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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画廊访谈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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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露迪12岁（2002）那一年，读到了一本绘画图书《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这一本由远在

英国姓贝克特的修女写的图书，对他的绘画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12岁，高露迪的母亲为他介绍了一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求学

之路。正是这位老师向高露迪推荐了这本图文并茂的西方绘画史启蒙读物。打开了高露迪认识绘

画之路。这之后，从欧洲文艺复兴前后到20世纪90年代，历经八百余年时光沉淀的绘画大师同时

涌现到他的眼前，快速刷新了这位小男孩对于绘画的认知。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高露迪有了一个朦胧的意识：艺术并非简单地再现现实，而是可以进一步

触发想象，引人从虚中见实。

因此，高露迪从少年时代开始，他的画作就带有一种明显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到大学一年级

时，高露迪的画作已经带有非常突出的个人印记。并且举办了首场个人展览。与此同时，他也逐

步确定了自己的绘画观。到大学毕业时，他的绘画被空白空间发现，开启了与画廊的合作，并走

上了职业艺术家的道路。

高露迪最新个展“杂志”现场，空白空间，2021年

2013年6月，高露迪从大学毕业，在毕业前夕，在空白空间迎来他艺术职业生涯中首个画廊个展

“gū dú”。之后又继续在2015、2016、2018年陆续在画廊举办了三次个展。

2021年，空白空间推出了艺术家高露迪的最新个展“杂志”，展出了艺术家近两年的作

品。这已经是画廊第五次为艺术家举办个展。

如此高频率的展览，与之相应的是高露迪在绘画上不断的探索与精进。每一次，高露迪都试图在

绘画这门古老的艺术语言上有新的突破。2011年，还在读大一的高露迪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举

办了人生第一次个展，展开了他未来的艺术之路。至此次2021年的最新个展，已经过去了十年的

时间。十年间，如果说有什么变化，也许是高露迪意识到：这是一条越走越窄，同时又可能越走

越宽的无尽道路。他只是其中的一位前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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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露迪最新个展“杂志”现场，空白空间，2021年

雅昌艺术网对话高露迪

“杂志”——杂的志趣

雅昌艺术网：首先，可否谈一下此次展览“杂志”？

高露迪：当时选“杂志”这个展览名字的时候，主要用了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杂的志趣”。

因为此次个展里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意象。

2019年，我们就在计划空白空间的这次展览。最开始切入点是我想画一些肖像类的作品，因为之

前很少触及这类题材，所以在这次最新个展上，计划突破一下自己的绘画。

作品《看》源自一张黑人表情包的图片

最先开始的是基于一张表情包的绘画，之后画了球迷的肖像，又尝试了一张淘宝上面的模特图

片。这些都是上网时无意间看到的。

“策展在中国”论坛 张晓刚的艺术“舞台”

莫晓松:当代花鸟画 刘刚:吴冠中绘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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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2020-2021, 布面丙烯，水彩，油彩，油漆，蜡笔 200×270 cm

比如《球迷》是一张世界杯比赛的新闻图片。是世界杯上日本对阵塞内加尔的一场比赛，当时镜

头正好捕捉到两个国家的球迷，一边是黑人，一边是脸上涂成白色的黄种人。另外一张《防风

镜》则是我在浏览淘宝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弹出来的一张图片。我看见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们

画了下来。

展览中大部分作品都是疫情期间完成的。那个时候，大家碰面的机会变小了。所以画这些画的时

候，比较对应当时的环境以及身边人的状态。

《玫瑰》 2020, 布面丙烯，水彩，油漆150×100 cm

雅昌艺术网：展览中其他的题材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高露迪：展览中的作品选择的内容比较多元，获取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花的题材，是疫

情期间我的母亲发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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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母亲有了苹果手机之后，她经常给我发一些她拍的照片。她受过美学教育，以前画过画。

所以她对美是有个人追求的。她拍照的方式更多的是捕捉或抓取，看起来有些随意，但细看又觉

得有些东西。比如她在拍照的时候，非常不在乎清晰度。有时候为了拍东西，她会把镜头拉的特

别近，就是为了拍到她看到的那个东西。所以某种程度上她拍摄的东西有一定的生动性。她的摄

影时不时带给我一些灵感，于是就有了这次展览中那些以花为主体的作品。

《橙色郁金香》 2020, 布面丙烯，水彩，油彩，蜡笔，油漆 200×150 cm

还有些是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这次展览中我画了一棵小油菜，因为疫情严重的时候，有

段时间，基本上外卖麦不到其他的蔬菜，每天餐桌上都会出现小油菜，于是我就在网上找了一张

标准的油菜照片，把它画了下来。

《油菜》  2020, 布面丙烯，水彩，油漆 200×270 cm

疫情改变了很多，让平常忽略的一些东西变得可贵，比如一朵花，一棵油菜。

“图片只是我绘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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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艺术网：画这些作品，除了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在绘画语言方面是如何往前推进的？

《小香蕉》 2020-2021, 布面丙烯，水彩，油彩，油漆 270×200 cm

高露迪：汉堡和香蕉我比较喜欢吃，所以注意到它们。

我觉得汉堡是当今社会非常快捷，且标准化很强的产品，标准化的味道和样子。所以这种标准化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画面中的汉堡形象是源于关于它的广告。我发现商家会在广告中把汉堡拍摄

的丰满多汁。那种状态我觉得挺有意思，所以用了一些广告元素。

高露迪“杂志”展览现场：

左：《汉堡切面》  2020, 布面丙烯，水彩，油彩 270×200 cm 

右：《防风镜》  2020-2021, 布面丙烯，水彩，油彩，油漆 200×150 cm

这个展览中，我画了三张不同角度的汉堡。其中一张是画了汉堡的一个切面，看起来有点像断

层，这跟我绘画里的一些元素有联系。比如结构的切割，包括质感、颜色等，相对来说它满足了

我的一个审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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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艺术网：你在画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还原事物或者图像本身，在你的审美结构里，是如何来

处理这些图像的呢？

高露迪：大部分图像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起点。就像铅笔勾勒的一个草图。

画《球迷》这幅作品时我想到荧幕上大特写的概念。首先屏幕大特写对于电影来讲是不好拍摄

的，对于演员来讲，也是挑战，所有问题都被是最大化了。对我而言如何在一张画中处理中心分

割的构图，以及在这种构图的基础上来处理画面中的黑白关系。这一点让我很振奋，有可能我会

失败，但是总要去试一试。这就是开始。

高露迪最新个展“杂志”现场，空白空间，2021年

每一幅画都是完成一个挑战

雅昌艺术网：在一幅画里，其实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

高露迪：对，挑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我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去解决它。

在刚刚提到的《球迷》这幅画里，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调整50%的黑和50%的白。因为黑色要比白

色重。于是我调和白色人脸上的深色元素，在黑色人脸上加了一些荧光线条，来解决这种不均衡

感，最终达到了我说的大特写肖像和黑白和谐关系的点。

包括《看》这张画墨镜的部分，我使用多种品牌和多种色彩倾向的黑来塑造更多层次。这次尝试

也帮我解决了黑脸的问题：不是用写实或者高光暗部这种方法来解决，而是用一种绘画手法和颜

色来解决。

雅昌艺术网：对你来说，其实是希望通过完成一幅画去解决绘画的具体问题？

高露迪：可以这么理解。比如《防风镜》这幅作品其实是一个结构研究。因为这幅作品初始图像

来源是一个假人模特带着一个防风镜，我想用我的绘画处理好人物面部结构，不损失重点。最

后，我使用了一种流淌的颜料，和快速的线条来完成了面部结构的勾画。这样它就从复杂的背景

中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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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镜》  2020-2021, 布面丙烯，水彩，油彩，油漆  200×150 cm

在绘画过程中不断去寻找答案

雅昌艺术网：你如何确定一幅画达到了满意的结果？

高露迪：我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把这个结果“翻译”出来。而且作为艺术家，我也稍微有点抵抗去

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用嘴来表达，而是用笔来画的。

雅昌艺术网：可否用一幅作品来谈一下你是如何在具体过程中处理画面的？

高露迪：可以拿《防风镜》这幅作品举例来说。那张原图的背景是不存在的，因为淘宝的图片一

般都是一个纯色背景。所以当时我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先分割了几个块状结构：眼镜，头发，脑

门，然后整个眼镜以下的部分是一个结构。

后面的麻烦落在眼镜以下这个部分。一开始没想好处理方式，这张画放在了工作室的角落好几个

月。后来我想到了用流淌的线条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用荧光绿的丙烯调成相对稀稠的状态来

勾勒面部，这样整幅画就成立了。

雅昌艺术网：所以一幅画的解决方案，都是在你画画的过程中不断寻找的？

高露迪：我画画从来不打草稿，因为我大学时候发现有时草稿的生动性超越了大作品本身。大作

品反倒失去了一些打动人的东西。然后我个人的解决方案就是想画什么就直接画。

当然，在绘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想办法一一解决，这个方法不是一个固化的方

案。在画画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决定着最后的结果。除了头脑和手上的技术外，也包括大小关

节的使用，这些决定了如何去处理一笔颜色的肌理，以如何去处理一条线等等。

我感觉绘画是一条越走越有趣的路，我正在这条路上前行。

（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责任编辑：罗书银）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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