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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我在一次短暂的柏林之旅中遇见了于林汉。我有幸接触到这位艺术家非凡的经历以及他作

品背后的深刻哲学思考过程。

于林汉从中央美术学院（CAFA）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就读于不来梅艺术大学，在那里他于 2018

年获得了硕士学位（Meisterschüler）文凭。

尽管于林汉已经由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一个位于北京的国际知名画廊代表，但他决定留在德国，从

不来梅毕业后不久便搬到了柏林。

于林汉从小就喜欢绘画。“绘画给了我成就感和生存感，”他解释道。



然而，在中国学习绘画时，他感到自己逐渐陷入困境：课程非常严格，他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绘

画的表现性方面，例如技术，色彩运用，构图……直到于林汉移居德国后，他得以摆脱这些限制。

不来梅艺术大学以注重概念艺术著称，许多教授本身就是杰出的观念和表演艺术家，例如 Natascha

Sadr Haghighian（又名Natascha Süder Happelmann）。于林汉周围环境的急剧变化、所接

受的新的教育形式以及他本身从纯绘画方向的抽离使他的作品变得令人过目不忘。

于林汉的艺术创作始终围绕着医疗和医院环境，而考虑到持续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一主题现在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由于椎骨骨折，两次长期住院治疗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直到

2013 年，他的早期作品都是医院的场景，有时聚焦于医生和护士，有时聚焦于复杂的内部结构。

艺术家提供的一系列早于 2013 年的作品



当于林汉搬到不来梅时，他不想完全摆脱绘画，而是选择了一个绘画系的教授作为他的导师。这位

教授的抽象绘画风格与于林汉过去使用的写实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两个极端最终给了艺术家新的

视角。他开始使用木板版画和丝网印刷方法。这项新技法的使用让他能够自发地绘画，这是他认为

在“纯”绘画中无法获得的。

在使用版画技法创作时，艺术家永远无法完全控制结果，这增加了作品最终呈现中的不确定性。于

林汉觉得这很有趣，并继续在他当前的作品中进行探索。

紫药水 3. 2019. 布面丙烯综合技法, 210 x 200 cm.

乍一看，也许有人会认为于林汉的新作品完全偏离了他早期的绘画。但是，通过仔细观察，观众会

发现，他早期的具象画中的医院场景和医疗设备的描绘实际上已经给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继续

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当前的作品。



与陌生共存 3 (2020). 布面丙烯综合技法 Installation shot of Leben mit fremden Organen 3

(2020), mixed media on canvas, at Galerie Herold, Bremen, during the exhibition

“Madness shared by two“. 摄影: Franziska von den Driesch © the artist, courtesy Galerie

Herold

看起来像是单色表现主义笔触所包围的抽象符号实际上是一次性医疗设备、医院结构、电线、神经

系统结构、胃镜记录、鼻腔结构甚至人工器官的图像的丝网印刷。

于林汉当前作品中的医疗设备的图像是在他进行一些检查后从德国诊所获得的。

在德国，在体检期间使用的一次性设备之后会退还给患者自留或者自行处理。于林汉直接通过将这

些医疗设备的图像放置在他的作品中，很好地利用了这种一次性设备。



比如说，有一种被称为肺活量计的吹口通过插入口腔中来获得准确的呼吸数据。于林汉对工具的形

状和功能着迷，在他许多艺术品中反复使用其图像制作版画，从而将这种用于观察人体的装置转变

为可观察的对象。

Detail Images of spirometer prints found in Yu Linhan’s In Vivo series © the artist

Installation shot of In Vivo at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 the artist, courtesy Hive

Center

这些肺活量计的图像与安迪·沃霍尔的版画重复性类似，一遍又一遍地复制时，会以不同的形式出

现，其中一些仅显示为自身的深色二维阴影，而另一些则显示为类似于工程设计的精确模型。



这种反向观察可以在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中找到。于林汉有机会获取胃肠道内窥镜的图像文档。他发

现这些照片很有趣，并将它们整合到他的画中。他的作品中呈现出的另一个图像是在另一次检查中

记录的鼻部结构。艺术家在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恶是”和“山鲁佐德的救赎：新一代油

画展备忘录”展览中，将大型结构直接以铅笔画的形式印在墙上。

Installation shot at Hive Center, Beijing (2020), showing wall drawings of two nasal

structures (nasal concha and nasal sinus) on either side of the painting © the artist,

courtesy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从他自己的医疗检查中得到的这些图像代表了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但是它们也展现了我们所有人

在医学检查期间可能有异物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以及对这些具有侵入性但通常可以挽救生命的医

学手段感到的异样情绪的复杂关系。

与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自发性的重要性相反，于林汉非常谨慎地选择颜色。

紫色直接指代一种流行的药物，这种药物是由一种叫做龙胆的药草制成的，这种药在艺术家的童年

时期就被涂在皮肤上以治疗伤口（由于药是紫色的，因此在中文中被称为“紫药水”）。尽管紫药

水在今天基本上已经过时了，但这种药物为中国的 80后所熟知。

反过来，棕红色代表在德国用于治疗伤口的非常相似（也同样过时）的消毒剂（一种碘消毒剂，在

德国称为“ Jod”）的颜色。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药膏的视觉效果都非常显着，因为它不仅因其

颜色而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因为它的运用范围很广，并且能覆盖大面积的受伤皮肤。



Detail Images from the In Vivo series (2018), risograph, 21 x 29cm (each), exhibited at

Migrant Bird Space, Berlin © the artist, courtesy Migrant Bird Space.

Gentian Violet 2, 2019. Mixed technique, acrylic on canvas, 210 x 200 cm © the artist,

courtesy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于林汉最初使用黄色是因为它具有引人注目的效果。然而，出于纯粹的巧合，艺术家后来意识到，

黄色和黑色实际上恰好被用于德国疫苗接种证书（“Impfpass”）中。

“Leben mit fremden Organen 3”(2020). Photo: Franziska-von-den-Driesch, © the artist,

courtesy Galerie Herold Bremen

German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艺术家将蓝色与医院环境相关联，例如，护士和医生所穿的衣服，口罩的颜色等。



Installation shot of Leben mit fremden Organen no. 2 (2020) during the exhibition 山鲁佐德

的救赎：新一代绘画备忘录/ The Salvation of Shahrazad: Memo of the new generation

painting , at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Beijing, © the artist, courtesy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Installation shot of Leben mit fremden Organen no. 5 (2020) during the exhibition Madness

shared by two, at Galerie Herold, Bremen. Photo: Franziska von den Driesch, © the artist,

courtesy Galerie Herold

在他的最新系列作品中，于林汉专注于自己对未来医学和医疗技术发展的思考和构想。在这些作品

中，艺术家整合了人造器官的图像，这就是为什么他称其为与“与陌生共存（Leben mit fremden

Organen）”系列。 艺术家探究了未来发明似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人造器官只是其中之一），

并提出了人类扮演上帝的伦理问题。纵观历史上的人为失误，他想知道人类应该跨越哪些界限以使

制造的利益大于损毁。于林汉以屡获殊荣的英国科幻小说《与拉玛相会》（Rendez-vous with

Rama）为例，怀疑我们能否成为我们想象中的神灵。这本书讲述了人类第一次与外星飞船接触时

的种种，这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的意义以及当面对未知事物时我们控制自己存在的能力的质疑。



Leben mit fremden Organen no. 11 (2020), mixed media on canvas, © the artist



Leben mit fremden Organen no. 9 (2020), mixed media on canvas, © the artist



Detail image of Leben mit fremden Organen no.12 (2020), mixed media on canvas. The

image in this work is a fictional organ, which the artist imagines could one day replace the

decussation of pyramids within the human brain. Photo: Cila Brosius, © the artist

当被问及他在不来梅的教授是否将他的艺术创作变得更加抽象时，于林汉只是说他的教授改变了他

的思想和判断能力，而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画画实际上不是媒介，”林汉解释道。“这是一种心态。例如，视频本质上可以像是一幅图画，

或者雕塑本质上可以是绘画。”他总结说，绘画是无法死亡的，因为它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媒

介。

于林汉的作品背后蕴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然而，对于艺术家而言，重要的是观众不能立即理

解他的作品。 他认为，如果内容过于直白，作品将变得过于叙事，其艺术价值也会降低。

他解释说：“这就类似于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马上感受到他或她的个性，那么这次会面将非

常无聊。”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于林汉的作品是一个人，肯定不是冷眼旁观的那类人。 与他初次见面后，

我觉得我才对他有一个浅层的感性的认识，希望今后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Yu Linhan in his Berlin studio. Photo: Cila Brosius, ©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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