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忠杰



魔金石空间非常荣幸地推出艺术家王忠杰个展，呈现艺术家自 2016 年魔

金石空间个展后持续进行的绘画作品。  

王忠杰的创作始终聚焦于生命的本质状态，那些被世俗生活所遮蔽的真实

存在。在王忠杰的创作脉络中，2009 年是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他

的绘画极具黑色、魔幻现实主义的气质，以半人半兽的动物性来传递艺术

家在浪漫想象与日常生活事务之间往返的复杂现实。自 2009 年后，叙事

性与具象不再出现在王忠杰的作品画面中，他的创作转向了几何形式的框

结构、色彩的光晕，并持续近十年。

这些保留了既定结构的绘画，并不是一次偶然发生的转向。事实上，在去

除了事物表象后，它体现了王忠杰更为本质、内化的探索。剥离了故事、

情节、构图与颜色等“事物”的外壳，王忠杰所试图追问的是如何面对外

在世界，如何在现象中寻找自身真实，以及事物背后的牵引力量。在他这

一系列的绘画作品中，沉郁的用色仍能看到其昏暗特质的延续，而内部的

单色如雾气一般浮出，使“形”的秩序不再明确。对王忠杰而言，他所探

寻的始终是那些隐藏在表象下，不可见而又确凿存在的内在力量。  

王忠杰 : 2016-9-28 ～ 2019-2-24

展期：2019.8.24 – 10.12



关于艺术家

王忠杰，1972 年生于河南郑州，现工作生活于河南登封。  主要个展有：

2016-9-28 ～ 2019-2-24：王忠杰，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2019）；

不可思议，王忠杰个展，利索内美术馆，意大利（2018）；乌云天空，

Spazio Kn，特伦托，意大利（2017）；王忠杰，魔金石空间，北京，中

国（2016）；要有光，莫空间，郑州，中国（2016）；乌云天空，Ex-

chiesetta del Redentore， 维 戈 洛 瓦 塔 罗 Vigolo Vattaro (TN)， 意 大 利

（2014）；乌云天空，一个艺术／视界艺术中心，上海，中国（2013）；

潜行者和他的影子，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2012）；乌云天空，巴拉

卡诺，博洛尼亚，意大利（2012）；Narcissus，亦安画廊，上海，中国（2006）；

主要群展有：超过物——艺术家纪念毛利子·朱弗洛伊德先生，博洛尼亚

美术学院，意大利（2015）；预言，艺术家群展，亦安画廊，北京，中国

（2008）；无尽江山，南北油画家邀请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2006）；

光阴，三人展，河南省美术馆，郑州，中国（2005）；河南油画学会学术

展，郑州市美术馆，郑州，中国（2002）；河南油画展，中国美术馆，北

京，中国（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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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忠杰进行访谈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策展人莫妮卡·德玛黛所说：“在描

述或者分析类似绘画这种多样的视觉语言时，文字尤为乏力·······有

时候，我觉得沟通很困难，每一个词语、姿态或动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1]

在王忠杰看来，语言是由一个个概念组成的，民族和文化是概念，连画廊也是

概念。而他的绘画则试图跳出“概念”之外，借由“削减”以还原到事物的核心，

直接触及表象下的内在力量。

在访谈中，王忠杰举了个事例：海豚捕鱼时会将鱼群围在中间然后吐泡泡，鱼

群就被困在气泡组成的围墙之中。概念对于人类而言也是如此，它就像一种无

形的状态一样将人们的生活包裹其中，原本鲜活的思维与感受为其所“污染”。

在 2016 年与魔金石空间总监曲科杰的对谈中，王忠杰曾问到“你有没有真正

看到一棵树，真正感觉到一棵树？”即是说，在脱离开概念后，一个人该如何

用自己的眼睛甚至整个身心去观察与表达。 

一：

结束第一个梦，人性、社会、终极、本质……等全部结束。

进入第二个梦，它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并不知道表达什么。

——王忠杰日记，2010 年 10 月 13 日

王忠杰：向内的还原

作者：邵光华 

来源：魔金石空间研究部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004-9
2004
布面油画
160×240cm

https://mp.weixin.qq.com/s/-tEvBZURJEhYjSMSJgphJg


王忠杰的早期画作中弥漫着一股昏暗与狂乱的酒神精神，充斥着梦中或潜意识

里的形象：蝴蝶、女体、蛇与豺狼，非美院科班的背景反而给了他更大的创作

自由与辨识风格。在 2007~2010 年间，王忠杰的绘画开始呈现出别样的特征。

作品的画面从狂乱与迷醉逐渐走向沉静与沉思，除了保持用色饱满与鲜艳的特

质外，也开始兼顾结构的稳定与平衡。画面中的形象开始被逐渐削减，其背景

也不再被设置为丛林与旷野，而是转移到了一种充满结构性的空间中。画面中

有时会出现一团朦胧混沌的雾气，似乎正在离去。

2009 年对于王忠杰而言是关键性的一年，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形象被削减殆尽，

框架与空白的结构也逐步形成。这一年他创作了一系列单色背景之上的“彩色

盒子“——似乎在给自己以前钟爱的形象举办某种葬礼。画面中，不论是公鸡、

马还是人物，它们似乎都丧失了生的特征，纷纷与“棺材”同框或穿过窄门踏

入冥界。画面中背景空间的结构也呈现出一种由复杂走向简洁的倾向：在此系

列的创作初始，王忠杰运用各种框架与通道，建造出复杂多重的空间，但随后

画面逐渐地被削减为背景、框架与盒子，最后连盒子都消失不见——王忠杰近

十年来的“方形”与“空白”的画面结构就此确立。

不管在文字上或在访谈中，王忠杰都没有正面地去描述这一转变。语言在此处

抵达了自身的边界。重要的不再是沟通交流，而是一种感受的共鸣与印证。那

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多年以来的绘画创作都是处在那个“概念体系”之中，都

带着某种眼镜，混杂着概念化的感受。去画画就是去生活，他必须要思考如何

摘掉眼镜，抛弃概念，完全只是去画一种直接而原始的感受。那些象征性的符

号形象需要被削减，哪怕最后只剩下一个色块、一条线。

“那段时间是我最难受的时候，每天都在减、减、减。减到最后只剩下画面中

间的一根线，还是受不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根线还是那些事，依然是那群人，

只不过是他们的缩影而已。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就彻底涂掉了。那是一种

瞬间的解脱与从未有过的轻松，虽然什么也没能剩下来！”

如果说概念体系是座监狱，王忠杰通过削减形象模糊地感觉到了越狱的方向。

然而方向的真正确立并非一蹴而就，从他 2009 年至今的画作中可以看出他的

摸索与试探：“至于确不确定，它是个逐步的过程，走着走着才发现的。我最

开始时候的画，最大的才 80×100cm。我感觉已经失控了，因为太大了，当时

画的最多的是 20×30cm。直到近几年，我开始特别不喜欢小画儿。”

与此次展出的作品相比，王忠杰此系列早期的画作的确尺幅较小，而且整体上

用色较单一，不同颜色的“方形”之间的界限显得含混不定。通过细致观察画

面的变迁，能够看出画家正逐渐变得更加自信：画面更加纯粹与精炼，用色也

更为丰富，空白之处变得更为空白，更加独立且脱离于周围的色彩，不再延续

某种模糊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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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依旧悬而未决：王忠杰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感觉？或

者说，他的感觉为什么呈现为这种形态？在被问及他的绘画究竟是在“去”还

是在“藏”时，王忠杰的回答更倾向于后者。所谓“藏”就是：“将所要表达

的东西隐去，不是要让观众直接看到什么，而是在内心深处触及到什么。就像

希腊群山中的神庙，它不仅仅是为神提供居所，更是要让信徒感受到神的存在。”

他直言，“我的状态即是画面的状态，尽管心与图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

二：

不知从何时开始，渐渐感到自己从“现实”中的消失，

渐渐地、却又逐步强烈地感觉到“存在”。

——王忠杰日记，2009 年 12 月 14 日

在许多场合，包括在访谈中，王忠杰都袒言自己不喜欢人群，也不喜欢说话。

为此他从河南郑州搬家到小城登封，闭门作画。尽管他最关心的是人，但他不

喜欢人身上多变且不稳定的特性。这种趣味延伸到了他对光线的喜好。他喜欢

清晨的光线，从一个方向射入，清澈稳定，而到了中午光线开始漫散到四面八方，

失去了那种稳定感。

稳定感同样也是王忠杰为他所追求的东西所起的代号，绘画之于他是一种找寻

的方式。在日记里他也一直试图用语言去找寻它，它被称为本质，也是核心，

是真实，也是深层感知，是心也是魂。然而语言这件工具对他而言并不“趁手”，

甚至与“艺术”之间存着本质的对立。绘画就是绘画，它不是语言的附属品，

也不是其图解，更不是为了讲故事，它要呈现的是那个无法呈现的东西，绘画

需要在语言终止处继续前行。

对王忠杰来说，绘画首先是某种能够战胜概念引力的东西。概念总是以其安全

与舒适将人限定起来，而绘画就是试图跑到监狱外面，是一场通往未知的实验。

这十年来，他在不断地拒绝概念、风格、体系，为此需要把故事、情节、情感叙述、

解释等等绝对地去掉。他在追求着不可知的，总在变动的，当下的鲜活感受以

及其中潜藏的秩序。然而在画面中拒绝一切符号与形象，这样的逃离对艺术家

而言是一场考验。

“到从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其实很心慌，很多时候你想回头，因为心里不安全。

对我来说，回去是不对的，所以只能往前走，但是前面是什么你不知道。罗永

进老师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当时我下意识地回答他‘当你离一个事物越来越远

的时候，也意味着你离另一个事物越来越近。” 2017.6~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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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2016-9-28~2019-2-24》的标题指明了此次展出作品的创作日期。从观

感上来说，因为大量使用了紫色与绿色，这批作品令人感觉色调偏冷。艺术家

解释说，“画这些画的时候已经是深秋或初冬了，外界温度的变化直观地体现

到了画面上。（我本能地）借助颜色展示（外界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可以说，

颜色在王忠杰的绘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想说的是颜色，对我来说颜色非常重要。当你非常靠近一种颜色的时候，

你会发现颜色蕴含了非常大的能量。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偏爱的颜色，不

过我以前我很少用到绿色，但去年冬天我对绿色有种特别的希望与感受。但当

时用绿色也是最费劲的，我画这些绿色至少画了三十遍。它给你带来的感觉就

像是挠痒痒一样，挠对了就对了，挠不对就仅仅是种颜色。”

在我们与王忠杰在访谈中，他把自己的创作形容为是爬山或行走，具体反映到

画面上则更多地是阶梯式的演进。他的画是“晚熟的果子”，一幅画可能要让

他工作很长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最后的几天——经过前期的不断涂抹描绘，画

面在某一时刻突然成立了。就像在被“挠对”的那一刻，所有的画面信息都显

得各安其所。

“大概到了 14 年的时候，我依然察觉到自己在画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发现依

然没有离开过去的那种状态，尽管看起来画面变了，但是还停留在原地，我是

在近三四年才基本上脱离开。”

在画面中削减形象的过程是一种还原的过程，王忠杰不断地抛弃形象、隐喻、

象征等种种累赘，最终直达事物的核心。在最终的结点上，本心与外部世界呈

现出一种自足的同一性，或用他的话来说，秩序。因此王忠杰才反复强调，没

有内在和外在之分，一切都是内在的。重点是要把握住当下鲜活的感知，在彻

底摆脱概念束缚之后，空间感、时间感彼此不再界限分明，黄昏也可以是一种

空间，可以被感知到其特定的结构；而色彩与形之间则进入迷幻领域，一切源

起于混沌此时又回归混沌；时间 / 空间，死亡 / 诞生，存在 / 虚无，外在表象 /

内在真实之间原本的分界线荡然无存，这就是他作为艺术家对周围世界的深层

感知。

三：

精神的对峙，我终于走到山下。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

——王忠杰日记，2011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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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注视那片被彩色方形围起来的空白，让我们不禁好奇，那些被削减掉的形

象都去了哪里，以及它们的消亡是否有着某种肯定性的意义，而不单单只是一

种逃离。从前画面中的那些公鸡、豺狼与人体除了能够充当隐喻形象之外，也

提供了画家之外的视角，以确保整体风景的客观性。形象的存在确保了观众与

艺术家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同样也意味着画家是在某种“共识”之上进行创作。

正如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指出 [2]，不存在所谓的“私人语言”，无论画家为那些

形象赋予何种意涵，它们最终都会落入到某种“概念”之中。一方是作为客体

的画面形象，另一方则是由分享同一套概念体系的画家与观众组成的审视主体。

然而当画家的目光转向未被语言或概念干扰的纯粹感受时，那些形象就必然地

面临消亡——而这同样也意味着他者的消失。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3]。这种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向来

难以去处理他者的存在——他们不是主体，却又不像是客体。毋宁说王忠杰是

在用这句格言来描述他的感受：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在他人彻底缺失的情境下，

意识及其对象，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在此心即宇宙的感知里，事物按照另一

种完全相异的方式组织起来，并蜕变成一幅幅没有相似物的形象，物自身的复

本或纯粹的元素。失去了他者所提供的视角以及其背后的共识结构，对他而言，

唯一得救的可能就是继续往深处、更深处前行。在逃离“监狱”之后，王忠杰

不再需要依靠他人去帮他确认“此花”的存在。在深度与表面浑然不可分的深

度感知里，王忠杰经由深度折返回表面，并用画笔带回事物的某个尚且不被人

所知的形象，它们在分子层面上散发的微光，人与宇宙之间隐秘的共振。

[1] 莫妮卡·德玛黛 .《乌云 天空——王忠杰的绘画》. 河南郑州，2012 年 4 月，19-20 页

[2] 维特根斯坦 . 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5.

[3] 王阳明 . 传习录【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王忠杰：没有风格优势的“野生”画家

作者： 张宗希 

来源：Scope 艺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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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杰

 

1972 出生于河南郑州，中国

现生活及工作于河南登封

 

个展

 

2019 2016-9-28 ～ 2019-2-24：王忠杰，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2018 不可思议，王忠杰个展，利索内美术馆，意大利

2017 乌云天空，Spazio Kn，特伦托，意大利

2016 王忠杰，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要有光，莫空间，郑州，中国

2014 乌云天空，Ex-chiesetta del Redentore，维戈洛•瓦塔罗 Vigolo Vattaro (TN)，

              意大利

2013 乌云天空，一个艺术／视界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2012 潜行者和他的影子，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乌云天空，Isolo 17，维罗纳，意大利

              乌云天空，巴拉卡诺，博洛尼亚，意大利

2009 自说自画，一个艺术，上海，中国

2006 Narcissus，亦安画廊，上海，中国

群展

 

2018 北京当代·艺术展，北京，中国

2017 中国绘画中的新视角，Primae Noctis，卢加诺，瑞士

        在乌托邦与敌托邦之间，Massimo De Carlo，香港，中国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香港，中国

2016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香港，中国

2015 超过物——艺术家纪念毛利子·朱弗洛伊德先生，博洛尼亚美术学院，意大利

2014 超过物——艺术家纪念毛利子·朱弗洛伊德先生，莫空间，新密，中国

       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中国

 

2012 晒太阳——艺术家群展，一个艺术，上海，中国

2009 态度艺术展，谢特艺术中心，郑州，中国

2008 预言，艺术家群展，亦安画廊，北京，中国

2006 无尽江山，南北油画家邀请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固执己见，亦安画廊，上海，中国

2005 光阴，三人展，河南省美术馆，郑州，中国

2003 记忆 & 图像展，一澈艺术，郑州，中国

2002 河南油画学会学术展，郑州市美术馆，郑州，中国

2001 河南 6 人作品展，河南省书画院，郑州，中国

1999 河南油画家展，河南省书画院，郑州，中国

        河南青年美术作品世纪展，河南省书画院，郑州，中国

1998 青年油画 14 人展，河南省书画院，郑州，中国 

        河南油画学会展，河南省书画院，郑州，中国

        河南油画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1996 二人作品展，河南省书画院，郑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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