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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艺术家的故事都以感触开始，最终回归感情和思考。 

- 赵刚 

 

许多人写赵刚，都以他与“星星画会”的关系为出发点，赵刚 16 岁时就成为了中国当代艺

术初现时期北京首演艺术家群体的成员之一。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赵刚首先并未提及作为一

名前卫艺术家的开拓创新历程，而是谈及了文革期间的典型童年成长经历。“我的童年跟每个

孩子一样......或者说大多数 孩子，我的父亲被逮捕了”，在赵刚工作室展开系列采访时，他用

这个心酸的故事来开场。接连几个下午，赵刚向我讲述了他是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并带我

前往他的档案室，梳理珍贵的其他往事，从中我们整理出许多与访谈相关的照片、展览目录、

幻灯片等。在“通往奴役之路”开展之际，重述赵刚的故事不仅是庆祝此次展览成为他职业生

涯的高潮之一，在很多方面，这次展览更与他描绘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很契合，他们混合的

身份与自己很类似。像赵刚一 样，这些学者们长于中国，又在西方接受教育，回国后进入各

自的领域工作，包括艺术、学术、科学和政治。赵刚的故事也让人能了解到，到底是什么激发

了这类求学之旅及其所造成的后续影响，例如移民的无所适从，对不同社会习俗的难以融入，

以及保持坚定信念的困难。在赵刚的故事里，各种不同的经历却更为常见，有些经历甚至是另

类的、离奇的、略带古怪的。虽然赵刚声称他的故事最终证明了他是“他那个年代的产物”，

但或许更应把他(通常还有他的画作) 描述为坏男孩的印迹，这与他的想法以及一开始的每段



对话都形成共鸣。  

作为从文革初期就居于北京的满族贵族，赵刚的父亲于 1969 年被逮捕。 在家庭财产被没收

后，他的父亲当即被关押(虽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宣判)。
 
8岁时，赵刚成为了“一个所

谓的愤青”，他们这代人的命运被彻底改 变。同许多朋友一样，赵刚把艺术作为开新未来的

一种途径。当年，中国的美术教育仅限于政治宣传的职业培训。对赵刚父母那一代而言，这是

最合适的选 择。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政治系统能避开家族迫害的延续。赵刚母亲希 望

儿子长大后能为无产阶级制作海报，她对赵刚的艺术教育要求非常严格(然而用赵刚的话说，

她咄咄逼人的督导，最终造就了他叛逆且“自我毁灭”的个 性)。虽然被关押入狱，赵刚父亲

也在他的艺术教育之路上不遗余力，出狱时，他请求狱友为赵刚寻找合适的美术老师;在狱友

的帮助下，赵刚在艺术家毛水仙那里接受私人绘画教育。赵刚在中学时考上了北京少年宫，在

当时是很高的荣誉。尽管他极有可能成为宣传工作者，但赵刚开始觉得他所受到的艺术教育 将

不会有结果，因为他认识到，由于他的满族血统，他将会被流放到农村。  

在后来的少年岁月里，在探索西方书籍的新知识时，赵刚发现了逃离这种 恐惧的方法。文革

结束后，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中国译本开始出现于北京书店。 赵刚翻阅着他能找到的每一本译

作，并向年长的知识分子寻求指导，请他们阐 释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者借阅政治理论书籍。
 
赵

刚不仅对阅读无比渴求， 更通过他的画作接触到了其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当他开始在北京

公园画风景时，遇到了几位所谓的非官方画家，他们未经艺术院校培训或受政府雇用。 赵刚

拒绝了单调乏味的宣传艺术，在“他们的画作练习中找到了慰藉”，跟着他 们尝试各种绘画

风格和技巧，包括肖像画和印象派。最重要的是，与这些艺术 家的社交来往对他的文化素养

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圆明园废墟之上，赵刚成 为了一名地下艺术家，他们通常活动于北京

郊区。赵刚渐渐认识了无名画会的 成员，开始模仿他们的作品，同北岛、芒克等诗人一起创



办了杂志《今天》。这是赵刚生活中一段令人振奋的时期，他们整晚整晚地讨论诗歌，与前卫

艺术家们 通宵派对，阅读卢梭和梭罗的新译作。但现在回想起来，他说，这一切都是相当“资

产阶级”的(如果你听到赵刚在访谈中提及这个术语，则表示一种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  

最终，这种生活方式使他接触到了星星画会。有一晚的聚会中，他遇到了 星星画会成员，他

们在为一场展览招募艺术家，他同意参加了。在展览的几个星 期前，他和张伟通过追求抽象

主义来寻求新方向，赵刚在 1979 年 11 月于北海 公园展出了他的实验成果。
 
一旦加入星

星画会的圈子，他同他们的经历就 不仅限于夜间偷骑自行车到公寓里欣赏画作，还在《美术》

杂志[1]
 
发表画作来增加认同度；同时，成为星星画会的一员意味着投身于进步思潮，共同为

地下艺术提供机会，突破公众知名度。星星画会于北海公园举办，西单民主墙仍展示着积极分

子为政治自由创作的大型海报(墙于 1979 年 12 月最终拆除)。星星画会展览于1980年8月搬

至中国美术馆，政局动荡削弱了政府的监察力，削弱了公众获取自由主义的势头，赵刚认为，

这两种社会现象允许并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星星画会。  

在参与星星画会的集体展时，赵刚拿不定主意，是继续成为一名非官方艺术家，还是报考艺术

学院。赵刚的童年美术老师毛水仙加入了中央美术学院， 邀请他来担任助手，并最终收到了

正式录取通知书。赵刚在美院就读时，协助他的老师于北京机场作画。壁画描绘了渔人码头，

以漆做底，没有遵循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不幸的是，由于其中的裸体人物存在一定挑衅性，画

作在完成不久后就被取了下来。当赵刚与星星画会的地下活动被发现后，他就被美院开除 。

之后，赵刚完全沉浸于北京的前卫艺术舞台，用他的话说，他承诺“背叛主流，深 居简出 ”。

他时常流连于各种前卫艺术家圈子和所谓的反革命集体，因与后者的关系，赵刚受到了控告，

导致他18岁时被短暂拘留。赵刚加入了北京大学其他的一些先锋艺术群体，旁听迈克尔·穆雷

的诠释学和解构学，穆雷是来自瓦瑟学院的客座教授，对这群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影



响。他们经常邀请穆雷前往北京的各个公寓观看画作，在当时，公寓是唯一能展示他们画作的

地方。1983年，赵刚退出了北京前卫艺术舞台，在朋友的支持下，他获得 了荷兰国家美术学

院(现马斯特里赫特美术学院)的研究奖学金。由于出国读书，赵刚远离了中国数十年的社会变

革和新兴艺术运动。他沉浸于欧洲绘画的新技术和理念，之后踏入了纽约艺术世界。  

赵刚22岁到达荷兰，第一次经历了意料之中的异国文化冲击。虽然赵刚的艺术教育鼓励了他

在未来十年里对抽象主义的追求，但据他说荷兰的那一年 “不过是谈了几次恋爱而已”。
 
在

马斯特里赫特，他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持续增长，他决定前往牛津大学研究一个暑期的哲学。后

来，部分受惠于他与迈克尔·穆雷的友谊，他被瓦瑟学院录取。纽约北区给他带来新一轮的文

化冲击—尤其是因为他初到此地，英语水平不足。而在瓦瑟时，他接受的是大陆哲学和欧洲历

史课程的文科教育。在理查德·瑞安教授的指导下，他的作画水平有所 提高，在纽约市举办了

几个展览。尤为显著的是，赵刚协助迈克尔·穆雷举办了 展览“北京 / 纽约:中国前卫艺术” 

[2]，这个展览囊括了他们认识的北京艺术家， 包括赵刚在内。这是这些艺术家们在纽约市的

首次展览，其参与者也首次被划 定为“前卫”。该展览于 1986 年在瓦瑟学院美术馆开展，

随后前往哥伦布商业 区的市美术馆和康涅狄格州的沙朗创意艺术基金，展出了 10 位艺术家

的 37 幅作品，其中许多人是星星画会的创办成员，由赵刚亲自邀请参加的艺术家有 马德升、

李爽、杨一乒、艾未未。
 
部分画作创作于中国，其他作品则由居住 在美国的艺术家创作，赵

刚的画作则是在瓦瑟完成的。本次展览获得几家刊物 的报道，其中《纽约时报》把赵刚的抽

象风景画评为本届展会中“最成功的”综合抽象主义范例，让人联想起菲利普·加斯顿的早期

作品[3]。  

1987年，赵刚未毕业便离开了瓦瑟。他曾试图转学至耶鲁大学，但耶鲁大学绝了他的申请，

他决定彻底离开学校。赵刚希望了解北京在他出国的这五年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于是1988年



他回乡探亲几周。这次是让他幻想破灭的经历之一，与他在欧美最佳城市的游历以及大学时的

抑郁均有关系。基于他拍摄的廉价而崭新的北京城市景观，他创作了几幅绘画，但画作的完成

只是让他明白了，自己不懈努力想弄清的其实是他画作的身份。
 
回到纽约后，他创作了一系

列零散画作，追求一种探索个人冲突和空间矛盾的抽象画面的绘画风格。为了达到“解

构”[4]，这些作品使用了鲜艳的颜色组合和不协调的构图， 展示出一种形式上的混乱，用赵

刚的话说，这种风格让他成为了“一个良好的 商业画家”。
 
虽然他拒绝商业化的艺术，出言

反对商业化，但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些个人展和群展中，他的画作价格稳中有升。与其他纽约艺

术家及其作品 的接触让赵刚深受启发，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不仅仅要出

售 画作，还想追求所谓的真实艺术作品;但是，各种尝试使他认识到，商业艺术和非商业艺术

之间的鸿沟是很不明朗的。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纽约的作画经历不仅让赵刚了解了出售艺术品的方法，更给他

带来一种身份冲突感。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赵刚远观中国事件动向，根据北京新闻事件的

报道及图片，为他的画作找到了主题。他与其他生活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们参加群展，如阎立

和艾未未，以及在北京政局紧张升级时团结在一起的华人群体。在1989年首次赵刚个展的新

闻报道中，记者竟声称纽约是赵刚的避难所，并提及，如果回到北京，他将不能公开展 示他

的作品[5]。在描绘一系列生活在纽约的本土中国人形象时，赵刚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归属感和

排斥感在他身上造成的矛盾。赵刚复印了非法移民到纽约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的身份证照片，在

他们的照片后，他潦草地描绘出自己流离失所的片段经历。
 
虽然赵刚知道，由于他的背景和

教育，他与其他的中国移民是不同的；但是他也认识到，如果他在年少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他“本有可能是其中之一”。  

不在纽约时，赵刚四处游历，在国外展出作品。1991年，他完成了一个中国公共艺术的里程



碑式项目— 位于香港中环广场的一幅大型油画，这是大中华区第一座把抽象作品作为公共艺

术展示的建筑。
 
赵刚常造访欧洲，并在巴黎画廊举办了“没有描画的风景画”的个人展，里

面使用炭笔，并着以银色的抽象系列绘画[6]。他从法国游玩到德国，在饮酒和派对中度日，

不断低沉。在旅行沿途，他在一系列照片上写下支离破碎的想法，从照片中，他看到了自己精

神错乱的一面。
 
他的流浪经历最终让他意识到，他缺乏“一种角度”，他决定暂停艺术创作，

成为华尔街的一名银行家。赵刚在回归到艺术世界后接受采 访，回忆道，“我是一个不错的

银行家，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条赚钱的路径。我把它作为一场历时七年的艺术表演。”[7] 

1998 年，赵刚又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他开始攻读巴德学院的艺术硕士 (MFA)项目。在那

里，他“在艺术实践中意识到批判性参与”，通过巴德学派与当地邀请的艺术家的共同帮助，

赵刚重回纽约艺术世界。在 1999年展览中， 他展示了创作于巴德的作品“构筑梦想” [8]，

展现出他的主题已转向一个更加概念性的方向。在充满活力氛围的空间内，厚重的笔触呈现出

了一系列宋代房屋，从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彻底抛开结构限制，让它们在抽象的空间内徘

徊，像是记忆中或想象中飘过的身影，赵刚正是用这种方式描绘着中国传统建筑。这些画作不

仅让我们去思考宋朝建筑的实体状态，而是它们是如何靠想象形成的，如何与他们当地文化沟

通，居民如何在周围环境中反思其日常生活，以及历史是如何隐藏被庇护的人或物。作为一个

居于美国十多年的移民， 赵刚在这些画作中唤醒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在中国的生

活记忆，以及在博物馆书籍或文物图像里虚构的中国文化，这种对祖国的向往的感情是无法避

免的 。最终，在巴德之旅后，这种解放中国血统的方法为赵刚开辟一个探索画作的新方向。  

在读完艺术硕士后，赵刚一边替《亚太艺术》出版杂志，一边继续创作。 他住在纽约市，也

频繁前往中国，他与中国艺术界重新建立了关系，参与企业活动，弥补北京与纽约的距离。策

展人弗兰克林·西尔曼斯把赵刚介绍给哈莱姆街区附近的美国黑人画家。这些艺术家包括黛博



拉·格兰特和杰夫·逊豪斯， 大家聚在赵刚的餐桌旁，整晚整晚地讨论着各种话题，如民权运动

和文革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后殖民状况[9]。哈莱姆区工作室博物馆与长

征项目，第七届纽约行为艺术双年展建立了合作关系，赵刚引荐这些艺术家参与其中；他们共

同成立了“哈莱姆新社会现实主义小组”，在亚当·克莱顿· 鲍威尔二世国办大楼的曼哈顿住宅

区广场上演了一场公开对话[10]。那几年中， 赵刚还与杰克·蒂尔顿(时任赵刚纽约画廊的代表

人)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北京的艺术家和建筑师设立在宋庄的驻留项目。他们一起购买了

土地，并聘请了建筑公司办公室 dA 来设计大楼。艾未未也参与帮助了大楼的建设，之后主

动提出设计并建造第二幢楼。赵刚 绝了这一扩张机会，因为未能吸引足够居民继续工作，他

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项目。宋庄艺术区的繁荣后来被更著名的 798 和草场地艺术区所遮掩。  

在沉浸于纽约艺术舞台时，赵刚与刁德谦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他们被并称 为“纽约艺术世界

的中国王子”。
 
赵刚和刁德谦共同举办过两个展览，一个于2003年在纽约举办，另一个于

2005年的香港[11]。刁德谦展出了21世纪初的丙烯系列作品，包括他站在马蒂斯和毕加索前

的自画像，或他的由马歇·布劳 耶设计的房屋，以悼念现代建筑，展示现代艺术收藏家文化。
 

赵刚同时期的画作则采用了当代中国景象，包括坦克以及带有色情意味的天安门 ，讽刺标志

性的人物的可疑身份。尽管二人来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华裔美国人身份 (刁德谦在纽约

开始他的绘画生涯，而来到美国的赵刚早已因他在北京的经历 而得到磨砺)，并置二人的作品

强调了对于他们艺术界境遇的一种共有的评判性以及对之前历史调侃性的质问。  

赵刚的绘画将他拉回了北京—2005 年，他在北京现在画廊举办了个展 “我要 XXX”。
 
展

览是为了进入北京艺术界的“试水”之作，并最终促成 赵刚 2007 年的回归。以《红色娘子

军》为基础，青少年的他在看到歌剧芭蕾女演员时表现出的性焦虑，该展览作品表现出共产主

义通过一群舞蹈女战士进行耸人听闻的政治宣传的景象。回顾他在80年代初出国后远离的文



化，赵刚并未根据他的当代中国经历在北京进行创作，而是选择了过去的中国。展览中引起乡

愁的绘画植根于赵刚回到北京两年后新的生活与体验— 赵刚离国 26 年，国外的生活经历对

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挑逗的女性绘画似乎又在拙 劣地模仿革命宣传画。展览“我要 

XXX”展现了赵刚回到北京后的绘画状态。 他在此阶段创作的第一件突破性作品名为《狗的

时光》
 
，他创作这幅绘画是为了回应促使他回到中国的动机:他发现自己在纽约的女朋友出轨。

《狗的时光》成为了他回到北京的创作的第一幅绘画，他将其描述为“反正统”的“关 于艺

术和性的变态想法”。在展览“我要 XXX”中，《狗的时光》和其他的作品都产生于一种焦

虑— 他在希望回归故乡生活的同时，心理上也感到排斥。 对他而言，这种焦虑至今仍未消逝。  

赵刚近期的作品涉及色情、革命、诗歌和传统水墨画。在其他主题中，赵刚从中国文化的过去

和现在中进行选择，正如他所说，因为“它们为解构心态带来的乐趣”。在他探讨的众多主题

中，通过质疑其绘画对象的历史和社会情况，赵刚反思自己在中国生活的奇怪之处，他既是当

地人又是新来者，同很多艺术家一样，他会藏身于北京郊区的工作室环境中。他新装修的工作

室具备了现代化的舒适，他偶尔会针对外界的有钱人，将他口中的中国“暴发户”作为他 的

主题。尸体和鬼魂出没于他们的新房子和汽车，通过讽刺手法描绘他们的实 利主义。
 
虽然他

让自己远离中国新一代有钱人的社交圈，但他认识到，很 多有钱人的孩子将接替他成为中国

的下一代艺术家;正如赵刚父母把艺术教育作为替代选择一样，艺术也被这些富裕且高考失利

的北京青少年当作B计划 。赵刚在选择中国北方作为主题时，他的满族血统是另一处灵感来源，

反映“压迫和镇压，捕食者和猎物，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动态关系，展示当代中国社会的游牧

民族后裔状况。在他 2010 年大型裸体系列中[12]，他使用了两位中国北方模特的全身，通

过与女性的合作，他发现，现代疾病的症状是由贫困区 域的饮食不当以及贫困家乡的艰苦条

件造成的。从2012年的一系列画像开始[13]，他描绘了当代契丹后裔，在几个世纪以前，这



一少数民族的家园被侵占， 最终融入中国社会。
 
经过国家统一，契丹文化的身份和历史已经

消失，正如随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人的迫害，赵刚的满洲身份被抹去。  

赵刚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展出的画作是他对历史路径及自身发展道路的最新审视。这次展览

描绘了穿梭于中西方之间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出生地， 是赵刚回顾自己过去和现状的一个媒

介。正如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面临迫害 一样，赵刚在中国的生活一直受到社会潜在压抑的焦

虑情绪的影响，童年因父亲入狱而遭受迫害，在北京成为一名艺术家，经历了“自命流亡”。

赵刚将自己与作品主题进行比较，研究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以及是否是年代差异把他

指向了不同的道路。虽然为赵刚提供了回顾过去的契机，但这些画作是否只是他前行道路的匆

匆一瞥，仍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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