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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次----“世界大展”
威尼斯双年展ARTBABA特别报道
无论你对他是爱是恨，威尼斯双年展就是艺术世界公认的老大。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对这位意大利教父，各位都得敬他三分。然而
近年，很多人会问，到底威尼双年展还重要吗？出于种种原因开始
质疑他的身份地位。
究竟是我们变了？还是威尼斯变了？时过境迁，网络让每个人都能
提着望远镜跟踪他的一切，可能是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知道太多。也
许其实威尼斯依旧固守职责，只不过人们对他的要求水涨船高。
那是世界在制造威尼斯，还是威尼斯在制造世界？本届主题“制造
世界”将从作品出发探讨每位代表艺术家对世界的看法，而各个国
家馆的姿态更是直接反映了当地政府对艺术主流意识的导向。
就像个小小艺术联合国，威尼斯双年展从来都有关政治，这里将决
定什么是未来的艺术。你可以不屑甚至抗拒，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参加威尼斯的不一定是大师，但大师都参加过威尼斯，所以NB和SB
都不会拒绝威尼斯！！

制造世界-威尼斯双年展
2009年6月7日至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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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次----“世界大展”

Ca’ Giustinian,，靠近圣马可的大运河附近和主办方总部所在地的美丽的15
世纪宫殿，经过几年的改造将于6月份再次开放。除了容纳双年展的办公室
外，它将成为“开放之家”(open house)为普通观众开放，同时促进大运河周
围咖啡业的发展。

威尼斯双年展新闻稿

第 53 届艺博会的奖项和开幕仪式将于 6 月 6 日，星期日在 Giardini 颁发、举行。
根据总监的暗示，主席和组委会今年会将两个金狮授予两位艺术家，作为终

[楼主] 嘿乐乐 2009-6-5 14:08:41

生成就奖，一位是小野洋子 (Yoko Ono)，另一位是约翰 • 巴尔代萨里 (John
Baldessari)。
其他的金狮奖项 —— 第 53 届国际艺博会最佳国家参与奖，最佳艺术家奖，

第53届国际艺术博览会，被称为Mondi // Making Worlds // Bantin Duniyan //

银狮奖 —— 最有希望年轻艺术家奖，将由 Angela Vettese ( 意大利 ) 带领的

制造世界 // Weltenmachen // Construire des Mondes // Fazer Mundos…由

国际评审团选出，包括 Jack Bankowsky （美国） ，Homi K. Bhabha（印度）

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策划，威尼斯双年展馆长Paolo Baratta组

Sarat Mahara（南非） ，和 Julia Voss（德国） 。

织，将于2009年6月7日（周日）至2009年11月22日（周日）在Giardini（占
地50,000平方米）和Arsenale (占地38,000平方米)向公众开放，展馆也会

第53届国际艺博会的各个国家馆将会在Giardini具有历史意义的展馆，在

在城市其他不同的地方。新闻媒体首发会将于2009年6月4日、5日、6日举

Arsenale被挑选的地区及城市其他许多地方向众人呈现。今年将会有多达77

行。

个国家参与，包括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的黑山共和国，摩纳哥公国，加蓬共和
国，科摩罗联盟，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第53届国际艺术博览会策展人，自
2001年起就担任法兰克福国立造型艺术学院(Staedelschule Frankfurt)附设的

此外还有38项其他活动，由国际组织和机构提出，他们将在威尼斯展览期间

Portikus美术馆馆长。Fare Mondi // Making Worlds（制造世界这个主题）在

组织自己的展览和活动。

Giardini和Arsenale新命名的主要展馆“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中提出，是
个单独的大型的展览，将各种不同的主题汇聚成一个整体。这个展览并不要

新翻修的作为另一个展览场地的双年展总部大楼的开幕仪式-《视觉机器：

是将主题拆分成几块，而要把几个主题紧密结合起来，让它们成为一个系统

双年展的未来派》将于2009年6月至11月在Ca’ Giustinian举行。展览探讨未

化的整体。它包含来自世界各地超过90个艺术家的作品，形式多种多样，有

来艺术家的出现，及双年展中的作品及思路。这个展览由IUAV(International

新的作品，也有现场制作。

Semiotics Laboratory Venice)策划，是在当代艺术历史档案馆(ASAC)研究的
结果。

关于展览的名称Fare Mondi // Making Worlds（制造世界），策展人Daniel
Birnbaum：表达了我对于作品创作过程的重视。一件艺术作品代表了一种对

第53届国际艺术展的两本画册将由Marsilio出版社出版。

于世界的看法，严肃来说，它可以被看成一种制造世界的手段。视觉的力量

双年展官网是www.labiennale.org.

不是依赖于工具的复杂度来发挥作用，因此任何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装置，
录像，电影，雕塑，行为，绘画，素描，都是当前的，是一场活生生的检

第53届艺术展能够举办要感谢以下单位的支持：Aci -意大利汽车俱乐部，

阅。将“制造世界”看成是一个起点，也就是让展览强调某些艺术家持续不断

Foscarini, Nivea, Artek, Micromegas, Casamania, Matteograssi, Bisazza,

的创作过程的重要性，尽可能多的探索和解开体制外的和超出人们对于艺术

Link, and Mediacontech.我们同样也要感谢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

市场惯性思维的更多艺术存在的空间。Fare Mondi // Making Worlds是由探

LLP公司。

索我们周遭的和外面的世界的愿望引出的。这是可能的新的开端——这就是
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双年展
关于展览的发展方向，Daniel Birnbaum将被一个名为Jochen Volz的艺术

翻译 / 小平

组织支持。其他的参考意见也将由成员包括：Savita Apte, Tom Eccles, Hu
Fang, 和Maria Finders的国际媒体团提供。至此第53届国际艺术展，威尼斯
双年展主办方宣布了许多重要的结构性与组织性的发展方向：
在Arsenale展馆，意大利馆已从800平方米扩展至1800平方米，现在开放到
Vergini花园，并且靠近一个新的公共入口。那里一座新建的大桥连接彼岸的
Arsenale展馆到这里的Sestiere di Castello城堡。这个崭新的意大利馆将会
被预留给意大利文化部组织的展览活动。参与第53届艺博会的意大利艺术家
将由Beatrice Buscaroli和 Luca Beatrice策展。甚至，通过将Vergini花园再
建大一点，Arsenale馆的空间将再被扩大，现在占地6000平方米，为主要的
展览提供一个更加迷人的新的展览空间。
在Giardini，历史悠久的意大利馆已被重新名为“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
della Biennale”并被大规模的改造，现在已经可以提供永久性的展览，
并且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空间，全年向公众开放。被改造的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包括一个被翻新的当代艺术历史档案馆(ASAC),经过10年的关闭
后再次向公众开放。档案馆内拥有文件，书籍，目录和期刊，研究人员和游
客可免费参阅。除了展览空间外，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也包括一个新建
的书店，一间咖啡馆和一个用于教育活动的新空间，分别由参展的三位艺术
家设计。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因此会成为主办方举办活动的永久性的平
台和在Giardini其他参展馆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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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Daniel Birnbaum
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于4月7日举行的会议中，任命 Daniel Birnbaum 为视觉艺术单元总
监，2009年第53届双年展的总策展人。
Daniel Birnbaum 于1963年生于斯德格尔摩，曾担任过很多具有国际水准的展览的策展
人，自 2001年起担任德国法兰克福国立造型艺术学院（Staedelschule）院长。1998年起, 他
一直是 Artforum 杂志的特约编辑。接受任命后，Birnbaum 说：“近来的展览中，我一直都和艺
术家个人有紧密的合作，当然，有时也不仅仅是个人。威尼斯双年展对我来说是个新的挑战，
但是，我的原则依然不变：关键的是艺术家是否具有远见卓识。商业利益与时尚潮流划分了艺
术等级。我本人是一家艺术学院的院长，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有的艺术家影响了整整几代
人，但他们的名字在博物馆和博览会上未必就那么显著。我希望能理清一条影响几代人的艺术
灵感的脉络，不仅仅找到它的根，还要展现出它的枝蔓，以及它未来的不可知的走向。艺术世
界从地理上来讲，已经迅速发展，新的艺术中心正在出现：中国，印度，中东等等。我希望新
的展览，虽具有浓厚的地区特色，但仍然不失为一个整体。”

09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卢昊
今年40岁的卢昊，是中国当代前卫艺术重要代表之一。他曾多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圣保
罗双年展、釜山双年展等国际大展。
作为中国文化部指定的策展人，卢昊在谈到选择参展艺术家的标准时表示，“我不会选择那
种很‘聪明’的艺术家，这些善于炒作的人在我看来缺少艺术家应有的基本素质，不管这类人的作
品如何，只要让我看出他的‘聪明’意图，就会首先将其从我的名单中划去。我喜欢比较感性的艺
术家，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追求，而且非常勤奋。”
“我觉得这是给中国人抽了一记耳光，我们必须要把这一个难题反打给意大利人”。从事装
置艺术的卢昊想到了两个主意，一个是在中国馆内四周布满镜子，从各个角度来反射出这些“光
怪陆离”的油罐，将这一问题从视觉上加以强化和突出，把这些问题“返还”给主办方。

09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赵力
赵力，1967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并留校任教。
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衔。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
长。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北京”艺术总监、《艺术财经》杂志总
监、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CHINA\AMRC)负责人、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现当代美术文献研
究中心(CHINA\ADRC)负责人、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术史、美术
批评、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艺术管理与展览策划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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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金狮奖Tobias Rehberger
Tobias Rehberger

德国观念艺术家，出生于1966年

Tobias Rehberger 得了金狮奖。委员会说：“Tobias Rehberger得金狮奖因为他让我们超越了白立方的感觉，改造了
过去的展览方式而作品变成一个咖啡厅。社会交流这里变成美学操作。”
这个名为What you love also makes you cry(你所爱的也会让你哭)的作品是一个令人眩目的黑白线条的交汇，一些
彩色的色块间插在其中。双年展的国际评审团表示，Tobias的作品把“社会交流”转换为了“美学实践”，这是他赢得了最佳
艺术家金狮奖的原因。
今年对Tobias来说绝对是一个幸运的年头，他之前已经获得了德国政府颁发给他的双年展将，奖励他的创作在设
计，建筑和个人空间方面卓有建树的成绩。

FRIEZE 杂志编辑人对Tobias Rehberger 得了金狮奖的看法。。。
[沙发:1楼] 嘿鬼妹 2009-6-10 16:18:55
Tobias Rehberger 得了金狮奖。委员会说：“Tobias Rehberger得金狮奖因为他让我们超越了白立方的感觉，改造了过去的展览方式而作品变成一个咖啡
厅。社会交流这里变成美学操作。”
我看到了委员会：Jack Bankowsky (美国), Homi K. Bhabha (印度), Sarat Maharaj (南非), Angela Vettese (意大利), 和Julia Voss (德国)。都是很聪明很
有知识的人– 就在Rehberger多彩多纹的咖啡阳台（本来属于意大利馆）。他们可能在这边感觉很舒服。我比较喜欢室外彩色像帐篷一样的房顶，但没有多少
人-包括委员-真的原意坐在咖啡厅里。这个不光是因为服务很差和菜很难吃的问题（跟所有的双年展一样），但也是因为椅子很不舒服，空气也很闷以及视觉
体验让人感觉你在一个被一个滑板者画出来的青年文化中心里。这个也不是说不好。不要误会我，我很喜欢Rehberger的作品-他做了很好的作品，我估计跟
咖啡厅也一样不错。但我还是对委员会的选择感觉迷茫。如果我们真的超越了白立方怎么不包含其他方面的体验？比如说不光是空间视觉的问题还有菜、饮
料、社会交流和“美学操作”？不好意思，但这个不是一个“改造”过去展览方式的作品，他都没有改造坐在咖啡厅里的过去方式。

What you love also makes you cry

Tobias Rehberger, Bar Caffetteria

可能这个选择是Birnbaum的双年展的一个重复现象。口味不错、美学选择也不错，我喜欢双年展主要馆的部分作品（Philippe Parreno的电影，
Lygia Paper纸雕塑）。我也喜欢Arsenale的开幕跟Pape的金线（我这个方面就同意委员会的选择）。还有Arsenale后面的花园跟很强的作品，比如Lara
Favaretto、Koo JeongA 和 Dominique Gonzalez Foerster 的作品。还有很多有趣的作品（储云，Renata Luca，Aleksandra Mir 的作品）。可能我喜欢那么
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也不是偶然的，尤其是跟那么多男人主义外围展比较。真的做得很不错，尤其是按照威尼斯双年展可疑工作条件和经济限制。
但，说实话，我没感觉到紧张或着急，也没有看到一些新的想法来创造作品和环境里的一个新的关系，没有超越那种平常看到的“平衡”和“比较”的感觉。
我不是说一定需要政治的意思。但我意思是没看到作品威胁自己的语言方式，除了Liam Gillick之外。除了可能Arsenale后面的花园里的雕塑之外，我也没有
感觉艺术家和策划人购通过。Birnbaum 和Rehberger 互相很了解, 他们以前合作了好几次 本来让他做起他东西会不会更有趣？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试验？这
些时候要玩风险想法，而不要做得太安全。.
来源：Frieze 杂志，编辑人的blog. 文/Jorg He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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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艺术家银狮奖 Nathalie Djurberg
Nathalie Djurberg
1978年出生于Lysekil,瑞典录像艺术家，现居住生活在柏林
Nathalie Djurberg, 获得了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最佳年轻艺术家银狮奖，她展出的作品是一个深色的装置：在一个怪
物丛中拍摄的3个在由她署名的紧张的静止动画。

Nathalie Djurberg的陶土动画电影
文/策展人，Helle Ryberg
翻译/小平
[沙发:1楼] oui 2009-6-24 13:58:17
瑞典艺术家Nathalie Djurberg的动画电影是关于居住在奇怪世界里的陶土人
物。这些短片没有超过5分钟的，但是都叙述了关于人类状况的故事，充斥
着黑色幽默，但不乏严肃性。这些故事主要探讨一些主题例如战争、暴力、
性、虐待和谋杀——是一次关于人类黑暗面的调查。
这些故事通常发生在森林中或者城市中，比如一间小而幽闭的房间，里面发
生了一些荒唐可笑的事。这些故事都有严格的叙事性发展，开始的场景总是
和平有趣的，但是故事紧接着骤然变成了一种完全的深刻的不安。这种突然
的转变给观众留下了焦虑和一个被动见证荒诞的目击者。
举个例子，比如她的电影Florentin(2004),起初两个年轻的女生和一个成年人
在玩，突然场景变得异常暴力，成年人开始巴掌那个向他考过来的女生，故
事的结局以两个女生骚扰并嘲笑般的跳在他身上告终。故事的力量转变了，
原先的受害者变成了侵略者，即使是通过不道德的方式。

It’s All About Painting， 2007

New Movements in Fashion， 2006

汉斯伯格在影片中所做的配乐占主导地位，带有精神上的欢愉，它暗
示了一个事实，即有些东西是错误的，而且这些东西必将倒台。看到这个动
画，心情变得很欢愉，除了音乐之外，影片中还有其他不同的声音效果配合
这些暴力镜头，在一些镜头中，这些松散的幼稚的对话被在在纸上，但大多
数的故事多是通过图像和音乐来表述的。
Djurberg的故事与民间故事有很多共同点，他们表述了一些典型的主
题，涉及一些传统的角色人物，好的、坏的、慈善的助手。影片也有用动
物充当角色的，例如狼、熊和虎。在Djurberg的影片中总有些魔幻的事情发
生。例如动物会讲话，树木会走，人类可以飞并且和动物交流。像传统的故
事一样，电影在叙述性的转折点之后总有令人振奋和可拍的事情发生，并且
在这个转折点之后，影片不再像之前看到的类似的儿童片效果，而是一个
x—级别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没有任何道德性可讲的东西。
在生涩和天真之间的视觉转换过程中，荒诞和抒情的效果看上去用陶
土人物作为表现手法更容易消除，并且观众更易觉得幼稚有趣。我们看见的
哪些不确定的东西用陶土人物是可以做到的。苦笑的幽默在欢笑与哭泣间画
了一条界线，但是荒诞的情景随着镜头的放大让陶土人物脸上显现的眼泪越
加明显。
"Das unheimliche"  the "un-homely"，这个词被Freud用来描述Djurberg
的电影，有一种生存的悬念和不安。一个即将要垮台的世界——即使它是用
陶土制成的，它深刻而强烈的涉及了人类现实的主题。

nathalie djurberg威尼斯参展作品

There aint no pill， 2004

In Our Own Neighbourhoo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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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届威尼斯中国馆各
艺术家作品预览

语义）所引生发的“能源”、“环境”、“战争掠夺”等等的多重语境，提供了中国
当代艺术家对人类当代生存境遇的深刻反省。

二、何晋渭
[楼主] art-mm 2009-6-6 14:58:35

作品名称：《眼前这个世界真实吗？》
作品材质：油彩、画布、天鹅绒、红色涤纶线
展示位置：中国馆“油库”室内进门口

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开幕式

一、方力钧
作品名称：“2009-3-23”
作品材质：铜质雕塑、金漆、小照明灯
展示位置：中国馆“油库”室内主通道

参展作品说明
针对中国馆，何晋渭在前期关注人群生存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尝试去
创制一个名为“眼前这个世界真实吗”的装置作品。这个装置由数百个尺
寸为18cm×14cm的小幅平面绘画组成，之后通过机器缝纫的方式组成一张大
幅的“世界地图”，以今天的视觉组合方式，来重新审测同时代的标志、符
号、特殊人物以及社会事件，在矛盾性的放大或缩小之间表现观念的对抗，
将我们习以为常的视觉随之转换为惊异而陌生的真实感，从而演释出“真
实”与“非真实”的世界魔方。将其悬挂在中国馆进门后的位置上，一方面
有助于在观众一进入中国馆的时候就给你一个鲜明的印象，一方面在具体功
能上又起到分割空间的作用，以便将内部空间光线减暗，便于在室内通过相
对有限的照明省略油库固有的缺陷，并形成室内气氛的营造。

三、何森
作品名称：《我与刘鼎的商店签订代理合同的“太极世界”》
作品材质：油彩、画布、油画外框、纸
展示位置：中国馆“油库”室内主通道尽头及中国馆处女花园刘鼎展区

参展作品说明
2009年方力钧参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方案，是在其近期创作的基础上
生发出来的最新思考。方力钧的参展方案，一方面立足于中国馆室内空间的
具体考虑，试图克服具体空间的限制性而创造出更为独特的视觉效果，一方
面又坚持以近期针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创作观念，因此他以40个20-40厘米不
等高度的涂金人物雕塑，通过在室内地面集中式矩形排列的摆放方式，打破
了自己的旧有作品形式，以强烈的视觉化形式同时针对“油库”（展出地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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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作品说明

何森参展作品分为两个部分：①首先何森以画家的身份创作了数十件

“刘鼎的商店——艺术乌托邦的未来，我们的现实”，是艺术家针对中

尺寸为10 cm至20 cm不等的小幅绘画，组成了名为“太极世界”的作品序

国馆的新装置作品，将在处女花园中展出。“刘鼎的商店”，针对“艺术世

列。与作品的中国化名称相匹配的是所绘画的内容以及相关的表达，堆砌到

界中对艺术品要更加像艺术品的无限追求，以及艺术世界中无处不在和时刻

一定厚度并做平的油画颜料上，用不沾色彩的狼毫小笔勾勒出痕迹，内容

被巩固和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优越感”等等所谓的社会现实，将艺术品、工

均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由于没有色彩对比和反差效果，只有些很浅的

艺品、设计品和其它产品进行无差别地混列在“商店”的所属场域。他试图

笔痕，所以画面直观效果只有一个色块，近距离仔细观看才能感觉到画面里

通过经济手段，如一对一或体验式营销模式，将艺术转化某种更具创造力的

的形象存在，因此强化了近距离阅读的强制性。配以形态各异和色彩不一的

手段，提供一个超越社会现实的“新秩序”。而中国馆的“刘鼎的商店”，

豪华西式古典油画外框的做法，同样具有“混搭”的强制性，它既针对了全

也将针对威尼斯双年展在全球艺术系统中确立权威和代表等级的特殊语境，

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囫囵吞枣或彼此误读，而观者放眼看去只

在混杂中建立秩序，提出追求全球价值平等的理想，以及刘鼎式的实施“路

见中间镶嵌着各种小色块的豪华画框的展出效果，又是对“当下强势与弱势

线图”。

文化间那些不对称的较力”的辛辣讽喻。这些作品将在“刘鼎的商店”中展
出。
②何森参展作品的第二部分是他与同为参展艺术家刘鼎签订的一份作

五、邱志杰

品代理合同，这份合同将仿照作品展出的方式在中国馆“油库”室内空间中
展出。这份由画家何森和“代理商”刘鼎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完全借用标
准化的艺术代理合同模本，但将以世界上能够找到的各式文字进行书写，艺
术家一方面揭示商业借助于全球化而实现了全球性的侵蚀，一方面又针对商
业化对艺术创作的侵蚀事实，通过形象化的暗示反映了商业在公平合理合法

作品名称：《多米诺骨牌：从小到大》
作品材质：木质
展示位置：中国馆处女花园

的外貌下的不公与欺诈。在中国馆室内展示这份合同的同时，我们会同时提
供一份何森的“太极世界”的图册，并有一个明确的文字提示“何森的‘太
极世界’在‘刘鼎的商店’展出，欢迎参观选购”，通过何森的展示可以将
其和刘鼎的参展作品构成一个关系，更主要的是由于刘鼎作品展出地点在中
国馆室外展出空间“处女花园”，因此也通过“那条文字性的提示”明确了
从“室内”展出区域转向室外展出区域的参观动线。

四、刘鼎

参展作品说明

作品名称：《刘鼎的商店——艺术乌托邦的未来，我们的现实》

合处女花园的空间特色以及草地和树木的特征，邱志杰的参展作品形成如下

作品材质：聚酯、木质、粘合剂、各种艺术家作品

细节：装置由很多个木质的骨牌在威尼斯中国展馆处女花园的户外草坪上，

展示位置：中国馆处女花园

摆设成一个巨大的树木的图形，木质骨牌，靠近树根的部分最大，达到一米

邱志杰的参展作品，针对的是中国馆处女花园的室外空间。为了充分结

高，半米宽，越靠近“树梢”的部分的木质骨牌逐渐变小。最小的为火柴盒
大小。树木的年轮纹理出现在骨牌表面上，年轮的中心也就是骨牌立面的中
心。这样，排在地面的所有的骨牌也就是一棵真正的树的多个截面。“大
树”图形的大小可以根据现场调整，这个图形甚至可以对应于处女花园树木
的实际阴影位置，同时“大树”图形的分叉和走向也可以根据草坪上其他作
品的存在调整。开幕表演时，邀请观众参与这个“游戏”，推倒“树梢”最
末端的骨牌，小骨牌推倒比它自身稍大的骨牌，骨牌依次倒下，最后推到了
最靠树根处的大块的骨牌。邱志杰的创作仍坚持了其近期的创作理念，通过
装置和行为表演在室外空间中展示出异常丰富的展示形式和观察方式，展现
了其对处女花园在空间乃至文化意义上的东方式理解和中国式改造，同时这
件作品又针对于爆发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而形成艺术性的反讽或游戏式的
挪喻。

六、曾梵志
作品名称：改造计划——把“油库”变成“书库”
作品材质：纸、线、书架
展示位置：中国馆“油库”室内的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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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香港馆白双全——制造（完美的）
世界：海洋、香港、异邦的城市和梦

参展作品说明
对于中国馆“油库”的展场特色，曾梵志可谓了如指掌。为了达致对空
间利用的有效性，曾梵志放弃了其惯常的绘画方式，却借助了装置性的手
段。对应于“油库”曾梵志提出了“书库”改造计划，则隐含了当下在全
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竞争已经从资源性竞争逐步为知识话语的权力竞争所取

香港馆白双全作品。在一黑暗展厅中，要用闪光灯才可以看到
香港馆展场设于Arsenale, Campo della Tana, Castello 2126 - 30122
Venezia，位处主场馆入口附近。展期由6月7日至11月22日，10:00 18:00，逢星期二休馆。

代。而基于这样的认识，曾梵志首先从西文和中文两个方面找到在社会、经
济、文化各个方面有关东西方文化争论的相关书籍，将它们分拆成各种“碎
片”，然而通过自绘插图、批语、标注和中国古典线装的重新装订成册，最
终结合5个书架的摆放，将其具体转化为中国式的差异性的内容表达和空间
上的语境改造。

七、曾浩
作品名称：2009-6-7
作品材质：有机玻璃、玻璃钢
展示位置：中国馆处女花园

白双全善于在平凡的对象及地方中寻索个中潜藏独特且深层的意义。
他取材自日常生活点滴及周遭环境，重新探索大多被人遗忘或不被注视的
「意义」。白双全没有停留于将其看似随意、没有计划的行动视为当代艺术
之合法性的讨论中，而是透过自省式及富哲学性的态度实现其具智慧及富有
诗意的概念及思想，成功打破私人空间及政治的分野。白双全亦挑战社会对
形体及精神层面的界定，面对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明文的规范及复杂
性，创出了一种全新且具强烈共鸣的诠释方法。「制造（完美的）世界：海
洋、香港、异邦的城市和梦」将按概念分为四部分：海洋、香港、异邦的城
市与梦。作品包括不同创作媒介如：雕塑、摄影、行为艺术纪录、以及一些
富幽默感且充满挑战意味的作品的文本展示。

Art-Ba-Ba网友评论
[沙发:1楼] guest 2009-6-13 22:10:56
嘿嘿 有意思
[板凳:2楼] guest 2009-6-13 22:30:19
都是很不错的作品！不是朱其和廖邦铭所说的哪样啊！看来朱廖内心嫉妒！
[地板:3楼] guest 2009-6-13 22:46:37

参展作品说明
曾浩的参展作品是针对处女花园空间的最新创作。为了进一步结合具体
的空间，曾浩的作品方案并不追求在空间高度上的选择，更关注与地面的布
置。曾浩以数十厘米高的人物雕塑和景物雕塑作为主要元素，形成相互结合
并有机联系的空间结构，并带有相互穿插的装置形态，其理念同样针对于当
下生活中人与人、人与外界的彼此疏离，强调了文化沟通和情感交流的急迫
与必要。

智者的游戏，智者的思考！
[4楼] guest 2009-6-13 22:46:50
朱其，王林，徐佳和廖邦铭是当代艺术中四人帮吗？四个边缘小人物都想借
53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来增加他们的人气吗？可笑可怜！祝贺53届威尼斯双
年展中国馆取得的成绩！
[8楼] guest 2009-6-13 23:05:40
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是历史的分水岭！终于看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希
望！在也不是动漫与符号化生产的样似当代艺术品！
[12楼] guest 2009-6-14 10:36:07
何晋渭的作品以经超越了那类“中国特色符号”的魔咒，进入了对人性最普遍
意义的注视与挖掘，艺术家只是身份上是属于某国家，但思想是没有地域限
制的，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也是艺术家应当去担当的，在何晋渭
的作品中能感触到这种担当。再看看那些靠消费文化讨好卖乖的媚俗和卡通
之流的匠人，也好意思称自己是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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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guest 2009-6-14 11:20:08
好在是卢昊选的艺术家，我们才看得到这类优秀作品，要是换一个策划人
（国内批评家），那就完了。因为策展人的秉性决定他选作品的“眼光”，卢
昊是一个对艺术“心存高远”的人，那些耍小聪明的，乖巧的，玩大体量的，
吓唬人的是过不了关的。在现今中国批评界人格沦陷的情景下，找优秀的艺
术家来策展不失为明智之举。
[17楼] guest 2009-6-14 21:45:02
好作品！一个新的历史开始！彻底根除符号商品化！动漫美学化！政治符
号化！色情艳丽化！无病呻吟化！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是成功的！支
持！！！！！！
[18楼] guest 2009-6-14 22:19:52
邱志志，何晋渭，刘鼎作品很好！很有实验性！思想力度很够！
[19楼] guest 2009-6-14 22:57:28
自吹自擂者
[20楼] guest 2009-6-15 2:57:43
什么几吧作品，真它妈丢人，没一个有老邱学生的作业好包括老邱自己。靠
[22楼] guest 2009-6-15 16:55:39
老邱的学生的作品怎样个好法？做装置就该比做其它才料好？
不一定，大部分的装置跟垃圾只一线之隔，以上几位的作品应当算不错了，
在面对成熟的西方“装置系统”围绕下，中国馆还做出了自己的特点，既没有
传统牌，也没革命牌，更没美艳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有水准的，跨地
域性的，有人文关怀的“当代艺术”族群。如果是真正懂当代艺术的人，应当
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学习才是。
[26楼] guest 2009-6-16 13:40:56
重要的不是形式相似性而是内容的独立与本土问题！何晋渭的作品就是有创
造性！邱与刘也很有创造性！
[27楼] guest 2009-6-18 13:28:43
是值得关注的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开放而又本土！历史与现实链
接得很好！作品也很好！
[37楼] guest 2009-6-22 4:57:16
展览是一项文化活动，不是产品推介会，不需要人人接受、认可，一个展览
值不值得肯定关键在于其学术成分，这次威尼斯“中国馆”展和“给马可波罗的
礼物”展在学术上的含金量应该是历来最高的（这一点也可以由被引起的争议
中反映出来），卢昊和吕澎通过策展给当代艺术在学术上不仅起到了推动作
用，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作用，一并把高明璐的“意派”展览联系起来看
同样如此，三个展览的学术反响都是近年少见的，因此，值得肯定。
[46楼] guest 2009-6-29 13:11:17
潮起潮落的中国当代艺术！今人感慨！顶策展人卢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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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届威尼斯双年展：
精彩看点！
美国馆之布鲁斯.瑙曼
[楼主] 嘿乐乐 2009-6-9 14:22:14
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 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霓虹灯管装置，那些带
有双重意义，似乎冷漠无情有点晦涩幽默的作品。本届双年展，在多年来被
提名但未被获取的经验下，他终于被指定为美国馆的代表，并且一举荣获了
威尼斯的金狮奖，“在反复无情的语言和形式中展显了魔法般的意义。”这是

斯蒂夫·麦柯奎（Steve McQueen）

威尼斯对他的承认。
《布鲁斯.瑙曼：拓扑公园》（Bruce Nauman:Topological Gardens）
是本届美国馆的主题，但瑙曼的作品却同时也在威尼斯的两所大学内展出。
本次展览将展出瑙曼过去40年来的录像、装置、行为、灯管装置创作。馆
外放置着他的招牌灯管作品《缺点与美德》（Vices and Virtues），馆内
是作品《头和手》（Heads and Hands）、《霓虹和喷泉》（Neons and
Fountains）的作品。而新的作品却是由两个语言组成的声音装置"Days" 和
"Giorni"，瑙曼从去年开始便在威尼斯通过学生的协助下录制这件作品。

他30分钟的电影向我们展示了冬天的花园。一个有树、下着雨，有教堂
钟声的萧条的世界。
英国馆只能同时容纳60名观众，每人进入时间间隔为40分钟，在4天的
左图为美国馆内的作品《头和手》图片来源于iartists。

新闻预览会上，参观者只能排队预定当天的票。

右图为正在威尼斯和学生录制作品的瑙曼。

德国馆之Liam Gillick
[楼主] 嘿鬼妹 2009-6-9 15:32:46
Liam Gillick 1964年出生于英国Aylesbury。他又是艺术家、评论家、策
划人、设计师、作家。。。 他的作品形式为公共计划、出版品、绘画、物
品、电影、音乐、等其他作品。
Liam Gillick 在这个创造系统里提到制作方式的美学问题。他也关注我们
周围环境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的现象，作品通过段设社会（视觉和文学）
模式谈到社会乌托邦的许多现象。他在他的装置和雕塑里用一个后概念的语
言。
1987年从英国Goldsmith学院毕业（跟YBA 英国年轻艺术家同一代），
他1989年第一次在英国Karsten Subert画廊参加展览。
目前工作并生活于伦敦和纽约，在Columbia大学教书。代理画廊为法国
1988年的作品《缺点与美德》

的 Air de Paris画廊。
Liam Gillick 是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代表德国馆的艺术家。策划人为
Nicolaus Schafhausen (荷兰罗特丹的Witte de With 当代艺术中心的总监)。

英国馆之史蒂夫·麦奎，新作《Giardini》

Nicolaus Schafhausen: “Gillick通过他的需要玩当代环境的复杂性，他
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方式。他跟已存在的工作形式（评论家、设计师和艺术

[楼主] oui 2009-6-9 14:03:39
McQueen参观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就有把电影场景定在威尼斯
Giardini，并且使之容纳30个永久性的展馆的设想。
英国馆是个“美丽的建筑，……一个纪念碑”，McQueen在英国文化协会的采
访中说道，但同时也有“人的因素，……人的性格”

家）平行地操作。他通过这个思路方式去提到一些新的问题”。
Liam Gillick: “我的作品需要一个带复杂和怀疑性评论的环境。这个是一
个一直继续下去的对话。主要问题是怎么操作和不光是怎么介绍。作品不虞
也很特殊。”
Liam Gillick 和 Nicolaus Schafhausen 的对话从80年代开始了。双年展
之前，2008年11月份和2009年5月份之前，艺术家和策划人合作主办不同的
活动在欧洲和美国。今年Liam Gillick在荷兰罗特丹和德国办了个展，他也参
加了一些群展在阿姆斯特丹的Stedelijk 美术馆和美国纽约的 Guggenheim 美
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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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去选择一个英国艺术家来代表德国？

和声音创造一些气氛、环境。他的作品涉及到流行文化、日常生活环境和精
神影像，改变对流行文化问题的感知和反应习惯。对他来说“当观众在三秒钟

这个的确让很多人吃惊。不过除了几个人反对这个决定总的来说反应还
不算太大。并说，这也不是第一次，1993年时白南准也在德国馆展出了作
品，他也得了金狮子。
对Gillick来说他认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也不算陌生人”他也没有觉得这个

以内受不了[环境]这个作品成功”。
他工作并生活于法国Montreuil, 由Kamel Mennour画廊代理。
按照艺术家的说法《夜未央》是一个很法国的一个概念，外国人比较难
理解，它是社会变化的前夕，它代表一种破裂、混乱。

选择是一种状态。。。。他说“我最近20年在德国工作得很多。我在这边参
加了最多的展览，而且这边的评论环境对我的发展影响也很大。我觉得我可
能象征一种在Shengen国家里工作得愉快的艺术家时代。”
德国馆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没有一个委员会系统来选择艺术家，策划人
来承担所有的责任。

艺术家Liam Gillick

装置部分由光和声音构成的。

Liam Gillick, "The Future always acts differently" （未来总是操作得不一样）
,装置
文字来源为：Fluctuat 网站、E-flux 和 The Art Newspaper

意大利馆之Michelangelo Pistoletto
[楼主] 嘿鬼妹 2009-6-12 17:56:42
Michelangelo Pistoletto 1933 年出生于意大利Biella。他是一个画家、

法国馆之Claude Leveque
[楼主] 嘿鬼妹 2009-6-9 13:19:40

行为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他是贫穷艺术（Arte povera)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的作品主要关注思想以及综合艺术里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结合。
关于这次双年展，Michelangelo Pistoletto 的行为，“十七减一”
一个空间挂满了镜子，艺术家拿着一个榔头把镜子打破。

Claude Leveque 今年代表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馆。他这次展出的作品
为 ”Le Grand Soir” 《夜未央》，装置。这个说法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前夕，
也就是说两个世界之间的转接点。
这个装置由知觉的因素（光、声音）构成改造空间的感觉、涉及到监狱

“如果艺术是生活的镜子，那我就是造镜子的”。（Michelangelo
Pistoletto 1978年 “镜子的分割和增值”）。6月4日威尼斯开幕当天，一些观
众刚刚看到Pistoletto的镜子也许怀疑了这个作品的概念深度性，一直到艺术
家6月5日用一个木头榔头把镜子打破了。

的气氛，影响观众的精神。
Claude Leveque 选择了策划人Christian Bernard (日内瓦的现代和当代
美术馆)跟他合作。

艺术家Claude Leveque
Claude Leveque 属于法国当代艺术舞台里重要艺术家之一。他1970
年在法国Nievre出生的。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70年到末通过Christian

澳大利亚馆之Shaun Gladwell

Boltanski的展览在Creteil接触到当代艺术。他就开始在不同的创造性领域工
作，比如广告、时装、音乐，而1980年代的时候收到巴黎晚上生活的影响。
1982年在Creteil的“艺术房”参加第一次群展。当时展出的是“大酒店”，
已经代表他接下去的作品类型。Leveque的作品主要为大型装置，他通过光

[楼主] 嘿乐乐 2009-6-9 11:44:00
1972年出生的Shaun Gladwell就像大部分的澳大利亚年轻小伙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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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户外运动。他喜欢滑板，喜欢自行车、跑车，喜欢城市里的街头文化，
“威尼斯肯定是对滑板来说最糟糕的城市，但我喜欢。”。
本届威尼斯，年纪轻轻的Gladwell早在一年前已被指定为澳大利亚的代
表艺术家，“代表国家馆他是太年轻了，无疑这将会带来很多闲言闲语，就
象过去的每一次决定那样”Elizabeth Ann Macgregor 悉尼当代艺术馆的总监
道，“但Shaun非常有天分，而且他的国际声誉让人印象深刻。”。早在2007
年，Gladwell的城市题材作品-在澳大利亚著名Bondi海滩玩滑板的录像就已
被选入了威尼斯双年展，而且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艺术家 Miquel Barceló

Shaun Galdwell 和他的录像作品

今年在澳大利亚国家馆，Galdwell将带来他的作品
《MADDESTMAXIMVS》，Mad Max 《疯狂的麦克斯》是著名导演乔治.弥
勒的电影三部曲，非常精彩的动作片，影片中那俩黑色的福特牌跑车将被
Gladwell重新制作并引用进录像后带到威尼斯展出。“在威尼斯没有路，所
以我们不担心车被盗窃。而且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象征这种有车但没路的无效
性。”Gladwell 打算将这辆被澳大利亚内陆红尘覆盖的黑色跑车展示在澳大
利亚馆外。

西班牙馆之Miquel Barcelo

丹麦与挪威共同国家馆之Elmgreen&Dragset

[楼主] 嘿鬼妹 2009-6-10 15:08:31

[楼主] 嘿鬼妹 2009-6-10 15:08:31

威尼斯双年展选了艺术家Miquel Barcelo以及策划人Enrique Juncosa

本届最受瞩目的作品是艺术家Elmgreen和Dragset合作的《收藏家》。

（IMMA 爱尔兰现代美术馆馆长）来代表西班牙国家馆。作品为新的大型绘

在丹麦和挪威合馆的门口插着“销售”(for Sales)的牌子，馆内邀请多名北欧

画和过往作品，范围为2000年到现在。展览题目为“Miquel Barcelo”, 展览主

设计师做的室内设计描述着奢侈萎靡的收藏家生活，室内你可以看到挂着的

要关注艺术家平常研究的主题，比如灵长类动物、非洲风景、大海泡沫。展

艺术家Wolfgang Tillmans和其他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室外的游泳池内漂浮着

览也包含一些法国艺术家/作家Francois Augieras (1925年-1971年)的作品，

一具面朝下的尸体，充满着希区柯克式的诡异悬念。处处让人感受到的收藏

主要内容也为非洲场景。

家之死，这是不是也迎合这场经济危机下的恐怖感？“销售”牌上留有电话号
码，有兴趣购买此地产的人可以与此联系，安排好时间后将有人带您参观房

Miquel Barcelo 1957年出生于西班牙Mallorca。 他巴塞罗那学习了。参

子。

加了1981年圣保罗双年展和1982年的卡塞尔Documenta之后他变成了国际
艺术平台里西班牙重要艺术家之一。属于西班牙最主要画家之一。1986年
得过西班牙国家视觉艺术奖以及2003年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艺术奖。Miquel
Barcelo许多世界美术馆、艺术中心都展出他的作品。1996年蓬皮杜艺术中
心也展出了他的作品。2004年他是第一个活着艺术家在卢浮宫展出作品。他
最近在西班牙CAC Malaga办了一个个展跟20年在非洲制作的作品。
Miquel Barcelo 生活并工作于法国巴黎 、西班牙Mallorca和非洲马里 。
策划人Enrique Juncosa也是一个评论家，他以前也是马德里Museo

Left: Photograph: Tony Gentile/Reuters
Right: Photograph: Andrea Pattaro/AFP/Getty Images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以及Valencia 的 IVAM 馆长。
13

09.indd

13

2009-8-5

18:01:09

推荐

终生成就奖之小野洋子
[地板:3楼] 嘿乐乐 2009-6-9 16:21:41
威尼斯的兵工厂(Arsenale),小野样子的行为作品《安东的回忆》Anton's
Memory,在这里她荣获了本届金狮奖终身成就奖。

左：来自冰岛的艺术家Ragnar Kjartansson将在展览期间对着身穿黑色泳裤
的男模进行写生。
Saburo Murakami的作品《盒子》“Hako”,一个方形的木箱，顶部画了一个白
圈，木箱旁的地上指示着：请将您的耳朵贴在白色的圈上倾听。

Left: Photograph: Alessandro Bianchi/Reuters
现场行为《安东的回忆》作品的一部分：小野样子和列侬的儿子Sean Ono
Lennon 和女友Charlotte Kemp Muhl 正在下棋。
Photograph: Alessandro Bianchi/Reuters

其他
中国艺术家储云作品《星群》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非常忙碌的法国大亨François Pinault（举手者）正乘船赶往威尼斯的海关大
楼（Punta della Dogana），他刚把这座大楼改装为自己的私人画廊。
Photograph: Alberto Pizzoli/AFP/Getty Images

中国艺术家徐坦作品《关键词》

左：印度艺术家Sheela Gowda的作品《Behold》，2009年
Photograph: Alberto Pizzoli/AFP/Getty Images
左： 画廊内展出的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的作品《无题》，2007年
Photograph: Alberto Pizzoli/AFP/Getty Images

右：意大利艺术家Grazia Toderi的作品《Orbite Rosse》，2009年
Photograph: Alberto Pizzoli/AFP/Getty Images

右： La Dogana画廊的开幕仪式上，François Pinault正在查看美国艺术家
Charles Ray 的雕塑作品。Photograph: Tony Gentile/Reuters

左：西班牙艺术家Jaume Plensa的作品《无条件的爱》
右：阿联酋国家馆内，艺术家Ebtisam Abdul Aziz 的作品《4个可能性》

藏族艺术家Gonkar Gyatso的作品《The Shambala in Modern Times》，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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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馆内Matteo Basile的作品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馆中，艺术家Lamya Gargash的作品。
Photograph: Christian Sinibaldi

意大利馆内Marco Lodola的作品《Lodolandia》

一组毛利族Waka Huia团正在纽西兰国家馆门口表演庆祝。
Photograph: Tony Gentile/Reuters
意大利馆内Aron Demetz的作品

左：两位著名的行为艺术家正在参观美国馆，站在艺术家布鲁斯.瑙曼的作
品前。
右：艺术家Jan Fabre的作品《从脚到脑》（From the Feet to the Brain）。
Photograph: Christian Sinibaldi

意大利馆内艺术家Bertozzi e Casoni的作品

艺术家John Baldessari 在之前被称作意大利馆的展馆墙上糊了一层海景图，
今年这里将被更名为“主馆”(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 della Biennale)，而新
的意大利馆则被安置在兵工厂(Arsenale)。
Photo: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意大利馆内艺术家Bertozzi e Casoni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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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届威尼斯最值得关
注的艺术家

术群体的特点。

生平：
他十四岁开始在父亲的画室做学徒，父亲是一位画家和修复师；之后他
在阿尔曼道•泰斯塔开办的广告设计学院学习。

[板凳:2楼] 口香糖 2009-6-16 14:54:46

NO.1 Jota Castro

1960 年他在都灵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在1961年和1962年间首创了他
的镜面画，作品开创了一种新的“反光”透视方法，它包括对观者的直接显现
及对现场真实场景的反映。1963年他参加在巴黎桑娜本画廊举行的“波普设
计展”展览，从那时起他多次举办重要的国际展览，致力于新现实主义及波

1965年出生于秘鲁。在20世纪90年代末，Jota Castro结束了他在联合

普艺术的发展。 1964年，在都灵斯佩罗画廊举办的有机玻璃展览，从理论

国和欧盟的外交官生涯，并决定成为一名艺术家。他的雕塑、装置和表演都

上给予了概念艺术明确的定义。在1965年和1966年两年时间里，他创作了

得益于他那关于政治世界的深厚知识，以及他对我们社会中的压力、不平衡

以被取物命名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标志着贫穷艺术的开端。这一运动由

和薄弱点的深入了解。

评论家彻兰特发起，成为世界所公认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流派。1967年
他创建了“动物园”小组，他们把视觉艺术与喜剧、音乐、舞蹈等互相结合，

Jota

Castro作品集锦：

并在欧洲各地上演。1968年，在威尼斯双年展发表创意合作宣言；同年，在
圣保罗双年展获奖。70年代，他重新选择镜子为主题的作品来深入发展，如

2003年3月，Castro创造了一个空间，用以展览他在法国内政部长

镜子的乘除法及艺术吸收宗教。此外，他在1975年9月和1976年10月长时间

Nicolas Sarkozy的阴影笼罩之下花费了六个月搜集到的线索，展览的参观者

展览作品，名为“房间”的作品超过了一年时间，分为12个展示部分，每部分

们还会获赠一本讲解如何绑架法国政治明星的说明书。

展示一个月。这是首次时间长达一年的系列作品展览，一起称为“时间的大

2 0 0 5 年 ， 在 巴 黎 的 东 京 宫 （ P a l a i s d e To k y o ） 举 办 了 世 博 会 1

陆”。1994年，他在摩纳哥马斯塔剧院和迪皮斯托亚市宫殿发表了“艺术计划”

（Exposition Universelle 1），在开幕式上，Castro作了名为《种族歧视

宣言，以通过对伦理美学的研究，为了“社会责任的演变”把艺术放在研究的

日》（Discrimination Day）的表演，意在表现在法语中被称为délit de faciès

中心。1991年至2000年，他在维也纳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授，同时在比埃

的周期性泛滥，délit de faciès照字面翻译就是“面孔犯罪”，即一个人因为肤

拉建立了多元化的“艺术城市－皮斯特莱托基金会”。2002年，他获得由共和

色的原因而被警察拦截。在表演进行的那个晚上，那些从来都不会因为“面孔

国总统颁发的艺术和文化贡献证书。2003 年，他在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

犯罪”而遭受警察检查的人们，终于尝到了这件事的苦头（如果你懂法语的

上被授予金狮生涯奖。2004年3月，获得都灵大学颁发的荣誉政治学学士学

话，这有一个和Castro一起参观这个展览的视频）。

位。2007年5月，在耶路撒冷获得沃尔夫奖的科学和艺术奖。

他的另外两个作品公开指责了意大利总理Silvio Berlusconi的法西斯
主义演说。《墨索里尼？他从没杀过任何人》（Mussolini? Non ha mai
ammazzato nessuno）是这样一个雕塑作品：Berlusconi的等身雕像被用绳
子绑住双脚，倒吊在一面竖满长钉的欧盟盟旗上方。而录像作品《意大利总
统》（Presidenza Italiana）则完整纪录了在2003欧洲议会上，Berlusconi和
Martin Schulz议员（在意大利被称为“囚犯头子”，德国籍，欧洲社会党党团
主席）之间的激烈论战。

il designo dello specchio, 1979年

近作：《抵押》mortgage, 2009年，材料：钞票、绳子

NO.2 Michelangelo Pistoletto
[地板:3楼] 口香糖 2009-6-16 15:37:58
1933年生于意大利比埃拉，皮斯特莱托是贫穷艺术群体(Arte Povera)中非
常重要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多以“反射”有关，从内容和形式上整合了每一天
日常生活中的艺术，这种对材料和内容的综合运用也可以被称为“总体艺术”
"Gesamtkunstwerk"。1960年代，皮斯特莱托开始运用破布制作传统常见的
意大利雕塑，这些廉价的材料是对所谓“艺术”和常规性的破坏，更是贫穷艺

碎布维纳斯，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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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Tomas Saraceno

样的创作。他关注的是生理和心理上对观看的交感，内心是如何揭开外部的
面纱的，对他来说视觉不只是投射而且也是捕捉。

[4楼] oui 2009-6-16 16:14:47
托马斯赛拉赛诺是一个相信可行乌托邦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他设计并制
作了很多充气的、可调整的、可移动的作品/建筑，在里面或者外面，都能
体验非比寻常的感觉。他的概念大多是实验性的。他们唤起了每个人的想象
力，乌托邦远景中的交通、住房或者建筑以及其他相关的事物：这些都可以
在一个框架内被延伸、被发展，远远比艺术体制所能提供的多的多。这种需
求看起来不久就会被实现了，就像最近马斯赛拉赛诺受欧洲航天局邀请，讨
论艺术家和国际空间站互动的可行性。
阿根廷艺术家Tomas Saraceno的作品，用细线勾勒出了一副副令人惊
叹的图。Saraceno喜欢研究天文星座，这一兴趣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上。制造
出这些作品，得需要多大的艺术和耐心啊！

我们剩下的一些日子(天空，2007年一月一日至 2007年6月17日)

2小时、2分钟、2秒(Walden Pond的风，2007年3月12日)

NO.5 Goshka Macuga
[沙发:1楼] 口香糖 2009-6-17 11:34:30
Goshka Macuga 的作品取材于出版物图像，然后用加工过的皮革恢复
其活力，作品 A Time To Live , A Time To Die 复制了书籍封面的权威材料。
Macuga 的画作创造了一个双关语 “翻录版本” ，因其中包含了其他艺术家的
作品，通过机会选择的并置为图像解释创建了新的语境：女孩图像选自毕加
索的作品、Max Ernst 的书本、还有 1905 年俄国革命图像中的飞鸟。通过
对这些另类元素进行适当地重新排列，Macuga 在她的选择性和脱节的历史
基础上，构造出她专有的寓言。镌刻于肌肤之上的 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Die 无法磨灭，根深蒂固的记忆结构被作为可延展的体验得以形成。
阿根廷艺术家Tomas Saraceno获得Calder奖
卡尔德和Scone基金，近日宣布2009年Calder奖，将于威尼斯双年展开
幕时颁发给阿根廷艺术家Tomas Saraceno。奖金为5万美元，该奖用于奖
励在早期生涯中，成绩突出的当代艺术家。此前的获奖者有Tara Donovan
（2005），08年也获得了麦克阿瑟奖。2007年为立陶宛艺术家Zilvinas
Kempinas。as Kempinas。
Library Table 图书馆的桌子，2005 Blavatsky夫人，2007

NO.4 Spencer Finch
[楼主] 口香糖 2009-6-17 11:09:30
如果要知道某些事物的真相，我们的观察都必须和经验有关，Finch迫
使的继续扩大他项目的范围，然而每时每刻又回到原点不停的查看。有一次
他到法国鲁昂去参观莫奈的画作但美术馆却因为装修关门。为此，Finch决
定自己在酒店的房间里创作，他开始描绘房间里每种物品的颜色。结束后他
得到了55种不同的色彩，但变化的光线却让颜色改变，于是他衍生制作了三

活的时间、死的时间，2005

部曲，一种扭曲了观念和印象派的方法论。每天的早、午、晚他都在进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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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Renata Lucas

NO.8 Ceal Floyer

[7楼] 口香糖 2009-6-17 12:57:06

[9楼] oui 2009-6-17 14:42:00

1971年出生于巴西，Renata Lucas的实践是对建筑环境是如何决定行

"我希望我的想法是体现和真人一样大小,不仅规模,而且在他们的相关情

为、举止和社会关系的批评性阐释，并通过延长探讨社会对指定保护空间、

况,或媒介. 他们更像是一些理念. 只是一种艺术的表现、特洛伊木马、想法. "

财产和秩序的依靠性。在提供了另类空间的想象后个人可以带入适当的延

Ceal Floyer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她的想法简洁大方,通过各方面的反响练. 骗人

续、操作和游戏-Lucas挑拨了新的主观和集体与建筑环境之间的可能性。

的简单工作的通知Floyer的幽默感,特别是近Beckettian意识荒谬; 她用双把部
队的观点,并把观众重新认识了他的世界.
Floyer的研究工作的辩证关系紧张和普通文字,是建设具有意义. 螺旋
管,2001年是一个充满生活圈子模板选定对象,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样大小的
圈子. 在警告鸟,2002Floyer利用大规模生产粘合剂的警告鸟类; 鸟类造型简单
使用,以防止鸟类白牌玻璃窗. 而不是用一个涵盖整个窗口贴她,模糊了原来的
功能,并警告窗口鸟. 通过增加,这个简单高雅的形象几乎濒临歇斯底里提请。
戈德堡音片的变化,2002年制定的名称作为手段,确定工作的特性和意义.
'伉俪变奏」最初由巴赫为巴洛克音乐结构和推理键盘演习. 但在后来的标准
键盘经典曲目,其中包括30个不同的单一唱段. Floyer唱段,她的原型最初是以
起点,同时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但钢琴唱片,她可以找到商业. 各个版本的凝聚
成一个综合认知戏的主题概念,明确原.

Mau Gênio, 2002, scaffolding and plywood, installation view at Museu de
Arte da Pampulha, Belo Horizonte

H20diptych电视工作,2002年由两个显示器、泛水呈现出一个逐渐达到
沸点而另一方面fizzy一杯矿泉水推移逐渐平稳. 过程几乎都难以察觉,因为水
源地走向平衡.
为Ceal Floyer、语言本身所使用的材料,但无形的作品组成. 一纸具文,作
为2002年的工作,并在标题中说明. 在颜色方面所产生的严重流失感到头笔在
一张纸都获得视觉和美丽纯净概念.

Cruzamento, 2003, plywood, outside Centro Cultural Oduvaldo Viana Filho
(Castelinho do Flamengo), Rio de Janeiro

NO.7 Jumana Emil Abboud
[8楼] 嘿乐乐 2009-6-17 14:15:52

Ceal Floyer
Installation view at 303 Gallery, New York,2009

Jumana Emil Abboud的装置《Rappunzelina》是一间用粉红色装饰的
房间，充满了艺术家童年时期对失落故乡的零碎回忆。在空间里，Jumana
Emil Abboud形容这是对新旧巴勒斯坦文化的学徒过程。在国外多年的距离
中，她企图搭建童年回忆和今天世界的桥梁，也是种在陌生地理文化空间内
重新学习并根植的尝试。

Ceal Floyer
Today's Special,Installations ,2009
SIZE: h: 32 x w: 21.6 x d: 22.2 in / h: 81.3 x w: 54.9 x d: 56.4 cm

The Diver，Video 录像，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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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民主的倒退：2009
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
策展人“闹剧”

退，即这个项目本来是有民主程序的，由于国家文化部某些官僚的专制主义
作风，可以拿国家“公器”和民主程序视若儿戏，这也证明二十年来当代艺术
的所谓“合法化”进程的虚伪性和走过场。
当代艺术的“合法化”和“官方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应该是有助于推
进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和
反思。如果当代艺术的“合法化”只是有助于一批新艺术官僚的诞生，并以这
些新艺术官僚为核心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当代艺术”的旗号下，垄断和瓜

[楼主] art中国 2009-6-7 1:47:00

分国家的当代艺术的平台、经费和项目，进行实际上的商业化和欺世盗名，
这种“合法化”没有实质的意义。

转朱其博客

当代艺术的“合法化”不仅没有真正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反而促使民主制
度的倒退，专制官僚与艺术市场的不法商人、一些新犬儒主义艺术家的联
合。2008年文化部设立的当代艺术展览赞助基金就是一例，真正实验性和具

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策展人的选择，可谓是某些文化部官僚拿国
家公器和国家文化形象当儿戏的一场“闹剧”,同时又是蔑视民主的专制主义表
现。之所以说这是一场拿国家行为当儿戏的“闹剧”，其中存在三个令人百思
不得其解的疑问：

有现实反思意义的当代艺术展览一笔经费也拿不到，而一些欺世盗名的所谓
“伪当代艺术”展览纷纷瓜分资金，成为又一种新全国美展现象。
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理论上是世界各国展示每个国家优秀策展人和艺
术家的场所，这样一个场所既是国家形象的展示场所，也是在艺术全球化的
时代每个国家表达自己文化声音的平台。如果一个国家馆的艺术展览做得很

一．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的决策为何取消原有的公开竞选程序？

成功，将会有助于树立这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这种文化“软实力”在国际
文化舞台上的竞争越来越重要。

中国政府决定以官方名义在威尼斯双年展设立国家馆是在2005年的威

国家馆策展人的选择，理应本着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通过策展人竞选

尼斯双年展。事实上，第一届国家馆是有公开的方案征集和策展人竞选程序

制度来决定谁是国家馆的策展人。任何国家性的制度性的竞选程序未必保证

的，并为此成立了由中央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艺术机构的专家组成的评

最优的竞选结果，但至少要保证一种程序公正，并能选出某一行业多数认可

选委员会。

的相对德才兼备的策展人代表。这在目前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它是

但不知何故，2007年第二届国家馆以及2009年这一届国家馆，取消了

中国民主制度推进的一个体现和要求。

公开的竞选程序，第一届原有的评委也都不知情，也未见有新一届的竞选方
案和评选委会名单宣布，甚至连为何决定选择某个人当国家馆策展人的理由

为此，呼吁国家文化部：

也未对美术界和社会公开宣布过。
1）尽快调查此事，并对社会和美术界公布此次中国馆策展人选择的决
二．为何选一个二流艺术家当中国馆的策展人？

策程序和最后的决策理由。并对有关主管此事的责任人有一个处理意见。

国家馆策展人是一个由优秀批评家和艺术学者担任的工作，这早已是不

开和透明，以后应恢复评选委员会制度，并将每次的评选结果向社会宣布。

2）应制定威尼斯国家馆策展人的竞选制度，保证竞选的程序公正、公
需解释的国际艺术界的常识。此次文化部选择的策展人卢昊不过是一个二流

3）这两届的国家馆经费据说都不是国家全额拨款，需要策展人自己落

艺术家，之前没有任何从事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的经历，也从未写过一篇像

实经费。但这不应成为策展人选择不经程序和不顾学术标准的充分理由，为

样的艺术批评文章，他的艺术作品在美术界也从未被公认为最优秀的行列，

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国家应设立专项中国馆资金。

他的人品和形象在艺术圈口碑也并不是很好。其选择的艺术家有些也并不足
以代表中国的艺术水准，甚至有些艺术家在艺术圈的口碑较差。

2009年6月4日写于798艺术区

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是一个需要长期学术训练和实践才能成为优秀的职
业，即使他是一个优秀艺术家，转行担任策展人和批评家，也不可能一夜之
间成为优秀策展人。从已经公布的卢昊的策展主题和学术阐释看，主题思想
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根本没有驾驭学术命题的能力，甚至连学术思想写作

Art-Ba-Ba网友评论

和阐述的基本水平都没达到。这种水平的艺术家如何能有资格担任世界上有

[沙发:1楼] guest 2009-6-7 2:16:18

重要影响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

这个生气呀！气疯了！一个权利游戏的展览，策这么多年展了不懂这个？这
破展览有那么重要吗？又调查又弄制度还设资金，有那时间看看书写写书策

三．为何全体中国批评家和策展人都被排除在外，国家馆策展人的决策
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和“猫腻”？
中国美术界有很多德才兼备的优秀批评家和策展人，国内现在至少有七
个国际性的双年展和三年展，已经有很多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担任过国内各

点好展自己能说了算的，研究点真正的民主问题不好吗？所以估计这不是真
朱漆。
[10楼] guest 2009-6-7
用最现实的方法争取民主值得尊敬。喊口号是最容易的，也是最没意义的。

双（三）年展的策展人，他们至少应该有资格和机会参与国家馆的策展人竞
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所有国内优秀的批评家和策展人都被排斥在外。

[19楼] guest 2009-6-8 10:40:00

国家馆不是民营美术馆，可以任由某一个人决定请谁当策展人。尽管现

不眼红的人是不会在这发牢骚的，发牢骚是要浪费时间的，时间就是生命，

在普遍存在暗箱操作和“以公谋私”的现象，但这次中国馆策展人的选择，连

没必要骂大家都明白的什么艺术圈黑暗，骂骂更大的黑暗，不要去求大黑暗

一个虚假的走过场的竞选程序都不搞，至今也未向社会和美术界公布过为何

来摆平小黑暗。或者自己做点不黑暗的事。

这样做的理由。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个胆大妄为的讽刺和挑战。这让人有
理由怀疑此次中国馆的策展人选定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和“猫腻”。
此次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的策展人的选择，已经引起美术界和社会
的极大疑问甚至不满，此事表现出来的对国家公器和国家的学术形象任意儿

[20楼] guest 2009-6-8 11:48:06
这不是发劳骚，这是表达民意，民意是要说出来的，说出来就会有作用，去
年朱其说的天价拍卖，还是推动了对市场的反思。

戏的“闹剧”行为，已到了极其荒唐和啼笑皆非的地步。甚至是在藐视整个学
术界和行业道德。某些文化部官员也达到了极其无知、擅权独断和藐视公理

[21楼] g uest 2009-6-8 15:48:44

民意的地步。

策展的堕落：卢昊的中国馆？

2009年威尼斯中国馆的策展人“暗箱”操作闹剧，说明了一种民主的倒

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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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将在2009年6月初开幕，中国馆的策展人被定为卢昊和

展示制造中的世界，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物体，也不仅仅是一件商品，它

赵力。赵力无可厚非，他精通艺术管理，有比较丰富的策展经验，但卢昊任

代表世界的视觉，可以被看成是制造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想目前公布的何晋

策展人则出人意料，因为尽管他参加过很多国际大展，但从来没有作为策展

渭有关地震的主题，如果要与“制造世界”扯上关系，肯定是过于牵强。我最

人策划过任何有影响的展览。此次他能当选，很显然更多的是依靠他的社交

大的希望是地震题材的呈现方式与主流宣传话语拉开距离。

能力或者说人际关系。
侯瀚如策划的第52届双年展中国馆也堪称范例。侯瀚如被称为国际顶级华裔
艺术家作策展人策划双年展中国馆，并非没有先例。2005年第51届威尼斯双

策展人，专业能力不容置疑。尽管也有国内批评家，比如朱其批评侯瀚如对

年展中国馆就由蔡国强作策展人，但蔡国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自己的大

艺术家的选择过于随意，他认为沈远的装置甚至显得有些业余，阚萱在过去

多数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策划的结果。蔡国强的中国馆虽然不乏佳作，

十年也并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找不出有力的事例证明她们能代表中国女性

但从整体上并没有留下丰厚的学术成果。其它国家馆也有艺术家作策展人的

艺术家。（朱其《欧游反思录：欧洲三大艺术活动带给我们什么启示》，载

案例，比如2007年第52届双年展法国馆就由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作策

《艺术地图》，2007年8月号总第5期，页24）但我认为侯瀚如的中国馆还

展人，策划展出擅长记录隐私的艺术家索菲•卡莱(Sophie

Calle)的作品。

是很有实验精神，对场馆限制的化解也是有效的。如果以侯瀚如的中国馆为
标准，卢昊的中国馆将会是一次大退步。至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卢昊

这涉及到有关策展的不同主张，即策展是不是一定要提出学术问题？因为最

作为策展人撰写或口述此次中国馆的策展方案或展览框架，也没有看到他提

近几年“反策展”或“去策展”的声浪此起彼伏，部分艺术家组织了不少没有策展

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这无疑是对策展专业性质的低估。

人的展览，但几年下来，其学术上的贡献是模棱两可的。“去策展”或“强策展”
的根本，是艺术界各阶层的权力如何平衡的问题，直接原因是艺术市场繁荣

2009年4月

后艺术界的急速发展，特别是策展人与艺术家之间，往往谁的名气更大，谁
就能在实际事务中占据主动和上风。
[23楼] guest 2009-6-8 23:12:51
卢昊在艺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力，常被称为“一夜成名”，其成名作《花鸟虫

凭什么说一定要有策划经验的才能策划出好的展览？

鱼》，我也曾数次极力赞扬，认为他的装置很有对抗性。但他后来的一系列

耿建翌同学的——45度作为理由，同意1994 年11月26日作为理由

作品和2008年沸沸扬扬的法国退展事件，让我看出他存在比较严重的狭隘民

宋东同学的——野生1997惊蛰

族主义心理。据说当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卢昊曾参加被政治家

邱志杰同学的——后感性

利用的爱国主义游行。此次策划中国馆，更暴露出他的弱点：他对中国馆中

徐震 杨振中同学的——超市，双胞胎

油罐占据空间很不满，声称要把难题反打给意大利人。这种考虑显然太过简

陈晓云同学的——附体，黑板

单，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问题。

王军同学的——行为艺术节
这些展览那个比你们所谓的策划人测的展览要差？你们长期就像鸵鸟一样把

我不赞同将国家馆理解为政治对抗，中国馆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它怎样才能展

脑袋泡在粪坑里故意不提这些展览也就算了。现在你们又跑出来说展览一定

示出中国当代艺术究竟在哪些方面显示出国家具有怎样的活力？在这个全球

要找你们这样的所谓的专业策划人来做？凭啥呀！也没见你们为了个别的什

最大的艺术平台上，中国馆的策展倾向将引导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当代艺术

么学术展览争当策划人嘛，现在在国家馆的问题上有都跑出来为了什么学

的哪些方面？中国艺术在全球艺术的整体背景下具有怎样的当代性？中国当

术，爱国，民主等问题争来争去的。你们累不累啊。

代艺术与普世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关系？

还有一些诸如箭厂空间，比翼艺术中心，包括这个baba。还有一些数不清的
展览和活动。都是艺术家自己组织策划的。靠你们这帮策划人把中国当代艺

显然，卢昊此次选择的几位艺术家可能很难承担起这些学术问题，而且人选

术的质量和气氛提起来，你妈的等到装置都塌了，行为都死了都等不到！

有很强的人际因素。双年展总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
的确对绘画比较重视，卢昊选择的艺术家也几乎都是画家，尽管不存在媒介

[27楼] guest 2009-6-8 23:50:19

偏见，但因为中国馆的场地限制，绘画的实验性和可能性实在太小。中国馆

中国艺术家只会这几件事情：抄袭西方语言，跟老板装样，跟批评家闹脾

被大油罐占据了一半的空间，真正有效的展场就是两条最大距离不足3米的

气，挣了钱就上洗浴中心，一边骂顾振清一边参加他的展览。就这点出息

过道，油罐属文物还不能搬动。卢昊准备悬挂尺寸比较大的绘画或数量比较
多的小画，但又无法留给观众足够的观看距离，画作展览的效果必定大打折

[32楼] guest 2009-6-10 21:57:26

扣。

让当代艺术市场化正是他们的决策，用市场来废掉当代艺术是最有效的策
略。

可以比较一下此次台湾馆的参展情况：他们选择了1983年出生的年轻艺术家
余政达。余政达的作品是录像《附身“声”者》，而且此次台湾不设策展人，

[41楼] guest 2009-6-15 11:30:02

仅成立“双年展与国际计划办公室”，主题也非常明确——“外交”。相比之下，

这跟上当没关系，朱其的本意要说的是民主，不是卢昊那一帮吊人，这帮人

中国馆在学术上则显得保守，策展的细节也都遮遮掩掩。相信在台湾人看

水平差已是人所皆知。

来，中国馆一定显得很有大陆特色。我注意到卢昊在2008年接受99艺术网的
一次采访当中，甚至提到：有时候民主是一种灾难，不同的话语权使艺术丧

[49楼] guest 2009-6-16 2:19:53

失了共同竞争的标准，独立策展人则可以自己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卢昊的

我基本赞同朱其的观点，但别呼吁文化部了，文化部能指望么？除非你想和

言论显然是专制或独断的。

他们一样！都是中国艺术小圈的傻事！伊朗人民的革命和你们这些狭隘的货
色无关的。半年前看了中国艺术网站，很狭隘的，一切都是私人呓语！今天

我个人认为中国馆最理想的还是由专业策展人来策划，尽管中国馆还没有形

特意在这个时间看看艺术圈还是没有半点进步！艺术界哪有民主可谈啊！批

成长时段的历史，但最近几届已经说明：还是专业策展人策划得更有水准。

评什么？想关注灵魂，关注民主，但是找错地方了。伊朗人现在的是就是关

比如最早范迪安和黄笃策划的中国馆，方向明确——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问

于民主的大事！我们还是多参与社会实践，多在大千世界里看看。这些艺术

题，与当时双年展总的主题“梦想与冲突”很吻合，又有自己的针对性。范迪

网站都是最多有300百人偶而看的。吓折腾，自谀自乐罢了。

安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出国家馆的主题与双年展的主题是回应、延伸而

你正在不在乎的人是谁？是你的父老乡亲、你的人民的孩子、你的人民的母

不从属的关系。这一点威尼斯方面也认同：国家馆是完全自治的。其中只有

亲！这个正在被自残的你的身体 是伊朗人也是阿富汗人、是北京人也是西

少量几届根据展览总监拟定的主题对国家馆进行指导和建议。

藏人是上海人也是新疆人是台湾人也是贵州人是墨西哥人也是日本人，这不
是哪一个国家的自残！没有国家！没有中国也没有外国，没有东方和西方，

此次总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提出的主题是“制造世界”，意思是一些作品将

哪里有古今中外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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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昊：威尼斯双年展我是
怎样来选择艺术家的

价值及现代社会所共同面对的文化困境和人的生存状态。显然，立足于文化
差异而来谈论艺术的价值观是不成立的。
“冷战思维”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以往对峙的产物，但其并没
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化为乌有。所以以冷战思维来解读中国当代艺术成了西
方的又一视角，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及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启动

[楼主] angalxe 2009-6-8 16:32:36

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促使中国社会融入到了现代生活经验之中。尽管意
识形态历史的存在，但它的减压已成必然，在事实上已不占据主要地位。所

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参展艺术家，其中有一半艺术家不仅在国

以，以“冷战思维”所选择的中国性艺术，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艺术内

内艺术界被熟知，而且在国际艺术圈中也早被接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在结构也不能应征西方所理解的那样在政治上的诉求。因此，中国当代艺术

他们通过各种展览途径，从国内走向国外，进入各种国际大展之中。因此，

所具有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必然由中国自己眼中的艺术创作来呈现。

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些熟知的艺术家是他们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
蓝样。另一半艺术家虽在国内被人熟知，但在国际上他们应是崭露头角，他

将自我拉回到现实

们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一个新的式样。将这些国际熟知和即将被熟知的
艺术家结合呈现在一个中国国家馆的展览之中，建构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演

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艺术运动成为20世纪90年代解释当代艺术的一个

变的语境，其目的就是为国际艺术界提供一个重新认识和解读中国当代艺术

历史背景。所谓的“后89艺术”及新生代艺术的兴起，其指向就是对新潮运动

的可能性。当然，这次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与以往几届参展艺术家还有一个

反思，再加上后现代理论的传播，一种对集体主义艺术运动所追求的宏大叙

根本的不同。他们不是由批评家或者是策展人来选择和代言，而是由艺术家

事、终极价值的解构思潮便大面积流行开来。理想的陷落以及陷落之后的无

来选择并策划，这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展览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

奈，最终不是由集体而必须是由独立的个人来承担。于是，个体与集体的分

展览机制的开始。

离、个体觉悟与集体意识的分野便成必然。将个体自我从集体大我中抽离出
来，不再以救世主的角色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悲情来俯视他者，关注自

清理自我身份的他者化

我、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中的自我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时期以
方力钧、杨少斌、徐一晖、祁志龙为代表的新生代艺术家，他们都以近距离

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应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大规模在国际大展
中露面，也是国际艺术界或者是西方艺术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次正面接

表达现实生活。这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转折之处，也是1990年代中国当代
艺术创作价值所在。

触。尽管在这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在国外已经有过报道，如1989年“中国现
代艺术大展”，以王广义、张晓刚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引领中国当

作为新生代艺术家的代表，方力钧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以“近距离”将

代艺术进入国际展览系统。几乎全球的重要报纸都对此做出反应，但这些零

当代艺术的创作精神拉回到现实之中。他和“85新潮”这批与以知识信仰、终

散的报道和传播只是基于一个意识形态事件的新闻报道。西方艺术界在真正

极关怀西方作为标准的当代艺术家保持着对当时社会的不同的认识。他以形

意义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正是始于这次双年展，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当代

而下的形式反映正在剧烈变迁的中国现实境遇。他的贡献在于使艺术回到社

艺术进入了西方的游戏规则里面。这个规则是当时的策展人（也代表着西方

会、回到现实的人身边来。2000年以后，方力钧开始尝试其它媒材的创作形

的普遍认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对中国当代艺术状态的判断来制定，而其根

式，以周边朋友形象做成镀金的雕塑小人与头像，把一种“贵重”材料通过艺

据是“他者”视角双重偏见：边缘文化和冷战思维。自此，中国当代艺术在海

术形式使它廉价化。在个人绘画语言上，由现实生活飞向天空、大海，使现

外的展览几乎被这两重偏见所左右。

实与幻想之间化为人生归途。

“边缘文化”是基于中心文化的优越与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先验设定，从当时

曾梵志也是新生代艺术家成员。早期以《协和医院》作为他的出山之作，

策展人选择作品所依据的标准来看，这也是西方解读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模

他以关注现实伤害作为他个人内心困顿的写照。1993年定居北京，在个人动

式，其所潜藏的欧洲中心主义权力话语显而易见。这种潜在的偏见形成于

荡不安的生活中，以“面具化”的生活来掩饰自己精神的独立。以符号化的面

12、13世纪欧洲国家与其他其他国家和地域的接触，根深蒂固于15世纪资本

具反映出对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微妙关系。2000年以后，抹去面具让精神突兀

主义的全球扩张，最终在19世纪他们将世界划分为两部分：文明和荒蛮。前

在表现的、杂乱的线条之中，使个体精神由“乱笔”表达出当代文人化思想力

者是欧洲中心文化，后者便是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化。但这样的划分显然是肯

量。

定了地域文化之间绝对一体和整一而忽略了地域之间不断进行的文化越界与
交流。即便在殖民时代，正如萨伊德所谓的“驶入”（voyage in）一样，殖民

何森作为西南20世纪90年代的新生代的重要成员，早期作品残存着深度

地文化也是有意识地进入欧洲话语内部，与之杂糅，使之改造。更何况从启

绘画的人文关怀。2000年以后，以“青春残酷”作为对个体生活迷失与优雅的

蒙运动以来，整个世界的主流走向就是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前者以

描写，以青春女孩作为他创作的母题，反映出他对个人隐私与时尚之间纠缠

机器大生产、跨国公司、世贸组织作为表征；后者以主体的自由平等、思想

不清的关系。2006年以后，把中国山水和花鸟文本进行恣意解构，反映出何

的独立及政治的民主作为旨归。

森由社会学转向中国历史和文本的再思考。

但是这种全球化的文明进程却在后现代理论的指导之下衍生出了另一种

新生代艺术家的另一个贡献就在于，他们对于语言形式的个人改造。20

文化策略——差异文化，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他者”的强行规定，即“必须是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在个人意识和语言形式的相互牵引中表现出

这样”，这包含前期“应该是这样”的想象到后期“的确是这样”的应验这样一整

这样一种趋向，它首先是将个人从集体之中抽离出来，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

套从形式语言到社会意识和形态的文化背景。所以，问题的症结之处就是西

个人意识，通过夸张、象征的语言形式来暗示或者是制造一种个人情景，形

方将西方的艺术创作视为共同经验之上的个人表达，而将非西方的艺术创作

成一种自身鲜明的语言形象（一种经典图样），反过来以这种自我语言形象

首先排除在这种公共经验之外；其次是艺术并不仅仅代表个人，而是一个集

对社会症候和集体形象进行个人化的风格表述，这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自身

体症状的代表。由此，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读系统，西方眼中

努力的独特景观。

的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人自己眼中的当代艺术。在差异文化性的双重标准之
下，有着鲜明中国特征的文化符号（如汉字、山水画等）或者是样式图像

复杂语境中的多元创作

（如宣传画等）在西方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和形象身份。但
是，这种解读也只能是始于符号而最终流于浅显的图式层面的游戏之中，真

回归到现实、回归到个体的新生代转变，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

正深入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被表面的语言符号所遮蔽而未能真正展开。而国际

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个体的独立促使每一位艺术家都开始探索自己的

展览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艺术语言的创造、艺术存在的

创作方向，而这种探索所带来的就是艺术各种可能性的存在和呈现。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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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是这种尝试的最好表征。以往中国艺术家进入国际大

中国当代艺术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实验与突破，不断否定又不断反思，

展的西方模式，终于在20世纪末这次展览上，有了一次较大的改观，中国艺

这种变革的理想与创作的激情，终于在今天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局面。这次在

术家参展不是因为其“中国身份”；作品明显地去除了“中国性”（尽管这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出的作品，不再是那些被西方所熟悉并认可、商业化

种倾向还有延续）；艺术表达形式也不再是单一的架上绘画（尽管绘画占有

的、绚丽的、表层化的流行图像。它所要呈现的正是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历练

相当部分）。这次展览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在20世纪末的标志性展览，它至

和沉淀出来的复杂多元而具有深度精神的中国当代艺术。

少呈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几个方向：以曾浩、刘鼎、唐晖、陈曦为代表
的多元创作方式，首先是它有意识地去除中国性，去除了那些被西方普遍认

这种复杂性是当代艺术介入本土现实的必然结果，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可的反政治化的艺术，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展览中话语系统的转变成为

已将我们推向一个极度丰繁迭乱的境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让人如此惊心动

可能。其次，它展现了中国多元化创作的局面和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结构的复

魄：区域之间的发展落差、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内外系统的碰撞与纠缠、个

杂性和深度，不再是用西方语言加上中国元素的符号性绘画，而是装置、雕

人身心的挣扎与伤痛，使得中国既面临着全球化进程中和西方国家同样的问

塑、行为、影像、摄影等艺术形式并重下的观念表达和问题意识。

题，又因国情的不同我们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对本土现实问题的关注使得中
国的当代艺术创作变得生动而又严肃。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经历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经
济带来的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问题。当代艺术在这些问题中的介入使得艺

在面对这些鲜活的现实时，我们是否还抱着以往一笑了之的嬉戏心态，

术的外延被不断放大，艺术的本体意义、价值观，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

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态度决定行为，我认为，要透过

成为问题。邱志杰作为理论性艺术家，他的艺术表现出综合性、多元性，及

现实的表象，从杂乱无章的情景中抽离出个体精神的独立性，不是取悦于双

其相互之间复杂关系的方法。其创作领域贯穿绘画、摄影、装置、录像和行

重话语权下的现实态度，只有深切地进入现代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及外部生存

为等各种媒体，课题触及时空、灵肉、生死、权力等多种问题。他不定的游

世界的内部，即面对认知、面对社会、面对历史、面对他者做出思考的动

离在多种创作形式和各种社会问题之间，就当代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之间如

力，而不是浅薄的符号挪用和自我的贩卖。其次，在国际的语境之下，面对

何调和、如何表现等诸多问题进行不断地实验。

本土现实，在知识的普遍性思考下个体与他者之间共振，这种共振所带来的
是作为人的精神独立性，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遭遇，在灼热的现实境遇下

观念艺术在中国的影响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它的真正探索和多元实践

所碰撞出的现实力量。这次展览正是在中国正在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变化背景

却在2000年后。年轻艺术家刘鼎以本土现场为视角，以消费时代的个人生活

之下，通过本土经验来确立中国文化身份。而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正

为材料，来讨论社会生活的普遍标准、道德规范、权力、权威，人类的种种

是对这一努力的坚守。

欲望、主观意志，以及现代社会紧张繁忙而空洞的生活等中国社会存在的问
题。
在过去这20年，随着中国城市的扩张和市民社会兴起，个人的生存空间
也不断被改写。这预示着私人空间和个人存在的想象化不可避免的出现。艺

Art-Ba-Ba网友评论

术家曾浩早期的绘画中，出现一种不同的空间模式。小人物、小物件、大空

[6楼] guest 2009-6-8 19:43:34

间，充满对比性的构图，人和物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他的画面表现了

威尼斯中国馆：画家与“三流装置展”

一种人性生存处境，但他不是个人意义的人性，而是一个人性的群体呈现。

《东方早报》

经过近30年的艺术创作经验的积累，曾浩走出了他熟悉的画布上的二维空

第三次以国家馆形式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地处“军械库”上的处女花

间，开始探索更大的空间能带来的欢愉。如何去理解物理空间提供的各种可

园，由于策展人对学术缺乏把握力，本次展览总体水平一般，用国内一些评

能成为他富有连续性的思考与艺术再现过程中新的课题。通过对“空间”的

论者的话来说，7位参展艺术家组成的中国馆俨然成为一个“三流装置展”。

微观叙事，暗含着曾浩对现代人生活空间的隐喻性批判。

参展者曾梵志与曾浩都是首次做装置作品。部分艺术评论者认为，且不论文
化主题与个人研究的缺失，让画家来做装置代表国

人文主义关怀的复苏
家参展显然不太妥当。“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是值得怀疑的，似乎不‘装置’
对于底层的关注可以追述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中国内地一批年轻的

就不当代了。” 多年从事装置创作的蒋崇无说。一些艺术家创作的当代性也

艺术家因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人民生活悲情的关注而创作了反思绘画

值得怀疑，把几幅画凑一下，画作简单的立体化，毫不避讳模仿英国当代艺

和乡土艺术，其以真切的人文关怀感动了整个社会。但是，这种情怀很快就

术家达明·赫斯特的“自我殖民”，但这绝非对装置语言的贡献，画家们学生作

在写实主义的民俗情调和趣味中式微。“85新潮”美术运动左冲右突，但却

业式的形式让装置的形象遭到了破坏。“画家的成果就是画，而非艺术语言的

陷在西方哲学观念和现代艺术语言的兴趣之中而与现实相距甚远。20世纪90

初级模仿，奇怪的是，画家所做的装置都参加了双年展，把这个在国内不奇

年代，“消除人文热情”的口号在后现代的策略之下，显得理直气壮。2000

怪的坏现象带到了威尼斯，这未免有点不负责任。”蒋崇无说。

年以后，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的盛行，使人们在艳俗的情色和卡通的肤浅之
中，拥抱物质的快乐。

[14楼] guest 2009-6-8 22:43:08
在我们中国，只有像朱其先生那样，不但自己会写，有胆子，有想法之外，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不少艺术家开始明确地将底层或者是边缘群体作

他的老婆也是一个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能力的记者，她不但是记者，还在

为创作的母题。其实，艺术对于社会的关注归根到底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于

上海的一家叫东方早报的著名媒体做做艺术采编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

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正在经历着“农转非”的社会现实来说，底层

批评的力量才能团结起来，共进共推，荣辱与共，想灭谁就灭谁，反正老百

和边缘人群就是这个金字塔的基层，庞大而生动，但也伤痛。

姓是可以忽悠的。不看艺术地图的人，不上朱其博客的人，也可以通过东方
早报第一时间看到朱老师的言论。

何晋渭清晰地感知到这些在现实的变迁中所带来的刺痛感，并将其归结

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记住有个标准叫三流艺术家，代表人物是芦蒿。

为当代中国人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的那种飘浮不定而茫然无措。因此，他

那么老百姓怎么才能知道有个东西叫3流评论员，吉祥物是朱其呢？难道通

的很多作品既带有很强的创伤感，呈现主体的内省与一种模糊不安的诗化忧

过baba吗？

郁，更通过对“去处”的心灵叩问，将自我世界放置到更复杂多元的历史、
社会、人群整体背景之下，而推及社会关系的感怀，他不断地由私密的个人

[15楼] guest 2009-6-8 23:24:51

体验转向公共话语的系统。

讳模仿英国当代艺术家达明·赫斯特的“自我殖民”，但这绝非对装置语言的贡
献，画家们学生作业式的形式让装置的形象遭到了破坏。“画家的成果就是

一个新话语系统的开始

画，而非艺术语言的初级模仿，奇怪的是，画家所做的装置都参加了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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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把这个在国内不奇怪的坏现象带到了威尼斯，这未免有点不负责任。”蒋
崇无说。

威尼斯笔记

蒋崇无开始瞎说说的吧。蒋崇无老和气的呀
[22楼] cucux 2009-6-9 6:36:24

[楼主] oui 2009-7-13 12:16:49

读了这文章， 才发现卢昊真的是肤浅， 文章写不好还不藏着，现眼了，真
丢人！

转自邱志杰博客

不过， 卢昊的贡献是： 用三流的装置把国人心中神圣的威尼斯双年展给解
构了也。

每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几乎都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差，今年我也
毫不例外地又听到了这种说法。然而大展依然一次次地举办下去，依然让人

[28楼] guest 2009-6-12 10:53:43

趋之若鹜。后年我们又会觉得那一次是史无前例地差……然而艺术界并没有

策展人太不专业了，一个不全面的艺术家怎能当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

比过去更糟，只是在我们心中一切逝去的时代都好。我们到威尼斯去是出于

人呢？那么小气的想法，连理念的称谓都不配，艺术家还是做艺术家的工作

习惯还是依然心存侥幸地在寻找惊喜呢？还是当代艺术界已经过度成熟以至

吧，策展的活留给专业的策展人，以为自己有点名气有些人脉就可以当策展

于做作，以至于严苛的质疑显得更高深和激进，而童言无忌的称赞需要先看

人了？目前国内有几个专业有素质有内涵的策展人？你一个艺术上的投机分

看是否左右无人才好意思发出？

子就想冠策展人的名头，开玩笑吧？这回露怯了吧？回家老老实实做你的艺

我的心态比较中性：革命注定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多种势力混杂作用的场

术吧，把你的艺术做好了再出来得瑟，别半斤八两都不知道！

所诞生，即使大师尚存或者新超人刚刚登场，人们来到他面前时身体已经疲

PS:哪群傻逼选出这么个策展人的？

惫不堪，已经审美疲劳。如此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群展，难免有些是策展人
着力扶持的，有些只是填充料，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同样的道理，

[31楼] 搞什么搞 2009-6-15 23:23:49

作品多到那样，也就不可能没有能让你眼睛一亮的兴奋点。展览办得这么

中国人怎么是这样，艺术圈怎么也是这样，都是变态狂！

大，想找不出几件好作品是很难的。因为最大，威尼斯就有所有大展所具有

仔细看看每篇文章下的每段帖子，几乎是骂声不断。

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同时也就有大展的优势中最大的优势。

近期在网上挨骂的中国艺术家如下：

人们失望地向我抱怨，以前在威尼斯可以看到某种趋势和动向，现在看

朱其、王林、艾未未、卢昊、吕澎、高名潞、徐冰、高氏兄弟、范增、舒

不到了。我在展览里面也没有看到趋势，我看到的却是“势力”，我看到这是

勇、赵半狄、汪建伟、邱志杰、曾梵志......太多人被丑陋的中国人污言秽

多种势力交织作用的结果。我看到这是一个旧方案已告无效，而新方案尚未

语。

生效的时刻。

[33楼] guest 2009-6-17 21:58:05

“世界们”

人要出来调查卢是否用钱买来的策展人身份。另一贴子里边说得更令人愤怒
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的making worlds主题，在
[38楼] guest 2009-6-20 13:59:30

翻译成中文的“制造世界”时，滋生出一种本意未必有的创世感。似乎在呼唤

展览是一项文化活动，不是产品推介会，不需要人人接受、认可，一个展览

某种全面的建设性蓝图。中国人从它会想到仓颉造字、女娲造人、盘古开天

值不值得肯定关键在于其学术成分，这次威尼斯“中国馆”展和“给马可波罗的

地之类神圣的时刻，也就是说这个短语在中文中是带有神学色彩的。据说在

礼物”展在学术上的含金量应该是历来最高的（这一点也可以由被引起的争议

北欧的语言中也有类似的意义。

中反映出来），卢昊和吕澎通过策展给当代艺术在学术上不仅起到了推动作

然而在英语中making的进行时态消失了，那种工匠式的零敲碎打的丁丁

用，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作用，一并把高明璐的“意派”展览联系起来看

当当的进行感和未完成感消失了。而worlds，是一些复数的世界。我们“正在

同样如此，三个展览的学术反响都是近年少见的，因此，值得肯定。

制造复数的世界们”----这种说法显得很多元文化---而多元文化正是过去二十
年来策展界中横行一时的强势话语，政治正确，资源辽阔，一整个策展人帮
派靠它起家靠它混饭。伯恩鲍姆声称他乐见不同的语种翻译滋生出不同的启
发性（这让我想到广州三年展策展人、后殖民理论智者萨拉的“建设性误译”
的信念）----这似乎也表明了他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理论的信奉者。但是不
然，伯恩鲍姆固然从多元文化理论的遗产中继承了“复数的世界”的概念，但
在骨子里他依然是一个信封普遍价值的信未来主义者。他所期望的只是，在
这种翻译过程中，“世界们”在边缘互相摩擦出火花，在交汇处形成新世界的
基石----那个新世界是充满秩序感的，有一些先知曾经预言过它，并用先行的
实践打造了基石。也就是说，他固然承认“世界们”的并存，但“世界们”并不是
都一样好的。有些世界是有发展前途的，有些世界将是未来那个单一的理想
世界的基本成分，而另外一些世界只是用来敲出点火花用的。
这样，中文的“制造世界”的翻译无意中也颇合策展人的本意。这位住在
法兰克福的北欧人的趣味，其实和我们中国人相去甚远。更真诚地从中国艺
术中感到亲近的应该是具象传统强大的意大利人，像奥利瓦的友好，看着就
不像是装出来的。而这位北欧人他喜欢抽象和秩序感，行动上则推崇孤军深
入的理性解决方案，骨子里并不信任地方传统和地方情绪。依我看这种状态
其实是很德国的方式，也是德国文化的现状：罪恶感促使德国表现为最不排
外，最容忍多 元文化，但是精神深处对普遍理性的信仰坚定地保持

着沉默。
这种态度使这个允许和鼓励多语种翻译的“制造世界”成为一种双
向的策略：表面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深层的形而上学潜意识。

主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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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的空间处理正是这种双重策略的明确表态。

不要往前走？

一进军械库展厅我们眼前一黑，然后年老的巴西女艺术家用纯金线拉成

再往前那个展厅是一个对比。是白净简洁和昏暗混乱的对比。这边，来

的抽象结构从昏黑中显现出来，微弱的灯光打在金丝线上形成方形的光柱。

自斯德哥尔摩的老艺术家Jan Hafstrom的木板剪切出来的卡通形象，是现代

形式是几何抽象，但是身份是巴西人而且是女艺术家，政治完全正确。内在

西方社会的碎片，也是现代西方艺术的众神殿。作为它的对比物，贝宁艺术

的普遍性和身份政治的多元化要求在这件作品重的到了全部的满足。但是这

家的现代非洲村落的《清明上河图》，混乱如迷宫的木板钉的粗糙的棚屋，

是什么？这是一个神学的开始：“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木桩，随意摆放的旧家具，混杂着过时的现代消费品，类似于巫术法器的怪
异火鸡状造型……四处穿插的社会景观录像，没有一个是打在光洁的幕布上
的，录像落在军械库老厂房斑驳的砖墙上，木板上，纸屑堆上，加剧着这个
微缩景观景区的混乱性。支撑着这个地方经济的秘密也已经被揭发出来，是
一袋袋的可卡因。
这两个世界确实是现实地并存的，但是你的身体告诉你，你在前面那个
洁白的展厅是舒适的，在这里你其实是危险的，你要常提防从天花板上垂下
来的削尖的木桩。这两个并存的世界将对应于圣经中的那两种人呢？谁将是
神的选民呢？
往前走什么都有，有巴别塔，有最后的晚餐……最后，我们应该到达耶
路撒冷，但是我们到达的是同在中东的迪拜。我们看到石油经济浇灌出来的
沙漠中雄心勃勃的开发蓝图，我们没有听到今天的耶路撒冷的哭声。谁都知
道迪拜的宏构正在风雨飘摇，应该在策展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应该在开展前
依然来得及撤换，那么这部分放在整个军械库主题展的尽头，放在本该出现
千僖至福的位置，这是何用意？难道我把次序搞错了，这里呼唤的是复活？

往前走我们眼睛一亮，明晃晃的大厅，这是有了光之后的世界。皮斯

证据太多，足于证明主题展中的圣经叙事应该不是我的栽赃。我有点

皮列托昨天砸过的镜子的遗迹，四壁是镜子的宫殿----既是自我认知的知识

怀疑这种叙事模型甚至不只是策展人的潜意识，而是未曾宣之于口的用心安

的开端，也是阿拉伯版本的伊甸乐园，如同威尼斯历史建筑所携带的近东元

排。非洲人、中国人、拉美人、阿拉伯人，甚至连藏族人都有了。多元文化

素。皮斯皮列托的镜子有着雕花古典金外框，他做过的许多镜子作品并不常

的“世界们”不可谓不大全。但是甚至于藏族艺术家的曼陀罗般严整的细密

有古典的金框。神威凛凛的老汉出现，举起木槌敲碎镜框。貌似盘古开天

画中，出现的也是现代消费符号。

地，只有他有权力这么做，这是失乐园的故事。

散布在这些“世界们”之间的是不时出现的那些几何抽象构造，不断
地追溯俄罗斯构成主义和未来主义的传统，似乎在人们所造的诸多人的世界
中，有一个世界正在逼近神的构思。

各国家馆
因为我先到威尼斯，提前看了绿园城堡的大部分国家馆，开幕那天有朋
友发短信问我哪个国家馆值得去排队。我给的建议次序是：法国馆、比利时
馆、美国馆、挪威丹麦馆、匈牙利馆、波兰馆……
在第三展厅我们回到昏暗，这回是大洪水：一张大网拉张在半个展厅的

法国馆的Claude Lévêque的十字架装置充满了整个建筑。我们由十字架

上空，网上是支离的地城市景观，用纸板做成的建筑模型一般的几何造型。

的一端走进去，走在一个铁栅栏围成的十字通道之上。栅栏外的四壁贴满银

网城的下面，观众们正在疯抢亚历山德拉﹒米尔Aleksandra Mir的100万张

箔，除此之外大展厅空空如也。然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十字架的另

假冒的威尼斯明信片。每张明信片上面都有水：泉水、海滩、运河、阿尔卑

外三个端点。那是三个一样的黑房间，只有一面斜插的黑色旗帜，在巨

斯山的湖泊……正如每张上面各国的风景上都不容置疑地印着“威尼斯”的字

大的强力电风扇的吹动下猎猎飘扬。三个房间的重复未曾觉得单
调，反而强化了这件作品的简洁和力度。如此冷酷的控制力，让我
心生疑窦，误以为自己走进来的是德国馆。
相邻的英国馆的Steve Mcqueen的双屏电影拍摄了冬天里没有艺术
双年展期间的绿园城堡，只有荒草萋萋和野狗在晃荡。这是多年
来少见的将艺术体制反讽和艺术圈外的普遍的人类情绪完美结合
的作品。艺术界时常可以看到一类用艺术界内部的尴尬来插科打诨
的智者性作品，往往能够引发会心一笑，但也往往容易流于机智的
玩笑。这件作品同时完成了对于艺术制度化的质疑和对于更深层和
更个人的情感的挖掘，堪称这一类创作中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品之
一。
布鲁斯瑙曼不但是录像艺术的一代宗师，雕塑、霓虹灯作品也
都精彩，我研究过他，知道他还精研维特根斯坦哲学。美国馆拿出
这样的老牌大师，说起来是有点欺负人。这样一来看美国馆就是朝
圣和温习美术史了。相比之下，丹麦和挪威合并的展馆名为《收藏
家》的展览这次才是真正抢尽了风头，引发了排队看展的狂潮。北
欧式的宜家简洁风格室内，疏朗地摆放和悬挂着从北欧二十几位设
计师和艺术家手中征集来的作品，充斥着这个面积巨大的“家”的
每个角落。构造成一个虚拟的收藏家的家庭景观。现代艺术的精致
和无趣，使富足而无聊的收藏家通过购买行为进行自我表达的冲动
显得既合理又荒谬。这种荒谬感在室内展厅里一直绷紧，并因为那
些雇用来进行表演的白种美少年的慵懒的、带着同性恋气息的在场
而更形谨慎。终于在室外的游泳池中一具面朝下的浮尸中得到了戏

样。这是一场无可置疑的大洪水，从威尼斯的水连到世界各地的水。即将被
邮寄的明信片是另一种水。大洪水的恐怖气息因为观众的贪婪变得欢快。展
厅的另一角落，Carsten Holler在各种建筑的照片上用手绘加上去的螺旋形滑
梯则是另一股上窜下跳的洪水。
往前走的隔厅中，螺旋形在延续，一张厚实的毯子的两端螺旋形地绕在
柱子上，诺亚方舟出现了。它是这张毯子本身，但也毫不掩饰地出现在毯子
上织着的画面形象里。方舟在画面左下方，画面上方云中的当今世界领导人
胸像，是不是方舟上的那些人呢？

够了！整个军械库展厅暗含的圣经叙事逻辑到这里已经昭然若揭。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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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剧化的宣泄。这又是一件把体制反讽和人的生存状况巧妙结合的作品。
艺术界食物链顶端的年轻、形容姣好和富足的西方社会，被指认为一种暗含
着危机的存在。
波兰馆展出的Krzysztof Wodiczko以在大型建筑上投射巨大的图形作品

徐坦谈第53届威尼斯双年
展

著名，他这次展出的录像装置提供了一个拱廊下的磨砂玻璃门后人群的影影
绰绰的仿真场景，连天花板上都似乎有人正在拎着一桶水擦洗。趣味十足，
但是影像语言的使用算不上有大的突破。匈牙利馆关于监狱中的摄影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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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作品算是抓住了一个有深度的题材，但最后的人体测量学资料的出
现，尤其是出口处的一面观众可以照见自己的镜子，使之沦为了庸俗的人道
主义。这是比较让人印象深刻但略显不足的级别的国家馆。

徐坦：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参展艺术家。

总的看下来，我的印象是，质量较好的国家馆往往是做一个艺术家个展
的。做群展的国家馆失败的概率更高。在媒体上被炒得挺火的俄罗斯艺术家

我认为，“制造世界”着重在于“制造”或者说“建构”，相对于解构主义（后

Andrei Molodkin，靠着将人体熬炼成石油并用于雕塑中的极端行为名噪一

结构主义）来说，这个词强调了建构。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环境下，建构一种

时----从库利克装狗咬人开始，一些俄罗斯艺术家和一些中国艺术家一样有

新的文化关系。

一种好勇斗狠的传统。但是他的作品放在人数众多的俄罗斯馆中一样显得相
当恶俗。紧挨着中国馆同在绿园城堡的意大利馆，今年侵占了中国馆一大半

我要附带说明的是，去年，广州三年展有一个当时令人费解的主题，即

草坪，占尽地主之利后，也是因为做了一个人数太多的展览，整个展厅像个

“向后殖民主义说再见”，当时的议论是，“向殖民主义文化说再见”比较好理

三流艺博会。

解。现在我的理解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于今日全球文化

用个展来充当国家馆的策略，如果长期使用渐渐成为惯例，势必逐渐
解构威尼斯双年展用国家馆作为参展单元的传统策略中所暗含的意识形态设

的相互影响和带来的发展，再无力做出叙述，其对发展中地区文化现象的基
本看法，也成为了过去，需要新的视角。

定。民族国家和殖民史本来就是同一块银币的两面，用国家馆作为参展单
元，永远难于摆脱文化代言的功能，特别当国家馆是一个群展的时候更是如

那么，在所谓全球化时期，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

此。而个人很难承担起这样的文化代言任务。纵观威尼斯双年展近二十年的

之“三大后学”的两大基础，在艺术领域里遭到了质疑，至少意味着，在一部

历史，当代艺术上比较强势的国家，往往反而选择个人代表国家馆参展。这

分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后现代主义行将结束其历史使命。

一现象值得深思。事实上，这次德国馆的艺术家是英国人，甚至也不生活在
德国。

我看过三次威尼斯双年展，50、52届和今年，前面两次我都非常喜欢，
都能看到许多涉入社会的作品，50届包含了“乌托邦车站”，“紧急地带”等一

势力

些主题展，52届的主题展也包含了战争，民族，地域文化及冲突，死亡等等
内容，十分强烈。但我初看本次展览时，却感到十分费解。

回到我在笔记开头说讲到的“势力”，在这次双年展上表现得很明显。
挪威、丹麦等北欧的艺术家得到的扶持是有力的。丹麦艺术家Michael

我认为，这次展览恰恰提出了一个敏感问题，当代艺术究竟是什么？在

Elmgreen和挪威艺术家Ingar Dragset可以那么随心所欲、不按常理出牌地弄

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一半的艺术家都知道，当代艺术是有关社会生存的，比

成《收藏家》这样的展览，和策展人是他们老乡当然不无关系。来自法兰克

如在中国，也许有一半以上的当代艺术工作者都会认为，社会性、现实性、

福和柏林的艺术家也群体沾光，占据了主题展展厅所有最好的空间。我并不

或者社会批判性、挑衅性，是构成当代艺术的基本特征。这已经成为主流看

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一个策展人有他比较熟悉的艺术家，能够和一群艺术家

法，但是之外，是否还有艺术性，或者艺术是否需要创造性？没有人能够回

长期一起工作，伴随他们的成长自己成长，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总比天天

答这个问题。不仅不能，而且都有意漠视和回避回答这个问题。

打飞机飞来飞去，和任何艺术家都不深交，到处拿一叠资料就走的飞行策展
人靠谱吧。等到这个策展人有机会掌握权力，力推自己原来圈子里面的艺术
家也就是很必然的。他完全是真心觉得他们那圈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呀。

我认为，“制造世界”在避免了强烈涉入社会的外观下，涉及了一个富于
挑战性的问题。

德国的九十年代，曾经兴起过一股潮流，视觉上是相当抽象的形式，但
是功能上倾向于重新定义美术馆和画廊等展示空间的属性。把美术馆做成厨

这次主题展，我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作品。比如，美国艺术家Joan Jonas

房、把美术馆做成超市、把美术馆做成书店，做成教室、做成咖啡馆……之

的录像装置作品，谈到人类视觉的社会性活动，和视觉符号的的产生与变

类动作，强调空间的生产和实验。以柏林的两家画廊为主要推手，以德国艺

化，以及包括了绘画符号的叙述；德国艺术家Ullla von Brandenburg的作

术家和旅居德国的北欧艺术家为主要成员，一度风行一时。策展人伯恩鲍姆

品，用很简略的录像和装置语言，描述了在特殊的物理空间里，人的社会

正是他们的同路人。这股风潮在今天的柏林其实已经过去。这次的威尼斯双

行为中的一些行为和仪式化的情况；还有美国已故艺术家，Gordon Matta-

年展，其实是伯恩鲍姆为他的众多老哥们授勋的场所----这么说不等于这群艺

claek的影像装置，阿尔及利亚艺术家Philippe Parreno的录像，以及中国储

术家不好。绿园城堡原意大利馆今年改做主题馆的最主要的大堂里的法兰克

云的装置作品都十分有意思，

福艺术家Tomas Saraceno的结网作品，足于证明他们的质量。最终由德国
战友Tobias Rehberger捧回了金狮。
《Art Newspaper》上很阴险地做了一个统计，列出了所有同时在威尼

当然这次展览上也有一些对我来说显得无聊或者费解的作品，我相信任
何展览都有缺陷，但是对于有意于挑战一些问题的展览，我不想急于做出指
责。

斯双年展上和巴塞尔艺博会上展出的艺术家，威尼斯的参展艺术家属于巴塞
尔的哪个画廊……这里面有几家画廊的名字高频率出现，足于说明势力---或

国家馆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主要是比利时馆和芬兰馆。 比利时馆Jef

者说：影响力。幸好，影响力总是交织的，而且，最初的影响力，还是来自

Geys 的个展，展现艺术家在世界许多城市的街道边和墙角下发现许多不同

作品和理论。

种类的低矮植物，展示了一种我自己称之为“植物社会学”的景象；芬兰馆展
示的是题目为“消防与救援博物馆”的一个看起来就像展览的作品，以消防和
救援为主题，表达了人类社会、战争、灾难的社会状况。
美国馆是得奖的国家馆，对于广大西方观众，它是参观的主要目标之
一，但是对我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展览，过于陈旧，对于当今艺术的
联系性也比较弱，但却十分符合西方社会主流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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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补充说明两个事情，一是此次双年展的一些作品呈现了作品向其他学
科的延伸，我认为这体现了十分有意思的艺术倾向问题，比如包括上述比利
时馆和芬兰馆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件在主题展里的大型的装置作品，由喀麦
隆艺术家Pascale Marthine Tayou所作，被我同事称之为有过于“人类学”的倾

高士明谈第53届威尼斯双
年展

向，在当中确实可以看到人类学采样研究的影响。
第二个事情，我们在“制造世界”里已经不容易发现，以前经常能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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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家和非西方艺术家之间明显的、不同身份带来的“异域”特征，各自
的作品更多叙述的是各自生存中实质性发生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此次
展览中，却看不到比如以前中国艺术家集体参展，带来的某种“异国情调”的
情况，这是今日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结果，也因为许多艺术家出生，受教育，

今天看任何一个超级大展，大家都会觉得有些失望，这是一个时代的感
觉。

和工作所在地都不再局限，他们的地域身份已经都不能被简单地确认。比如
一个北非出生的艺术家可能住在巴黎。我们不能说这是否好，但这确实是一
个真实的情景。

因为所有的观众原本都或多或少有一份期待，期待着大展可以作为一个
“路标”，似乎它能够指出一个“新方向”。而一旦看不到这个“方向”，大家就会
感到失望。就威尼斯双年展而言，也的确不能期待它每次都成为“路标”。我

关键词学校在威尼斯是第三站。2005年，我在维他命的配合支持下开

们以前对威尼斯双年展是有一个情结的，实际上对威尼斯这个城市来说，双

始了“搜索关键词”的项目，主要是从采访开始，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方，

年展就是一个“文化节”的一部分。但威尼斯双年展其实是“双重身份”，但是国

包括印尼、美国、荷兰，采访了超过了100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和地

际身份似乎把它的地域身份给掩盖了，其实它既是国际的也是地域性的，它

方。在基于主要是中国的采访素材中，搜索出10000多普通关键词，之后选

跟我们是一样的，跟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是一样的。当然中国这边往往

出120个关键词，包括高频率、敏感、流行等三个种类，编辑了《关键词词

是从地域性的角度来搞国际性，他们那边似乎是国际性兼地域性。所以，我

典》，然后依据这个阶段性的结果，开始了“关键词学校”的项目。在广州，

觉得看清这一点非常必要，当然这是制度中的问题。

瑞典关键词学校的基础上，对获得的素材进行进一步研究，选出135个关键
词，分为15组，每组8－9个，使用为“威尼斯关键词学校”的教材，每天的课
程使用一组作为“每日关键词”。

这次的主题“制造世界”，是说艺术不仅仅是生产艺术“物”，不仅仅是一个
制造客体的行为，而且是一个制造世界的行为。这其实是一个古典的艺术理
想，也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现代主义理想。

“威尼斯关键词学校”一共进行了14次称为上课的活动，活动的来访者，
即参与课程的人来自世界各地，英、美、加、韩、中、德、意、瑞典，还有

到了双年展展场的第一个收获，是看到今年的这套视觉系统（VI）。我

爱沙尼亚、希腊，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他们通过网络报名，即e-flux和

认为这次VI做得不错，从各国旗里抽取出来的视觉元素，有五星、各种各样

关键词网站。实际来访者与报名者相比，数量要少很多。每天来访者多的

的色条、色块，然后把它做成了不同的系列。这几乎就是主题的一个部分，

时候有8－9人，一般的情况有4－5人，有两天仅1人，有一天甚至没有人来

一个视觉化的呈现。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Making Worlds（制造世界）”，

访。除了讨论“每日关键词”之外，来访者被邀请提供一些以自己母语为基础

其实“世界”是复数，中文翻译的时候，这个复数就没了。实际上，这个复数

的关键词。在关键词学校的现场，不时有人进入观看、拍照，但是对于大量

对展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要看它们这套VI就知道了。海报上也有意大利

的双年展的参观者来说，光顾“学校”的观众数量是很少的，一般的光顾者，

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中文、日语……其实“制造世界”还是制造一个

除少数表示极其有兴趣，他们主要来自双年展现场其他国家馆，非一般观

共享的世界，制造一个共同的世界。那么这个共同的世界通过什么达成？

众，比如加拿大馆，以色列馆，韩国馆的工作人员，其他都反应正常，即没

通过文化之间的不断翻译达成。当时我问主策划人丹尼尔是不是右派，他

有热情，看看而已，或表示费解。

说：其实也不是右派，不左不右。他不断地说到“翻译”，共享差异世界之类
的。他还说这个展览就是在Making worlds和Change the world之间，就是

作为作者，我感觉满意，因为讨论情况一般都是良好的，大部分参与者

在“制造（许多）世界”和“改变（这个）世界”之间。只有改变世界才能够制

都表示很有兴趣和有收获，我从谈论中有所收获，关键词学校的重要功能之

造世界，只有制造世界才能够改变世界。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届广州三年展

一，是收集下一步研究的素材，而这次在这一点上的收获不容置疑。

《读本3》在爱尔兰国家馆发布时，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著名策划人奥克维•恩威佐（Okwui Enwezor）也都到场。

我觉得满意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从来都认为，一件艺术作品，或者
一个艺术项目如果在出产地处境很边缘，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很热门，那么

就展览而言，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的现场行为，陈佩之的《为萨德而

证明这个作品有很大的问题。而我的创作，如果放在中国很边缘，拿到国际

萨德》，储云的《星群》我都觉得不错，藏族艺术家贡嘎•嘉措的《现代香巴

场域上看，比如威尼斯双年展上，变得火爆，将不是我想看到的情况，而在

拉》很感人。佛像光芒四射，而其中每一道光线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道信息，

威尼斯依然很边缘，这是我基本满意的情况。我认为只有放在更大的场域测

它里面有某种荒诞感，而这种荒诞感最后导致的竟然是一种和解，因生活本

试，才知道作品是否真正具有挑战性。观众，在中国的和在国际上的，价值

身的荒诞而和解。几届大展看下来，感觉到全世界其实都没有“方向”，全世

趋向基本是一致的，比如，今天，布鲁斯•诺曼，达米安•赫斯特在全球，包

界都在等待，都在摸索，都在等待着下一个高峰，这是一个基本的感觉。所

括中国，都被专业、准专业或非专业圈的观众普遍接收，所以，接收或者挑

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应该是整理、反思自我、重建历史脉络，对于中国来

战都将不再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真正挑战性的艺术工作，将是在艺术的意

说，整理自身的系统尤为重要和关键。

识和艺术基础、方法各方面都具有创造性要求的。
转自蜂巢网
转自蜂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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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巴塞尔血拼现场追踪

在首日VIP现场的竞买中，从拥挤的人群里，我们可以看见躲在墨镜
后面的布拉德.皮德(Brad Pitt)正拖着下巴站在作品前犹豫。美籍收藏家Eli
Broad和他的妻子Edythe正和洛杉矶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Paul Schimmel在
一起，滔滔不绝的谈论Broad刚刚承诺资助美术馆的三千万美元。另一边，
俄罗斯大亨Roman Abramovich在瑞士画商Bischofberger的摊位前来回了三
次，正在考虑购买一张价值七千四百万美元，长达11米，1979年的沃霍尔作
品《Big Retrospective Painting》，他同时也对其它沃霍尔的经典作品如梦
露和罐头感兴趣。
楼上展出的新作也卖得不错。伦敦画商Sadie Coles已经售出了一张画
家John Currin今年的新作《Grey Girl》，这张半裸女子画以四十五万美元
卖给了一位美国藏家。“大家昨天都很担心，但今天艺博会却成功了”Coles
说。“这大大的提升了每个人的信心。”。同样的在二楼，南非画廊Goodman
Gallery售出了画家Marlene Dumas一张1993年的作品，这张刚刚在MOMA
回顾展出现的画作以十万欧元成交。
“这是干净的市场”著名画商David Zwirner说，“行家们正在利用这场循环

被誉为“艺术世界中的奥林匹克”的第40届艺术巴塞尔将于2009年6月10
日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届时将有300家来自全球的顶级画廊和近2500位艺
术家参加。每年的6月中旬，只有16万人口的巴塞尔都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炙
热点，有的评论家说“当代艺术在德语系文化里并不见得比其他文化里更受尊

的市场”。画商们一致认为投机倒把已经消失，剩下来的是顽固的真正对手。
今年直至六月份的巴塞尔艺博会人们才感受到显著的艺术交易，经济危机制
止不了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而巴塞尔艺博会上的作品质量保障让买家们能
更安心的消费。

重，但每年的六月，人们就会承认当代艺术的确在这个使用德语的瑞士小城
里获得令人尊重的地位”。

编辑/乐乐
*内容来源于 The Art Newspaper/ Artinfo

今年是否经济复舒？如果没有那么大家刚受过经济威胁后怎么维持自己
的创作？和画廊的合作有什么新局面？画廊今年如何操作？
本次中国有5家本土画廊与4家在中国有分部的画廊参与到此次拼杀当
中，我们会密切关注战果，

巴塞尔：卖得很好！
[楼主] 嘿乐乐 2009-6-11 15:29:08

在一切未知中，第40届巴塞尔艺博会终于顺利地于几天前拉开了序幕，

影星布莱德.皮德正在Zwirner画廊摊位里察看Neo Rauch的作品。©
Katherine Hardy

巴塞尔艺博会现场©ArtBasel：

今年对艺术市场来说是莫大的挑战，没有人知道这场买卖会否成功，然而怀
着最大的信心，根据现场的活跃交易来看，巴塞尔凭借多年的口碑配合画廊
的全力以赴，拿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当然，今年是一场更残酷无情的实力竞争，买家会现实的着重选择更
有价值保障的藏品，安迪.沃霍尔、毕加索、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等大牌依然
稳坐泰山，这是因为各种收藏指南都在教导买家们关注已有稳定市场的艺术
家。画廊也经过精心挑选，拿出了最好的作品，让质量得到保障，致使整场
交易也叫人放心。

Mehdi Chouakri | Berlin

Tracy Williams | New York

“大家都买到了好东西”伦敦画商Helly Nahmad说道。“难道你会认输并说
我不会展出好的东西？当然不。”Nahmad这次展出的是一系列画家米罗的作
品，一张1968年的画以六百万美元卖给了一名瑞士私人收藏家。
“这让我出乎意料”纽约画廊Mitchell-Innes & Nash的老板David Nash说
道“很多人都说他们不来了。”。“比去年好。我们卖掉了最好的作品”David
的妻子说“买家在找他们知道的，有保障的东西。”在他们的摊位里，一张Cy
Twombly的灰色作品，1963年的《Venere Franchetti》以一百五十万美元卖
给了一名欧洲藏家。

Left: Tucci Russo Studio per l’Arte Contemporanea | Torre Pellice/Torino
Right: Elizabeth Dee |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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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Basel: 卖了什么？买了什
么？
Galleria Lia Rumma | Milano

Eslite Gallery | Taipei

[楼主] 嘿乐乐 2009-6-15 14:54:55

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本届巴塞尔艺博会的交易是非常乐观的，虽然没有
过去两年的热火朝天，但市场已经回到2006年以前的水平，相对稳定。展会
上我们会看到正在讨价还价的买家和放低价格的画商。经典作品和大师级别
的艺术家卷土重来，那些过去几年流水线大批量生产的作品多数无人问津，
非常肯定的是人们又重新关注什么是有价值的艺术收藏，而不是怎么炒作。

Bharti Kher, Hauser & Wirth Zürich | Zürich/London

毫无悬念，安迪.沃霍尔仍是最受市场欢迎的艺术家，这张创作于1979
年，长达11米的《大回顾》(Big Retrospective Painting)售价七千四百万美
Banks Violette, Team (gallery, inc.) | New York; Gladstone Gallery | New
York

元，成为本届售价最高的作品，由苏黎世画廊 Bischofberger代理。
巴塞尔画商Miklos von Bartha：“我觉得艺术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
了。”，这次他在艺博会里卖掉了10件作品，包括法国雕塑家Bernar Venet
于1982年的作品《不确定的线》(One Indeterminate Line), ,这件雕塑以
一百一十六万美元卖给了一名苏黎世的收藏家。也由于Bernar Venet的作品
参加了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所以他的作品价格在艺博会上提高了。

Left: David Shrigley, Galleri Nicolai Wallner | Copenhagen; Stephen
Friedman Gallery | London
Right: Daido Moriyama, Taka Ishii Gallery | Tokyo; Galleri Riis | Oslo

法国雕塑家Bernar Venet 坐在自己的雕塑旁边。
Left: Franz Erhard Walther, Galeria Vera Munro | Hamburg
Right: Elisabetta Benassi, Magazzino D’Arte Moderna | Roma

Left: Mai-Thu Perret, Timothy Taylor Gallery | London

极简主义大师 Donald Judd和贫穷艺术群体 (Arte Povera)在博览
会上得到很多关注。意大利贫穷艺术家Michelangelo Pistoletto
的作品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更是频频暴光，所以成为了多数买家
主要考虑的投资。
马德里画廊González gallery展出了Donald Judd在1967年至1976
年的经典作品《行进》(Progressions)。
L&M Arts画廊也同时推出了Donald Judd -1987年的雕塑《无
题》，一件包括十块铜板和玻璃树脂的作品，价钱在四百万美元以
下。

Right: Jesús Rafael Soto, Galerie Hans Mayer | Düssel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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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主义大师Donald Judd的作品
纽约画商Per Skarstedt“拥有好货的人便拥有掌握价格弹性的主动
权” ，这次他卖掉了一张Martin Kippenberger的画《我太政治》(I Am Too
Political)，售价在一百四十万美元，然而去年他却以一百五十万美元买进，
虽然损失但不算什么，因为其它的作品已填补了亏损。“所有我们在过去一年
半里买进的价格都太高了”，但他却不在意。

画商Iwan Wirth，去年在艺术杂志Art Review的“艺术权利100”里排名第五

比利时画商Rodolphe Janssen：“人们已经对经济危机感到厌倦。”他刚
刚把一件Wim Delvoye的小猪作品以十五万欧元卖给了一名欧洲藏家。

Martin Kippenberger的画《我太政治》(I Am Too Political)
画商Per Skarstedt售出了艺术家Mike Kelly在1990年的作品 《移情》
《Empathy Displacement》、黑白绘画和手制玩偶，2008年这些作品的
售价在四十五万美元，开始他的报价在二十七万五美元，最后经过协商以
二十二万五美元成交给纽约和柏林的画商Achim Moeller，售价降低了五万美
元。

艺术家Wim Delvoye的作品
奥地利画商Galerie Krinzinger以四万八千欧元的价格售出了Gavin Turk
的2009年新作，“我很早之前就可以把它卖了”Thomas Krinzinger道。

艺术家Mike Kelly，作品Empathy Displacement - Humanoid Morphology，
1990

苏黎世和伦敦画廊Iwan Wirth of Hauser & Wirth也调整了价格
“我们再没有2007-08年的价格了：这是一个不同的氛围，当年作
品仍在包装就已售空的景象已经过去了。
YBA艺术家Gavin Turk在工作室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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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画廊Ammann以一百万美元以下的价格售出了Barbara Kruger在

Alexander Calder在1929年创作的美国网球明星Helen Wills Moody铁丝雕

1987年的作品《无题 》(我买故我在)Untitled (IShop Therefore I Am)。画廊

塑.价值380万美元. 同时展出了Richard Tuttle的未命名的六部分雕塑, 该雕塑

老板George Frei说“这就像旧日：人来、人看、人买。”

由简单的木头, 纸和毛线材料做成, 价值40万美元。采购商反应对艺术家大量
手工创作的作品特别感兴趣, Marianne Boesky说:他们偏爱手工做成的作品,
而不是那些工业加工化的。
举例来说,Marianne Boesky展出的艺术品Torre de Málaga .2007,艺术无极
限单元楼，Yoshitomo Nara的创作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塔楼. 它用循环材料
制成, 包括了一个狭小的空间,是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室进行的缩小化复制..
Pascale Marthine Tayou于2000-07 的作品Le Verso Versa du Vice Recto, 在
同一展区展出, 是一个用电脑打印纸的循环材料做成的猛犸雕塑.该作品标价
22万欧元, 由Galleria Continua of San Gimignano and Beijing 画廊出售。
从每日生活中提炼粗微的材料进行创作, 这与贫苦艺术活动异曲同工, 这届艺
博览会中, 有超过25家画廊展出了贫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作品.米兰Galleria
Christian Stein画廊的 Gianfranco Benedetti 说:”贫困艺术是最需要思考的.因
此它的价格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可以依然坚挺.”

艺术家Barbara Kruger作品(我买故我在)Untitled (IShop Therefore I Am)。

该画廊还展出了Jannis Kounellis从1969到1970年创作的经典作品. 另外还有
Michelangelo Pistoletto, Giuseppe Uncini等人的作品. 另一个来自米兰的意
大利艺术画廊Galleria Tega, 展出了艺术家Lucio Fontana Concetto Spaziale

* 帖子部分图片仅供参考，并非现场交易作品。
内容来源于 The Art Newspaper 乐乐/编译

的三幅作品, 包括1960年代早期的两幅ATTESE画, 价格最高为155万欧元, 和
1959年的稀有作品 Piero Manzoni “Achrome”,价格为190万欧元。
历经考验

浮华不在，经典回归!-巴塞
尔艺博会

与往常一样, 艺博会的画廊对美国的现代艺术大鳄美国极少主义代表Donald
Judd寄予厚望, 今年的展出尤为精心组织,主题明确。
马德里的González画廊的整个展台都命名为”进化”, 包括了六副Donald Judd
从1967年到1976年创作的雕塑, 由阳极氧化铝, 镀锌铁和不锈钢为原料。

[楼主] 嘿乐乐 2009-6-15 11:58:11
*感谢李锋翻译，文章来源于 The Art Newspaper

L&M Arts 画廊展出了Donald Judd在1987年的一幅未命名雕塑, 用铜和树脂
玻璃为原料的十个组合体, 标价将近400万欧元. 该画廊总监Dominique Lévy

第四十届巴塞尔艺博会展出更多的简约型作品

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铜草垛, Donald Judd重写了雕塑语言”. 他说”今年的展

Bye bye to bling: out goes the glitter, in comes the classic

出比往年准备更充分.”
今年出现的众多精心策划的展台是为了迎合真正的艺术品鉴赏家的口味.那些
艺术投机者纷纷消失了. Gmurzynska gallery的Mathias Rastorfer说在他的画
廊中, CALDER的作品和主题相关的Alexander Rodchenko.作品一同并列展
出。
Nathalie Seroussi说Calder 将现代化很好的结合于当代艺术中, 她展出了
Calder 1961年未命名的可动雕塑, 漆成红, 白,黑三色。
深受喜爱的艺术家Andy Warhol 在今年又回来了. 31家画廊展出了他的作品.
包括苏黎士的Bischofberger画廊, 整个展台被他的一个长十一米的帆布画,在
1979年创作的”大回顾”占满. 标价7400万美元, 可能是本届最贵的艺术品, 也
可以看作该画廊的一次豪赌。

General Idea | Esther Schipper, Berlin; Galerie Mai 36, Zürich; Galerie d’Art
Contemporain Frédéric Giroux, Paris

毕加索的作品向来是艺博览会中最贵的艺术家, 今年展出了1965年画的群体
肖像, La Famille du Jardinier,由Richard Gray画廊展出, 价格650万美元. 该

最新一届的巴塞尔艺博会今天对VIP观众开放, 在展会里,我们看到用钻石和

作品为私人收藏,这是第一次公众展出。

金子作为艺术材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今年艺博会上多数被采访的交易商认为美国观众的数量会减少. 投机者和其
展会的第一层展厅一直以来都是以经典现代艺术品为主, 今年尤其如此. 比如

随从们都没出现. 这些没受到教育, 认为拿一部手机就可以做艺术咨询的人都

著名艺术家Donald Judd, Alexander Calder 和贫苦艺术运动的艺术家Lucio

消失了. Richard Gray画廊的Andrew Fabricant 说:”现在和旧时情况相似, 没

Fontana, Piero Manzoni , Michelangelo Pistoletto.同时,工业化昌盛时期涌现

有冲动购买, 也没有那些业余的家伙.”

的制作型艺术家如Damien Hirst and Takashi Murakami,则有所减少。
”艺术不只是昂贵的材料. “伦敦艺术商Maureen Paley说, 他展出了Wolfgang
“BLING BLING已经过时了.这种喜好夸张闪耀的艺术家正在走下坡

Tillmans 和 Seb Patane等人的作品. 闪闪发光的不总是金子,这真是千古名

路.” PaceWildenstein画廊的Arne Glimcher 说. Arne Glimcher展出了由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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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现场

海量-巴塞尔艺博会现场图！
[楼主] 嘿乐乐 2009-6-15 16: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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