那时的经历有关，我当时去广州

做服装生意，住在天河广场一幢高楼里，那

是几个艺术家朋友的出租房，五六个人住在

一起。我们一起回忆少年时光，现实成为这

样也不是小时候求学时能想象的，坐在窗台

上发呆、看着窗台上的花，或者往下看，人

群川流不息，感觉人如蝼蚁，我很感慨。

尤其是每天一到中午12点，周围打工的

人就会到天河广场附近楼与楼的间隙吃饭；

但二三十分钟之后人就都没有了，瞬间会产

生一堆垃圾，留下用过的餐巾纸、饭盒。这

种强烈的视觉印象和心理感受，到现在我都

难以磨灭。于是我有了画画的冲动，我就想

纯粹地去描绘一个物质，带着一些残渣和人

类使用过后痕迹的物质，人去楼空。

Q：在创作上你是否经历过瓶颈期？或者

是你感受到一个强烈需要改变的时期？

A：2008年搬到成都的新工作室之后，我停

了一年。当时实在画不下去了，那一年我几乎

没画，躺在沙发上看书、听音乐。我当时觉得

个体的态度一定要出来，那么我的文化态度

是什么？这是那段时间思考最多的问题。

小时候，大部分学习艺术的都比较崇拜

培根（Francis Bacon），他是直视现实深渊的

一个人。2008到2009那一年，我努力地去想

他的话题、他为什么这么画？当我知道他是同

性恋，有着战后的伤痕后，加深了我对他绘

屠宏涛
1976年出生于成都，曾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附属高中，
199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曾于2008年在西班牙马德里的马吉画廊和纽约的中
国当代画廊举办个人画展，2011年在北京伊比利亚当
代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画展，后分别于2013、2014和
2017年在北京蜂巢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画展。2016年在
新加坡Yeo Workshop 举办个展。

《洛神》，2016–2018年作。
油彩，画布，180 x 560厘米。
特别鸣谢：龙美术馆，上海

《山外山》，2007年作。
油彩，画布，230 x 180 cm。
©屠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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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理解。当时我也看了很多英国“艺术四

杰”的访谈，发现他们都是战后孤儿，父母在

逃难中死了，所以他们抹去这些伤痛的记忆、

过着非常痞的生活。他们选择这种生活与他

们的时代有很深的原因，但如果我不是这样

生活，那么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现

实？这时，传统文化就会慢慢参与进来。

我觉得艺术所对抗的“敌人”是在不停

变化的。现实的冲突性随时都在变化，它在

隐藏、很可能隐藏在一种叫做资本主义的

东西中，它被公式化了。你想对抗的对象其

实在不断变化，这也和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有

关。那么如果说艺术对社会、对现实的反映

不是对抗性、调侃性的，不是一种激烈的情

绪（比如战后艺术），那么我应该怎样去面对、

去表达？2008年那个时候感觉和朋友的聊

天内容全是埋怨，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是

一种对物质、对城市剧烈变化产生的一种不

适的反应。这让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之

间的距离太近了？现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战后西方艺术家用源自他们生活的方式去

表达，中国上一辈的当代艺术家也有着自己

的方式，我在想，我的绘画背后有没有支撑

我这样去表达的文化，让我不停地去抗争？

所以当时也有了很多旅行，开始反思这个问

题。当时模模糊糊地觉得，对传统的挑战可

能是一个办法。

Q：2007年之前，你的作品中人物是经

常描绘的对象；而你现在的绘画中人物几

乎已经消失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A：本质上我是想把人工化和社会属性去

掉，这样所描绘对象的文化属性以及一些

哲学思考才可能加到作品中来；社会属性越

强，会适得其反、会扰乱你的思维。

从另一个方面说，比如培根认为人物画

难画、静物其次、风景 简单，在西方文

化中是这个逻辑。但是在中国，为什么风景

画独大？尤其是宋朝以后，风景画成为了一

个 大的题材，这肯定和我们的文化有关

系，于是我就开始去追溯这个问题。我觉得

风景是我可以不断去交流、不断给我灵感的

对象。

Q：在创作中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中国传

统绘画对你的创作是否产生影响？

A：我的快乐，可能在大家不太感兴趣的一

些地方，比如中国古人如何通过一些长短线

的节奏来重新编织一个时空的关系。中国

古典绘画有着一套与西方不同的抽象方法，

比如“三远法”就是中国山水画的特殊透视

法。在一幅画中，通过几种不同的透视角度

去表现景物的“高远”、“深远”和“平远”。

高远是把空间重叠起来；而倪瓒画中的平

远，可以凝练到只用三根直线就说清楚天地

人的关系，区分开近景、中景、远景。对比西

方的蒙德里安，他也是在抽象中去找寻复杂

的空间的转换方式。所以东方和西方使用的

是完全不同的抽象方法去概括风景。

2013年去台湾时买到一本《洛神赋图

与中国古代故事画》，对我创作上的启发很

大。作者陈葆真是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的教授，他也是著名艺术史学家方文先生

的学生。书中陈教授使用了方文的形式分

析法，把一些古典、经典的东西又重新做了

梳理。他还挺极端的，甚至把中国古画中的

形象重新量了一遍，比如画中的曹植有多大、

银杏树有多高等等，他都重新去量了一遍数

据、把它们都量化了，然后重新画了一条结

构线出来。

此外，陈教授还从敦煌壁画中把同时

期绘画的结构作了整理，尤其是关于壁画中

空间的结构。比如著名的《维摩诘经变》，

西方人可能看不懂，因为它的顺序不是故事

逻辑，而是使用的对称结构、棱形结构。我

在成都看到出土的汉砖时也感受很多，汉砖

使用了很多空间的挪移法和并置法。我就在

想，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都融入我的创作中

去。怎样把视觉上有张力的、新的质感的东

西融到抽象中去？我的画其实不是抽象的，

是半具象的绘画。我考虑的是如何在抽象中

去找到时空的转换；如何能给你的观看方

式带来不同的体验，我全部的关注都在这上

面。从传统中分析出古画的算法，我觉得自

己现在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算法。换句

话说，我想通过传统和新的视觉经验产生一

些自己未知的新绘画，这样会比较有趣。

Q：本次展出的《洛神》这幅作品，你画了

四到五年的时间，为什么？你在创作时在

思考什么问题？这幅画具体的创作过程又

是怎样的？

A：一般来说，我动笔之前的准备时间比较

长，而一旦想好了，真正画起来以后会很快。

我的处心积虑大多集中在前半部分，这和写

作是相似的。在前期准备阶段，我主要是要

去思考为什么要去画作品，它要传递一个什

么概念，我都会反复去考虑。

文学对我的绘画也是有启发的，比如曹

植的《洛神赋》。为什么写女神？因为女神其

实白天为阳，晚上为阴，我觉得曹植是用女

神的概念去表述世界变化万千的状态。《洛

神赋》前后起伏很大：前半部分很美好，曹

植在幻觉中见到了爱慕的洛神；但他片刻

的犹豫，洛神就消失了。“神光离合，乍阴乍

阳”，剧情整个都翻转了。这个故事让阴与阳

的概念深入我的脑海，我感觉到当现实变得

虚无，对现实的扩大或者到现实的边缘也

许更加真实，而不是你执着的现实或虚无。

有这种感受时，我才感觉到时间和空间其实

是随时可以交错和替换的，所以之后我写了

《不确定的感官世界》。

我画《洛神》时其实也借鉴了中国古画

中的三远法，去描绘我游碧峰峡的感受：如

何去描绘人在其中那种跌宕起伏之感？如何

去转换二维、三维的这种时空关系？我觉得

时空的这种转换，可能是我特别关注的；而怎

么去把握住整体的时间和空间成为了我绘画

的一个主题。目前，我还是希望以这样一个

风景的方式来表达我的这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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