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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俊



1959 年   生于云南省马关县。
1976 年   中学毕业下乡务农。
1982 年   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
1994 年   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七届研修班。
                  现为云南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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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云南记——90 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之一脉”，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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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第一接触：台北、昆明、香港当代艺术展”，99 艺术空间，昆明                 
                 “荼靡花开”，菲籽画廊 ，上海                                      
                 “跨界－图像新视点”，国家文化总会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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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中国油画艺术展” ，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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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焦虑与浪漫的叙述

1994年夏，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148画室，在画布列阵前开始《九色
碎片》的创作。



到了 90年代，“85美术运动”的种种崇高信仰却随着中国进入消费社会迅速坍塌，现代工业文明的触
角也带着强大力量进入云南的山水，剥离着云南山民与山水之间的血脉纽带，云南少数民族的身影也
随之淡出云南当代艺术。此后，艺术家的 “自我意识”将附着于新的社会结构，容身消费社会的灯火
阑珊，随着全球化经济文化的脉络而游走于东方西方，蜕变成另一种艺术形式她与“85美术运动”的“崇
高理念”对立，也远远跨出了云南的地界。

1994年，85思潮中的哲学意味和中国学院式绘画传统将在武俊的绘画（中）迅速淡薄。此后至今，他
的艺术将在一个女性的酮体延续。94年的《九色 •碎片》中，她是一个被黑色、灰色、白色和笔触堆
叠胶着成人形的实体，双目乌黑，面容扭曲，洞开的嘴就如蒙克的《呐喊》一般嘶吼着，夹杂着零碎
暖色和飞机图片，爬行在堆积于地面的人体上。1995年《游戏风尘》中的女性虽然苍白和无发，却面
容姣美，曲线玲珑。她漂浮在斜划过画面的灰色地平线之上，身下散落着一些衣物。衣物的样式可以
追溯到不同的历史时代，浮游在失重的旧军装、旗袍、连衣裙、小西服等衣物中，形成一个破碎的时空，
把这女子变成一个游弋于历史时空中的飞尘。到了2007，这颗飞尘在《城市候鸟》中已飞出历史的云烟，
化身为一个美丽女子，用各种姿态舒展着她的躯体，拖拽着她的时装漂浮在武俊的城市上空。

易英从《九色•碎片》中的女性和堆叠的躯体中看到一种“强劲的生命力与无法承受的痛苦之间的矛盾” 
，武俊则把她视为散落在碎片中的“人本精神的关照”，而碎片所表达的是一种武俊对 “当代社会、
文化和历史的一种真切实在的感受，以更散乱、复杂和多倾向的语言形态去把握，随意地显示出个人
体验在时下的变化和取向。”  这种取向在《 游戏风尘 》中是浮游在历史中的飞尘，在《城市候鸟》
中则化为一种危机：“今天都市中，人们内心世界的浮动、游移、缺乏稳定感，追寻着各种各样的欲望，
希望与失望并存，铺天盖地的信息笼罩着人们，趋动着无数美丽的梦想，也展现出无数可怕的陷阱。”  
但这陷阱真的可怕吗？

《城市候鸟》中的女性并非突然出现，已于 1994 年《九色 •碎片》中梦魇般的女体中萌发，经 10多
年岁月磨炼，这个女子的眉已似天际中远山的轮廓，目含秋水宛若这山下两汪荡漾春光的深潭，唇若
霜叶亦张亦合，鼻子精巧细致，就如一道圆润的梁架，搭在这远山、深潭和霜叶间，勾兑了这张美丽
容颜。她不再是游弋于历史烟云中的飞尘，而是被唇色唇线，浅玫瑰色腮红、眼影和她的时装定格在
武俊的当代，成为他的都市女郎和一种艳丽的欲望符号。  这种欲望在武俊的画中成为一种美丽陷阱，
密布在武俊的都市和历史云烟。

马宁：《艺术的异变——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的云南艺术1980-2014》（节选）

《艺术的两种状态》，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风中斜影  160×130 cm 布面油画 1995



游戏风尘 180×175 cm布面油画 1995
游戏风尘-草图 24x24cm 纸本铅笔 1995



人体，作为被描述的主体，几乎贯穿了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美术史，各个时期的大师们如博纳尔、
弗洛伊德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以人体作为主要的表现语言，这是人性的最好解释。

在艺术创作中的身体描述说明了视觉、欲望和求知的冲动，通过一种新的性欲化的时间观念中的叙
述以视觉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包含欲望的注视。欲望可能是拥有的欲望，也可能是认知的欲望。
这两者多数是混合的，有时甚至是无法区分。人们以不同方式谈论身体问题，让身体有个广泛的语义，
比如生物体、性心理结构和文化产物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尽可能说清楚身体是什么的同时，身体
如何被想象和象征，如何变成了现代叙述中的关键标志。身体成为了作品意义的根源和核心以及叙
述主题的主要媒介。

把身体看作叙述性的绘画对象和主题——在艺术家、被描述的主体和观者三者之间的想象的生活中，
身体受到了第一位的、强烈的关注。导致了把身体带进艺术的语言去表现它的努力，它成为文化表
达的一部分，一个被赋予了含义的身体。这些身体在其中成为核心问题的那些叙述，足以说明把身
体带进艺术语言领域的努力，讲述着某个身体承担起某种意义的故事。

从安格尔对人体高雅而华丽的赞美，博纳尔对室内及人体流光溢彩的表现，到席勒对人体躁动不安
的描绘，怀斯对生命力的诗意传达；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帕尔斯坦向现实主义局限性进行
的成功挑战，到杜玛斯的自由豪放等等，都是在自身的艺术中表现着新颖的视觉效果、独特的个性
意识和深刻的精神力度。这些艺术大师传达着独具魅力的色彩。

武俊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把身体作为叙述确切含义的主要媒介，试图将物质的身体变成某种意义的
符号载体。在武俊的绘画中，主要涉及的那个欲望的主体可能就在叙述之中，包含了叙述者、被描
述的主体和观者。武俊的艺术语言方式得到了蜕变，逐渐成为具有个人化的叙述载体，从狭小的空
间中生发出自己的文化追求。

田纬：《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心灵空间——武俊绘画解读》（节选）  

世言三题  116×91cm x3  布面油画  1995



午间叙事  116×91 cm 布面油画  1995



黑色寓言  116×91 cm 布面油画  1995



紫色歌谣  116×91 cm 布面油画  1995 



古典爱情  91×156cm 布面油画  1996



民间叙事  116×91 cm 布面油画  1995 



无处藏身  160×130 cm布面油画  1997

无处藏身-草图  24x0cm 纸本铅笔 1997



舞者  130x97com 布面油画 1997



片段  175×150cm x2 布面油画  1997



灰色寓言  100×80cm 布面油画  1999



文物系列——铁器  140x110cm 布面油画 2000



文物系列——红花  140x110cm 布面油画 2000



文物系列——老灯  140x110cm 布面油画 2000



飞尘系列－5  140x110cm 布面油画 2001



飞尘系列－6  140x110cm 布面油画 2001



飞尘系列-2  140x110cm 布面油画 2001



飞尘系列-五角形  50x60cm 布面油画 2003



飞尘系列-五角形  50x60cm 布面油画 2003



飞尘-21  40x110cm 布面油画 2003



飞尘-11  40x110cm 布面油画 2003



飞尘-12  68x120cm 布面油画2003



城市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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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冬，在北京798艺术区奕源庄艺术空间举办的“游离与失重——武俊
绘画展”开幕式。左起：李季。曾晓峰、赵能智、武俊、张晓刚、毛旭辉、李森、
潘德海、唐志冈、孙国娟。



现在看来，从武俊早期人物写生作品的构成上来说，与现在的作品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几幅早期的
人体写生作品中人物的脚都是悬浮的。按照写实的处理要求，这几只脚都应该是坚实的扎在画面上的。
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错误，我认为这可能是画家一种无意识的表现，这种无意识就给武俊后面
的作品——那些飘浮的“城市候鸟”，提供了一种轨迹证明。实际上，某种无意识的东西也是具有创
造性的，都是与我们的艺术有关系的。然后，这种无意识的东西从原来的模糊形态中突显，越来越放大，
就成为每位个体艺术家很重要的创作特征，成为能够代表这个艺术家个体特质的符号。

悬浮感，现在整个画面中都是这种悬浮感，这也就成为武俊作品的特质了。

这就刚好证明了时间对作品的证明问题。有些作品是需要通过时间和过程去证明的，需要在与后面作
品的对比中被突显出来。因为通常情况下，后面的作品都是在证明前面作品中已经存在的一些还未命
名的因素和特质，当然，前面的一些作品也会反过来证明后面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种相互关联、相
互辩证的价值体现过程。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做回顾展很有意义，因为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
艺术家的整条创作线索，可能是一条精神线索，也可能是一条语言线索，而这才是永远值得去讨论和
分析的东西，脱离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停留在对表皮的认识。对于武俊的作品，我也只能暂时把早期
画面中体现出的这种无意识，理解为与艺术家的价值观有关系。为什么本该扎实的地方反而悬了起来？
为什么两只脚会有一只是踩实的而另一只却是飘的？很显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问
题。

在武俊的画面中还有一种无意识的表现，就是画面物体的扭曲感。从早期绘画中的一个小小的笔触到
一衬布，再到现在画面中的空间分隔线，都是倾斜扭曲的，找不到一条并行线或垂直线。但是这种扭
曲的线条却正好与那些美女的姿态配合的很和谐，也或者说，这些女孩儿的姿态就是从武俊这种扭曲
的潜意识中一点点的生发出来的。我们应该对这种“扭动”和“飘浮”进行探讨，它们为什么会从艺
术家的潜意识中产生出来？它们作为一种绘画语言与审美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们是否隐含了生存的终
极问题？或许这就在你特殊的生活背景中产生的特殊感受，是你对今天生活环境的独特体验和价值关
照。因为同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每个人对时代的体验却各不相同，各自不同的生活体验才使不同的
艺术家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绘画语言。

毛旭辉：《武俊绘画中的几个话题》（节选）

“游离与失重——武俊绘画展”现场



城市候鸟No.45  160×400cm  布面油画 2007



城市候鸟No.46  160×200cm  布面油画 2007



城市候鸟No.47  160×200cm  布面油画 2007



城市候鸟No.42  180×300cm  布面油画 2007



城市候鸟No.48  150×175cm  布面油画 2007



城市候鸟No.43  150×175cm  布面油画 2007



城市候鸟No.35  120×150cm  布面油画 2007

本作品现在德国参加展览。



城市候鸟No.20  120×150cm 布面油画 2007

本作品现在德国参加展览。



城市候鸟No.30   150x120cm  布面油画 2006



城市候鸟No。34  90x180cm 布面油画 2006



城市候鸟No.44-3  200×160cm  布面油画 2007



都市的“瞬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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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光-1  130x160cm 布面油画 2008



雨  130x160cm  布面油画 2008



大车间 200x160cm  布面油画 2009



城市呼叫-2  160x130cm  布面油画 2008



“游离与失重”这是武俊在 2007年首次举办个人展览的主题词。“游离”是一种自由随意的状态，是
生命体在想象的空间中无序的漂移，试图与心灵的脉动产生共振。“失重”顾名思义是没有重量，在
这样的空间中，人们内心的不稳定感油然而升。面对城市的喧嚣，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簇拥的人群，
满街流浪的动物，机鸣声 ……人们仿佛在整个生命流中游离着，同时又渴望着追逐这个生命流。

游离与失重仿佛把我们带入了外太空，一切显得格外安静。画家在他所描绘的这类作品中，一切美好
的理想、一切浪漫的幻想、一切色情的联想都似乎不存在了。杨一江把武俊定义为具有灵幻意识的艺
术家，他说：“对于灵幻意识的定义，是针对武俊的绘画艺术里有种特别写实但又在现实中不可能的
东西的组合出空间，云南这边的艺术家大多没有理论的框架，作品感觉多位性 .。灵幻意识的意义，代
表地区性，特指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崇山峻岭，万物有灵，武俊创作中有对民间原始文化的借用。如：
人和昆虫，所用元素好象是有生命模糊的感觉，彼此交流。之所以把武俊定义为灵幻意识的画家，就
像一个人内心长了块息肉，画面画出飘渺的空间，但始终这个飘渺是沉重的。而武俊就恰恰相反，是
因为画的很实在，感觉上是很虚幻的。像一排玻璃的叠加在一起综合印象式的画面。在作品中 很难看
到聚焦在某一个定点之中，他是一种非聚焦的特点，是未来时空或者身份为当代方式的跨时空的旁观
者的。” 

对于武俊来说，这些微带倦意、表情冷漠的人体，只不过是一堆形体而已。正如画家所言：“面对当
下社会文化，注重文化趋向与个人经验的契合，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呈现出最能表达自己真切
体验到独特个人化的东西。” 候鸟，是一个对于栖居和生存环境最为敏锐的物种，选择性很强。四季
如春的昆明 ，每年冬天都会迎来远方的客人—海鸥。为了生存而选择的漂移，让画家感受到生活在今
天的特别意义。这也成为了画家这一时期创作的主题选择。

一位叫耶鲁达的诗人说：“等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在当今的都市生活中，人
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离开，很少有谁为谁停留，冷漠、孤独、欲望、竞争等等都在人的内心里逐渐扩大。
《城市候鸟》系列是画家的内心对这种情绪的表达。

田纬：《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心灵空间——武俊绘画解读》（节选）  



屋顶的太阳 150x160cm 布面油画2010



指针：那个遥远的正午  150x160cm 布面油画2010



 钢铁的阶梯 160x200cm 布面油画2010



旋转楼梯  150x160cm 布面油画2010



 主席台上的一把红色椅子  150x200cm 布面油画2010



带阁楼的影子  150x200cm 布面油画2010



碧色寨火车站的时钟  160x200cm 布面油画2010



暮色  150x160cm 布面油画2010



航站楼的长椅  150x230cm 布面油画2010



城市阶梯－4  160x200cm  布面油画 2009



公共汽车站台  150x200cm 布面油画2010



人行道上的树  150x160cm 布面油画2010



清冷石阶  160x200cm 布面油画2010



小型的机动行李车  110x180cm 布面油画2010



公用电话  110x180cm 布面油画2010



 西部列车  160x230cm 布面油画2010



地址  昆明市二环西路322号云艺苑小区1幢1单元401室

邮箱  1471046547@qq.com

电话  13987686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