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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表现：从风景到时尚肖像
—周杰油画艺术风格及其演进
——
文 / 张贤根
作为一名油画家，
周杰一直致力于山水风景画的艺术创作。近年来，周杰开始画一些关于时尚模特
的人物肖像画，
特别是注重肖像另类表情的刻画与表现。在艺术表现上，周杰主张与强调一种“灰度”表现
主义的风格，
并以之区分于抽象表现主义与具象表现主义。而且，随着艺术的题材、手法与图式的改变，周
杰颇具东方情调的“灰度”表现主义，
得以由自然的描绘向人性的揭示深入推进，这无疑也是他艺术创作境
界的一次质的升华。在周杰那里，
这种风格演进不仅表明自然与人性的相互生成，更揭示了艺术对人的生
存与命运的关切，
以及对人类的身心和谐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表现主义
风景；肖像；
“灰度”

作为一名油画家，周杰虽然早年也画过一

肖像作品里一以贯之的，却是他对“灰度”
表现

些写实的静物画，但他主要致力的却是山水风

的独到探求与阐释。在这里，
周杰的艺术创作

周杰
景画（图 1，
见下页）的艺术创作。近年来，

风格得以形成与拓展，
并由此彰显出东方文化

开始画一些关于时尚模特的人物肖像画（图 2，

将
“灰度”
表现，
作为
的特别意味与旨归。首先，

见下页），特别是注重肖像另类表情的刻画与

艺术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创造性重构。其

表现。之所以发生如此的转向，显然与他曾经

次，基于这种“灰度”表现，艺术家把外在自然

具有的时尚经历与经验相关，但更多的则是他

内化到肖像的表情描写中去。最后，作品关注

对艺术与人的自我之关系的探索所致。在我们

人物的生存处境与命运，并在“灰度”
表现的视

这个时代，人的自我意识得到了空前的觉醒与

觉与文化张力之中，揭示人物的表情与自我建

“在这种状态下，
强调。这正如周杰自己所说的，

构的关联的人性层面。

艺术也同样如此，当代的艺术大多反映的是自

在周杰的山水风景画作品里，对黑与白展

我与社会、与自然、与人、
与自我的关系。”[1]周

开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现与文化解读。让白成

杰的这些人物肖像系列作品，不仅具有视觉新

为白，让黑成为黑，并使黑白发生彼此的关切

奇感与别致的审美经验，也由此彰显了他自己

与相互的生成，
成为了周杰风景绘画艺术的根

对艺术独特的理解与体悟。

本旨趣。当然，这里的灰色既是黑与白之间区

乍一看去，周杰最近的肖像艺术创作，似

分的边界，也是两者模糊过渡所涉及的文化领

乎与他先前的风景绘画无甚关联，但通过对其

域。实际上，
人类的认知活动及其与自然的关

肖像作品的观察与审美观照，不难发现周杰力

联，
大都发生在与黑白相关的灰色地带。在作

图在完成某种创作上的风格延伸。但在风景与

品里，灰不仅是作为黑白之间的混杂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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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选取的周杰部分风景画

图 2：选取的周杰部分时尚肖像画

它更是黑白相生的发生与展现之所在，其实，

艺术构思与创作，画家对人与自然、生态的生

这种灰也并不是单调的与缺乏生机的，而有着

成性关联，提出与阐发了自己的看法与理解，

丰富的色泽感与强烈的艺术表现力。

并始终将“灰度”作为对这种关系的一种创造

随着创作的日趋深入，周杰关于传统艺术

性建构。而且，
这种视觉与文化的建构，
其实也

与文化的情结越发挥之不去，他因此探究在自

是一种基于情感表现的重构。这种
“灰度”
的审

己的艺术创作中注重中西结合。周杰感慨到，

美生成与艺术表现，无疑是在人与大地 （山、

“于是我就想改变，通过油画这一国际性的语

水）共在与互生里实现的。

言 来表达 中国 的 山水 ， 达到 最 终回 归 的心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一切艺术表

境。”[2]从周杰的这些作品里，
显然能够看到特

现都不可回避的。作为一种原初给予，
自然不仅

有的中国文化与东方韵致。在周杰的作品里，

是自在的，
甚至也是自为的。同时，
自然既是生

风景与景致其实已不再是感知的对象物，
而是

成的，
还是自身生成的。在本性上，
自然并不是

视觉表现与心灵之意向的生成物。经由独特的

人的对象，
它与人处于相互的生成之中。在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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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表现中，作品不仅建构着关于山水风景

这些表情
构。在颇具当代感的时尚人物身上，

的视觉图像，同时还构建着人与自然的生成性

既不同于常见的时尚艺术表演，
也有别于一般

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所涉及的中国与东方文化

人日常生活的感觉形象，而是介于艺术与平常

的语境。实际上，
自然也是属人的与人性化的，

之间的心态与情结。也就是说，
存在于阳光与

但这不是在功利与实用的意义上来说的。同时，

晦暗之间的
“灰度”
情绪被看重。出于对人物的

人在身心上也具有其难以摆脱的自然天性，
人

生存与生活的关注，作品着力揭示在那些光鲜

的美及其显现由于自然而然才方显生动。

与亮丽背后的艰辛，以及横陈在现实与理想之

但周杰的艺术创作，并未停留在对风光景

间的纠结与阻隔。人物肖像的“灰度”印象表

致的表现上，还特别注重把对自然的表现内化

明，这些表情既不是瑰丽与灿烂的，也不是悲

到人的表情描写上。在波德莱尔看来，
“我们不

情与残酷的，而是没有简单好坏之别的五味杂

要忘记，除了自然美甚至人工美之外，每个人

陈。

都有一种职业的习惯，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

而且，肖像艺术的表现与情感灌注，生成

可以表现为肉体的丑，但也可以表现为某种职

于特有的
“灰度”
的审美张力之中。周杰的艺术

业的美。” 周杰没有受制于浪漫的唯美主义，

表现并不是一般的摹仿与写实，
而是基于原生

而是注重这些时尚人物的瞬间表情与情绪的

的心理与情绪状况，通过一种东方表情的视觉

捕捉，以形成既现实又非现实的自然感觉印

与文化重构，
进而通达与呼应人物的情感与心

象。艺术家以线条与色彩的质感与肌理，以及

灵世界。这些看似别扭与怪异的外观形象，表

对时装模特细致入微的观察，描绘了她们平时

达了人物的表情所关切的内在自然，
特别是那

难得一见的各种表情，诸如，消沉、伤感、自恋、

些内敛、
暧昧与敏感的性格。在周杰的艺术表

陶醉与超然等，以及与这些表情相关的、难以

现中，视觉表象呈现出了不同于常态的表情，

掩饰的另类情绪。作为一种视觉符码，这些迷

也由此表征了肖像艺术表现的别样之美。要知

离的眼神与异常的表情，既源自时尚模特人物

道，
“审美尝试致力于寻找这种内心的真实：使

心灵境况的自然显露，以及她们对世事艰难与

探究这部分
体现自我最深刻部分的身体存在，

人生苦楚的切身感受。经过如此的艺术表现，

身体以更好地探究自我。”[5]在这些肖像作品

一种布莱希特所说的陌生感，以及与之相随的

中，对身体表情与生存情绪的刻画入木三分，

间离效果和低迷神情油然而生。

力透纸背。其实，
身体在此不仅是自我的镜像，

[3]

当然，周杰并没有仅仅限于对这些非日常

其实应当说更是人的第二自我。更为重要的

表情的描绘上，而是力图透过这些面部的独特

是，周杰并未对这些表情所彰显的内在处境，

表情与情绪，去揭示这个特殊群体所面临的身

无关痛痒的
作出一种悬浮在生存际遇之外的、

心冲突。在不同的社会与历史时期，艺术都以

评判，
而是让表情与人性的内在联系得以直观

其自身的方式对人的生存加以关怀。譬如说，

显现。作品表现了人物对于所处环境的某种不

早在十九世纪，欧洲列强入侵加剧了国人的生

合时宜，
以及这种表情的奇异感所表征的社会

存交困。与此同时，
“在这种环境下，男性画家

与文化症候。然而，身心在这里既非简单的一

笔下的女性形象带来身份困惑，涉及性别角

致，也不是直接的冲突与对立，而是处于一种

色、
民族认同，
以及男性忧患的投射。” 顺应

复杂的关联与相互生成之中。同时，艺术家在

时代的变化，
周杰在此所表现的这些东方人物

内心深处所发生的，或许正是与这些人物的情

肖像，突显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在当代的觉醒，

感与灵魂的对话。

[4]

以克服西方后殖民主义对东方印象的文化建

在这里，现代性及其对人的挤压与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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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的异化与自我迷失，显然是

[6]
素，
风格的发展是不可解释的。”
周杰的作品

周杰肖像画表现的所指与根本话题。实际上，

从自然与风景的描绘，到人物表情的深入刻画

这些肖像构成了一种尚未被注意的社会景观。

与表现，同时通过表情去透视人物的内心境

在肖像作品视觉表象的背后，其实是艺术家来

况，
从而揭示了人性的“灰度”
之美。在艺术表

自自我心灵的回应与关切。作品通过充满人性

现上，周杰主张与强调一种
“灰度”
表现主义的

与同情的笔触，实现对人的心灵与自我的守望

风格，
并以之区分于抽象表现主义与具象表现

与期许，以及完成某种对生命的情感体认与救

主义。而且，
随着艺术的题材、
手法与图式的改

赎。在根本意义上，对死亡的焦虑与对不朽的

变，
周杰颇具东方情调的
“灰度”
表现主义，
得以

渴望，既是所有艺术家在创作中不可割舍的情

由自然的描绘向人性的揭示深入推进，这无疑

结，当然也是艺术家永不衰竭的创作原动力。

也是他艺术创作境界的一次质的升华。在周杰

在艺术创作中，人们通常所见的视觉真实及其

那里，这种风格演进不仅表明自然与人性的相

写实传达并不一定存在，而表现主义正是为了

互生成，更揭示了艺术对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关

更好地建构对真实的别样感受。在现代性问题

切，
以及对人类的身心和谐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的克服中，审美现代性通过艺术不断反思、
批
判与重建现代的感性生活。根据吉登斯，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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