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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特纳奖获提名艺术家名单公布
作者：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Luke Fowler

work by Elizabeth Price
英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奖项——特纳奖
在近日公布了 2012 年度获得特纳奖提名
的 4 位艺术家名单，他们分别是保罗·诺
布尔（Paul Noble，1963 年出生于诺森
伯兰郡）、伊丽莎白·普莱斯（Elizabeth
Price，1966 年出生于布拉德福德）、卢
克· 富 勒（Luke Fowler， 出 生 于 1978
年）以及斯巴达克·切特温德（Spartacus
Chetwynd，出生于 1973 年）。

保罗·诺布尔（Paul Noble）获提名的
展览为去年 11 月至 12 月间在高古轩画廊
举办的展览“Welcome to Nobson”，
这场展览主要展出了保罗·诺布尔（Paul
Noble）新创作的一系列素描及雕塑作品。
work by Paul Noble
他那些用石墨绘制而成的、错综复杂的图
纸描绘了由迷宫般的建筑与荒凉的地貌组成的 Nobson Newtown，细
节详尽。
伊丽莎白·普莱斯（Elizabeth Price）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极具魅力的
影像作品描绘了一个个后人类的世界，它们看起来像是在为博物馆里

work by Spartacus Chetwynd

的奇珍异品、设计精良的电器用具以及现代感十足的家俱做广告一样，
散发着一种冷冰冰的诱惑力。以伦敦为创作基地的伊丽莎白·普莱斯
（Elizabeth Price）在 80 年代后期时主要以雕塑创作为主，然后逐渐
发展成为探索了体系制度的历史与活力的各种项目。在过去的 4、5 年中，
她像是经历了某种再生一样，创作了一些让人感到不安的科幻类影像作
品。
卢克·富勒（Luke Fowler）的影像作品通常会回归到一些有争议的
主题上，曾不止一次地关注了反精神病学家 RD Laing。他对一些边
缘人物以及迷失的灵魂很感兴趣，例如作曲家 Cornelius Cardew，
Cornelius 对毛泽东主义的戏谑差点毁了他的名声。不过卢克·富勒
（Luke Fowler）的作品不仅仅是看起来像是艺术的传记片，无论他是
使用档案资料还是拍摄新的材料，他的作品总是氛围十足、让人悲伤，
有的时候甚至是令人感动。
斯巴达克斯·切特温德（Spartacus Chetwynd）的本命为拉莉·切特
温德（Lali Chetwynd），她在自己 33 岁生日时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名
字。她擅长以故意显得外行和即兴的表演对文化史上一些标志性的时刻
进行再加工。

Fulya Erdemci 担任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总策展
又一位女性策展人即将担
任国际重要双年展的策
展 重 任。 据 伊 斯 坦 布 尔
双年展基金会官网消息，
2013 年 的 双 年 展 将 由 常
驻阿姆斯特丹和伊斯坦布
尔的作家兼策展人弗尔
雅· 埃 尔 德 姆 齐（Fulya
Erdemci）来担当总策划。
埃尔德姆齐在 2011 年的大
活动是策划了第 54 届威尼
斯双年展的土耳其国家馆。
埃尔德姆齐自 2008 年至今一直担任着荷兰公共艺术机构 SKOR 的馆
长，她在 SKOR 策划的项目包括有：“你我之间的道德墙”（2010 年

与维特公司合作在鹿特丹实施的项目）、“演员、经济人、追随者”（包
含有系列国际研究、研讨会以及出版）、“对礼仪文化组织的深思”（第
一届发起于 2010 年，与安德鲁·菲利普斯以及马库斯·麦森联合策划）、
“社会住宅供给社会”（第二届，2011 年时于安德鲁 • 菲利普斯共同
策划）。
而埃尔德姆齐与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渊源其实更深，她是双年展最早
的那批总监之一，2003-2004 年担任伊斯坦布尔项目“ 4L” 的总监，
2002 年在圣保罗双年展上策划了伊斯坦布尔相关的部分，2007 年加入
了第二届莫斯科当代艺术双年展的策划团队。2002 年时，她发起了土
耳其第一个城市艺术空间的展览“伊斯坦布尔步行者”，2005 年时又
和 Emre Baykal 策划了第二届，2008 年时又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的
公共空间策划了其第 5 届的展览项目。此外，她还为很多的国际公共艺
术奖项以及展会担任国际艺术顾问和评审委员。

据悉，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将于 2013 年 9 月 14 日 -11 月 10 日

之间举办。

Kenny Schachter：我为什么离开高古轩？
作者：Kenny Schachter（陈颖编译）来源：artspy 艺术眼
译 者 注：Kenny
Schachter 是一位重要
的收藏家兼经销商。他
从 Greg Smith 近日写
给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辞职信中发
现了一些颇有讽刺意味
的东西，于是杜撰了以
下这封写给高古轩画
廊 的 辞 职 信。 信 中 大
部分内容照搬了 Greg
Smith 的辞职信，只是
将高盛集团改为了高古
轩画廊。
今天是我在高古轩画廊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在这里干了几乎 12 年了。
一开始，我是在洛杉矶做夏季实习生，然后去纽约工作了 10 年，最后
来到了伦敦。我相信我在高古轩工作的时间足以让我了解它文化的发展
轨迹、它的雇员和它的身份。我可以诚实地说，现在的环境是这么多年
以来最糟糕、最具破坏性的。
用最简单的话来阐述这个问题，收藏家得以持续获利是因为高古轩着眼
于赚钱的运营方式而被搁浅了。高古轩是世界上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
的画廊之一，它太过于整体了，这使得全球艺术市场无法以这种方式再
持续下去。现在的高古轩与我刚毕业时加入的那个高古轩已经截然不同
了，因此我不能再拍着胸脯说我认同它所代表的东西。
文化在高古轩的成功中一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样的话也
许会令持怀疑态度的大众感到惊讶。它以团队合作、诚实、谦卑的精神
以及以“为顾客服务”为中心，这样的文化是高古轩的“秘密武器”，
它也让我们的客户信任我们长达 33 年之久。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关于
赚钱的，只会赚钱不能使一间画廊维持这么久的时间；它还与整个组织
的骄傲和信念有关。但遗憾的说，这样的文化现在基本上已无迹可寻了，
我也不再拥有值得骄傲的事或者说信念。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过去的 10 多年来，我用那些让人身心俱疲
的面试方式招聘和指导我们的画廊女孩。2006 年时，我成功地完成了
纽约地区夏季实习生的销售培训项目，培训的对象则是从上百名申请者
中脱颖而出的 20 名大学生。而当我意识到我无法再直视这些女孩，告
诉她们这是一间多么优秀的画廊时，我就知道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当以后的历史书上写到高古轩时，它们也许会提及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没能成功地将画廊的文化保持到最后。我特别相信画廊道
德品行的流失是画廊长期生存下去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之一。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为全球最大的两间博物馆、美国最重要的五位收
藏家以及中东和亚洲地区最突出的三个统治家族做艺术顾问。这些客户
的总资产加起来超过了万亿美元。在为他们建议我认为什么是最适合他
们的时候，我总是倍感自豪，即使这会使画廊赚不到那么多的钱。但这
样的情况在高古轩已经越来越少见了，这是另一个我应该离开的信号。
怎么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那是由于高古轩改变了它对管理者的思考
方式。在过去，领导阶层是与各种理念、树立榜样和做正确的事挂钩的，
而现在，只要你为画廊赚到足够多的钱，你就可以被提升到一个颇有影
响力的职位。三个快速成为管理者的方式是什么？一，执行画廊的“削
减政策”，即说服客户购买那些我们试图尽快出手的、情况较稳定的作
品，因为它们的前景并不被人看好；二，“猎捕大象”，用通俗的话来
说就是让你手上的藏家（有的藏家富有经验，而有的藏家则相对生疏），
买下那些能够给画廊带来最大利益的作品（你可以说我太守旧了，但我
的确不喜欢卖给客户那些不适合他们的作品）；三，保证你能够售出一
些巨大的、流动性不强的装置和影像作品。而当我第一年做画廊负责人
时，我被教导说要知道赛扬·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画长什么样
子，要了解艺术史，要了解我们的客户并且知道什么作品能激发他们的
兴趣，要学习他们如何界定好的艺术品，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成功。
现在，许多负责人丝毫不顾忌高古轩的文化。我参加的销售会议没有一
分钟是关于如何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他们完全是在讨论如
何能从客户身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尤其是那些俄罗斯客户。就算你是来
自火星，只要参加其中一场这样的会议，你也会相信收藏家的成功或进
步几乎不在他们思考的范围之内。
当这些人冷酷无情地谈论到如何让他们的客户“乖乖就范”时，我感到
非常地恶心。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听到至少有 5 个负责人将他们自己的
客户称为“提线木偶”。什么谦卑、诚实，完全消失殆尽了。而拉里 •
高古轩对“如果客户不再信任你，他们就会停止和你做生意，无论你有
多么聪明”这个基本事实的了解之少着实让我感到震惊。
我希望我的离开能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让画廊主们再次将他们关注的
焦点放在收藏家身上。没有客户的话你什么钱都赚不到，你甚至不会继
续存在下去。淘汰掉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无论他们为画廊做出了多大贡
献。重新将文化的方向摆正，然后人们才会愿意在这里工作。那些只关
心如何赚钱的人不能长久地经营一间画廊，或是获得客户的信任。

奥奎 • 恩维佐谈艺术对政治变革的诊断
作者：Alexander Forbes 编译：申舶良 来源：艺讯中国
“交点 6（Meeting Points 6）”是国际艺术家们就中东和北非发生的
群众抗争浪潮进行的一系列讨论、行为表演和影片放映活动，于今年 1
月在柏林落下帷幕。此前，该项目在阿曼、贝鲁特和布鲁塞尔巡回进

行，由慕尼黑美术馆（Haus der Kunst）馆长、第 11 届卡塞尔文献展
（Documenta 11）艺术总监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策划。
本月末，由波兰艺术家亚特·祖米弗斯基（Artur Zmijewski）担任策

展人的第 7 届柏林双年展即将开幕，也将“激进的政治实践和街头抵抗”
作为关注的主题。对艺术而言，这该视作“风云际会”，还是对艺术“自
治性”的考验？ ARTINFO 德国站在这种氛围中对奥奎进行了专访，当
时他刚刚就“诊断性艺术”（diagnostic art）、圣战和抗争的持久性
进行过讨论。
ARTINFO：你是如何介入到“交点 6”之中，又是怎样想到要与“阿
拉伯之春”发生关联的？
奥奎：大约 3 年前，一个名为“青年阿拉伯剧场基金”（Young Arab
Theater Fund）的组织请我考虑负责“交点 6”的组织工作。我对这
一邀请进行了慎重的考虑，项目的发生环境非常吸引我，因为在一个如
此复杂与广阔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图景中工作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思虑再三后，我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再适当宽限些时间。当时打算在
2010 年进行，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又弄
一个双年展出来，他们答应了。
ARTINFO：昨晚，你谈到艺术应是诊断性的（diagnostic）而不是预
后性的（prognostic），我颇觉有趣，但不清楚该如何界定这种“诊
断性艺术”？
奥奎：我试图提出这种“诊断性”的职能，因为在整个 20 世纪，我们
都生活在一种变革引发的狂喜症中。由于这种狂喜症，我们向未来、向
乌托邦的元素投入的过多，而对后果缺乏适当的思考。你或许记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力挺苏联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必须甘愿与斯大林的
种种行为达成妥协。这意味着，如果当时有一种适当的诊断方法，那些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便可以在苏联政权的极权本性与他们自身将马克思
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观念的理智效忠之间划出一定的距离。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不该对艺术抱任何希望。并不是说我们希望去规定一套艺术在公共
领域中运行的方法，而是将“阿拉伯之春”诸事作为思考当下的一些新
方式，在艺术中，这只有通过“诊断性”的方法才可能实现，而不是通
过狂喜症的预后。
ARTINFO：所以，这更多是指向一些东西，开放诸多可能性？
奥奎：完全正确，而不是简单地跳进虚空，就是这样。
ARTINFO：非常有趣的是，特别是最近，很多国际艺术展览都公然地
搞起了政治。前几天，柏林双年展的策展人说他对艺术参与政治比对艺
术本身更感兴趣，如是云云。你却要求艺术保持自治（autonomous），
不要成为激进主义（activism）本身，而要保持一种更偏“诊断性”的
职能？
奥奎：在实践方法论层面，我完全不反对激进主义。然而，激进主义不
是在任何环境中都行得通的唯一策略。就中东和北非的情况而言，我感
到有趣而又有说服力的，是从以激进分子为基础的（activist-based）
实践到我认为是以公民为基础的（civic-based）实践之间发生的微妙
而难以觉察的转变。艺术家从没说过他们的作品是以公民为基础的，但
他们提出一种新的视角对我很有启发，我希望能在自己的策展研究中将
其延续，提出一种思考形式，而不是将占领华尔街与“能改变世界的艺
术”掺和在一起，就此来说是这样。我将“政治范畴”（the realm of
politics）和“政治性范畴”（the realm of the political）区分开来：
前者是表达与行动的主体化，后者却是一些组织结构，人们可以通过它
来行动。所以，我谈到的政治性是对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称作“政
治作为真理过程”（politics as truth procedure）范畴的发展。艺术
无疑是对话性和辩证性的，处于“政治作为真理过程”的进程内部，所
以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获得一种更复杂的政治与艺术观，简而言之是“政
治生产”（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s）。

ARTINFO：你还谈到圣战（Jihad）是你策划展览受到的重要影响之一。
西方通常将圣战看做一种伊斯兰教极端行为，你却更倾向从道德对立的
角度处理这一问题？
奥奎：我从将圣战的组织结构作为一种精神抗争的形式开始。暴力的可
能性作为这种精神抗争的一部分，并未被排除在外。这取决与其部署
的方式。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圣战作为一种抗争的哲学维度，抗争在这种
意义上的本质。而不是它的漫画版——我们已屡见不鲜：伊斯兰教政治
力量、原教旨主义者或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抗争。在“Locus
Agonistes”，即抗争定位方面我想谈的，是这种抗争是更具哲学性的，
从 civitas 的组织结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组织结构和公民德
行（civility）的组织结构来看，是为意义深远的东西而进行的抗争。
拉丁文 civitas 可视作对共同体、公民身份、集体和公民德行的一种认
识的组织结构，以交流的模式为依据。在此，一些交涉图式是必须的，
它们本质上是抗争的所在，但在圣战的语境中，这种抗争是与暴力无关
的，或者说，至少与当下我们和圣战相联系的那种天启式的、虚无主义
的暴力无关。
ARTINFO：所以，这反映出艺术中的转变，从着眼于某种特定的政治
关联，到着眼于更偏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立场？
奥奎：是的，完全正确。
ARTINFO：你怎样选择艺术家来实现你的意图，将景观（spectacle）
与观者（spectator）之间的空间缩至最小？我知道今天会有莫娜·哈
透姆（Mona Hatoum）的行为表演，但那是 80 年代的作品了吧？
奥奎：对，是 80 年代的。“交点”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形式。在
阿曼，只是为期一天的行为表演，然后实施装置，现在仍在进行。那是
一件漫长的声音装置作品，将持续一年。在贝鲁特是展览，有工作坊和
一系列的展览，还有行为表演。在布鲁塞尔则将两者分开进行。而在
这儿，在柏林，我们以许多方式回应着一种暂时性的密度（temporal
thickness），一种聚合（convergence）的时刻，以及这种聚合的消
散（dissipation）。因此我们设置了 3 个平台（stage）的结构，公众
可以在其中移动。那是些隐喻意义上的平台，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平台。
但每个平台仍体现项目的一个核心方面：在“行为 / 表演平台”，我们
有各种单人表演和独白，是完全非戏剧性的，所以没有对观众空间与表
演空间的限定。其次是“讨论平台”，我们在其中评价、思考和反省“阿
拉伯之春”在“公民生产”（the production of the civic）方面的意
义。此外还有“视觉平台”，是伟大的叙利亚电影人奥马尔·阿米尔拉
雷（Omar Amiralay）的回顾展。这些空间如此便构成一个星群，模
糊了彼此间的界限。它们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触及问题，但同样也打开别
的孔径，使你能从中看到项目如何进行。
ARTINFO：这同样为展览带来某种紧迫感。有趣的是，这正好在“阿
拉伯之春”开始一周年时进行，我想许多人对此都开始淡忘了，而这又
唤回某种紧迫感。
奥奎：我们并不是按照这个策划的。在 1 月，我们一看日历就震惊了。
这些巧合说明这个项目的时效性，与仍在展开之中的历史事件发生着关
联。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展览确实是在这种巨大的、全球化的不安定感
中开幕，我们已目睹大事件的发生，正波及希腊雅典。谁曾想到会如此！
这些事件的发生带来一种紧迫感。矛盾的是，我们同时又是这一切的受
益者，无论其价值如何，它将这项目中的话语置于与当下发生之事如此
迫近的分析距离，这棒极了。

保持距离之紧迫——一封侯瀚如写给小汉斯的信
来源：ARTiT 专栏“策展人在行动——小汉斯 + 侯瀚如的通信系列”
（进行中）
关于这些事件的各种解读与令人困惑的报道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递增
和扩散。这一信息革命，从一方面帮助动员草根组织促进社会改革甚至
政治革命，正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并向既有政权施加更多压力，如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另一方面，这些事件终究还是会被娱乐媒体所吸收
和“消化”。天花乱坠般的新闻图片中潜伏着一如既往的政治窥淫癖的
风险，而这些信息图片的分布与发散持续的周期更长、与事件和公众的
介入亦更深入。
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矛盾对立。更有甚者，观者对事实与道德的感知
同样被感染。这是在最为短兵相接的权利游戏战场。大多数人都在这片
战场上，包括“艺术人士”在内，其中很大一部分常将“政治艺术”（art
of politics）与“艺术政治”（political art）搞混淆，将直播的逻辑
全盘接纳，拥抱篡夺了给定现实或各种现实的“现时”快消图片。

亲爱的 HUO（小汉斯名字首字母拼合缩写），
感谢你的上封来信。很抱歉这么久才给你回信。
拖了这么久的原因说来奇怪。最近发生了许许多多有意思的事件与令人
兴奋的话题，都值得反思。我倾向于在风止浪息之后，于嘈杂褪去的平
静时来回顾。这并非代表我有智慧，可能只是对将来时代的必要态度。
至少，待庐山露出全部面目是必要的；而时间往往是保持这一反省空间
之紧迫性的前提。
上一年过得风风火火，我们可以轻易得知——或被迫得知——全球正在
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或戏剧：电视上日本 3.11 地震与核泄漏事故（同期
在新西兰、中国、缅甸及其他地方发生的地震被相应忽略了）和北非与
中东的暴动同时报道；街头武装冲突的累起伴随着血泪横飞。这一切还
在继续，指向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紧接着，多米尼克·斯特劳斯 •
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纽约的
丑闻粉碎了法国左翼党本将迎来的总统选举，这一事件对时局有着决定
性的影响。（你我都在巴黎定居，我们的情感甚至道德都会与法国政治
波动相牵系）。与此同时，龙卷风席卷了阿拉巴马州，而中国的热点议
题除了互联网审查监管之外，还有三峡大坝对气候的潜在巨大危害，大
陆中部百年难遇的干旱与长江流域的洪水泛滥只是端倪初露。所有这些
骇人听闻演至媒体报道时的戏剧性亦无以复加。
然而在我们小小的艺术世界中亦是疾风骤雨（hurricanes，这个你如
此珍视的词！）。中国艺术家艾未未 4 月 3 日于北京被捕，其后不久
沙迦双年展（Sharjah Biennial）总监 Jack Persekian 因其颇具争议
性的工作而被猝然免职，更为悲剧的事发生在 1 月 28 日，埃及艺术家
Ahmed Basiony 在 Tahrir 广场的暴乱中被击毙，这一暴乱直接导致
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
去为这些悲剧事件做点什么是紧迫的，全世界的人们正在动员起来。
不过，更为紧迫的应该是理解这些事件真相的需要——结合其各自的
复杂性与独特性——从社会、地缘政治及历史的视角来加以分析。“直
播”电视上那些煽情的画面背后存在许多失真与误解，却被观众囫囵
吞下，将这些画面认作是原本事实的如实叙述。然而幸运的是，在
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网络平台中自媒体们的竞相报道为
观者提供了更广阔而多元的视角，从而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被公然审
查的主流媒体对面形成了另一个事实场。

人们更倾向于信任为快消文化度身定制的图片、或象征、或时而来自异
政者的图片，而非试图接近那需要付出智力思考的复杂的现实，尤其是
在必须保持思考与批评之距离的前提下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通常，人
们只是消费真实事件的某个特定象征或标志（以及骇人的现场），伴随
着对必要的情感或感知的特定否认，来缓和目睹这类悲惨图景后所产生
的无可避免的负罪感。与此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象征性或已足够，
从而预防了直面或分享真实情境的景况。这种消费可以抚慰消费者对这
些正遭受悲惨的他人之道德焦虑与怜悯之心，同时真的相信他们自己也
的确参与并分担了他人的不幸命运。最终，消费者可以通过表达其非参
与性的怜悯之情而感到一种道德的优越感。
这就导致了多元之复杂性——在多元地缘政治与历史情境中的不同复
杂性与真实需要——的弱化与简化。于是艺术，尤其是“艺术政治”
（political art）， 而 非 政 治 手 腕、 游 戏 中 的“ 政 治 艺 术”（art of
politics），被削减为上述简化“现实”的代表从而迎合消费者对首先
来自大众媒体逻辑的他者形象的想象与投射。换句话说，一件由非西
方世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通常会先以其表面文章（tokenism）的程度
来被评判并“欣赏”。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将“奇怪”和“费解的他者”
转变为消费的对象，在“支持”他者的同时，主导力量，即西方的既
成势力获得了在与他者面对面时再次确认其自身优越地位的机会。这
用 Okwui Enwezor 的话来说就是“自由的反射”（liberal reflex）。
这 种 情 形 令 我 们 不 得 不 仔 细 重 温 伊 曼 纽 尔· 沃 勒 斯 坦（Immanuel
Wallerstein）针对西方执着于由 18-19 世纪普世主义（Universalism）
推行的人权说所撰写的批评，可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反射”，这一
藏 在 诸 如 无 国 界 医 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与 绿 色 和 平
（Greenpeace）等组织背后的强烈意识形态性状态或直觉从不质疑西
方人权说的内部矛盾、价值及其贯穿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历史之中的
征收手段。最终，它揭露了某种由全球化殖民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产生
的对民主与人权的仿制品。
艺术界现如今对拯救与支持“异政者”的热情恰恰反映了上述极端化的
典型态度。原则上说，在没有合法手令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要限制其言
论表达与非暴力行动而逮捕一名艺术家的行为，无论从道德上或者法律
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也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情况的复杂性有更深
入的了解与认识，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理解它，从而使我们针对侵犯人权
的抗议包含有一个真正的临界点。也恰恰在那儿，一些关键问题才会被
提出。
当代全球化对新自由主义 - 资本主义者而言主要是作为一种可以尽其

所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形式。这种过程包含了对他人生活与资源的剥削
、对环境的破坏、政治系统的腐败甚至战争。最终，新自由主义 - 资本
主义者的行径同其诡称的推广开放、自由与民主的社会责任截然相反。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 - 资本主义的扩张以自由竞争的名义导致了社会
团结与平等的逐渐解构。更糟糕的是，它通过鼓励（通常是非道德的）
自我利益与利益追求而为腐败开辟道路。当今类似阿拉伯政权的“专制
独裁”从很大程度上同样符合上述全球化模式，并充分利用该模式的特
点来保存并发展他们的权力，无论是以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名义，抑或反
对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借口，他们采取非法与暴力手段来控制与压
制自己的人民，这何其讽刺。假守卫人权与自由之托词，西方经常把对
政治异见者的支持作为与独裁政权商议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时的谈判
筹码。然而当草根力量真的反抗专制政权、且其经济与政治的范式霸权
显现，当权者的可持续性丧失时，西方往往会毫不迟疑地伸手给予其真
枪实弹的帮助。这么一来，起义军终将与国家武装力量发生正面冲突…
正如现在的利比亚和叙利亚！
有趣的是，“全球艺术界”（Global Art World）恰恰是全球资本主义
的跨国网络中典型的一部分（请参考 Manuel Castell），并由后杜尚
派（Post-Duchampian paradigm）的形式与后冷战 / 后殖民自由主
义的政治 - 意识形态立场所主导。艺术市场作为全世界最缺乏规范治
理的市场即是明证。此外，全球艺术界也发展了一种“自由的反射”或
直觉来直面他者；“自由市场 + 民主”已被系统化地降解为直接选举，
而非对社会公正、自由与平等或民生的深入思考，但全球艺术界的“直
面”并不去质问建立其上的固有且矛盾的全球“良心”，反倒直接或间
接地拥抱所谓“文明的冲突”。
这也解释了这种政治情调的本质，我们在全球艺术舞台上所看到全球化
时代的特征和这个时代的审美化。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作品的兴趣也往往
令人感叹政治论争的第一位性和其易于消解的表达方式引导了这种痴
迷（比如“玩世现实主义”在 90 年代时被贴上中国前卫艺术运动的标
签）。很明显，这是一种政治论争的形式和窥淫癖，这只能是默默加强
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的优越性。讽刺的是，这些做表面文章的“艺术
家”却被推崇为在统一“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
义利益的进程中所涌现出来的反抗力量，他们本身实际上也就是这种状
况或者授权系统之下的产品或者奸商。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浪潮中，这一
类艺术家实际上属于经济解放进程中获益最大的新精英，这也证明了以
上说法。

不幸的是，这是一种对于外部期望和压力的准被动反应。全球艺术界的
很大一部分和中国艺术界，特别是选择迎合主流媒体、机构和市场需求

而创作作品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是主流媒体、机构、市场在寻求“装
点门面”，都是一些表面主义而非本质。大部分的成果往往是肤浅地
“代表了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斗争”，往往内容空洞无物、没有深度、耸
人听闻和极具表演性，更不用说独立、完整和真实的重要性了。他们只
是表面上而不是概念上、思想上、政治上、道义上。通常这一类消费性
的符号，或者说装点门面的符号，取代了真正的个性和奇异性迎合了市
场的需求。这是一种迎合了普通大众的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趋势。英国作
家 Tim Parks 近日指出，在全球文学界，为了吸引批评和媒体的注意力，
一个人要把自己变为“人们的天才”，就是说，要成为自己国家的代表，
要专注于写一些“国家课题”而不是一些很个人化的故事，或者是跨国、
跨文化的奇闻。结果，为了赢得被“理解”和被认可，一个人不得不放
弃大部分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终究，任何需要文化的真知和个人的背
景的创作都被放弃了。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似是而非的位置：我们按照“既定的艺术
系统”操作，但我们也很有必要保持自己的道德感、独立性和完整性。
要应对这种矛盾的状况，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真正的紧迫感不是屈服于这
种装点门面的行为和事件，这些只能引发一些煽情的创作和真实情感的
幻影。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对现实的复杂性、动态性、永久的变化性进行
严格的审查，进行更为深刻而全面的反思，从而针对今天动态的全球化
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没有比这更为迫切了，淡化政治争论或者其他的一些被消费的情调，建
立起一种对于现实批判性的认知、理解、评价的战略方式，从多种角度、
开放地去理解“真相”。这应该提供了去思考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的基础，而不是“政治的艺术”（或者权力游戏艺术）。真正的政治艺
术是为社会和人类理想的政治工程提供愿景。很多学者包括 Jacques
Rancière 也曾讨论过 le politique（人类社会的存在在于使所有人都能
享有公正）
和 la politique
（社会体系的物化在于维持权力关系和其运作）
的区别，这点很有必要记住。处理这两者间的复杂关系可能冒着会短路
的风险，人很容易陷入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纠缠中，而不去探索参与政治
的真正的现实意义。了解到这点，就可以明白现在艺术界最为重要的创
新工作其实正被这些消费主义的逻辑和政治情调的遗留物或者其他种
种的消费主义所抑制了。
我 们 是 时 候 重 新 考 虑 布 莱 希 特 关 于“ 创 造 疏 远 影 响”creating
Verfremdungseffekt (distancing effect)，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了，这
一概念提供了就社会问题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关键的道德伦理的立场，
与公众以一种真诚的、互动的方式进行分享，迈向一个维持和共享着多
样性、复杂性、相互尊敬和团结的公众参与的真正民主的空间。

安娜 • 特谢拉 • 平托评第七届柏林双年展
编译：奶粉

“忘记恐惧！”可能是《虎胆龙威》下一集的标题。 实际上 , 它是
2012 年柏林双年展的标题。 与“好警察变成了流氓” 这个成语的相似
之处并非偶然， 由 Zmijewski 策展的第七届柏林双年展，有一个实际
的矛盾 : 它代表的是左翼的立场 , 却通过右翼的方式和“治安员”的修

辞学来实现。
在策展人声明里，Zmijewski 表达了一连串与艺术的不足，其立场的弱
点有关的投诉，充满醒悟 , 忏悔的语气。“我一直在艺术圈工作 , 多年

来它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命与激情本身。 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
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但在几年前，我不再需要这种‘需要’。 我喜
欢参观画廊，获得预期的快感。 今天，在这样的情景，我感到疲倦 , 濒
临抑郁。 这是我对艺术主张一再失望的结果。”从他的陈述里 , 人们几
乎可以看到克林特 • 伊斯特伍德，在独白后，扔掉了他毕生追求的荣
誉徽章。 如果这个比喻你仍然不理解，你可以重新阅读他的策展声明，
把单词“混鸡 * 蛋”添加到每一句的最后：“我们的兴趣在于寻找答案，
而不是问问题，混鸡 * 蛋！”
牛仔警察式的 Zmijewski 的态度是“他们”和“我们”: 通常情况下，
他们是“腐朽”的，我们是“严厉”的；他们是“脏”的，我们是“纯”
的。项目由捷克艺术家马丁 ZET“从德国，它创建”
（德国获得摆脱它），
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证。 ZET 建议收集和处理的一个臭名昭
著的种族主义的书的副本，创造了轰动，在 2010，蒂洛萨拉兹德国废
除本身（德国摒弃了本身）。 而萨拉兹德国呼吁消除穆斯林移民，中兴，
完全反映他的战术，德国呼吁消除萨拉兹的书。 由于“拆除和处置书”
的内涵在德国的疲倦（即燃烧书），该项目聚集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如未来主义者一样，双年展对批评和敌对反应非常欢迎，视之为艺术生
命力的证据。
艺术对 Zmijewski 来说 , 似乎只有“应用社会艺术”一种。显然，唯一
的出路是抹去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区别（观众是无可救药的被动）。手
段是 : 集会，抗议，游行或仪式。
如果真正的艺术是艺术的直接行动，为什么是“激进”的艺术家整齐区
别于“艺术家”的艺术家？ 为什么分配两年期太阳内部的“讲话”和“噪
音”的逻辑显然与权力以外的两年期的逻辑相吻合？
相比展厅一楼的 “占据运动”, 柏林双年展理想的“应用社会艺术”是
仪式或协议 :
《柏林出生》(Joanna Rajkowska, Born in Berlin, 2012)、《国王耶
稣基督》(Miroslav Patecki, Christ the King, 2012)、《柏林 - 比克瑙》

(Lukasz Surowiec, Berlin-Birkenau, 2012)。今天，仪式是一套程式
化的行动，一种象征性的结构，消除人类的的拮抗剂历史（政治史）的
冲突，与时间性完全不同（暂时性的生活，死亡，和自然循环）的模式
定义。仪式空洞的政治优势构成一个人的身份，不再是一个犹太人，德
国，也不是巴勒斯坦，所有的仪式是一个绥靖政策，并不足以充分表达
马尔萨斯感的紧迫感在目前的政治诉求。种植一棵树，以纪念战争受害
者的行为。种树该是第一夫人做的事情。
展览在适当的地方离开一切：语音和噪声，电源和抗议，残酷和媚俗。
观众成为“匿名收件人”（Zmijewski），徒劳地答案寻找，但这个困
惑无法与政治衔接，如果有的话，这纯粹是迫使既定秩序称为“警察”。
难怪节目收集正面新闻和讨论，来掩盖话语的缺乏。
然而，最令人费解的事情还在后头。记得电影《约翰·马尔科维奇》吗，
通过一扇门 , 约翰·马尔科维奇本人滑动到约翰·马尔科维奇身体里，
他可以看到的是《约翰·马尔科维奇》整部电影就是马尔科维奇 ! 主展
厅 3 楼的装置作品《打破新闻》(Breaking the News), 由多部纪录片和
激进分子的视频组成 , 其形式诡异地与 Zmijewski2009 年的作品《民主》
(Democracies) 惊人相似。准确地说，这是 Zmijewski 通过他人之手，
重做了他的作品。作为策展人的身份，Zmijewski 就像电影里的马尔科
维奇一样，无处不在。为了增加整体的神秘感，因此有了位于圣伊丽莎
白教堂的项目《绘图员会议》(“Draftsmen’s Congress”， 发起人
为 Pawe Althamer). 该作品与 Zmijewski2007 年的《他们》(“Them”)
又一次不可思议地相似。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策展人 Zmijewski 策
划了作为艺术家的 Zmijewski 的视频作品《贝雷》(“Berek”)：影片里，
一群裸体男女在毒气室里进行捉人游戏。在《柏林 - 比克瑙》的旁边，
是展览的闭幕声明：Zmijewski. Zmijewski? Zmijewski ！
本文作者安娜·特谢拉 . 平托 (Ana Teixeira Pinto), 是一位来自葡萄牙
里斯本的作家，目前居住在柏林。她正在柏林洪堡大学就读博士学位 ,
同时授课。她同时也是艺术杂志《Von-hundert》和《Mousse》的撰稿人 .

焦点与界限：艺术家惠特尼·林恩专访
作者：Bean Gilsdorf（陈颖编译）

当我看到惠特尼·林恩（Whitney Lynn）充满了军事掩体的雕塑时，
我就很想跟她谈一谈。幸运的是，她近日正在准备即将在旧金山史蒂
文·沃尔夫艺术空间（Steven Wolf Fine Arts）开幕的个展，于是我
前往该画廊对这位艺术家进行了专访。

理那些关于如何为自己捕捉到猎物、剥下松鼠的皮、吃下老鼠等类似情
况的图像。当我后来开始做完善工作的时候，我又想到了“控制”，并
且开始思考诱捕系统。我不太清楚我当时到底想要做什么，后来突然意
识到了——哦，这就是一个计划。

Bean Gilsdorf：这一系列新作是如何开始的？

Bean Gilsdorf：你是否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后启示录？有没有观众认
为你的作品就是那样的？

Whitney Lynn：它开始于 2009 年的 Southern Exposure（译者注：
位于旧金山的一间艺术机构），当时那里举办了一场名为“Bellwether”
的展览，要求艺术家对未来进行预测或是想象。我将未来看作了一种自
己动手、持续性运动与生存第一主义重叠在一起的样子。然后我开始整

Whitney Lynn：也许有一点吧，因为里面有一些“生存至上”的东西。
我认为我的许多作品都带有某种灾难性的东西，但我觉得那很有意思。

Bean Gilsdorf：你创作兴趣的一般趋势是什么？

Bean Gilsdorf：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Whitney Lynn：早期那些涉及到军事元素的作品是非常自传性的，可
以说是我在指导我个人的历史。然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我开始思考这些
政治或军事的交点如何才能真正地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到一起。这样
的思考改变了我的关注焦点，我开始去查看那些凌乱的焦点或是边界线
都存在于什么地方。在“Bellwether”这场展览中，我想的是关于陷
阱的隐喻及其与雕塑的关系。

Whitney Lynn：一个正在秘密进行之中的项目，它可能是以街头行为
表演的形式出现。我认为那的确是一个充满了交点与边界线的地方。
我一直都对“Bush Man in Fisherman’s Wharf”（译者注：World
Famous Bushman 是一个流浪汉，他从 1980 年起就开始在旧金山的
渔人码头吓唬路人）很感兴趣，因此最近我为他拍摄了一个短片。我确
定将会出现一种状态将我带回到之前的“陷阱项目”之中。

Bean Gilsdorf：脱离了自传性作品的创作有没有让你觉得是被释放
了？

Bean Gilsdorf：我能看到你的作品中涉及到的边界或者说是界限。它
们有的更加实在和明显，比如说雕塑那样的，而有的则比较微妙，仅仅
是存在这样一种感觉。但总的来说它在整个作品中创造出了一条思路。

Whitney Lynn：其实这方方面面都是被关联到一起的。对我来说，要
摆脱某些个人思路是不可能的。它是从一种不同的自传性延伸而来的。
这些陷阱被放置在了存在另一种问题的可能性的环境中，而这里的另一
种问题指的是：什么是捕食？什么又是诱饵和诱惑？这些作品有一部分
是关于徒劳无益的行为的——这些陷阱根本诱捕不到任何东西。而这就
是我从中看到了某种幽默感的地方。它与我之前的某些作品形成了联
系——我创造了一个撤退的场地，但它不会使任何东西幸存下来。它是
为一个人准备的，并且还带有食品供应，但这些食物都是酸豆，所以它
相当于一种空洞的准备。而这里的武器永远不会真正地伤害到你，这真
的非常可悲。这一切都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当你不知道最终的灾难是
什么时，你要如何为它做准备？

Whitney Lynn：让这一思路贯穿整个作品、同时保证其能够自由地表
现出自己这样的感觉非常令人激动。可以出现这些联系，但它们不一定
非要被计算出来。我在过去的数年中似乎一直都在创作与军事及政治文
化的交点相关的作品。这就像是我已经写下了一份艺术家声明，而现在
我不想再去写一遍，我能做出一些与之符合的作品更好。要界定出我自
己实际上也是有压力的，但是我有点厌倦了创作 15 个不同类型的陷阱，
那并不是我思考的全部内容。我正在逐一排除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因为
我陷入到了“我的作品需要简洁明了”这一理念之中。

马塞尔 • 杜尚奖公布 2012 年度提名艺术家
来源：ARTINFO 作者 : 格里戈里·皮卡
最佳展览。在 2012 年的日程表中，名为“记忆空间”（Les Espace
de Mémoire）的新展将于 7 月至 9 月登陆杜塞尔多夫美术馆，而六
位获得或提名马塞尔·杜尚奖的艺术家奖参与其中：2005 年的提名者
Kader Attia、2011 年获奖者米尔西亚·坎托、2010 年获奖者西普里安·加
亚尔、2002 年获奖者 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2002 年提名者，
并代表法国参加去年威尼斯双年展的 Anri Sala、以及 2007 年获奖者
Tatiana Trouvé。
2012 年马塞尔·杜尚奖的提名艺术家包括三位艺术家与一对艺术家组
合，他们也同样将出现在今年晚些时候的 FIAC：

ADIAF（法国国际当代艺术传播委员联合会）公布了本年度入围马塞
尔·杜尚奖的四位艺术家候选人名单，这一与蓬皮杜中心合作的奖项每
年奖励一位法国、或是居住在法国的当代艺术家。包括托马斯·赫赛豪
恩（Thomas Hirschhorn）、克劳德·克洛斯基（Claude Closky）
以及最近的西普里安·加亚尔（Cyprien Gaillard）与米尔西亚·坎托
（Mircea Cantor）都曾被授予这一荣誉。
有许多藏家与画廊主参加了这场特意举办的提名聚会，ADIAF 主席吉
尔·费许（Gilles Fuchs）首先致辞、回顾了过去的一年。2011 年，
约 15 万观众参观了西普里安·加亚尔（Cyprien Gaillard）在蓬皮杜
中心的作品展，而米尔西亚·坎托则紧随其后获得去年的马塞尔·杜尚
奖，后者在蓬皮杜中心令人期待的个展也将在不久后亮相。
同时，吉尔·费许再次重申了“让世界了解法国艺术”这一 ADIAF 的
重大使命。2011 年在法国文化中心的帮助下，ADIAF 顶住艰难的经济
境况、还是将“法国之窗”（French Window）展览带至东京森美术
馆，并吸引了 35 万参观者。而在首尔，ADIAF 在韩国国家当代艺术美
术馆的展览（15 万人参观）则被韩国《艺术与文化》杂志评选为年度

瓦莱丽·法弗尔（Valérie Favre，生于 1959 年）辗转于巴黎与其肩负
教职的柏林之间工作，生活。她创作了一系列弥漫着紧张气氛、却传递
着不明确信息的绘画，描绘出各种仿佛生活于某种决定性、甚至是预言
式经验中的神秘人物。而她的雕塑作品，介于齐整的现成品与粗制滥造
的瓷器之间，延伸出对于一种既讨喜又令人不安的造型的反思。
丹 尼 尔· 杜 瓦 与 格 雷 戈 里· 吉 凯 尔（Daniel Dewar & Grégory
Gicquel，分别生于 1976 年、1975 年）从东京宫的法国青年艺术家群
展“王朝”（Dynasty）中脱颖而出，可谓是法国当代艺术新生代的生
力军。他们在创作中一直努力将伟大的艺术纳入流行影像语言、纳入
DIY 的实践中来重新构建。他们展示于枫丹白露花园中的大理石汽车，
或是兰斯 Pommery 香槟酒窖里那闪着光泽的黏土犀牛，都令人记忆
犹新。
贝特朗·拉马什（Bertrand Lamarche，生于 1966 年）所呈现的是一
件气质混杂的作品，兼具模型、纪实摄影与声音实验的特点。艺术家
还曾为南锡市构想过一项雾中建筑计划、以及在一卷塑料管中模仿龙卷
风。最近，他还重新利用了布里昂·基辛（Brion Gysin）的梦机器（Dream
Machine）来将凯特·布希（Kate Bush）的声音混音为一种极简的、
强迫性的风格。弗朗克·斯库尔蒂（Franck Scurti，生于 1965 年）为

这份提名名单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实践风格。作为一位造型艺术家、录像
艺术家与摄影师，他广泛采用所有媒介创作，由此改变日常物件、广告
或是消费产品产生的图像的性质，并将它们置于出乎意料的叙事、历史

与文化中，以其独有的方式将这些“业已社会化的元素”再利用来分析
我们吸纳它们的方式。

玛丽娜 • 阿布拉莫维奇的美术馆细节公布
作者：Jillian Steinhauer（陈颖编译）

近 150 人在今天早上聚集在了纽约 MoMA PS1 中，他们是来听取玛丽
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为她致力于呈现行为表演艺
术的新美术馆量身打造的计划的。随着人群在充满了整个空间的红色软
垫凳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之后，他们便开始注视、并且试图将脑袋探
进前方散发着白光的建筑模型中（该模型在中央位置留了一个洞以便
人们能够查看内部）。十来分钟之后，MoMA 与 PS1 的策展人 Klaus
Biesenbach 向人们介绍了这位行为艺术界里的名人。“要不是冲着玛
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Klaus Biesenbach 说，
“我估计到场的可能只会有 10 人左右。”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接过了话筒，她大声地
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用极快的语速谈起了她的创作风格以及观点
等，“在我看来，人们在死去之后是不会留下任何物质上的东西的，
但是一个想法却可以持续很久。”然后她解释说这个想法的具体化便是
Marina Abramovic Institut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erformance
Art——集美术馆、档案馆、学校、剧院为一体的一个机构，这些东西
听起来都非常的物质化。该机构将会囊括各种类型的表演艺术，其中包
括戏剧、舞蹈、行为表演、音乐与影像艺术，当然了，它的重点将会放
在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艺术实践上：例如
那些持续时间较长的艺术品，能够在任何地方维持 6 小时到 365 天的各
种项目等等。“在我近 40 年的艺术生涯中，我已经意识到了只有能够
长期持续的作品才拥有改变观众和表演者的可能性，”她说，“我们的
生活越来越繁忙，因此我们的艺术也应该越来越持久。”
不过，这个机构也不是仅为行为表演艺术家准备的，玛丽娜·阿布拉莫
维奇（Marina Abramovic）希望能够教会观众如何去观看和欣赏带有
延续性的作品。他们可以在 Abramovic Method 中进行学习，这会通
过将旁观者转变成表演者来模糊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界限。在到达该机
构之后，观众都将换上白色的实验服，检查自己携带的物品并且签下一
份协议——“承诺你将会在这场展览中呆上两个半小时”，然后他们会
穿过不同的房间、感受到不同的体验，最后还会获得一份“完结””证

书。这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为在米兰 PAC
举办的展览准备的版本。
建筑师 Shohei Shigematsu 随后向人们解释了这间美术馆的设计。
首先，美术馆的场地选在了纽约哈德逊一个由老旧的社区剧院改造而
成的网球场中。而建筑师们在建造计划中用到了三条基本准则，第一
条便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空间都应该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因而为
Abramovic Method 准备的房间将会呈环形布置在主表演空间中，这
样一来，无论观众处于美术馆中的哪个位置，都能直接看到中央的空
间。人们不难发现这种能够持续观察的能力与被观察的状态有些让人毛
骨悚然，但这在理论上能够近一步推进表演者、观众以及正在接受训练
的观众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我将这间美术馆构思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
室，”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说。
前艺术经销商 Serge Le Borgne 将会负责美术馆的运营（他同时也是
MoMA PS1 的职员之一），他对当前艺术界沉迷于金钱之中的这种状
态发表了简单的看法，并且叙述了自己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合作由来。“我只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就想明白了玛丽
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这个美术馆不仅仅是经营
一间画廊那么简单。”
这件美术馆的花费粗略估计下来应该在 1500 万美元左右，玛丽娜·阿
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则暗示称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是靠
自己筹得的。除了庞大的成本以外，这样那样的质疑也会让她倍感麻
烦。不过，她毕竟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
这个名字承载了太多的重量和意义，也许这就是这个名字会被包含在
美术馆的名字中的原因吧，尽管第一眼看上去它似乎有些虚弱傲慢。
“我觉得我已经变成了一种品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就好像可口可乐或是牛仔裤一样。当你听到玛丽娜·阿
Abramovic）说，
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这个名字时，你就会知道它一定是
与行为艺术有关的，并且还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行为艺术。”

莫瑞吉奥 • 卡特兰的神秘新画廊
作者：Jerry Saltz（陈颖编译）
在达明安·赫斯特的点画展在世界各地的高古轩画廊拉开帷幕的同一
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吉利的预兆。老实说我没有勇气走进高古轩那充
满了“斑点”的展厅，然后我在那个街区的尽头发现了某个新鲜的东

西：Anna Kustera 画廊的双扇玻璃门上贴着两张不透光胶纸的便签，
上面分别用手写着“家族企业”（Family Business）。我打手势拦下
了 Kustera，然后她笑着告诉我说：
“噢，这是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瑟曼（Pawel Althamer）雇用波兰非法移民在每个星期六时用棒球棒
击碎玻璃的作品。

Cattelan）的新画廊。”这话让我倍感激动——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
它证明了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就是个大骗子。
回到去年，差不多在他古根海姆的回顾展“All”开幕之前，莫瑞吉
奥· 卡 特 兰（Maurizio Cattelan） 就 宣 布 他 将 会 停 止 艺 术 品 的 创
作。 追 溯 到 更 早 之 前 —— 正 是 切 尔 西 区 画 廊 数 量 激 增 的 2002 年，
当大部分画廊都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时，莫瑞吉奥·卡特兰
（Maurizio Cattelan）与策展人 Massimiliano Gioni 及艺术家阿里
（Ali Subotnick）创办了一间名为 Wrong 的极其狭小的画廊——这
是纽约最小的画廊，占地大概只有 3 平方英尺。到 2005 年为止，这个
三人组合推出了许多难以置信的好或是令人挠头困惑的作品：例如亚
当· 麦 克 尤 恩（Adam McEwan） 写 着“Fuck Off We're Closed”
的标识牌，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的展览“Napoleon
for Valentine's Day” 中 大 型 的 玻 璃 肖 像 画， 保 罗· 麦 卡 锡（Paul
McCarthy）装饰有粪便的巨大雕塑“Santa Butt Plug”，以及帕维尔·阿

阿里（Ali Subotnick）目前是洛杉矶汉莫博物馆的一位策展人，而莫瑞
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与 Massimiliano Gioni 再一次忙
起了之前曾做过的事。 Family Business 就是新的 Wrong 画廊。任
何作品都不是用来出售的，而整个地方也被定位为了非营利空间。当
我准备停下来顺便参观它时，Kustera 为我打开了未上锁的门。我步
测整个空间大概有 9 x 14 英尺，我看着（我猜想中的）该画廊推出的
第一场展览：被贴在了未经加工的石膏灰胶纸夹板上的一美分。也许
这就是这间画廊的第一笔收入？无论怎样，我已经看到了一份相当不
正式的新闻稿，在其中，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与
Massimiliano Gioni 将这间画廊描述为“Wrong 画廊的大哥…一间会
客厅…一种共享时光的方式…一个向实验性与不友好的展览模式开放
的非营利空间…客人（guest）+ 主人（host）= 幽灵（ghost）”。
无论它最后将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已经决定将由艺术家玛丽莲·明特
（Marilyn Minter）组织的一场名为“The Virgin Show”的展览做开
幕展。而玛丽莲·明特（Marilyn Minter）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所
有的参展艺术家之前都没有举办过展览（他们也许还保持着处子身），
而展览将由碰巧是一个处女的玛丽莲·明特（Marilyn Minter）策划。”
但当我看到那份有可能会参展的艺术家名单时，我意识到了其中包括了
许多“重生式的处女”（当然我很高兴明特与卡特兰是一样的大骗子。
现在，说谎似乎也变成了一种有创造力的力量）。
很高兴看到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将会回归到某种
商业、捣乱或是其它的什么情况之中。他的实践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情，在其中，他参与了展览、出版、收藏以及艺术品的创作。他的老把
戏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样精彩过，即使是旁边的高古轩车来人往。在
那天晚上，当 1% 中的一个占据了支配地位，黑暗艺术四处涌动时，我
突然想到了我们剩下的人全都陷入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企业中。

纽约画家朱迪思 • 哈德森对麦卡 • 罗滕伯格的采访
编译：奶粉

Mika Rottenberg, 录像装置艺术家 , 创作了一些迷你工厂，农场和其
他场景 , 各种异常肥胖、高挑、健硕、长发、长指甲的女人在里面生产
各式各样产品。这些女人在生活中靠自己的异常表演 ( 作为一种产品 )
谋生 , 在 Rottenberg 的影片里扮演着产品生产者的角色。为了生产他
们的产品 , 女主角们需要做各种动作 : 踩踏板、挤压、哭泣、流汗、按
摩、翻土、推 , 挖洞、变形、横跨大洲 , 当然还要比炼金术多一点的东西。
每个细节被做到了极致 , 而且被故意颠倒了。你闻到花香就出汗，你听
到呼吸的声音、指甲拍打声、汗水蒸发声、牛奶滴到盒子的声音，你会
感受到清风 , 肉块被挤压 , 各种约束爆发。

(JH 为采访者 Judith Hudson, MR 为受访者 Mika Rottenberg.)
JH : 对我而言 , 想象力是最为私密 , 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东西。它是你的
作品吸引我的原因。我感觉 , 你利用恋物癖等无意识的认同感诱惑了观
众。
MR: 对的 , 所有那些物件都会拍打着每个人的潜意识记忆。我们的内心
或多或少都是相似的。我必须通过更深层地拍打人们的内心深处 , 才能
吸引他们。而且 , 这不单是视觉的 , 也是力量爆发式的。目的在于让无

形的感觉变得清晰。整个事情某程度上说 , 注定是失败的 , 因为你无法
让情感、感觉、记忆、气味等抽象概念变得清晰可辨。
JH : 你的灵感是怎么萌芽的呢 ? 感觉像无限编织一样 , 这让我想起作家
James Joyce 的意识流手法。你肯定对事物有很深刻的感受吧，但我
感觉到你工作时 , 你必须得完全控制你的情感 , 那样才能很好地处理各
种混乱状况。
MR: 编织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我的工作是从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开始的 :
它可以是声音 , 气味 , 或者一种质感等等。
JH : 就那么简单 ?
MR: 对的。比如说 , 你对某些东西过敏时你鼻子会痒 , 然后我会设定一
个可以放进更多细节的情景。我的创作都是从很不起眼的感觉开始的。
然后 , 我就会思索怎样可以让这些不起眼的事物 , 变得永远不会被忽略。
通过这个框架 , 抽象的感觉可以变得有形和具有物质性。比如做瑜伽时 ,
你让自己处于一个特定框架中的同时 , 你自身得以解放。不然 , 你只会
迷失。
JH : 尝试搭建一个框架时 , 不管是工厂还是农场 , 你需要的不单是一个
念头吧 ?
MR: 某些时侯我会想 , 我必须勇敢地去着手搭建点什么。我知道自己很
可能变得焦虑 , 因为我会忘记为什么我要建这么巨型的框架 , 而我甚至
不清楚要用来做什么。另一种情况是 , 我和某个天才恋爱上了，常常是
某个我在网络上遇到的人 , 比如《面团》(Dough) 里面的 Raqui。我是
看了她的网站 largeincharge.com 后邀请她合作的。作品的框架就是
为她的庞大身躯量身定做的。
JH : 在开始之后 , 你会引入更多的元素吗 ?

介绍 : 在《玛丽的樱桃》里 , 一个仪式性的樱桃突然出现。女人踩着踏
板给电灯供电 , 以便玛丽的大红手指甲可以持续生长。大红手指甲之后
会被剪下 , 从地板上的一个洞掉下给下一层的 Barbara。Barbara 给指
甲按摩并压平后 , 会掉下给大胸的 Rock Rose, 她就会把他们做成酒浸
樱桃 , 也就是玛丽的樱桃。
MR: 我看到一个故事 : 一个女人发现自己的血型非常罕见 , 于是她辞掉
工作 , 开始卖血。她的身体自身生长的东西 , 她却拿去卖掉。根据这故
事我画成草图 : 传输带 , 手指甲和酒浸樱桃。在《玛丽的樱桃》里面 ,
我解释了酒浸樱桃 ( 一种真实的产品 ), 是怎样制作的。我希望制作一种
以重力为动力的系统 , 因此做出了一个垂直的结构。
介绍 : 在《热带的清风》中 , Heather Foster, 实际生活中的冠军健身
员 , 开着改装卡车（它同时是汗水打包的商店）。她眉毛那流出的汗水
一直流到脸颊。Felicia Ballos, 舞者 , 在卡车后面一台临时装置上不停
地蹬着踏板。她用脚趾捡起纸巾 , 用她嚼过的口香糖把纸巾粘到自行车
供能的活动洗衣绳上。
纸巾传送到 Heather 处 , 她拿来擦掉脸上的汗水后 ,
再把湿的纸巾回传给 Felicia, 同样借助那口香糖和洗衣绳 , 包装待售。
他们每个人散发着 20 世纪 50 年代电视里的快乐气氛。
JH: 《热带清风》的核心和要点是什么呢 ?
MR: 出汗的行为 , 还有水平的动作。我希望做类似钟表的作品 : 一个人
工作 , 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才能出汗 , 这就可以测量你流了多少汗。这就
是目标。我决定搭建一个微型工厂 , 因为它是水平结构的。同时我让产
品不断传递 , 这样就可以保持新鲜。
我其中一个灵感来自于卡尔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里劳动与价值
的描述。我被吸引是因为马克思把人类生产物件的过程 , 描述为物品与
外在世界的关系 , 非常诗意。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 : 人类与自然之间
的过程。

MR: 相反 , 我会减少元素。最初 , 我都会是疯狂的而无法实现的想法。
之后 , 我就会换成小团队合作的方式 : 比如 , 我和 Katrin Altekamp，
Quentin Conybeare 在场景工程的合作、与 Mahyad Tousi 在影片拍
摄的合作。

JH: 你在哪里找到 Heather 的 ?

JH : 那是因为你希望对正在发生的各种体验保持一种开放态度吗 ?

JH: 所以你售卖的是“职业”汗水咯 ?

MR: 当它刚发生时 , 重要的不是要去过滤 , 而是把文字和形状记录在纸
上。它结束的时候和它开始的时候肯定不可能一样。重要的是要开始 ,
把自己推向一个被挤压 , 被收缩的境地。

MR: 她的汗水是有价值的产品 : “热带清风柠檬味湿纸巾”。

JH: 你的作品充满矛盾。挤压感觉很性感 , 而且你又让它很官能性地呈
现。同时它也是压迫式的。这是双重性的存在。
MR: 欲望是多重性的 , 从被解放到被压迫 , 只是那能量不是随时都受到
控制。或者那是一个控制与释放之间不断协调的过程。

MR: Heather Foster 是在网络上遇到的 , 她是职业健身教练 , 平时的工
作是私人健身训练员和理疗师。

介绍 : 在《面团》里 , 巨型的女人 Raqui ( 花粉持续被吹进她的鼻子里 )
泪流不停。泪水流下 , 爱抚般流过她的身体。滴进地上的孔里后 , 滴到
一块热烫的瓷砖然后蒸发。持续的泪水蒸发 , 让面团不断膨胀。然后 ,
由皮包骨的 6 尺 9 寸高的 Tall Kat 拉长揉捏 , 通过不同的孔输送到不同
房间里。这样 , 一个测量劳动力的单位就完成了。

JH : 看起来 , 从拘禁中释放是你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你所有的表演
者 , 都具有难以忽视的身体特征 , 你都让他们置于具有压迫性的建筑结
构内，你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吗 ?

MR: 我喜欢面团是因为它没有固定颜色 , 没有固定形状。我希望用一种
可以是任何形状的材料。那块面团 , 我把它当作一大块肉一样 , 把玩了
几个小时。我的邻居们可以透过窗子看见整个过程 , 他们肯定以为我发
疯了。我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系统 : 每块面团有一个价值 , 这样每一团都
有一个测量单位。我是受到卡路里的单位启发的。

MR: 我尝试搭建一个允许我建立自由 , 同时具备逻辑性的情景 , 就像发
明一种新的逻辑。目标非常固定。我清楚知道 , 我想要舌头抖动、架子
移动、莴苣被削皮等等。它是线性的 , 但又具备发生意外或天命的空间。

JH: 在你的作品里 , 钟表、单位、价值、时间表和卡路里这些概念 , 你
却是通过体型巨大的、肉欲的、哭泣的和出汗的女性来展现的 , 我的确
为你的才能所折服。你是从哪里找到 Raqui 的呢 ?

JH: 我想更多地了解你作品中的舌头和莴苣 , 我们按创作时间谈谈你
最近的作品吧 : 《玛丽的樱桃》( Mary’s Cherries , 2004), 《热带清
风》( Tropical Breeze , 2004), 《面团》( Dough , 2005-06), 《芝士》(
Cheese , 2008), 和《挤压》( Squeeze , 2010)。

MR: Raqui 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她有自己的网站 queenraqui.com,
同时也是超大体型者社区网站 largeincharge.com 的创始人。
JH: 这个女人的肉团的确和面团很像 , 甚至看起来像发酵过的。这个作

品的空间比你其他几件更加精细。

我对对白的使用非常精确 .( 大笑 )

MR: 我把之前两个作品的结构挪用到这个作品里了 , 还设计成一个加号
的形状。在我看来 , 整个结构变成了一个小孩想象中的身体内部运作的
样子 , 一个结合了输入和输出的神秘系统。

JH: 我们聊一下你作品中的政治题材吧。工业流水线通常暗示资本主义
的压迫和非人性化 , 但是你视频里的主角太特别了 , 个性鲜明 : 300 磅的
可爱肉团被挤压 , 8 英尺长的头发挤出奶做成芝士 , 脸颊炼金术般地摇
晃出火花变得脸红 , 女人的泪水让面团发酵 , 手指甲做成樱桃等等……
那些女人感觉更像魔术师而不是奴工。你解放了他们。至少里面有双重
性。

JH: 就像电视广告或小学科学课本里 , 吃药后 , 药片到达身体不同器官
里的整个过程。你说过 , 整个场景的搭建都是为演员们的身体量身定做
的。
MR: 一开始我只做了平常的场景结构 , 后来为了配合演员又重新搭建
了。我做的不是让他们适合我的结构 , 而是努力让结构适合他们。搭建
场景之前 , 我就先和 Raqui 见过面，所以当我着手搭建时 , 我已经或多
或少知道我要怎样拍。因此它不应该是带有压迫感的 , 因为我是依据演
员来建立整个系统的。
介绍 : 在《芝士》里 , 几个女人从他们及地长的头发里挤出牛奶来做芝士。
Rottenberg 根据一个 19 世纪 80 年代的真实故事 ( 苏瑟兰姐妹 ) 改编 ,
内容大致是长发姐妹给秃顶男人做头发汤。芝士是在一个 Rottenberg
搭建的田园小农场里制作的。
JH: 为了《芝士》的放映 , 你特意在惠特尼博物馆搭建了一个小型谷仓。
观众需要经过一个类似牛食槽的建筑 , 才能去到临时谷仓观看影片。
MR: 那个建筑是我作品的真正起点。我尝试把装置做成越来越小型的 ,
越具有建筑感的。当你进入装置内部观看影片时 , 某种程度上 , 你会意
识到看片的空间和自己身体所处的空间。通过建筑结构 , 我希望能唤醒
人们对其背后所付出的汗水的思考。关于录像本身 , 我当时去了佛罗里
达 , 从一个宠物动物园园主那里租了一块地。开始我也不清楚要怎样做，
之后我在半公顷地的范围内搭了圆形围栏。正是在那个圆形里 , 我开始
认真思考到底想做什么的。首先 , 我从声音或一种感官开始。同时 , 我
种了些东西作为日后雕塑的一部分。搭建用的绝大部分木材都是从锯木
厂里回收的 .
JH: 再一次 , 《芝士》里的长发女人也是在生产产品 .
MR: 我对人类自身的限制和潜能很感兴趣 , 在这里的是头发和人体的
“主体 - 物体”关系。这其实是人体的副产品 , 一种多余的东西。我更
感兴趣的是身体生长和制造的东西里 , 有什么可以商品化。在更深的心
理层面来说 , 头发可以看作是联系人体和外部世界 , 并帮助你变得更客
观的事物。牛奶也是身体的一部分 , 而且可以转化为物体 , 比如芝士。
JH: 我非常喜欢牛奶滴进罐子里的声音，你所有的作品里都有各种奇怪
声音。
MR: 那些都是我听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声音。我很惧怕过于超现实和
虚幻。声音对观众有强烈的操控效果。就像电影语言里 , 你可以轻易引
起观众的注意。在《玛丽的樱桃》里 , 有很多时候是没有对话的。因为
他们只说 3 个词。在《面团》里仅有的词是“我看见了”和“你好”。

MR: 流水线更像一个隐喻或者出发点。我寻找非物质劳力并把它们转
化为部件和有价值的商品。现实很悲哀 , 模糊不清。他们白天的工作把
自己身体和天赋出租 , 但看起来都干劲十足。他们都有自己的网站 , 都
有自我见解 , 100% 拥有自己的身体。我对人们以各种方式出售自己的
身体很感兴趣。你真的拥有你自身吗 ? 一个个体可以变成商品 , 这就是
我想指出的我们的生存现实。
比个体更为强大的体系永远都是存在的。此外 , 现有经济已经不是以出
售物理物品为中心了 , 而是想法或想法里的东西。产品已经是非物质化
的。
JH: 听起来像艺术。
MR: 对的 , 所以最后那个作品里的立方体 , 你是永远不能看到其全貌的。
JH: 头发 , 指甲 , 脸红 , 我觉得都是和女性的权力和奥秘有关。你是这
样看的吗 ?
MR: 女性的奥秘有可能 , 但不一定是女性的权利。一般我的作品只是跟
人有关 , 跟你的“主观位置”有关。可能因为我是女性 , 所有我的主角
通常是女性。
JH: 所以他们都跟女权宣言无关 ?
MR: 我不肯定 , 有可能我的作品跟 2010 年女权宣言会是怎样有关。当然 ,
我希望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观察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我是女权主义者 ,
而且我深信仍存在不公 , 这些就是我考虑的问题。我有点幽闭恐惧症般
的感觉 , 就是我被我的身体和性别所禁锢。可能还是有摆脱压迫从而获
得解放的方法 , 只是你要能够观察它 , 把它作为一个物体来看。
JH: 那看起来就像是那些极其异常的身体和这些身体生产出来的产品的
盛典。但是当你想到橡胶是通过从树上挤出来的 , 手指甲是敬拜的物体
时……
MR: 常常有人说我的作品有多荒唐可笑 , 其实跟现实比 , 那一点都不算
什么。
采访者 Judith Hudson 是一位画家 , 现在生活，工作于纽约。MoMA
PS1、the New Museum、Drawing Center 都曾展出过她的作品。她
曾就读于伯克利加州分校 , 安定加州艺术学院。

未来的节日——理论介入创作的一种尝试
文 : 杜可柯
除了香格纳画廊的展库和艺术家工作室以外 , 桃浦艺术园区还集中了两
个由本地艺术家组织的重要活动 :“未来的节日”和“桃浦大楼”。前
者是由艺术家丁力、金锋、石青、杨振中、徐震、周啸虎等发起 , 与上
海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陆兴华合作的定期讨论会；后者是覆盖视觉艺
术、戏剧、电影等多个领域的文化项目。两条线索平行展开 , 从结构上

似乎完美地对应了“理论”和“实践”。
但如果它只是一个艺术家和理论家联手搞晕观众后各自该干什么还干
什么的“学术旅游”项目 , 我们不会对它产生太大兴趣。但桃浦的活动
进行了一年多 , 俨然已经变成一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 , 不得不说左派

“未来的节日”讨论会现场

“桃浦大楼”展览时楼的外立面和楼内的走
道上都贴满了标语

学者陆兴华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让陆兴华全面进入中国艺术圈视野的事件颇为戏剧化。一切都要追溯到
去年秋天微博上的那场牵涉众多 ID 的混战。起因是陆兴华批判网络“小
资”为替大众受难的“良心代表”叫好是在做人文关怀秀 , 这个过程中
也拉进来几个艺术家。由于他动辄开骂的大字报文风 , 导致许多人情绪
反弹过度 , 加上圈内各种连带关系 , 若干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和艺
术爱好者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 , 争吵最终像滚雪球似地滚成了一次混
乱的口水战。而“理论车间后门”( 陆兴华 ) 也迅速被贴上“微博疯狗”
的封条。
但这时陆兴华和桃浦艺术家在线下的讨论会已经开展了半年之久。讨论
每周三进行一次 , 内容以陆兴华正在研究的法国当代哲学为基础 , 主要
谈和艺术相关的问题。每次讨论的详细记录随后都会被发布到“未来的
节日”博客上 , 另外 , 杨振中为活动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也曾在香格纳展
库公开放映。自去年 2 月“未来的节日”在上海民生美术馆正式启动以来 ,
参与讨论的人数迅速从最初的五十人下降到稳定的十人左右 , 地点也基
本固定在了桃浦大楼内。有的艺术家参加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 , 理由
是哲学理论跟自己的创作没有太大关系。另一些则跟陆兴华争论后不欢
而散 , 于是决定不再出席。艺术家似乎是天生厌恶集体生活的物种 , 理
论文本对艺术创作本来也没什么“指导意义”, 微博一闹 , 桃浦顺理成
章地渐成孤岛。
作为主角之一 , 陆兴华对此似乎无所谓 , 说到自己因言词过激而引人非
议 , 他坦言“没指望谁会支持我 , 最后只能靠自己”。靠自己除了指学
术创作以外 , 当然也包括生活来源。他在嘉兴开了一家服装店 , 专门买
卖宁波进来的外单货。店面虽小 , 生意却还不错 , 足够他放手搞理论而
无后顾之忧。
陆兴华研究的左派理论 , 包括朗西埃、巴丢、阿甘本、齐泽克各家学说
的具体内容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 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借由这些理论
在艺术圈里挑起的话题 , 比如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2000 年以来 , 政府管制放松 , 艺术市场开始繁荣 , 媒体关注度随之提高 ,
中国艺术家也慢慢在西方得到承认。但温床式的环境反而容易滋生细菌 ,
各种利益算计都走到前台 , 紧跟出现的是无数有关权力争斗、地盘划分
的阴谋论。一时间好像谁都想去尚未诞生的中国当代艺术史里写几笔。
最近微博和豆瓣上神秘 ID 的爆料文章吸引了众人关注便是极好的例证。
但宣传了半天 , 钱赚了不少 , 艺术本身倒像遭到冷落 , 老中青三代里都
有人哀叹疲软。
回顾起来 , 八九十年代物质条件的严苛反而成就了某种可贵的精神性 ,
但过去的挣扎到今天显然早已过了它的保质期。如今中国的现实越复杂 ,
当代艺术获得的肯定越多 , 艺术家身上的原罪就似乎越深。
2009 年 ,9 位上海艺术家 ( 其中包括桃浦活动的几个主要组织者 ) 在松
江创意工房策划了一场名为“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的展览 , 时值

赵要 ,《很有思想的动作 -III》（局部）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 选取这样的题目用意再明显不过。面对资本市场
和社会政治问题 , 这群中年艺术家都希望能够打破目前的僵局 , 寻找新
路。
而说到艺术介入社会 , 最典型也最极端的例子当然是艾未未。陆兴华曾
在网上发文章批评艾未未的政治“不够大气”, 主张政治立场并不能为
艺术加码 , 艾得到海外媒体过度关注 , 反而遮蔽了中国更底层的现实。
随着艾粉丝数量的增长 , 当初的偶像破坏者慢慢变成了偶像本身 , 或用
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话说 ,“图像制造者变成了图像本身”(《自我设计
和审美责任》)。这时 , 艺术家等于部分交出了自己 , 可面对处于接受一
方的公众 , 你永远不能确定自己在政治上是否能够“求仁得仁”, 艺术
上的成立更是另说。
但陆兴华同时也不赞成一味专注于作品创作。“重点不是在一个小文本
里讲一个小故事。不是说单个文本没有意义 , 而是它跟里面有没有艺术
无关 , 因为 ( 作品 ) 还没有放到展览空间。”陆兴华这样解释。他反对
艺术家的“自恋”, 认为“图像制作得再好些 , 也只是现成物”。在西
方 , 失去宗教和皇室庇佑的艺术必须接受公众的裁判是早已被人承认的
现实。但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叙述线索 : 古代文人画讲求“画品”, 而“画
品”跟画家的“人品”又有紧密微妙的联系。陆兴华认为连这一点也需
要被推翻 , 换句话说 , 艺术家的个人修养不能直接保证作品质量。他反
复强调“展示大于创作”, 说到底相当于主张“好作者 , 坏作者 , 不如消
失的作者”, 这一点倒很符合他反对知识分子社会权威的一贯立场 , 也
让不少艺术家觉得难以接受。
2011 年 9 月 , 由杨振中、周啸虎、徐震、金锋、陆兴华、丁力、石青和
Philippe Pirotte 发起策划 , 桃浦大楼内举办了一场大型“海报展”, 邀
请中外近 60 名艺术家以“我的共产主义”为主题制作海报。据组织者
之一艺术家金锋介绍 , 他们最初发出的邀请不止 60 份 , 但有些艺术家
以对主题不感兴趣为由而直接拒绝参加。参展艺术家里也有不少人在
海报上明确表达了愤怒。金锋说 , 虽然有点像集体表态 , 但通过这次展
览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 比桃浦大楼前两次活动更切中要害。由于
“海报展”提前规定了媒介 , 艺术家就不能使用自己擅长的创作手段。
而展览主题直指令中国艺术家 ( 尤其是中间一代 ) 焦虑的历史认知 : 面
对二十世纪的那几个敏感词 , 我们还能说出些什么 ? 从这个角度看 ,“海
报展”确实跟陆兴华的“理论”有了重合之处。但陆兴华本人表示他对“海
报展”并不很当真。“严格的展览应该经过严格的选择 , 不是谁交上来
就展。”他说 ,“但我觉得也只能这么做 , 说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意思。”
桃浦艺术家坚持跟陆兴华合作 , 让艺术圈很多同行感到迷惑。“未来的
节日”进行一年中遇到过各种质疑 , 大部分是来自朋友的善意劝解 , 他
们一方面传达从哲学界打听到的专家意见 , 强调陆兴华在学术上漏洞百
出 , 另一方面劝桃浦艺术家不要盲目追赶时髦理论。但随着时间流逝 ,
参与者和旁观者心态上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桃浦现象越来越让人看不
明白 , 也越来越让人不敢贸然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奇异的转变 , 大
概因为在中国艺术界 , 理论与创作、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一直存在一种
难言的暧昧关系。前二十年 , 国内信息闭塞 , 大环境艰苦 , 大部分中国

精华
艺术家的声音没有传播渠道。于是提前一步熟读西方艺术史或艺术理论
的批评家 / 策展人就化身代言人 , 把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放入能被西方理
解的学术框架下进行阐释 , 让他们的实践能在海外得到认可。但同样的
模式放到现在显然已经失效 , 不仅“学术资源”不可能被某一个或一群
人垄断 , 艺术家如果想借助某种先进理论拔高作品 , 也很容易露出马脚。
但历史的阴影总是不会轻易消散 , 有了这段“特殊国情”做背景 , 今天
艺术与理论只要“合作”, 仍难免让人觉得生硬和可疑。
因此 , 桃浦大楼注定还要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下开展下一步活动。就目前
情况来看 , 桃浦在形态上不仅有自己的阵地和项目 , 还主动掌握了一部
分媒体资源 , 其中既包括微博等互动平台 , 也包括 art-ba-ba 论坛和每
月精选的实体刊物 , 只不过他们并没有提出固定的口号或纲领。去年的
“海报展”虽然用“共产主义”做主题 , 却是无差别对待的开放式作文。
尽管陆兴华对这一点不以为然 , 但反过来也证明这次艺术与理论的牵手

可能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因为从陆兴华这样一个文风彪悍的理论家
身上提取口号和态度实在再容易不过 , 而桃浦艺术家回避了上述做法。
至于陆兴华的理论是否严密 , 有多大原创性 , 当然是他本人需要承担的
责任。他反对用任何一套固定的历史叙述对图像进行筛选和等级划分 ,
但这种激进态度有时也的确会让人怀疑他是站在一种意识形态里反对
所有意识形态。但对于比中国当代艺术更疲软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而言 ,
陆兴华的出现无疑是有意义的。陆的顽固和顽强也提示他的反对者不能
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表态 , 而应“平等地”用不同的做法、线索去对抗甚
至颠覆他的叙述。当我们问起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笃信的这一套原来全
错了怎么办时 , 陆兴华仍然兴致勃勃地说 :“如果我的观点不对 , 需要推
翻 , 我还满高兴满自豪的 , 觉得好像自己终于有点长进 , 终于可以推翻
它了。”

画廊主 -- 一本关于 1955 年 -2010 年巴黎艺术市场的对话集
八里路译

Lucien：后来我就开了自己的画廊，但不是立即开在 MAZARINE 街。
1952 年，我们首先在 BEAUX-ARTS 街 5 号（正对巴黎美院大门）与
一个合伙人 John Craven，（一个在这里展出照片的美国摄影师）合
开了一家画廊。他出地方，我们囤画。

人推荐了他。之后，我们开始了其他方向的尝试，我们展过 Cesar，
Francois Arnal，Rezvani 和 Bernard Quentin。当时的画商还没有
几家，我们在 MAZARINE 街扎下的时候，这个街区基本没人，就连
BEAUX-ARTS 街上也是这样。只有我们和 Pierre Loeb。

Nicole： 我 是 在 一 个 我 工 作 了 8 年 的 图 片 中 介 里 认 识 了 John
Craven，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 1955 年 Blaise( 她的二儿子 ) 出生。我
帮助记者们编撰图片评论，我主要负责建立他们的文档，现在这些文
档都放在华盛顿。与 John Craven 的合作很快就结束了。有一天，
他关了画廊并把我们的存画都扣了下来。Lucien 随之病倒，不得不去
Courchevel（瑞士边上）修养，剩下我负责所有的事。令人震惊的是，
我们的前合伙人随后开始进军绘画行业，我们走了之后他创办了十月沙
龙，以及稍迟的一个基金会。

Nicole： 都 一 样，SEINE 路 那 边， 曾 有 Parrero，Rousseau 小 姐，
那些老画商在打仗的时候都关了门，之后又于 1949 到 1950 年期间重新
开张。我们在那里甚至可以找到 Seurat 的素描。Vallotton 画廊那时还
有 Max Ernst 的作品。
（SEINE 路，MAZARINE 街与 BEAUX-ARTS 街现在是巴黎六区主要
的画廊街。译注）

Lucien：1953 年，我们来到了 MAZARINE 街 19 号。（离巴黎美院不
远。译注）不过这里必须先做室内整修，那时这里真是破烂不堪。1936
到 1937 年间，这里曾有个奶制品店，但之后因为长期未用，就变成了
一个垃圾堆，臭气直扑二楼。我们把这里清空，并请了巴黎美院的主事
Jacques Gandelin 帮忙整修。
Nicole 给我看了这里第一次画展的照片——水彩画家 Maurice Andre
的展，他之后成为一位卓有声誉的底纹纸画家。而画廊一直没变，与我
十五年之后所见没有什么区别，空荡荡的，连个桌子也没有。上楼的转
盘楼梯用的还是同一块地毯。
Nicole：橱窗里的小画，小海报，画架，金边画框，都是如此的与时代
相左……。
Lucien：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展示 Maurice Andre 开始，一定是有

Lucien：Parrero 的画廊象个餐馆，他还在画廊里做饭，店里引人注目
的放着一台散发恶臭的老冰箱，。他展 Vlaminck，Dufy 等等，是个
50 年代挺热闹的画廊。
Nicole： 波 普 艺 术 的 出 现 仿 佛 一 声 惊 雷， 并 且 如 此 的 青 春 无 敌。
1962 年，Ileana Sonnabend（ 画 廊 主 ） 把 画 廊 并 入 了 GRANDSAUGUSTINS 站台边一家饭店前厅的一部分。她展出 Jasper Johns
和 Rauschenberg。我们十分喜爱 Rauschenberg 的山羊和轮胎组成
的艺术品，但这些艺术形式不是我们画廊的风格。我还能记得价格——
七千法郎。没人知道这位艺术家，但他在美国已经很出名了。最后，山
羊和轮胎的这件作品被 Pontus Hulten（1924-2006，曾于 1973-1981
年就任蓬皮杜国家现代艺术中心的主任）买下了。
Lucien：Vieira da Silva 之类和别的一些画风被晾在一边了。我们也
激动万分的告诉我们的收藏家：“快去看那山羊和轮胎！”然后，我们
就挨骂了。有位夫人认为我很阴险，因为在我们看完所有巴黎美院的作
品之后，我所感兴趣的都是她认定是绝对荒谬的人选。

Nicole：之后，她自己发现了这场论战的号角：“拒绝在艺术中造型！”
用来讽刺 Eric Fabre 画廊的一次展览中，艺术家 Martial Raysse 所使
用的传统造型手法。
Lucien：我没有什么绝招用来找艺术家。Francois Rouan 在美迪奇庄
园时有一天跟我说：“你没有战略头脑。”这是一种指责。不过我没有
战略头脑是一个事实。我很骄傲于我的直觉，并且有足够多的次数站在
正确的一边。我总是有那么几个人可能成功的直觉。（自 50 年代以来，
每一代艺术家中， Lucien 周围总有一些成功的，崭露头角的年轻艺术
家，包括现在依然有很多年轻艺术家在他的画廊里展出）我只对未来的
感兴趣，从来不回过头来遗憾过去。
Nicole：Lucien 是一个自由与任性的完美化身，正因为如此他总是一
个人工作，他不能忍受艺术批评家，思想大师，甚至艺术评论。由于我
们是由自己出钱办展，相对的，我们的支出会十分昂贵，我们在支付艺
术家费用时也十分拮据。这就是这些艺术家后来离开我们的原因。其他
的一些画廊则有资金支持，就连最困难的 Jean Fournier 也是由 N. 家
族资助，用公司的钱组建的。
Lucien：通常情况下，引申一下 Nicole 的意思，自由和任性，是我们
冲突的根源。证据是就在你来之前，Nicole 还在不只一次的指责我。
Nicole：天马行空确实充满诱惑，但它有一个我们不再可以承受的年龄
限制！给你举一个例子：一年夏天，我们和孩子去西班牙度假，开到鲁
瓦河边的时候，他说：“该死的，还有一些讨厌的法国佬在这个国家，
我不想去了。”说着就左转去了奥地利。带着去海边的泳衣和太阳伞去
了阴雨连绵的奥地利。
Lucien：（笑）我记得很清楚，是在 Chambord 镇我掉的头。
Nicole：为了保留 Lucien 的自由感，我们画廊从来没有雇佣过人。
我 们 曾 经 有 一 些 实 习 生 但 Lucien 一 个 也 忍 受 不 了， 除 了 Noelle
Sonati，之后她去了 CORNETTE DE SAINT-CYR ET BINOCHE 拍卖
行。
Lucien：再多一个人的话画廊就太小了。那些实习生都是学校发过来的。
Noelle Sonati 的好处是，首先很善解人意，此外，有能力而且勤劳。
但此后我就不再收实习生了，他们给我派来的都是些令人不能忍受的蝈
蝈。她们在办一些小事时自找麻烦，或者在我不在的时候组织艺术家和
客户之间的茶会！
Nicole：Lucien 的一生都是如此天马行空的，基于此他从未展出过学
院油画，与别的画廊完全相反。幸运的是，我们推出的年轻艺术家，像
现在大家说的那样——出众并相当的引人注目。
Lucien：即使是在 1951 年到 53 年的那段疆界逐渐开放的年代，我们
这些画廊主，艺术家和收藏家还是生活在法语国家的范畴。而且，我们
的客户都主要在这个社区中，NEUILLY( 法国 92 省的一个城镇，有钱
人聚集，法国城镇纳税前三名，紧靠巴黎十六，十七区 )，对我们来说
已经可以算得上是瑞士的感觉了。我也没有必要像小年轻们，如 Yvon
Lambert，Templon 那样穿梭于美国之间去寻找赞助人和艺术家，当
然这是很聪明的办法。我把我的画展卖的差不多精光，因而也不需要
为做的更好而去穿越大西洋。我没有遇到可以制约我的力量，与 Yvon
Lambert，Templon 他们所遭遇的处处受制的近况相反。最终，他们
的胜利在于他们是白手起家，用的是别人的钱，这要比冒着赔本的风险
来经营要明显舒服的多。当他们具有 Perrotin（巴黎著名画廊主）那
样的才能后，他们就成功了。
Nicole：这是个尤其需要专业能力的行业，失败的都是那些业余爱好者。
Lucien：我以前去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Templon 一直粘着我，他想
要我把我认识的客户介绍给他，甩也甩不开。后来，他开着他那装满画

的 2CV 的小车去了德国。而我可不需要这么费力，我有整个北方市场，
我找不出原因需要深入德国去开发市场。
Nicole：我们与艺术家的美妙回忆可以一直追溯到我们的相识和我们关
系的开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是如何找到 Bernard Moninot 的。我
们曾今参加了科隆博览会，在法国摊位里，我在翻阅一份介绍 Bernard
Moninot 作品的杂志时对他产生了兴趣。一回到巴黎我就打电话到他
家，但那次我们产生了一个误会，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位艺术家和雕塑家，
并在美院里教课，像他母亲一样。电话里他回答我：“Moninot 就是
我。”但当后来我们在他给我们展示的作品前表示困惑和失望时，他加
了一句：“我还有个儿子。”最终我们才找到了 Bernard 。
Lucien：他很瘦，一头乱发和非常忧郁的眼神。
Nicole：Bernard 曾有一段时期被他的父母严重压抑着，非常害羞，
深陷历史之中。我们建议他一个人住。之后他父亲再路过画廊时总是贴
着墙走，因为 Moninot 这个名字不再只属于他了。他儿子的成功在家
里引起了一场混乱。Bernard 真的是异常火爆，我们画廊门口曾经就
排起了长队。一个造型艺术如此的不同反响，这在法国还是第一次。
Lucien：也有些不那么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当艺术家离开我们转到一
些更著名的画廊的时候。他们背着我们这样干的时候，真是令人十分痛
苦。例如在 1950 年左右的时候，我组建了一个画家队伍，其中之一，
Jacques Busse，曾是智囊之一。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里，我得知
他将整队人马转入了我的一个同行——Jacques Massol 那里。为首的
曾是我的头牌艺术家——Pierre Dmitrienko，也是唯一一个来通知我
的人。
Nicole：背叛是画廊主不可逃避的宿命。无数的著名画廊主都被人摆过
一道。
Lucien：也许他们都有些财务上的纠葛。对于支付费用问题我从来都
是一丝不苟的，但这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运。我们总是立即支付并买
下艺术家的作品，因为欠债会使我十分难过。我所推荐的作品都先由自
己买下，从不推迟付款。这在财务管理上也十分简单。不过我觉得我的
同行们并不全像我这样，甚至是那些看上去很体面的人。但说到底，一
直欠着艺术家的钱也许可以算一个策略：那些艺术家将很担心由于自己
的离去而永远也拿不到钱了。Jean Fournier 画廊与这种流氓行径相反，
他们按月支付给艺术家，这样艺术家也随之定期的交画给他们。而我总
是急于付钱。
Nicole：1950 年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与艺术家签合约按月支付艺
术家报酬。艺术家 Matta 与 IOLAS 画廊也签订了这样的协约，Matta
很风骚的说：“我是 IOLAS 的老婆”（Nicole 模仿 Matta 的口音）。
但事实上这种按月发工资的方式对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很不利。画商就
会变成一个警察，常常会强调艺术家的作品数量。然而艺术家的产量会
有不规律的状况，他们会一个月不工作而随后又一个月画 12 张。
Lucien： 然 后 他 总 是 会 用 一 幅 不 太 有 意 思 的 画 来 偿 还 他 的 账 目。
Genevieve Asse 就曾经交给我一幅很小的画，基本是空的。 Matta 也
是给我来了这么一下，我不想聊这件事，不过我曾经买过他的一些画而
且都卖掉了。他那时欠着我的钱，有一天，他来跟我说：“今天早上我
一直在替你工作。”我心想：“今天早上，看来时间不长啊。”我最后
还是拿了那幅画，因为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什么也不要？那是一幅大
部分面积空着的画。
Nicole：这是因为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法太老实了，可以说是太局限自
己了。我太理解 Lucien 在这个行业中的不合常规的行为了。他急于付款，
事实上是用我们的家庭生活来作为代价的。我们真的是为画廊而活着。
Lucien：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没钱的原因。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拥有的艺
术品反而比现在还多，我们卖掉了太多原本应该留着的作品，都是为了
支付艺术家。

Nicole：当我们卖掉最后一件 Max Eranst 的作品的时候，我真的病倒
了。那是一件在他成名之前，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直接卖给我们的作品。
Lucien：有的时候，我们与离我们而去的画家之间的关系是在之后修
复的。比如与 Cesar 的关系，当初他放弃我们而出走 CREUZEVAULT
画廊（巴黎八区）的时候，我们十分不快。但后来当这些都成为往事。
我们和好如初之后，他十分成功，而我十分拮据，但这并未阻止我们像
兄弟那样形影不离。
Nicole：Cesar 曾很需要钱，他的雕塑作品也贵。他的离开是因为我们
没法资助他的那些雕塑。但是其他有一些艺术家就把离去的事办得十分
妥帖：Ange Leccia 在去 MARIE-HELENE MONTENAY 画廊之前就
通知了我们。Bernard Frize 也是，在他与 Emmanuel Perrotin 接洽
的时候。
Lucien：Bernard Frize 和 Emmanuel Perrotin 还 邀 请 我 去
BEAUBOURG CAFE 共进午餐并讨论关于付费事宜的不同意见。我可
一点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最使我们痛苦的是 Francois Rouan，他从
来没有给我们寄过一张他的画展请帖，没有通知过我们他的安排，甚至
他在 VILLENEUVE-D`ASCQ 的画展上没有邀请我们参加正式餐会，虽
然他还从我们这里借了一幅以前的作品参展。这实在是令人够伤心的。

Nicole：Francois 是个自负，而且更愿意独处的人，他从来没有真
正知道我们为他所做的事。他的首批收藏者还保持着对他的忠诚。
Lucien 曾买过不少画给 Daniel Cordier。Daniel，参加过二战时的地
下民族抵抗运动，是 Eli de Rothschild（犹太富商，中文译罗斯查尔
德，曾资助过戴高乐和简穆兰领导的二战法国抵抗运动）的密友，他
风雨无阻的经营着他的收藏。他把 Lucien 带到 LAFFITTE 路 Eli de
Rothschild 那里，给他们的银行买过三幅 Rouan 的很棒的作品。这些
重要的爱好者在 Francois Rouan 周围建立一个坚实的保护地带。在
这个基础上，他才得以进入了美迪奇庄园。他现在都忘了，回来得意洋
洋的自夸有 Eli de Rothschild 这样的朋友。
有人说，Francois Rouan 有所成就，什么原因使我们有成就或无法
成就？天分是不够的。以前 Lucien 在 DROUANT-DAVID 画廊的是时
候，曾帮 Francois Arnal 办过一些展览，Arnal 曾获得过年轻绘画大
奖，他天资聪颖，但他并没有什么成就。最有天分的人最终没有获得成
就，这使人有些惊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个年代，一些我们从未谈
起的人会突然跃起，而我们一直关注的那些人却一蹶不振。看看 Jean
Charles Blais， 他不再只为流行领域工作。而 Manessier，从前法国
和 Navarre 地区最著名的画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想看他的作品。
不过，潮流也许会再回来。

朗西埃：美学革命及其结果
翻译：杜可柯

Jacques Rancière

巴尔扎克《驴皮记》

席勒在他《美育书简》第十五章末尾提出了一个矛盾，同时做出一项承
诺。他宣称“人只有在他游戏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人”，接着又向我们保证，
这个矛盾能够“负担起美的艺术与更加困难的生活的艺术整个结构”。
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想转述如下：存在着美学（aesthetic）这么一种具
体的感觉体验，它同时承载着新的艺术世界与个体及群体新生活的双重
承诺。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你可以说，这基本算是“美
学幻觉”的定义，即它只是用来遮蔽现实的工具，让人们意识不到美学
判断其实是受阶级统治支配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最有意义的理解。
相反，你也可以说，这句话和其中提到的承诺再真实不过，我们已经经
历过“生活的艺术”和“游戏”的现实，无论是在把社会群体当成艺术
品对待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中，还是在自由社会及其商业娱乐环境下被
审美化的日常生活里。这样说虽然有些夸张，但我相信，这种态度更加
中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句话和里面提到的承诺都不是无效的。此处
重要的并不是一个思想家的“影响”，而是一种构想的有效性——这种
构想重新组织了我们经验中形式的分割结构。
该构想既出现在理论话语中，也存在于实践态度里。既在个人认知中

电影《浩劫》Shoah

杰夫·昆斯 the Sacred Heart

生根，也在社会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教育计划中发展；就连商业
发明也不例外。我的目标是试着理解它发挥效用的原理及其各种彼此不
同、互相对立的变形。作为一种具体的体验，“美学”这个概念如何得
以在导向一个纯粹的艺术世界同时，也引起艺术在生活中的自我压制，
如何在催生前卫激进主义传统的同时，也推动了对共同存在的审美化处
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小小的连接词上。席
勒说，美学体验将负担起美的艺术和生活的艺术整个结构。“美学的政
治”整个问题，换句话说，艺术的美学机制，都有赖于这个小小的“和”
字。美学体验之所以有效，完全是因为它是那个“和”的体验。它是艺
术自律性的基础，因为它将其与“改变生活”的希望连接起来。如果只
是天真地认为艺术的美必须抽离于任何政治化操作，或有意识地强调所
谓艺术的自律性掩盖了它对统治权力的依赖，问题都会变得很简单。但
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席勒说，游戏冲动（Spieltrieb）将重新构
建艺术的结构和生活的结构。
19 世纪 40 年代参与阶级斗争的工人通过阅读并创作“高雅”文学（而
非大众或阶级斗争文学）打破了统治集团的束缚。二十年后，资产阶级

批评家们指责福楼拜“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是民主祸害的化身。马拉
美想把诗歌的“本质语言”跟日常语言分隔开，但同时又宣称诗歌给予
社群以它所缺乏的“封印”。罗钦科从高角度俯拍苏联工人或运动员，
压缩了他们的身体和运动，以此构建艺术与生活之间平等表面。阿多诺
称艺术必须完全自足，才能更好地让无意识浮现，同时揭穿艺术自律化
的谎言。利奥塔认为前卫的任务是把艺术从文化要求里抽出来，这样它
才能更鲜明地见证思想的他律性。这个单子可以无止尽地开下去。但所
有立场都显示了对同一个“和”字的基本操作，是同一个结把自律性和
他律性捆绑在一起。
理解艺术美学机制所特有的“政治”就意味着理解自律性和他律性如何
从一开始就按照席勒所说的模式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们可以总结为如下
三点：首先，艺术美学机制所提出的自律性并不是艺术作品的自律，而
是一种体验模式的自律。其次，“审美体验”是一种异质体验，这种异
质表现在对于体验的主体来说，获得审美体验也就意味着对某种自律性
的否定。第三，该体验的对象是“美学”的，只有当它不是，或至少不
只是艺术时才成立。这就是席勒在美学“原初状态”下设立的三层关系。

女神的感知域
Sensorium of the goddess
在第十五章末尾，席勒把自己和读者推到一个“自由表象”（free
appearance）的典型例证前。这是一座被人叫做 Juno Ludovisi 的古
希腊雕像。这座雕像是“自足”的，它“居住于自身当中”，作为神性
的体现再合适不过：她“闲适无为”，远离任何忧虑和责任，没有任何
目的和意愿。女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身上不带任何意志或目标的痕
迹。显然，女神的特质也是雕像的特质。这样矛盾就出现了：雕像变成
了一件不是人造之物的人造之物，不带人为意志的人为“作品”。换句
话说：它表现出了某种非艺术作品的特征。（这里必须顺带提一句，“这
是”或“这不是”一件艺术品，“这是”或“这不是”一个烟斗的说法
应该追溯到这个原初场景，如果我们不想仅仅视其为陈腐的玩笑的话。）
与之相应，观众在面对“自由表象”时体会到的审美的自由游戏也是一
种非常特殊的自律性体验。这种体验不是去掉情感的无秩序状态后的自
由理性的自律，而是对那种自律的悬置。它严格指向一种力量的撤销。
“自由表象”伫立在我们面前，但我们的知识、目标和欲望都无法接近
或触及它。该形象承诺给主体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用其他任何
方法都无法得到的。女神和观看者，自由游戏与自由表象，全都进入了
一个具体的感知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主动和被动，意志和抵抗间的对
立全都被取消。“艺术的自律”和“政治的承诺”不是彼此相反的。自
律是这种体验的自律，而不是艺术作品的自律。换句话说，艺术作品进
入自律感知领域的前提是它不再是一件艺术品。
说到这里，“不是一件艺术品”立马有了一种新的意义。雕像的自由表
象是某种最初不是以艺术为目标的东西的表象。这就意味着它是某种生
活形式的表象，在这种生活形式里，艺术并不是艺术。到最后，希腊雕
像的“自足”其实是一种集体生活的“自足”，这种集体生活并不把自
身分裂为不同的活动领域，没有切断艺术和生活，艺术和政治，生活和
政治之间的联系。就这样，我们设想这座雕像的自足性体现了当时希腊
人生活的自律。至于这座雕像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希腊人的生活状态
并非问题关键。重要的是自律性概念的转移，它跟某种他律的概念联系
起来了。首先，自律性跟美学体验对象的“不可获得”绑在一起。然
后，我们发现这种自律性其实是生活的自律，艺术在其中并非单独的存
在——艺术的生产实际上是生活的自我表达。这时，作为和异质性的遭
遇，“自由表象”已不复存在了。它不再是对形式和材料，主动和被动
之间对立关系的悬置，而变成人类心智的产物，人希望改变感觉表象的
平面，将其转换为一片新的感知领域，以反映他们自身的活动。席勒在
最后一章里展开陈述了这条线索，他写到原始人是如何慢慢学会用审美
的眼光观看自己的手臂、工具或身体，逐渐把表象的愉悦和物品的功能
性分开。美学游戏从而变成一项审美化的工作。“自由游戏”的构想悬
置了主动形式对被动材料的支配权力，承诺了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平等
状态。但到这时，这种“自由游戏”已经转到另一条线索上，即形式征

服材料，人类的自我教育意味着他们把自身从物质性里解放出来，意味
着将世界改造成属于他自己的感知领域。
因此，美学的原初状态所显示的矛盾并不是艺术和政治，高雅艺术和流
行文化，或艺术和生活审美化之间的矛盾。上述所有对立关系都是一个
更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和阐述。在艺术的美学机制当中，艺术只有在不
仅仅是艺术时才成立。它从始至终都是经过“审美化”处理的，意即它
始终被认作一种“生活形式”。艺术美学机制的关键公式可以总结为：
艺术是一种自律的生活形式。但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该公式：自
律可以高过生活，或生活高过自律——这些不同的阐释线索有可能互相
对立，也可能互相交织。
这些对立与交织可以追溯为三种主要构想间的相互作用。艺术可以变
成生活。生活可以变成艺术。艺术与生活可以互换特质。这三种构想产
生了三种不同的美学结构，被写进了三种不同的时间性。根据“和”字
的逻辑，每一种都是美学的政治（或者我们应该称其为“元政治”）的
变形——各自为其生产出自身的政治，重组政治空间，重新将艺术变成
政治问题或者宣布自身为真正的政治。

建构新的集体世界
Constituting the New Collective World
第一种构想是“艺术变成生活”。在该构想中，艺术不再只是生活的表
达，而变成生活的一种自我教育形式。这样说的意思是，除了对再现机
制的破坏之外，艺术的美学机制与图像的伦理机制在一种双管齐下的关
系中达成了和解。它拒绝对时间和空间，场地和功能进行分割。但它并
不拒绝其基本原理：艺术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作为自我教育，艺术是
一种新的感知领域之形成——实际上代表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如果推到
一个极端，这就意味着“人类在美学上的自我教育”将塑造一种新的集
体精神。政治的美学（aesthetics of politics）对共同世界的塑造充满
争议和对抗，而政治的美学所无能为力的事情，美学的政治 (politics
of aesthetics) 被证明是个不错的实现手段。美学承诺了一种对共同
世界不带争议、共识性的塑造方式。到最后，替代政治的另选项变成
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即对新的集体精神的建构。首先提出这
种构想的是一本有关黑格尔、荷尔德林、席勒的小册子《德国唯心主
义最古老的纲领》 《Das a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该构想使政治消失于国家僵死体制与群体活力之间的
对立当中，框定这个整体图景的是活着的思想之力。诗歌的使命——“美
育”的任务，是通过将理念转换成活的图像令它们变得可感可知，创造
一种古代神话的对等物，作为社会精英和一般平民能够分享的共同经验
体。用他们的话说：“为了让普通人达理，神话必须变成哲学；为了让
哲学家通情，哲学必须变成神话。”
这份纲领不会只是十八世纪最后十年一个被人遗忘的梦。它还将为一个
新的革命理念奠定基础。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但我们从
他有关 1840 年代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同样的思路。即将到来的革命不仅
意味着哲学的实现，还标志着哲学的终结；革命不再只是“形式”和“政
治”的，而变成“人类”的。这场人类革命来源于上述美学范式。这也
是为什么上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先锋思想和前卫艺术运动会逐渐合流，
因为双方都忠于同一项事业：建构新的生活形式，在这种新的生活形
式里，政治的自我压抑相当于艺术的自我压抑。推至这个极端后，“美
学状态”最初的逻辑就被颠倒过来。自由表象不指涉任何隐藏于其背后
或之下的“真理”。但当它成为某种生活的表达时，它就会再度指向一
种自身所见证的真理。接下来，这个真理的化身就会开始反对表象的谎
言。当美学革命变成“人类”革命而取消形式革命时，原初逻辑就已然
被推翻。无为神性的独立和不可得曾经一度承诺给我们一个平等的新时
代。如今，这项承诺的兑现被等同为一个抛弃了一切此类表象的主体的
行动，对他而言，所有表象都不过是一个过去的梦，现在这个梦已经变
成他必须面对的现实。
然而，我们也不应因此就把“艺术变成生活”的构想简单跟“审美绝对”

（aesthetic absolute）等同起来，把集体性当作艺术品处理的极权主
义体制便是后者的代表。这个构想还可以追溯到一些旨在把艺术变成
生活形式，但做法上更加清醒的努力。比如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理论和实践就把一种对永恒美的感知，以及手
工艺和行会的中世纪梦想跟工人阶层的被剥削状况、日常生活的节奏和
功能性问题联系到一起。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率先站出来
声明，一把扶手椅如果能给人提供舒服的座位，它就是美的，跟能不能
满足主人的图示幻想没有任何关系。或者以马拉美（Mallarme）为例，
这位诗人常常被视为艺术纯粹性的化身。那些把他“写作这个疯狂的姿
态”视为文本不及物性（intransitivity）原理表现的人常常忘了句子的
结尾。马拉美在句末给诗人分配的任务是“从回忆中创造出一切，来显
示我们实际正处于我们必须处于的位置。”在写作这种所谓“纯粹”实
践的另一头，我们看到的是形式创作的需求，而创造出的形式则要参与
到重新框定人类生活经验的整体事业中，这样一来，诗人的生产既能与
集体生活的庆典仪式（如国庆节上的烟火表演）形成类比，同时也跟家
庭室内装潢有共通之处。

不能脱离原来的环境，不能离开它们生长的物理和精神土壤。如今，我
们时不时还会听到有人提起这个观点，把博物馆比作陵墓，认为里面陈
列的都是与艺术的生命分隔开的已死偶像。而支持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
反，他们认为，博物馆必须是白纸状态，才能让观众直接遭遇艺术品本
身，而不受当下历史化进程干扰。

难怪康德在《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中关于审美统觉
（aesthetic apprehension）的重要例证都取自装饰画。这些装饰画
只有在不表现任何主题，单纯为社交场所增添乐趣时才成其为“自由的
美”。我们也知道，艺术及其可见性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跟关于装饰的
争论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像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那样把所
有装饰都归结为功能，还是像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或威廉·沃
林格（Wilhelm Worringer）那样赞颂装饰的独立表征力量，他们援引
的都是同一条基本原理，即：艺术首先是一个在共同世界中居住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有关装饰的讨论既可以为抽象绘画的概念提供支持，也可
以为工业设计奠定基础。
“艺术变成生活”的构想不是只催生了建造“新
生活”的创世工程。它还编织起艺术的一种共同时间性，这种时间性简
而言之就是：一种新的生活需要一种新的艺术。无论“纯”艺术，还是
“委托”艺术，无论美术，还是工艺，都平等地参与到这种时间性当中。
当然，它们的理解和实现方式彼此有很大差异。1897 年，马拉美在写《骰
子一掷》（Un coup de des）时，希望文字在纸上的排列方式和大小
符合他的理念——骰子落下的方式。若干年后，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设计了台灯、水壶、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图录和商标。这两
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共同之处？

名为“美学”的话语第一项任务就是框定这条路线。 我们也知道，谢
林以后，黑格尔如何完成了该使命。框定的原理非常清楚：美学体验的
特质被转移到艺术作品本身上，取消了它们对新生活的投射，同时废除
了美学革命。“形式的精神”变成美学革命的倒转。这种重新转换主要
包含两个步骤。首先，“美学体验”所特有的主动与被动，形式与内容
之间的对等变成艺术作品本身的特点，但现在被换成了意识和无意识，
意志和无意志之间的对等。第二步，这种矛盾的对等反过来赋予艺术作
品以历史性。就这样，美学体验的“政治”特质被颠倒并浓缩进入雕像
的历史性中。雕像是一种活着的形式。但艺术与生活之间联系的意义已
经发生转变。黑格尔认为，这座雕像之所以是艺术，并非因为它是一种
集体自由的表达，反而是因为它让人看到那种集体生活与其表达自身的
方式之间存在的距离。在他看来，创作这座希腊雕像的艺术家想要表达
一种他同时意识到又没有意识到的理念。他想把神性的理念放进一尊石
像。但他只能表达他能感受到的，同时石头又能传达出来的神性。雕像
自律的形式在希腊人能够想到的范围内成为神性的化身——意即，去除
了（雕像的）内在性。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
说法里，艺术家及其观念和所处人群的局限性也是艺术作品成功的前提
条件。艺术只有在用一种抵抗它的材料来表达一种它本身并不清楚的思
想时才存在。只有当艺术不只是艺术，也就是说它同时还是一种信仰或
生活方式时，艺术才有生命。

我认为，答案是某种对设计的理解。诗人想用一种通用形式的设计替代
诗歌表现性的主题创作，使诗歌看上去就像编舞或打开一把扇子的过
程。他称这些通用形式为“型”（types）。工程设计师想要制造形式
符合用途的物品，去除了所有商业装饰、能够准确提供产品信息的广告。
他把这些形式也称作“型”。设计师视自己为艺术家，希望创造一种紧
随工业生产和艺术设计进步的日常生活文化，反对商业和小资产阶级消
费的陈规滥矩。他所说的“型”是共同生活的象征。但马拉美也是如此。
这些“型”参与建构的是一个超越金钱层面的象征经济体，彰显的是一
种集体“公正”或“壮丽”，是对人类生活的礼赞，并以此替代了王权
和宗教庆典。象征主义诗人和功能主义设计师尽管看上去差别很大，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艺术形式应该成为集体教育模型。上述工业生
产和艺术创作都致力于完成一些它们“本职”以外的工作——在造物以
外，还创造一片感知领域，一种可感经验的新分割方式。

框定艺术的生命
Framing the Life of Art
这是第一种构想。第二种可以总结为“生活变成艺术”或“艺术的生
命”。法国艺术史学家艾黎·福尔（Elie Faure）的著作名《形式的精神》
（L’Esprit des Formes）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构想：艺术的生命是一系
列形式的发展过程，在该过程中，生活变成艺术。这实际上是博物馆走
的路线：博物馆不是一座建筑或一个机构，而是一种让“艺术的生命”
变得可见和可理解的模式。我们知道，这类博物馆最早于 1800 年左右
刚刚出现的时候，招来了很多人诟病。博物馆的反对者认为，艺术作品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立场都未能抓住重点。生命与陵墓，白纸和历史化
文物之间并无对立。美术馆的构想从一开始就遵循 Juno Ludovisi 所
代表的美学状态：与其说它是一件雕塑大师的作品，不如说是一种“活
的形式”，同时表达了“自由表象”的自律性和一个生活群体的精神。
我们的美术馆展示的并不是纯粹的美术样本，而是经过历史化的艺术：
乔托和马萨乔中间加上弗拉·安吉利科 (Fra Angelico)，让我们看到佛
罗伦萨王公贵族的显赫以及宗教热情；哈尔斯和维米尔之间加上伦勃
朗，让我们看到十七世纪荷兰的家庭和市民生活，以及资产阶级的崛起
等等。我们的美术馆展示的是一个时空，艺术在里面是思想化身的无数
个不同时刻。

形式的精神这条路线赋予艺术一种暧昧的历史性。一方面，它为艺术创
造了一种自律的生命，作为历史的表达，面向各种新发展开放。当康定
斯基宣称新的抽象表达为一种内在的必要性，以此唤醒原始艺术的冲动
和形式时，他紧紧抓住了形式的精神，用它来对抗学院主义。另一方面，
艺术的生命这一构想里又包含着一份死亡判决。只有当制作它的意识是
他律性的时候，雕像的自律性才成立。当艺术只是艺术时，它就不复存
在了。当思想的内容对其自身而言变得透明，当没有东西再抵抗它的时
候，这样的成功也就意味着艺术的终结。黑格尔说，如果艺术家所做即
所想，他就等于只是在往纸上或画布上贴商标而已。
“艺术终结”这一构想并非只是黑格尔一个人的独到理论阐述。它紧随
艺术的生命作为“形式的精神”这条线索。这个精神就是“异质的可感
体”（heterogeneous sensible），是艺术和非艺术的统一。根据这
条线索，当艺术不再是非艺术，它也就不再是艺术。黑格尔说：“诗之
所以是诗，是因为它与散文互相交织。”集体生活的声明和装饰就只是
集体生活的声明和装饰。如此一来，“艺术变成生活”的模式就被推翻：
一种新的生活并不需要一种新的艺术。相反，新生活的具体性正好在于
它不需要艺术。艺术形式的整个历史和美学机制下美学的政治都可以被
看成是以下两种模式的对立冲突：新的生活需要新的艺术与新的生活不
需要艺术。

古玩店的变形
Metamorphoses of the Curiosity Shop

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键问题变成了如何重新评估 “异质的可感体”。
这不仅关系到艺术家，也关系到新生活的概念本身。我认为，整个“商
品拜物教”问题都应该从这个角度重新考虑：马克思需要证明商品藏着
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掩盖了日常商业活动中异质的那一点。革命之所以
是可能的，因为商品和 Juno Ludovisi 一样，具备双重属性：它是一
件当我们试图去抓，便会从指缝中溜走的艺术品。“艺术终结”的构想
把现代性的结构规定为一种对可感经验的新的分割方式，其中不存在任
何异质的点。这时候，对不同领域活动的理性划分既针对过去的等级秩
序，也是对“美学革命”的回应。那么，如果要为美学机制的政治寻找
一个主题口号，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拯救“异质的可感体”。
拯救方法分两种，各有各具体的政治以及自律和他律之间的连接方式。
第一种是“艺术与生活互换特性”，从广义上说，这是浪漫主义诗歌所
特有的做法。人们常常觉得浪漫主义诗歌神化了艺术和艺术家，但这种
看法是片面的。相反，“浪漫主义”的原理是让艺术的时间线索增殖，
令固有的界线松动。增加艺术的时间线索意味着让“艺术变成生活”或
“生活变成艺术”这样指向艺术“终结”的简单构想变得复杂，最终消
失；然后用潜行（latency）和再生（re-actualization）的方案取而代
之。这就是施莱格尔（Schlegel）笔下“进步的普世诗”（progressive
universal poetry） 所背负的东西。他所指的不是什么直线式的前进历
程。相反，对过去的作品进行“浪漫化”处理意味着将其视为形态可变
的元素，或沉睡或苏醒，能够根据新的时间线索以不同方式再生。过去
的作品可以被看成是承载新内容的形式，或者搭建新结构的原料。它们
可以被重新审视、重新框定、重新阐释、重新制作。这样，美术馆才能
避免僵化的“形式精神”最终导向“艺术的终结”，才能帮助艺术产生
新的可见形式，激发新的实践方法。同时，艺术上的断裂也变得可能，
因为美术馆为人们提供了艺术多重的时间线索，让马奈可以通过重画委
拉斯开兹和提香而成为一名描绘现代生活的画家。
现在，这种多重时间性也意味着艺术边界的松动。艺术品处在了一种随
时可变的状态里。过去的作品可能会陷入沉睡，从而不再是艺术品，也
可能再度苏醒，以不同方式获得新生命。它们由此组成一个可变形态的
连续体。按照同样的逻辑，共同生活中的物品也可以穿过边界，进入艺
术组合的领域。在艺术与历史彼此联接的今天，这种跨界更加容易。每
个物品都能从共同生活的环境里脱离出来，被视为带有历史印记的诗性
实体。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推翻有关“艺术终结”的论述。黑格尔去
世那年，巴尔扎克出版了小说《驴皮记》（La Peau de chagrin）。
小说开头，主人公拉斐尔走进一家巨大的古玩店。在这家店里，过去的
雕像和油画跟老式家具、摆设和日常家用品混在一起。巴尔扎克写道：
“这片由家具、装饰品、小发明、艺术品和文物组成的海洋在他面前构
成了一首永无止尽的诗。”店里摆放的也是物品和时代、艺术和装饰的
混合体。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像一块化石，上面篆刻着某个时代或文明的
历史。巴尔扎克更进一步说，新时代的伟大诗人并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
样子：不是拜伦，而是居维叶（Cuvier）。这位能从一块化石上推敲
出整片森林，用散落的遗骨唤醒巨型生物的自然主义者才是新时代真正
的诗人。
在浪漫主义的展示厅里，Juno Ludovisi 的力量被转移到任何一件日常
用品上。任何日常用品都有可能变成诗意的载体，变成古文字的片段，
从而蕴藏着历史。这家老古玩店使美术馆和民族学博物馆变得对等。它
否定了有关日常用途或商业化的论点。如果艺术的终结意味着变成商
品，那么商品的终结就是变成艺术。通过脱离日常消费生活，任何商品
或普通物件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载体或“无利害愉悦”的体现而面向艺术
开放。这是一种新的再审美化。“异质的可感体”随处可见。日常生活
的散文变成一首神奇浩荡的诗。任何物品都可以跨越边界，重新进入美
学体验的领域。
我们都知道从这家古玩店走出来的是什么。四十年后，Juno Ludovisi
的力量被转移到左拉以及他在《巴黎之腹》(Le Ventre de Paris) 里
创作的人物——印象派画家克劳德 • 朗梯尔在中央市场看到的各种蔬
菜、香肠和小商贩身上。之后还有达达或超现实主义的拼贴，波普艺

术，以及现在的展览上时常出现的回收商品或录像片段。当然，巴尔
扎克这间储藏室里最出彩的形态转换要数路易·阿拉贡在《巴黎农民》
(Le Paysan de Paris) 里写到的歌剧院廊街上那家老式雨伞店的窗户。
从这扇窗里，阿拉贡认出了德国人鱼的梦。此处的美人鱼也是 Juno
Ludovisi。这位“遥不可及”的女神通过自己的不在场向人承诺了一
个全新的感知世界。不久后，本雅明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辨认出女神：过
时的拱廊商店街背负着未来的承诺。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拱廊街必
须关闭，承诺才不会丢失。
因此，艺术与生活水乳交融的浪漫主义诗学里存在一种辩证法。在这种
诗学中，一切事物都有可能变成不可企及的、异质的可感体。它在把
平凡变成非凡的同时，也在把非凡化作平常。从这一矛盾出发，它创造
了一种自身特有的政治，或元政治。这个元政治就是一种符号解释学。
“日常”用品变成历史符号，等待人去破解和阐释。因此，诗人不仅变
成自然主义者或考古学家，挖掘化石并释放其诗意的潜能，他同时还成
为了某种症候学家，进入社会的暗面或无意识当中，解读铭刻在日常事
物肌体上的讯息。新的诗学塑造了一种新的解释学，其任务是帮助社会
意识到它自身的秘密，离开政治论争和教条的喧嚣舞台，钻进社会肌理
深处，去揭示日常生活现实之下隐藏的奥妙和神奇。正是在这种诗学诞
生以后，商品才能成为一个幻影：乍看不起眼，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其
实是一块象形文字碎片，一道充满神学诡辩的难题。

无尽的重复？
Infinite Reduplication?
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隶属于浪漫主义的总体构想，拒绝作为可感世界均
质化的“艺术终结”论。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笔下的商品跳出了巴尔扎
克的商店。这就是为什么商品拜物教使本雅明能够借助巴黎拱廊的布局
和 flaneur 的形象来解释波德莱尔诗歌意象的结构。因为波德莱尔闲逛
的地方与其说是拱廊街本身，不如说是作为新的感知领域的商店，一个
日常生活和艺术之间彼此交流的地方。解释的对象（explicandum）
和解释的工具（explican）同属一条诗学线索。正因为如此，它们才
能契合得如此完美，也许太过完美。这一点在文化批评话语里适用范围
更广——文化批评声称要说出艺术的真相，揭示美学的幻觉及其社会基
础，阐明艺术对共同文化以及商品化的依赖。但它试图用来揭示艺术和
美学真相的程序本身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了美学的舞台上。它们是同一
首诗里的不同形象。文化批评可以被视为浪漫主义诗学在认识论里的面
孔，为它交换艺术符号和生活符号的做法提供了理性阐述的版本。文化
批评希望用理性祛魅的眼光去观察浪漫主义诗学的产物。但这种祛魅本
身就是浪漫主义返魅（re-enchantment）的一部分。这种魅力的回复
扩大了艺术的感知领域，在这片无限的领域内，一切废弃物都蕴藏着过
去的文化，因此等待解码的幻想及其解码程序也随之无限增多。
浪漫主义诗学就这样抵抗了“艺术终结”及其“去审美化”带来的混乱。
但其自身的“再审美化”进程同时也受到另一种混乱的威胁。它们最终
被自身的成功损害。此处的危险不在于一切都变得庸常，而在于一切都
变得艺术——这种交换和跨界进行到一定程度，边界线被完全模糊，一
个东西，无论多平常，都无法逃脱艺术的疆域。当展览把消费品的复制
品和商业录像按原样标出展给观众看时，背后假设的逻辑是：因为它们
是商品分毫不差的复制品，该事实本身就对商品化提出了激烈的批判。
这里体现出来的无法辨识其实是批评话语的无法辨识，最后批评只有两
条路可走：要么参与上述贴标签的工作，要么无止尽地谴责它，坚称艺
术和日常生活的感知都只不过是“景观”的永恒复制，支配权力在其中
既被反映也被否定。
但谴责也会很快成为游戏的一部分。关于这种双重话语，比较有意思的
一例是最近的一个展览，在美国展出时叫“让我们娱乐吧”，在法国展
出时叫“超越景观”。巴黎的这场展览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第一，
波普艺术反高雅文化的挑衅姿态；第二，居伊 • 德波对娱乐的批判，
他将娱乐斥为景观，象征异化生活的胜利；第三，在“娱乐”和德波“游戏”
概念之间划上等号，并将其作为“表象”的解毒剂。自由游戏和自由表

象的遭遇被简化为一个台球桌、一个 foosball 球桌和旋转木马之间的
遭遇，以及杰夫·昆斯和娇妻的新古典主义半身像。

前卫的混乱
Entropies of the Avant-Garde
上述结果导致对艺术的去审美化的第二种回应——另一类重新肯定“异
质可感体”力量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前一种回应正好相反，认为艺术的
僵局在于浪漫主义模糊了它原有的边界，因此需要把艺术跟共同生活的
审美化形式区分开来。该观点可以纯粹为艺术本身服务，也可以为艺术
的解放力量服务。无论如何，基本原则不变：感知体验必须有所分隔。
早在“媚俗”（kitsch）这个词出现以前，第一篇反媚俗的宣言就已经
被福楼拜写进了《包法利夫人》里。实际上，小说整个情节都是在艺术
家和他创作的人物之间做区分，后者主要的罪状是妄图把艺术带进生
活。想对自己的生活做审美化处理，妄图把艺术变成生活的人都应该去
死。注意这不是隐喻。小说家的残酷到哲学家那里就变成严苛：阿多诺
对另一个跟包法利夫人相当的人物——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做出了同
样的指责。斯特拉文斯基认为任何曲调，无论协调与否，都可以为作曲
家所用，他将古典和弦与现代不协和音、爵士乐和原始主义旋律混在一
起，博得资产阶级听众的喝彩。阿多诺在《现代音乐哲学》中痛陈某些
十九世纪沙龙音乐里的和弦到现在如何已经不能再听，除非，他补充道，
“一切都是欺骗”。如果那些和弦还能继续使用，还能被今人聆听，那
就说明美学里的政治承诺都是谎言，通往解放的道路已经关闭。
无论目标是艺术本身，还是通过艺术的解放，基本层面是一样的：艺术
必须从审美化的生活领域脱离，划定一条不容跨越的新界线。我们不能
简单地把这个立场扣给前卫艺术对自律性的坚持。因为事实证明，这种
自律其实是一种双重他律。如果包法利夫人必须死，那么福楼拜也不得
不消失。首先，他必须让文学的感知域尽可能地接近于那些没有感觉之
物的感知域，比如：鹅卵石、贝壳或尘土粒。为此，他必须取消自己的
文字与人物的文字、日常生活的文字之间的区分。同样，勋伯格音乐的
自律性，按照阿多诺的分析，也是一种双重他律：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劳
动分工和商品化装饰，它必须让那种分工更进一步，变得比资本主义大
规模生产更加技术化，更加“非人”。但这种非人性又反过来让被压抑
的东西重现，并扰乱作品完美的技术布局。前卫艺术作品的“自律性”
成为两种他律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边是把尤利西斯绑在垫子上的绳
索，一边是塞壬（sirens）诱惑他走向死亡的歌声。
我们可以用古希腊两位神明的名字来定义上述两个不同立场：太阳神阿
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两者间的对立不只是年轻尼采的哲学建构那么
简单，而是“形式精神”在总体上的辩证原理。意识和无意识，逻各斯
和情感体验间的美学对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读。第一种把形式的精神
视为逻各斯，它穿过自身的晦暗，解除材料的抵抗，最终化作雕像的一
个微笑或画布上的一束光——这是阿波罗路线；第二种视其为情感体
验，它扰乱臆见（doxa）的形式，使艺术成为混乱的他者性力量之印
记。艺术在作品表面铭刻的是逻各斯中的内在情感体验，思想中的不可
想象——这是狄俄尼索斯路线。两者都是有关他律的构想。就连黑格尔
美学里希腊雕像的完美都是一种体现不足（inadequacy）的形式。勋
伯格音乐的完美结构更是这个道理。“前卫”艺术为了忠于美学承诺，
必须越来越强调为其自律性奠基的他律性的力量。

想象力的败北？
Defeat of the Imagination ？
这种内在必要性导致了另一种混乱，最终使自律的前卫艺术变得好
像是纯粹他律性的目击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崇高美学”就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混乱。乍看之下，这是
把前卫艺术辩证法推向极端，最后变成其自身逻辑的倒转。前卫艺术必
须不断在艺术和商品文化之间设立分界线，不断将艺术与“异质的可感
体”联系起来。但它这样做必须是为了不断撤销美学承诺本身的“欺骗

性”，既反对革命前卫主义的承诺，也抵制商品审美化的混乱。前卫艺
术被赋予了这么一种矛盾的任务，见证人类思想自古以来的依赖性，这
种依赖令任何解放承诺都变成谎言。
上述论证体现在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大胆重读上，通过重读对美学
感知进行了重新框定，间接否定了席勒最初的构想。康德把崇高定义为
一种对冲突（disagreement）的激烈体验，其中想象力的综合力量被
一种对无限的体验击败，从而拉开了可感性与超感性之间的距离。利奥
塔从这一点上得出，现代艺术的空间展示的是“不可再现之物”（the
unrepresentable），是“可感与可知之间稳定关系的丢失”。这种说
法很矛盾：首先因为康德所说的崇高不是用来定义艺术，而是用来标识
从审美到伦理体验的转换；其次因为理性和想象力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指
向一种更高级的协调——作为理性与自由的超感性世界的一员，主体的
自我认知。
利奥塔想用康德的崇高反对黑格尔的审美化。但为此他必须从黑格尔那
里借用崇高的定义，即思想与其可感表现之间对等的不可能。他不得不
从“形式的精神”构想中借用对原初状态的反向构造原理，来对“生活
的形式”做出反向阅读。当然，这种浑淆并非无心的误读。它能够挡住
从美学到政治的初始路径，在同一个岔路口安插一条单向弯道，最终把
美学引向伦理。这样依赖，艺术的美学机制和再现机制之间的对立就可
以被单纯归结为“不可再现之物”的艺术和再现的艺术之间的对立。然
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在再现机制里，你才可以找到不可再现的主
题，也就是说那些形式与材料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吻合的东西。可感与
可知之间“稳定关系的丢失”并不是说我们丢掉了关联的力量，而是指
其形式的多重化。在艺术的美学机制内，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再现”的。
有很多文章都写过大屠杀如何不可再现，面对它只可能有目击和见证，
不可能有艺术。但目击者的作品驳斥了这种说法。比如，普里莫·莱维
（Primo Levi）和罗伯特·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去掉逻辑衔
接，大量并置意群，注重意合的写作风格被认为仅仅是一种目睹过纳粹
的非人暴行后与之相适应的证词模式。然而，这种由无数细微的认知和
情绪自由联接的写作风格也是十九世纪文学革命的主要特征之一。安泰
尔姆在《人种》（L'Espèce humaine）一书开头从描写厕所开始将场
景设定在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集中营，这种写法让人想起
福楼拜对埃玛·包法利农场的刻画，两者同属一种模式。同样，埃克劳
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电影《浩劫》（Shoah）也被看
成是对不可再现之物的见证。但与美国电视节目《大屠杀》的再现机制
路线不同，朗兹曼代表了另一条电影制作的路线——一种当下进行的叙
事探索，这种探索想努力恢复某个神秘或被擦除的过去，同样的做法可
以回溯到《公民凯恩》里奥森·威尔斯的那句意义不明的“玫瑰花蕾”。
“不可再现”的说法不适用于艺术实践的体验。相反，它填补了某种对
不可再现之物的欲望：一定要有个什么东西是不可再现，不可获取的，
这样才能在艺术实践里嵌入伦理转向的必要性。“不可再现之物”的伦
理也许仍然是美学承诺的一种倒转形式。
围绕美学的政治，勾勒了这么一幅混乱图景，你也许会觉得我对事物的
看法很悲观吧。但那绝不是我的目的。不可否认，如今说起艺术的命运
及其政治承诺，人们特别容易流露出伤感，尤其是在我的祖国法兰西。
大家都在谈论艺术的终结，图像的终结，传媒和广告大获全胜，奥斯维
辛以后艺术如何变得不再可能，怀念真实的存在，指责美学乌托邦导致
极权主义和商品化的蔓延。我的目的绝不是加入这个哀悼的行列。相反，
我认为，如果我们认识到“艺术的终结”并不是命运对“现代性”的捉弄，
而是艺术生命的另一面，那么也许我们就能跟当前流行的心态保持一定
距离。只要从最初开始美学的公式便把艺术和非艺术联系在了一起，它
也就使艺术的生命始终处于两个极点之间：艺术变成纯生活，生活变成
纯艺术。我说过，如果“推至一个极端”，这些构想都会陷入自身的混乱，
走向各自的“艺术终点”。但在艺术的美学机制中，艺术的生命正好存
在于几种不同构想间的来回往复和转换：用一种自律对抗一种他律，用
一种他律对抗一种自律，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一种联系对抗另一种联
系。

所有这些构想都包含某种元政治：艺术否定对感知的阶层划分并构造一
个共同的感知领域；或者艺术代替政治成为可感世界的结构布局；或者
艺术成为某种社会解释学；甚至或者艺术在脱离生活的过程中成为解放
承诺的守护者。上述立场都有可能成立而且也曾经成立过。这就意味着，

“美学的政治”中存在某种不确定性。美学的艺术承诺了一种它无法实
现的政治成就，并由于这种暧昧性而不断繁荣。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希望
把艺术从政治里单独抽取出来的人永远不得要领。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希
望艺术兑现其政治承诺的人最后总是不免陷入忧伤。

亚特 • 祖米卓斯基：应用社会艺术
作者：Artur Zmijewski（陈颖编译）

当代艺术是否具备可视的社会效应？艺术家作品的效果能否被看见、被
证实？除了成为各种平民主义者的代罪羔羊外，艺术是否具有政治上的
重要意义？有没有可能参与到与艺术进行的一场讨论中——而这又值
不值得去尝试？最重要的是，这类型的问题为什么会被看作是对艺术本
质的本身进行的一次打击？
长期以来，艺术都在奋力获得其“自主权”，以将自己从政治、宗教、
权威以及其它一切试图利用艺术来实现其目的的事物中解脱出来。独立
是让艺术变得更加重要的要点之一：每一场先锋运动都将艺术看作是与
科学、知识、政治或是宗教等现实的“塑造者”具有同等高度的东西。
Aleksander Lipski 曾经写道 :“非具象艺术大大打击了需要具象描述的
传统艺术模式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全球艺术革命因此达到了顶点。
凭借艺术为所有关系提供的服务以及它对诸如政治、宗教、哲学、技术
以及当今的道德观念等外部性的效忠，艺术革命的进程在摒弃了最后一
条准则后落幕。”
然而，变成一种能够创造社会与政治环境活性剂的欲望却遭遇了一个看
不见的敌人。从过去到现在，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就是羞耻。受政治约束
的艺术通常会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支持极权主义的艺术家，例如纳粹
雕塑家约瑟夫（Josef Thorak）与阿诺·布雷克（Arno Breker），又
或者是电影制作人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eifenstahl）连累了艺术
成为一种政治手段的可能性本身。波兰的艺术则将它的羞耻感归因于它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
与过去相关联的内疚和羞耻伴随着艺术试图以一种积极的、能够做出贡
献的状态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欲望，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效果。所
有因艺术产生的后果现在值得怀疑了，由它的承诺产生的每一个可见的
变化都遭到了攻击。即使是由象征性现实共同创造所产生的不可见的
权威也遭遇了挑战。羞耻，因挪用产生的恐惧再加上对影响力的渴望，
这样的混杂状态导致了异化效果的产生。羞耻感则启动了压抑和否定
的机制。视觉与表演艺术并没有从这些行为的结果中找到乐趣，相反，
它们只满足这样的结果：即幻想能够代替现实。艺术的自主权因而也让
它变得“不重要”了。艺术的行为不再有任何可见、或是可以证实的效
果。资产阶级艺术中的缺陷让它成功地进入了高端文化中，彼得·伯格
（Peter Bürger）曾意识到了这些缺陷，他在《先锋理论》中写道：“艺
术日复一日增长的得意情绪是艺术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地位的典型写
照……唯美主义同时也呈现出了艺术在试图产生社会意义上的失败。”
社会结果自然是形成了，但却不是它最期待看到的那些。回顾过去的

15 年，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以下几个状况的社会结果：
1）跨越了艺术主题的丑闻被引入了公开辩论中；
2）公开辩论持续的残酷无情被《选举日报》的记者 Anna Zawadzka
归因为艺术在上世纪 90 年代使用过的暴力语言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媒体
对抗；
3）来自政治领域的玩家“学”会了曾经专属于艺术的颠覆性策略的使用；
4）对一种禁忌的违反导致了其它禁忌的出现。
艺术需要努力维护它行动的权力，它也应该像瑞士那样永久地保持中立
地位。而什么将形成对那种权利的合理使用？让我引用一份发布到网络
上的展览邀请吧：“对人类生理与心理上的局限性的兴趣已经成为了亚
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艺术研究的源泉，这就产生了他
那些感到困惑的观众徒劳无益地去寻找答案的问题。”前面这段话对“艺
术家应该为观众创造些什么”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界定：迷惑不解的接收
人徒劳无益地寻找答案。艺术显然形成了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并且产
生了一些无法寻求答案的问题。“徒劳无益”这个词显示了异化的艺术
不知不觉陷入的状态。在被问及是什么使他成为了一名演员时，以其塑
造的悲剧的爱人形象（《洛丽塔》）而闻名的杰里米 • 艾恩斯回答说
他想成为“社会之外的一部分”。

责任与叛乱
内疚与羞耻感被编码到了艺术之中。格热戈日·科瓦尔斯基（Grzegorz
Kowalski）与 Maryla Sitkowska 在华沙艺术学院建立 100 周年纪念
时推出了展览“责任与叛乱（Duty and Rebellion）”，这场展览的
名字就能很好地表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内部谈判的过程。尽管这场展览
将这所学院当作了一个机构，但它的名字却暗示了在艺术中呈现出来的
一种分离状态。这种分离允许艺术“为”国家和国民经济“工作”，起
到环境的塑造者、视觉信息系统的制作者、室内与工业商品的设计者那
样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要让艺术尽到本分；另一方面，艺术的反
叛性阻止了它对政府当局的依赖：因为艺术持续地挑战了禁忌，孕育了
梦想，扩散了自由并产生了社会知识。艺术不断地向权势提供它的服务，
又不断地否认这一点。在完成自己的职责时，它通常不会跨过那条由羞
耻感界定的线。责任与叛乱之间的僵局不会允许对与权威势力联系在一
起的其它论述的认同。艺术最多可以对它们进行模仿或是讽刺：模仿政
治与宗教的语言，讽刺媒体的语言，追求风格怪异的东西。一种责任感
削弱了所有针对反叛的尝试，外在的反叛则让步于职责。这为艺术设定

了框架，将其界定在了职责的界限以内。这其实是让艺术为自己竖立起
一道认知的屏障。羞耻感起着一种内在的“假释官”的作用，以确保叛
乱不会太过头。只要艺术保持与政治的距离，它就是政治的。它在画廊
中表现出了政治的一面，但存在于不同公共空间的现实辩论中却又不是
那样的，例如媒体。同样的，只要艺术不会产生社会意识，它也许就能
是社会性的。例如在波兰艺术家 Dorota Nieznalska 的事例中，媒体
的指控、起诉书、听证会都被 Dorota Nieznalska 及她的圈子处理成
了一次灾难而不是一次能够“以其它方式”来实践艺术的机会。他们在
发挥社会效应的期望中停了下来。
产生影响意味着获得了某种力量，而获得力量则是艺术最害怕的事。问
题则在于艺术始终都是拥有力量的。艺术有命名和限定的力量，有介入
文化工作的力量，有通过将自己转变成人工制品（即艺术品）来向社会
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施加压力的力量。每一件艺术品终究都是为了能够
活跃地模拟现实碎片而产生的装置。如果政治的力量就是能为事物命
名，那么艺术也拥有那种力量，甚至也许是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形成的。
就算是一个爱情故事，它也能看作是某种文化力量的代理，因为它诱发
或者说是引导了情感方面的需要。
再让我们回到与叛乱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吧。艺术中的叛乱是否是自由的
一种表现方式？不是，因为它是受到指责限制的。叛乱也有它自己的限
制，而这些限制远远早于那些由民事、刑事法律规定的限制。叛乱被用
来实现一次辩证的破裂。职责在没有叛乱的地方起着统治作用，而艺术
则会沦为其满足社会需求、支持权威势力的附属功能。叛乱必须被呈现
出来，这样才能抵消可耻的职责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叛乱也成为了
一种“职责”。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艺术的发展愈加制度化了。目前负责界定艺术的“势
力范围”的制度评论家们致力于减轻艺术“意识形态上的堕落”。对市
场所谓的“需求”的幻想同样也阻止了一些更激进的表现方式。现在的
反抗也只能到这了，艺术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

“白痴学者”
羞耻感组成了艺术的一个深层次的情感基础。艺术为自己被牵涉到了权
力关系之中以及认可了极权主义而感到羞耻，这种羞耻感阻止了它对
政治的参与或是明确地形成语言的论述。与政治和科学相关的任何事物
都只能是艺术的副产品。由于这种对“获取知识的所有权”的不情愿，
试图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或是讨论区域社会的努力就会变得与那些伴
随有反对甚至是对被指定来处理这些问题和麻烦的论述（例如科学和政
治）带有敌意的行为没什么两样。艺术的自主权远远地超出了常规范围，
只为变成一种测量意识形态纯度的工具，或是对“艺术完整性”做出的
严峻的考验。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与艺术家的无知作斗争。Marcin Czerwinski 在
上世纪 70 年代时写道，艺术没有“将直觉转变为论证性语言的能力”，
因而它依赖于“分散在现实中的真理的萌芽，这才具备了发展成为理
念或是各种画面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会被称为一种社会症
状的原因之一，这委婉地暗示了它在执行一项任务时所采用的无意识、
凭直觉进行的方式。根据这个观点来说，以创造性个体的身份存在的艺
术家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毫无意识的媒介。无论是否乐意，他们以一
种完全没有顾虑的方式具体化了那些关键的时刻。这让艺术家成为了
某种意义上的“白痴学者”：即他们有一些有趣而且重要的东西想表
达，但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到这些东西的或是不知道能用它们来干什
么。Marcin Czerwinski 把这种状态称为“思想节制”（ideological
abstinence）。
对于以上这个观点，Joanna Tokarska-Bakir 表示：“当今的艺术家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也许呈现出了 19 世纪时被视为世俗的大祭司的状态，
他们‘通过人类的肉体这种象征性的媒介’采取行动，尝试呈现出一种
已经掌握了世界、但却未经探索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但问题在于他们想

通过艺术来表现的关系既没有被他们自己了解，也没有被他们的目标社
会了解。”
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艺术家的无知也许对社会有利。以风险和直
觉为基础的艺术的认知过程似乎是有风险的。艺术院校中理论教育的缺
陷也许是一部分群体潜意识中就不愿意增强艺术的直观工具的征兆。

克服异化
有什么办法能够逃脱这个陷阱？能否停止给“什么样的行为适合 / 不适
合政府、商业甚至是反叛的‘顾客’”下定义？艺术在废除这种辩证
逻辑上已经迈进了一大步。它已经将一名审判员的立场假定为了价值
的评估者，这与“参与其中的观察者”处于对立的位置上。它详细阐述
了社会批判的各种策略，这是“在社会上显而易见的”事物的解释学。
艺术家 Julita Wójcik 曾经在华沙的 Zacheta 画廊中为土豆削皮，她
试图以这一举动来鼓励我们将那些司空见惯的行为看作是一份关于战
场转移的声明，对隐藏并且外于高端文化范围内的事物的认同。Julita
Wójcik 对主要角色的改变做出了一定贡献：真实情况的本性是由“看
不见的多数”决定的，而非外来的例外。伴随这些界限产生的批判能够
使艺术身份要么与“邪恶的起因”联系在一起，要么与干涉主义以及迄
今为止有可能产生的纠正措施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一种牵涉了对现代
化或是知识论述的进程表现出了明确支持态度的典型性转变的组成部
分，它们有时甚至还会同意掌管局部介入以及代表弱势群体而进行的协
商。有人会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艺术的异化，例如它回避后果、
拒绝产生任何有现实意义或是能经证实的影响。但事实上还有更多出于
危险关头的东西：重新获得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会导致没有思考能力的独
立自主的产生，而这同样也是持续倒退的起因，并且限制了艺术行为的
雄心和视野。

无知与文盲
对艺术疏远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依赖于图像的语言。即使它们具有
直接性，但图像对其它学科的代表来说仍然不太清晰。图片并非文字，
它们的内容都是人们“突然想明白的”，而它们的含义也是一目了然的。
作为这样一种线性阅读的暂停，它的含义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呈现出来、
同时打开一连串的关联，这一事实等同于“认知暴力”。为“专有的图
像”提供的视野少于阅读文字所能提供的东西。文字能够刺激想象力的
发展：当我们阅读时，我们脑海中会自动勾勒出相关的画面——来自记
忆力的视觉拼图然后“叠加”到文字上。文字的空虚单调在其中展现了
出来：一个词语并不能代表它所提到的那些东西。图像指代其所描绘的
事物的方式则醒目得多。“在一张图片中，事物会完全表现出自己，而
且它的图像也是可靠的，这与文字及其它感知方式模糊、有争议地表达
含义的方式正好相反，后者会让我去怀疑我所看到的东西。”在面对一
张图片时，想象力并不需要去填充词语的空白，而是去决定“我看到的
是什么”以及“我看到的东西还可以是什么”。缺乏解读图片的能力很
显然是一种文盲的形式，来自其它领域的专家们还会开设一些辅导课程
来处理这个问题。这里的无知具有双重性：艺术家被其它领域的专家们
看作是无知的。反之，当这些来自（假设是来自）科学或政治领域的专
家在“解读”图片时也会变得和儿童一样无助。例如，人类学就坚持当
艺术被牵涉到不同类型的社会批判中时就会产生不太清晰的效果这一
观点；当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发展成某种失真的社会批判，模糊不清
而不是直截了当、实实在在的时候，纪实实践就开始有点像艺术中的摄
影了——利用摄影表达更加微妙和抽象的形式。
艺术家提出的调查结果被看作是太过模糊、并且不能以任何一种科学的
方式被证实。但这只会表明在面对直观的媒介时如何构建科学，如何易
于“认知的原教旨主义”。这样的结果是另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其中，
对立的观点被嘲笑为表意不清、含糊和模棱两可等等。上面的引用内容
还告诉我们科学从艺术借鉴了“摄影表达中更加微妙和抽象的形式”。
既然它已经“意识”到了图像在文化里的无处不在，那么科学难道不想
掌控它们被解读的方式吗？就因为它控制了我们对知识的思考，它就能

争鸣
独断地说服我们那是知识唯一可靠的来源吗？
此外，作为艺术活动产品的知识也被其它领域的专家顽固地简化成了一
种纯粹的美学命题的状态。即使艺术真实地“展现”了它所了解的东西，

而且它的知识也是散漫和理性的，“艺术仅仅是美学的生产者”这种陈
词滥调仍然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在来自其它领域的专家中产生了
一种“冷淡效应”。艺术所产生的知识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难以理解的——
他们无法解读它。

@ 王墒：你们为什么认为我的作品这么差
来源：新浪微博
@ 王墒 : 你们为什么认为我的作品这么差，作为一个新人，想向各位专
家前辈请教，从而奋发向上

难道所有的政治诉求都没有意义么？我们谈我们的，谈的有道理，有你
说的心就可以啊，你管他有没有起到炒作的效果呢？

@ 王墒 :@ 蒲鸿：老师请问你厌恶我的作品依据什么标准？

蒲鸿：回复 @ 王墒 : 好，我承认我幼稚吧，我应该没说你作品没内涵吧。
你认为你谈的要有道理，那就大大方方谈出来，我说过我确实不待见村
上龙和成功学，那你的作品肯定就是我们的靶子咯。道不同，只能不谋。

@ 蒲鸿 : 回复 @ 王墒 : 任何一个评论家都不会提出某个标准或者左右
你的判断，你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往这个方向前进就行。我们也愿意
看到有自信的艺术家。但正如反感村上隆的艺术创作论调或任何成功
学，艺术是创造性的劳动它先要回到内心。靠艺术赚钱致富没这么难，
你卖掉你作品里的所有配件就行。
@ 王墒：也就是说您觉得我的作品没有创造性？而这是因为您看到我
作品用的材料很贵重，所以就断定没有内涵，没有深度么？难道披金戴
银的美女就一定是花瓶，衣衫褴褛的丑女就一定是凤姐多才多艺么？您
说的没错我做艺术为的是赚钱，但是赚钱的艺术一定就没内涵么，没回
到内心么？老师这太幼稚了吧
@ 蒲鸿 : 王墒，这么说吧，我无心搅这趟水。既然你说要好好学习而一
再追问我，就不要再反口说我们幼稚。诚意第一，再问内心。如果你要
继续讨论，我尊重你。说到创造性，你先谈清楚你的创造性，从明天开
始我每天 7 点下班，可以保证一条条和你讨论。千万不要我有理你无据。
其他网上耍泼的犀利，我看还是避免为好。

王墒：@ 蒲鸿 : 我谈自己作品网上早都有的。我自己以前也是学习学术
的，因此对它有种内心的尊敬。我厌恶的不是被批评，是厌恶那些对评
论不付责任的批评家。照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们觉得我和村上隆都讲成功
学，因此我的作品就成了你们的靶子，这种批评的方法是我恨之入骨的。
这样就成了评论，你觉得对批评负责了么？
蒲鸿 : 明确地告诉你，双金奖虽小，十年后它同样会掷地有声。
王墒：天啊，我说的不是这个奖的大小啊。我说的是你们作为评论家评
论一件作品的方式。我对这个奖真的没有意见的。你们没有去深究一件
作品，没有搞明白它，就轻易去评论它。奖大奖小都得有批评的责任心
啊
蒲鸿 : 在你贴我上一条的评论前再加一点，即便我站在你相同的调子，
我觉得你炒作和包装很不够力度，和你拥有的财富太不成正比了。

@ 王墒：有道理当然要学习。没道理自然要质疑，咱们讨论艺术还不
能说幼稚不能带脏字么？人家讨论政治讨论国家前途都可以议会里大
打出手，破口大骂的嘛。为的都是真理啊。难道您完全不了解我作品的
意思么？那您怎么评的？真的只看到了作品表面么？

王墒：自然啦，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始嘛。比如我的店筹备了 5 年的时间
才开。有财富也不能瞎花钱啊。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想看到的表象那样随
随便便四两拨千斤的。你要是有什么帮我包装的点子，你可以告诉我，
或是加入我的团队，我欢迎任何能为我带来利益的人

@ 王墒：@ 蒲鸿：你有时间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是不跟我一般
见识，还是你不想在网上耍泼，无理取闹。耍泼是大脑不够用的人玩的，
我不想女生们看低了我有限的智商。所以我问你的问题都是我觉得有道
理的。你却偏偏揪住我说得“幼稚”二字不放。你们搞出了奖来又不跟
人讲道理倒是有点聚众耍泼的感觉。还求指点

蒲鸿：回复 @ 王墒 : 既然是建议，我就直说，艺术圈不是逐大利的地
方，你见过哪个穿金戴银的作品价值超过它本身百十倍的。最直接的方
法就是改你店名“当代艺术界”高端珠宝品牌为“当代设计界”，找那
些 ABB 名字瓜瓜啊、宝宝啊做你的朋友圈。要不然下次跑来艺术圈秀
珠宝，我只能再次冒犯。

蒲鸿：回复 @ 王墒 : 先说说吧，谈事不是这么谈的。学学同被评的梁克刚，
需要的话我们坐下来谈谈，邀请其他评你的评委，或者我们单独还是有
第三方有公开媒体谈都行，你真的这么介意，也可以等几天所有评价出
来后，别这么着急，大度一点

王墒：@ 蒲鸿：你说这个就真的是觉得我的珠宝作品作作为展示只是
为了赚钱的了。真的没有深究其中我想用珠宝表达的内容。我是个爱钱
的人，但我比起怕穷我更怕人家觉得我幼稚。我不会傻倒不了解艺术的
玩法啊。看来你和闻松水平真的差不多。我很喜欢学术，我很伤心。伤
心你低估了我的智商，更伤心你对批评的责任心。

王墒：回复 @ 蒲鸿 : 不介意怎么玩呢？没话题怎么炒作呢？不生气哪
里来关注呢？没人气哪里来财路呢？没财路哪里有妹妹啊？这可真跟
肚子大小没关系啊。我当然可以等这看你们的评论啦。你们也可以合体
跟我讨论，我挺喜欢微博这个平台的，就让它充当我们的第三方吧 亲。
梁克刚算个老几，我学他做屁啊
蒲鸿：回复 @ 王墒 : 呵呵，抱歉，想炒作你找错人了，我没那个功夫。
王墒：回复 @ 蒲鸿 : 你幼稚就幼稚在这里了，做艺术想挣钱就没内涵么？
想炒作就没真理，没责任感么？都喊要民主，那哪个选举不是炒作呢？

蒲鸿 : 呵呵，真高兴你能开始谈你的想法，如果你觉得用这种方式可以
让你显得更成熟，还不如改进一下你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尤其是昨天。
我没有低估你的智商，但每次不要在讨论时首先把别人的智商拉到和你
一个层次再华丽地创造一个史上最雷博士。
王墒：我不拘小节的，你们的酸梅方式什么样又怎样。毕竟我认同
Derrida 没有一种表达方式能是中立，是正确无误的。我珠宝所表达的
内容在网上都有的啊，很好找到。以前我学习评论的时候老师教导我要
认真做 research，尽可能深入的了解作品再做评论，请问你评论前

research 我的作品了么，没看到我怎么阐述作品的么
王墒：你作为评委，已经评了，奖都颁了。能不能说说你怎么理解我
作品的？出了看到是为了赚钱，没任何别的认识么？没有做我作品的
research 么？那怎么评的？
王墒：@ 蒲鸿 : 因为我谈成功，就成了你们的攻击靶子？请问读读艺术
史达芬奇，伦勃朗，毕加索那个不是挣名夺利？难道都是你们的靶子？
你发情时盲人摸象摸到个东西有洞，就去操么？我说自己为赚钱做艺术
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观念有自信，到是有人倡导清廉歌颂内心，为了
掩饰自己大脑空荡荡，逻辑跟不上。

蒲鸿：老兄，那是我的私人空间，我的浏览有隐私设置的，你们不要这
么无理好不好
王墒：回复 @ 蒲鸿 : 请问我哪里不对了？你个评论家弄出了奖啦，自
己跟那里热闹就不需别人热闹么？讲什么隐私权，天啊，我都不我的名
誉权，你还隐私权上了。又是恶人先告状。你们都是闻松老师的弟子还
是怎么的？
王墒：看来蒲泓已经不想和我讨论了 不回答任何问题了 请问你们作为
评论家作为评委，不愿和获奖艺术家交流的么？别光我和蒲泓说啊。这
个奖你们都是参与者，能不能回答我问蒲泓的那些问题？觉得我哪里没
道理也可以指出来 @ 刘礼宾 @ 鲍栋 @ 杜曦云 @ 付晓东 @ 盛葳 - @
蒲鸿 @ 王春辰 @ 朱小钧 @Nikita 影茜 @ 鲁明军 2011
鲍栋：--- 但看到 Derrida，Hal Foster 就不想说什么了，@ 蒲鸿你
懂的
王墒：请问为什么因为我说了 Derrida Hal Foster 就不想说什么了？
他懂我不懂。为啥啊？难道和把我的作品做靶子一个道理么？是因为觉
得我不够档次和你们讨论么，蒲鸿骂我王八满身铜臭我都很想和他讨论
啊。我们一起说说难道不是出于对这个奖的尊重么
鲍栋 : 你注意看下期 < 艺术时代 > 吧，投票人都有陈述的，或许能缓解
你的焦虑。这里我不再回复了
王墒：@ 鲍栋 : 您因为我的作品材料贵就说没有学术性，没有观念。显
然是没懂我的作品。如果您真的没懂，可能同样我说了您也不会懂。但
是我也很原意和您交流。毕竟是出于爱与尊敬。现在围观人挺多的。您
也希望我写好感言，那还是都说说吧。求您了
鲍栋：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材料费贵就不学术了，没观念了？你在哪看到
的，能让我瞧瞧吗？
王墒 : 我是假设的。因为还没拿到评委的陈述啊。但是您因为我说了
Derrida，Foster 就说我不想和我交流了，应该不是假设吧。
鲍栋 : 回复 @ 王墒 : 你完全假设错了，其实更确切地说，我可能会觉得
因为你没什么想法，所以只剩下材料费贵罢了。你还是等杂志出来再仔
细读吧。

@ 理论车间后门：柏林双年展小结
来源：新浪微博
@ 理论车间后门：柏林双年展强调了：1）扛作品去展示是 out 了，整
个展览是装置，装置里有装置，艺术家跑进去将小装置放到大装置里（德
勒兹：将小战争机器安装到大战争机器里）；装置是向观众提供自我检
阅的空间，作品是想要框住观众在自己面前沉思三分钟 具有煽动性的
政治艺术同样还将观众置于了做试验的境地中：
@ 理论车间后门：2）应该展示的是艺术家自己的生命时间和生命形式，
也就是他对于艺术计划和政治计划的投身，作品只是对于他的这种投身
的记录，是文本档案了；展示相当于艺术家领一支武装力量上山，或到
柏林来闹一番。
@ 理论车间后门：3）艺术家从此比拼的，将不再是作品内的肾上腺素

或荷尔蒙或精神或思想的含量，而是将自己的生命形式或所谓的“生涯”
当作木料，在上面种出“作品”的蘑菇，像服装品牌一样，像木鬼之牌
位那样，辛苦地到各个公共政治空间去亮相。
@ 理论车间后门：柏林双年展组织者面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时没有认
识到：1）艺术的地盘大于政治；是艺术将民主政治邀请到了自己的地
盘中，而不是艺术到那个代议制民主空间里去闹闹事儿（这问题朗西埃
讲得很清楚了）。2）艺术家手里政治计划和艺术计划是不分的，他们
到展示空间，是来接受计划和项目的检阅的。
@ 理论车间后门：不是将展示空间当试爆场地的！奥奎的评论不着边
际，细看是反动的：“政治的艺术是开放、辨证、多样又复杂”，不是

激进主义也不是占领，但他说不出“政治的艺术”到底是什么；事实上，
正是“政治的艺术”这个说法出了问题：艺术大于政治，无法用“政治”
来限定“艺术” 。
网友评论如下：
焦健 -kokofan：陆老师，在未来的政治景观中，艺术家将会作为类革
命化的力量出现，还是仍旧作为自娱自乐、骗人骗己的巫师存在？
理论车间后门：回复 @ 焦健 -kokofan: 这就是要说的 3）不用说未来，
现在就是，政客们在操心我们的孩子上学、医院送终和 CPI 指数，操
心着各种远大计划（虽然百分之九十九都永远不可能实现（但为什么一
定要你开回家一辆奔驰那样实现的呢？？人是那样的动物吗？））艺术
家，才是政治家；就以不才我为例：
理论车间后门：回复 @ 焦健 -kokofan: 我想要斗胆一问：是鄙人把我
们的孩子的未来想象得美好，还是温 J 宝这样的政治老滑头把那个未
来想象得美好？老温的想象就一定能实现？我的就一定是荒诏梦？一
个庸俗无聊和政客身边围着十二个腋下夹着很多宏图的艺术家了，我们

的这个世界至少就不会如此让人抑郁了。
刘逸鸿：有的人将艺术做成政治，表演和时尚，我则愿将三者稀释到无，
通过生活和艺术。
@ 理论车间后门：可以小结了：柏林双年展的玩政治性艺术，仍是太
小媳妇样儿：在政治面前和里面闹点儿小事，弄出点风声，做个《甄鬟
传》甚至《还珠格格》续集。玩艺术，是在玩一种被温 J 宝们搞的还
大得多的政治。做艺术家，如今可以像旧上海杜月笙的的种派头：要么
不出手，一出手，是同时不将老蒋和老毛放眼里的。
@ 理论车间后门：但是，艾 WW 用艺术来玩所谓的政治，是要为我们
谋求一种美国式民主和自由，使我们人人都幸福地使用上苹果和选票。
“艺术不应是政治的附庸，
@ 理论车间后门：" 让艺术离政治，直指人心 "，
它应是生命的砥砺和生活的酱汁。”这就是柏双在坚决反对的。艺术大
于政治，是审美元政治；政治是在艺术的审美地盘上发生。艺术家应该
比政客搞一种更大气的政治，这在我们时代很明显了。千万不要再回到
“人心”、“内心”和“生命”的套路上

艾未未访谈：艺术重在对人思考方式的提问
来源：艺术 issue 采访：陈亚梅
Art Issue：您觉得这么多年来当代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过怎样
的转变？中西方艺术家在以艺术的方式反映社会问题上又存在着怎样
的差异？
艾未未：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本身从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对现实的一种
反应，它不仅是在形式上区别于之前的传统艺术，更是在美学上的一种
区别。当代艺术的美学符合社会和政治的需求，可以看到早期的结构主
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很多艺术流派都与当时意识形态里面的革
命是一体的，后来美欧的艺术潮流都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联
系，是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最初是外来品，在中
国加工（创作），而市场同时又是在国外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
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是断裂的或者是比较缺乏的，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
并没有进入到当代艺术的思考当中。
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叫当代艺术，无非是当代人对新的现实所产生的另外
一种表达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可以被称为当代文学、当代艺术或者其它，
那么当它是具有艺术表达力和影响力的时候，往往称它为所谓的“当代
艺术”。它本身是一个流动的、没有固定形态的、没有终极所在的东西，
那么我在谈它（当代艺术）的时候我谈的是一批人的努力，那么这些人
表现的不能够再差了，中国所谓的从事艺术的这批艺术家，基本上是由
弱智组成的，他们最初受到了一定的所谓的美学教育，这些美学教育使
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中具有某些优势，因为他们本身是从最差的环境中
成长的，那么他们就想具有某种傲慢的状态，想能够和现实脱离，进而
成为另外一种精英或者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想法使他们成为极为下贱的
一群，中国的艺术家绝大部分属于这种下贱的一群，只有极少部分的艺
术家对当代艺术的原始精神和他的可能性具有参与的份。你不要看每年
有成千的学生毕业，中国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说我是做当代艺术的，
其实大多数艺术家早都放弃或者根本不知道当代艺术为何物。
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的基础是不是属于现实矛盾的
一部分，如果是，那么你的艺术语言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成为表达的一部
分，如果是，那么你的表达是不是能够被他人听到，你的表达的有效性
在哪里，这几个层面都能做到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才是一个成功的有含
义的表达，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他们要么是被莫名其妙的
跟当代文化毫无关系的标准所承认，要么是一种自我野心的放大，要么

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成功所淹没，或者是能够自觉的做出不懈的努力，
本身却又不在当代艺术的话语里。因为当代艺术本身是需要摧毁一些东
西的，所以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本身还是需要多重能力的。所谓当代文
化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当代艺术这个名词跟其它
名词一样只是一个框子，框子里放着这样那样的东西，放的是什么放的
怎么样，我们首先得对其自身的障碍和约束提出质疑。当然，近些年中
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在逐渐的走向另外一个层面上，逐步的具有了一定
的自信和可能性，艺术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矛盾和言论自由，成为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么从内在需求上就必须走向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宽
容的社会。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时代，无论是表达还是交流都有
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技术平台，当代艺术的艺术形态和表达方式也都发
生新的变化。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差异是西方有个广泛的基础，在西方，文化跟社会的
关系是长期存在的关系，也是被普遍认可的关系，打开纽约时报或者任
何一个重要的报纸，它每天或者每星期都有一个重要的版面来探讨这个
问题。而在中国，艺术只是一个很小的文化精英圈的事情，这些人很沾
沾自喜，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某种由于社会分工不公平，权利资源供给
不公平，信息不公开原因而获得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我们谈中国当代
艺术和西方当代艺术不是在一个语境里面。无论是表达的可能和传播的
方式都有着很大的差别。
AI：艺术家通过自身的艺术表达反映社会问题可以有诸多视角，如政治、
经济、历史、战争、科技、生态、环保等等，您个人在创作中最关注的
是哪一方面？为什么？
艾：我最关注的是我自己，是我怎样能真实的生存在我所生存的时间中。
在北京，我只是一千七百万人口之一，我所能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小的，
那么如何在这种可能性下通过有效的方式将自我表达有效的传递，和他
人情感建立某种关系，这个对我来说是件有意义的活动，你可以称之为
艺术也可以不称之为艺术，这个我不太关心，我更关心的是它传播的含
义和表达的可能性以及它的传播对他人的思考和生存状态发生了什么
样的作用，或者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或者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作用。这使
我并不关注当代艺术已有的范畴，这个对我没有含义，就像我是医生我
要看的是那个病，并不是欣赏白大卦，医疗设备，我对这个没有兴趣。

AI：您觉得艺术可以改变社会，或是社会改变艺术？

是我们！

艾：当然艺术必然要改变社会，必然能够改变社会。如果我们称之的艺
术不是仅仅的满足于个人私欲和野心的小伎俩。我们谈的艺术是跟公众
的情感有关，跟更加美好的社会现实有关，跟每个人的权益有关，跟社
会更为舒适和平等的竞争有关，那么它必然是可以改变社会的。艺术对
社会的改变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不是一种革命，它更是对人的思考方
式的提问，它有效的影响人们思维的可能性。不过也得是有效的当代艺
术，因为大多数的努力仍然很难摆脱传统的陈词滥调。所谓有效性，无
非是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一部分，关于人类的梦想和恐惧，关于我们可能
和不可能的事情，自从有了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历朝历代仍然有恐
惧和迷惑，仍然有欲望，仍然有表达的需求。

南瓜 kurbis：哗？心声还是噱头？让我想起蒋志的“艺术家眼神”---这种眼神的非物质成分大致由“我是傻逼”和“我不是傻逼”的激烈内
心反应生成 XDXD

而社会环境和艺术作品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认知到很好的作
家或者艺术作品并不是产生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的环境中，但是有一
点是共通的，人的思考能力、批判能力、自我意识或者由于这些环境产
生的表达的特殊性，这些构成了艺术的特征，这些特征我们称为现代艺
术中最有含义的部分。中国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这个时
期的变化是让全世界都很吃惊的一件事情，当然中国人也是身在变化之
中，但是艺术并没有反应出这种特殊社会状态，艺术仅仅停留在沾沾自
喜的小资和文青的情调之中。这一点是很丢脸的，中国艺术家鲜有能够
提出让无论是自己人还是他人有所警觉的命题和表达方式，这使得这个
民族缺少更新和自我再生能力，这足以被中国当代艺术丑陋的表现所证
实。
网友评论如下：
[ 沙发 :1 楼 ] guest
理论车间后门：这样一个满喷粪的人还偏偏对当代艺术有那么多的看
法！你到底在说什么？第一句：“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本身从它最初出现
的时候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它不仅是在形式上区别于之前的传统艺
术，更是在美学上的一种区别。”听着真像艺术界的汪晖：错乱还装逼！
辛云鹏：这是一篇非常糟糕的访谈！
理论车间后门：艾说：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当代艺
术这个概念不仅是在形式上区别于之前的传统艺术，当代艺术这个概念
更是在美学上的一种区别：“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本身从它最初出现的时
候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它不仅是在形式上区别于之前的传统艺术，
更是在美学上的一种区别。”
夏国 art: 你认定了传统艺术是艺术，相较而言，那今天的“当代艺术”
就是非艺术了，艾一点也没说错，你胡骂啥
理论车间后门：只有疯子，才有这么大的胆子，说出这种话来。这不是
话的内容对不对的问题了！不知道就少说和避开好了。他疯狂了。
理论车间后门：你从哪里看出我“认定了传统艺术是艺术”了？他的访
谈的内容已错乱到我根本用不着去评论了！他的错乱的表达已侮辱了
我的阅读能力！他逻辑如此错乱，话里面的内容是不成立的！
本当无人：我觉得这个 @ 夏国 art 做的 SORRY 404，远不如 BILIBILI
上 对 404 问 题 的 吐 槽， 类 似“ 河 蟹 你 全 家” 这 样 不 断 再 生 再 版 的
bricolage，欢乐又美丽。而这丫不过就是表达一个政治正确，然后投
身到所谓“新锐”的系统里面心安理得的被消费去了。
夏国 art：你自己的逻辑就不混乱了？一边说用不着你评论，一边又在
评论别人逻辑混乱，真逗！
陈文波 bobo：你也是一员？或者是精英，为我们说话，谁是你的听众？

萧昱：艺术理论可以是自成逻辑的推演和游戏，但却是打通意识觉醒的
重要实践。艾假设中国现实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阻碍了艺术家的意识自觉
性，而丧失了现代性重要的部分：怀疑与批判。然陆老对艾这一认识上
的结论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同样拥有意识的警觉性，无可厚非。讨论的
各方不应以占有道德的制高点而诛心为好
[ 地板 :3 楼 ] guest
lucsun：艾未未的发言代表了很多人对于当代艺术的误解，仍是把当
代当做一个时间概念，和单纯的为了反传统而反抗的概念。当代艺术的
当代强调的是一个哲学概念，艺术走到这里自然挣脱了等级制（实现了
反），脱离了哲学的监管，以前的艺术观终结了，从此以后它自治了，
一切都是艺术了，从此以后艺术没有高低优劣了
俞西奇：看老爱说话，就像看奥修谈两性关系，复杂啰嗦无比，里面就
没有一个清晰的主题，一句话拖延开来反复不停地讲来讲去，普通人完
全看不懂的专业术语一箩筐，貌似莫测高深，实际上空无一句。
俞西奇：老爱做事背后实在缺乏真诚，有太多的功利在后面不为人所知，
他善于在这个当代的游戏中如鱼得水，打擦边球，并努力地“挑战权威”，
最后总能“浴火重生”，名气地位再上一层楼，成为这个游戏里面的上
游既得利益者。
灵魂交易所的光明天使路西法：回复 @lucsun: 当代主义的平等性包容
在艺术思潮上的体现就是当代艺术的核心概念 . 从此艺术作品都是好的 ,
也可以说都是坏的 . 其实在这个前提下抬高的是对艺术的标准 , 艺术或
不艺术 . 不再有不太艺术 , 有点艺术 , 很艺术或更艺术 . 除了 " 艺术的 "
以外其他全都不是艺术 , 是其他 .
lucsun：回复 @ 灵魂交易所的光明天使路西法 : 同意，平等是前提，
没有差距，只有差异。
[5 楼 ] guest
一个做理论研究的，自己要有一套思维缜密的逻辑，质疑别人时要有理
有据，这样任何人才能信服，包括艾未未也会接受，而不是信口喷粪，
搏各个眼球。有些人把西方各种理论不加吸收直接转译，东一榔头西一
榔头的不成体系，理论就会出现前后矛盾，没有逻辑，自己否定自己言
说，非常的混乱，这样的伪理论家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掌握咨询比较快、
信息量比较大的翻译工作者。从一些盲目跟风者来看，艺术圈的艺术理
论太贫血，大补时都饥不择食。
[6 楼 ] guest
一个做政治家的，自己要有一套思维缜密的逻辑，煽动别人时要有理有
据，这样任何人才能信服，包括陆兴华也会接受，而不是信口喷粪，搏
各个眼球。有些人把祖国各种情况不加分析直接扔上来，东一榔头西一
榔头的不成体系，权重就会出现前后矛盾，没有逻辑，自己否定自己言
说，非常的混乱，这样的伪政治家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敲西墙补东墙、喊
着民主斗民主的既得利益者。从一些盲目跟风者来看，艺术圈的民主斗
士太谨慎，一般都胆小如鼠。
[11 楼 ] guest
@ 付晓东：从别人的访谈里截一、两句话，就树靶子批判他人错乱，
就那么有意思吗？你怎么就知道不是采访人，或者访谈整理者的问题
呢？况且艺术家又不是理论家，逻辑混乱对艺术家来说不是常态吗？除
非是有艺术史功底的。艺术家是拿作品说话的，好不？

陈文波 bobo：他作品好吗？小冬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这不是国内的访谈吗？什么对内对外的？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他作品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
说＂好＂还是说＂不好＂都太简单了。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而且那文我也没觉得有啥大问题呀，无
非说＂弱智＂和＂下贱＂刺耳了些，老艾不是一直都是这种表达方式，
怒其不争，不是挺正常吗？难道要说当代艺术家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才
行？真是广告词看惯了，自己都信了。

陈文波 bobo：回复 @ 付晓东 : 都是权宜之计，你懂的！本来我也支持，
但访谈中太无视年轻青艺术家了，不同意！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我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准确，话说口水文，
难免不推敲。既然车间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为何又不尊重他人的不逻
辑的表达呢？更何况对方是不能还嘴的情况下。
陈文波 bobo：回复 @ 付晓东 : 艾的意思是说他之外的艺术都不好都不
能成功，这话太得得瑟了，仔细想想他除了态度只是另一种极少或极多
主义而已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这，我还真没读出来。我觉得不能用技
术性要求，去屏蔽一个个体言说的合法性。这就跟查税要剥夺人身自由
和言论自由是一样的。
陈文波 bobo：回复 @ 付晓东 : 哈哈！陷在故事里了，税是大家的问题 .

陈文波 bobo：回复 @ 付晓东 : 艾我也爱但太演，我们同意一种用作品
说话的规则，他都没看就这么对外说，无知吧！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每个人都只能提供自己的所知所想，全
知全能的，那是理论车间。
陈文波 bobo：回复 @ 付晓东 : 谦逊一点总是对未来的遵重吧！我是唯
一我是战士！谁不是呢？战斗中的都不同意呀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其实我觉得对艾而言，已经不存在跟其
他人比较的问题了。最起码，我这个旁观者是这个感觉。
陈文波 bobo：回复 @ 付晓东 : 对 ! 爱艾才痛呀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我比较奇观车间突然狂喷老艾，不知道
他咋想的，环球时报可以找他来约稿了。

付晓东：回复 @ 陈文波 bobo: 我觉得老艾这么说，他就是这么想的，
谈不上有什么做秀或者装 B 的成份，都是了解艺术家所思所想的一个
侧面文本。

陈文波 bobo：回复 @ 付晓东 : 不是，车间对内说这话没错，老艾对外
话太得瑟，你觉得呢

陈文波 bobo：回复 @ 付晓东 : 不是空间站在研究他，每日工作的年轻
人都在看 ! 骂派的问题是不知道他的真正观众！

南城：绘画的观念诡辩术
文 / 南城
基于对庸俗图像、庸俗政治表态（玩世现实主义 / 政治波普 / 青春残酷
/ 卡通一代等）的批判，绘画开始步入观念之路，它对工具论 / 反映论
进行了观念的拆解，试图解放艺术史中带有明确承载的庸俗符号等恶
习。但尤为不幸的是，这种自觉性却使得反对者成为被反对者镜子里的
自己，它依然没有逃脱实用主义中心论的庞大网络，最终，走向了以精
英主义自居的观念诡辩和无聊的告密。因此，我们不仅要对艺术史的陈
规保持批判，同样要对任何在批判指引下的新艺术形式怀有质疑，只有
这样，观念才是流动的观念，可以再次被生产的观念，对观念不断去魅
的“观念”
像王兴伟、王音、张慧、张恩利这样的艺术家在近几年是备受吹捧的，
他们的粉丝批评家从哪里得到了两点安慰：一是以为找到了针对艺术图
像的意义至上的良药，二是满足、验证了自我理论化和结构分析狂的妄
想。当然，这是中国那些批评家苦读若干年半生不熟的学术书籍之后的
必然结果，在以政治批判和个体遭遇的现实流面前这些理论似乎难以施
展，于是他们甚至轻易地断言这些不是问题，立场之争无关紧要，问题
是如何分析。而所谓的以绘画作为问题、带有不确定感和极具形式观赏
趣味的这种作品使得深奥的理论分析找到了看似广阔的温床，迫切的倾
诉使得这些庞杂的西方理论，却被运用在一个有着贫血嫌疑的小众的、
专业票友类绘画。
首先，张恩利被算在这里有些牵强，最多能和绘画对物的观看扯点关系，
其还是早期受培根的表现主义影响下的语言风和绘画视错觉的结合，无
非关注和描绘了生活中的日常之物。这就使得张具有被三种痴迷症的观
者认同：1. 强调绘画性和语言范的。2. 要求从政治批判的大潮中退出，
重回日常经验、日常之物的生活流们。3. 将绘画观看问题作为破解“真
实”的逻辑分析话痨。说直白点，艺术家觉得画的好，理论家觉得观念

来源：艺术时代

好，虽然风马不相及，但也算偶尔小相遇。张的画在现实的底色上和川
军算是同流合污，无非是川军（周春芽 / 何多苓等）有点滥情、流俗于
生命文学（孤独、欲望、伤害、迷茫）的自我幻想，幸运的是张恩利稍
微高了一个层次，多了些内敛、克制并把日常经验摇身一变转到了对绘
画视觉的关注研究。当然，这种绘画在另一个层面也满足了某些观众的
器物怀旧风和记忆趣味症。
相比之下，王兴伟似乎口味更重一点，更偏东北工业生活风一些。王最
近在麦勒的个展，热包子出笼虽然里面装着隔夜馅也是一片叫好，就像
张恩利在上海的一样。这些艺术家虽然春天来得晚，但也不耽误赶收获
学术的末班车，这样的遭遇也为很多写作者编排感怀人生、励志小故事
提供了素材，比如对这几位的描写中，都要说类似于：光照进某个角落，
这是一个远离中心的小城，周围都是破落的小街，艺术家坚守 / 执著的
别人不以为然的东西如何如何，还要配上“日出日落”这样的套词。其
实，无论是二王还是二张，他们在 1990 年代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红红火火，
因为世纪交汇的前后数年中，面对激烈、动荡的社会对现实的批判和生
命的抒情始终占居上风，强迫性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标准是将他们排
除在外的。也就是说，这四位在今天获得认可并不仅仅因为作品本身，
而是在于当下人们对搞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中心论、象征主义的表象符
号，艺术直接表达或明确政治 / 社会观点的厌倦与反叛，观众需要新的
艺术作品来满足自己的视觉疲惫，观众需要满足带有波西米亚情节的布
尔乔亚阶级装怀旧、装学术的趣味，他们需要那种不需要上街斗争、不
需要正视现实的生活，那种坐在咖啡馆或茶社，玩弄器具，玩弄学术技
法的思想辩驳魔术师，这是多么荣耀的体面的、智慧的中产阶级学术生
活啊，可以躺在沙发上吃着点心喝着下午茶说：现实政治批评太幼稚，
结构早已经是第一语言。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这几位艺术家发现了新
的艺术形态（何况这种类型在西方 70 年代就已经很老土了），而是新

的社会阶层们需要这些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是时代选择了他们，而不
是他们引领了什么绘画新时代。
王兴伟的个展引得艺术家们一片赞誉，而批评圈则只有少数几个知识性
分析家们为之鼓掌，例如老栗、高名潞、吕澎、王林这些老先生们并未
显露出对王的兴趣。这是批评家内部的分歧吗？显然事情并不是这样，
栗宪庭等人依旧将视角停留于文化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层面，在他们看来
世界有一个本质即通过新文化可以拯救现实。而那些迷恋分析的技术控
批评家们则认为这是一个假设的二元对立进步论，只有显现不确性的结
构，提供场域，生产知识，艺术才不是以拯救作为目的工具。
这些看似挺有道理的说法，和那些正确的废话一样只可远观不可深究。
例如像：绘画语言是造假的修辞 / 绘画是相信意义的骗术，这种两千年
前不早，两千年后说不晚的大道理，就像在侦探漫画的第一页标出“谁
是凶手”一样无悬疑、无乐趣。或者更为简洁的说：把工具化 / 镜像化
/ 反映论作为批评方法，是放之四海皆真理的无需讨论的话题。就像我
们说事物总有两面性一样看似准确其实啥也没说。同样，这一套技术手
法也可以用在以反对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模式的艺术家王兴伟、王音、
张慧作品中。首先他们用绘画作品作为视觉形式质疑绘画规则本身，不
也是拿绘画当工具吗？当然，艺术家可以说这种内部的左右手互搏更有
思辨色彩和语言学乐趣，可是谁见过左右手互搏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
的，它不过是一种知识分析的杂技而已；其次，针对现实中或艺术史中
形式或图像的辨认被意义控制这一问题，不也是这几位面对的活生生的
历史现实吗？这不是反映论吗？虽然他们摆脱了社会现实的文化紧迫
性反映论，却在做换个角度温水煮青蛙的伪装；更为尴尬的是，这种看
似以艺术史中的对应关系作为问题的绘画作品非但没有显示或流露出
它的观念意识，反而被热爱形式的艺术家们看作是研发了一种新的形式
趣味，这种趣味可能是王兴伟作品的幽默与戏谑，王音作品的笨拙与行
画情结，张慧作品的陌生和情感亲近联谊。这就好比那种整蛊的礼物，
包了十几层盒子，我们不断拆开，盒子套盒子，工序越来越复杂，绕了
一个又一个弯，满怀期待地渴望看到惊喜，却最终发现还是希望落空，
这些貌似以观念起家的艺术家们，最终摔在新的形式生活的趣味贡献之
上。
这样的看法也许会受到这种质疑：认识和试图理解王兴伟、王音、张慧
的作品需要系统性的研究、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常识与经验，否则谈
论一张作品获得了什么就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命题。是的，这个回击很漂
亮，思想也很跟时代。但这种回击中隐藏着潜在的知识精英中心主义，
它把作品的视觉问题不负责任地推给了观众。如果你说没看懂，那么
sorry，要么你不了解你看不懂，要么你知识浅薄、认识薄弱。这样的
反击看起来有些可笑，可爱之处在于：1. 观者是否在看展览的时候有义
务全面了解艺术家的信息与资料？ 2. 是不是下次展览海报上要列个书
单，先补课后观展？ 3. 何以认定艺术家的作品是对这种理论体系天衣
无缝的表达？ 4、如果观看的不确定性是为了回视现实中的不确定性，
观看获得意义是开放的、多元的，那么我们把信手涂鸦的画放在这里，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释？同样，这些艺术家的思考怎么被视觉验证，不
是要那种简单的明确，而是至少携带一定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我们
怎么提出可以推敲的假设？当然，这些对反击的反击并不靠谱，有点儿
意义明确的倾向，但没有潜在标准的谈论是过于模糊和多义的，而没有
短暂本质论的基点是可以随意适用于昨天、今天、未来的，任它这样来
回穿梭，岂不荒谬？
这样的荒谬就像流传上海的一个段子：上海某著名抽象艺术家被记者问
到为什么总是重复几十年的画“十”字，有没有形式重复和思想枯竭
的嫌疑？这位艺术家微笑地答道，这个问题太表面，我不变风格是因为
当所有人觉得作品应该不断改变的时候，我的不改变就是一种前卫的抵
抗。哈哈，这位艺术家真是独揽大权，正反有理。依此来看，技术控、
方法流式的批评一样显得既言之凿凿的正经又新意不断地买萌。文化研
究开启了批评家们用各种学科 / 视角 / 研究方法进行跨界分析，使得学
科实现了最大的交融，知识不断地被再次生产，但问题是：所研究和分
析的艺术家是否具有典型范例价值，是否适合展开结构分析，同样，不

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可以动辄扯上福柯、拉康、齐泽克、阿甘本、朗西
埃的，也不是动辄就谈权力机制 / 想象共同体 / 知识谱系 / 异见阶层，
也不是拿一套分析结构的方法去谈论所有的艺术作用，批评写作应该是
谨慎地使用各种术语和思想，它可以分析和借用，但并不一定适用。
还是回到王兴伟的作品中来，看王的展览作品有种很幽默的纠结，感觉
总是一个圆怎么画都画不圆，于是来回画来回画，最后留下又脏又厚的
烂乎乎的画面。从这点看，王音、王兴伟、张慧是一个拆迁工程队的，
他们的任务是用美术高考冲刺班的拙劣人像、静物、石膏的形式，配上
行画师傅们因谋生以无理想和没学院基础为风格，博得普通青年钟爱的
市井风情画，气息上其乐融融、憨厚可鞠、布满生活中的怀旧灰尘。然
后，辅以反庸俗符号、反明确意义的理想攻克艺术史中现实主义 / 象征
主义的意义传播至上的城墙。最终，他们在北方的某个城乡结合部筑起
一座中华田园风光的农家乐城堡，那里的墙面带有东北乱炖的酱油调，
飘扬着“观念绘画”的大旗，虽然底色有可能是个体因厌倦某种机制，
而无自觉性和建构性的虚无。然后，带有“小资贵族”怀旧气息的上海
风和重口味的东北僵硬造型派进行会师，成为了近几年貌似观念、刻意
笨拙的“坏画一代”。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秦琦、宋元元、陶大珉、李
超等年轻艺术家的身影，那些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左躲右闪的、
狡猾的玩弄学术观念的不确定性和错置感，感觉内容丰富，难以捉摸，
总是颇带讽刺地说：猜猜我在哪里？当然，更多时候，在我看来，有些
年轻艺术家不过是思想混乱 / 迷迷糊糊地不知自己在干嘛而已。
无论风格上多么相似、方法上多么雷同，这些艺术家都在围绕着一个关
于什么是“真实”的哲学讨论？落实到绘画上，步骤一般是：艺术的形
式或图像不能简单的承载或明确意义——意义和固定的符号秩序要被
重新消解和看待——绘画语言是欺骗和促使观众相信假定“真实”的修
辞手法——利用被打乱的画面秩序和各种奇异画风进行解密——使得
画面的视觉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消解意味以完成艺术的开放与自由。当
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分叉式的变异手法，比如将绘画分解为物理物质，
借用和实物的组合制造视错觉，通过其他媒介仿制绘画效果等等。但那
种纯观念的 / 无语言感的这类作品，面临的前景比王兴伟他们更为惨淡：
简单用脑筋急转弯方式的揭示了绘画是物质 / 绘画是假象的时候，之后
做什么？还在重复这个公布于世的秘密？至少王兴伟 / 王音海保留一种
绘制和语言的趣味，还有一种调侃和戏谑的自由气息，而许多艺术家仅
仅是用绘画说了一个和绘画有关的小常识。所以这些不过是低级盗版的
山寨王兴伟 / 王音 / 张慧而已，不厚道地说，这些艺术家不过是帮批评
家想象的理论文章配了些蹩脚低劣的插图。
当然，这种努力在特殊的阶段之中，可以作为一种临时解决方法，以便
悬置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但，质疑精神所引申出的否定，不是单
次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开放性和实验性才会持续的、系统的保持。
同样，不断质疑不是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不是无序的浮光掠影，随意
移动的不确定性，而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深化。即便这种对绘画修辞和
意义生产的常识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仍具有重大意义，但当它被告密
者揭示之后，它也就成为自己最该反对和质疑的敌人。告密者需要不断
携有新的秘密，并且是触及“真实”这一元问题的无休止、无结论的另
类秘密。绘画不需要一次性的观念诡辩术。
网友评论：
[ 沙发 :1 楼 ] guest
于瀛 1987：这文作者别有压力，人家都说自己不是观念绘画了……哦
难道你说这就是诡辩？
理论车间后门：为什么批判和观念是不够的？必须与市场和机构中发生
的一切艺术行动决裂，这时，艺术家的行动相当于起义的夺权，这时他
手里的艺术品只是他的离经叛道的新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他起义、颠覆
和夺权的过程，正是艺术市场、媒体、机构之间重新达到权力平衡的过
程。这过程中的艺术才健康。

理论车间后门：艺术批判，用艺术批判，或艺术品自我批判，变得很
难。使艺术品在目前市场状态下成为一个自我批判的商品？自我批判的
商品？这是一个吊诡的说法。但艺术家清醒和批判后做出来的，不就是
这样一个听上去很矛盾的商品吗？
理论车间后门：做策士：德勒兹这样建议：让我们成为这样一张底牌，
就是要等在排好后将自己抽出，使整个序列倾覆于一瞬间。
理论车间后门：艺术家的批判：用图像去批判图像，这等于是说要去成
为破坏偶像者；困境是，用一张图像打掉另外一张图像后，这一张图像
谁来批判呢？所以，康定斯基和沃霍尔的态度都是：我手里在玩的不是
作品，而是无数个图像中抽出一个样例，来变形给你看；他们两个是在
全体好图像和全体坏图像之间玩？

等似乎经得起推敲了，扛得住经院哲学式的悖反思维、诡辩思维的风吹
雨打了。高高在上的批评者在否定一切文化逻辑、扫荡一切牛鬼蛇神之
后，最后接受神马呢？也许唯有丛林原则，成王败寇。
@Qiwei 工作室 : 这样的批论能活跃学术氛围。引用的多为西方哲学构
架，处于当代艺术后殖民时期的我们并没有走出这样的模式。单纯的艺
术应该不会如此的被学术加冕，当然如果它市场化了就另当别论了。
[4 楼 ] guest
王兴伟、王音、张慧、张恩利的确不能放在一起 . 因为张恩利太小清新
了 . 而且充满了心灵鸡汤的味道 , 张恩利的画和前三位完全不同 , 只是
更好卖一些 . 好卖也不是罪 .

刘化童：艺术品自我批判？这就好比一个人拉着自己的头发要把自己丢
出去。

要批判也不是批判前三位 , 应该批判的是他们后面的一群小东北 . 站台
最近的展览里面全是这样晕乎乎的趣味 . 是他们把王兴伟王音张慧的某
些神秘性破坏掉了 .

[ 板凳 :2 楼 ] guest
@ 策展人顾振清：此文所研究和分析的艺术家是否具有典型范例价值？
是否适合展开结构分析？ 有。否则不会有此文。一个反证是：王兴伟

[5 楼 ] guest
坏画不是问题 , 问题是坏画成为好画之后的当初那种坏已经无意义
了 . 那怎么办呢

未知博物馆 Party：社会冥想
文 / 南城
《社会冥想》是未知博物馆 2012 年一个新的项目，是在 2010 年《冥想
台》项目之后对冥想这个主题的一个延伸与发展，《社会冥想》设置了
一个矛盾的观察空间，在一个舒适慵懒的 party 环境里，影像像窗户，
把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的景观投射进这个封闭舒适的空间里。在一个充
满中产阶级趣味的客厅里欣赏人类的苦难和社会的危机，这正是今天知
识分子的具体处境，也是媒体时代的社会景观化的微观表征。
party 的英文含义既是聚会也是政党，而 party 在现在中文环境中的意
思更多的是指聚会，以至于有中文的音译词，比如“派对”，
“趴踢”，
“大
趴”，意指有着香槟美酒悦耳音乐人头攒动的聚会。无论是聚会还是政
党，都是由群体构成的公共空间，它的主要功能是从谈话交流中得到信
息，发出信息，从而互相了解认识，并获取认同。这是社会行为的基本
方式。公共性是 party 的基本特质，而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并非自由的，
而是被限制和遮蔽。因此 party 丧失它的政治含义也是必然结果。被称
之为派对的 party，是上层社会的财富和权力的交换场所。娱乐明星和
社会贤达，当然还有艺术家，侧身其中，寻找飞黄腾达或攀龙附凤的机
会。权力在这里不会得到阻遏或质疑，只会被公开的谄媚和秘密的出售。
媒体在网络成为信息的主要工具的今天逐渐和权力松绑，或者说媒体
的垄断已经不复存在，每个个体成为媒体的一部分，并且汇聚成新的公
共空间，网络媒体的变化促成新的社会构建方式，在电子屏幕前的社区
和群体成为影响社会重要力量。媒体信息一方面在突破权力的封锁，但
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媒体的公共暴力，媒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个体自身
也变成媒体的一部分。媒体制造的平面乌托邦正是今天景观社会的全景
图。而媒体是否会成为新的利维坦？这是我们在欢呼媒体的胜利时需要
小心的。在现代社会中，表象景观的营造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
人成为了游戏的 player，无休止的通关升级把人的生存消耗在无数的
game over 里，fation 的每一季的样式永远引导潮流的改变，无论它
看起来怎样愚蠢和丑陋。广告里永远是神采奕奕闪闪发光的俊男美女在
干净得像塑料世界一样铮亮的环境告诉你他手里的产品是多么的神奇
和必不可少，而这美好的布景总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被戳出一个难看的
破洞，露出后面可怕的真相来。
冥想是一种从内部平衡中得到自足的精神活动，冥想的具体形式是非语

来源：艺术时代

言交流的，沉默是冥想的具体方式，虽然沉默并不意味着封闭，隔绝，
而是更加微妙隐秘的信息传递方式。而这样的精神修习方式在现代社会
中被以资本方式利用，把冥想变成健身消费，减压药。冥想的精神意义
被切除与消解。冥想的沉默是平静自足，沉默意味着从表象世界中抽离
出来，冥想是从内部精神的观照中发现外部表象的虚幻性。 冥想是个
人方式，社会活动是集体方式，“社会冥想”看起来是个自相矛盾的悖
论，如果说在宣传机器的灌输下形成的集体意识形态是一种被专制制度
塑造的公众意识，在大众媒体的信息轰炸下的集体类型化意识是被资本
塑造的公众意识。“社会冥想”提出了一种由个人精神自觉的方式来发
生社会关联的可能。个人由此保持对社会异化的敏感和警觉，并以个体
自由的创造性方式参与社会实践。
“社会冥想”是一个隐喻，还是一个乌托邦式想像？如果仅止于此，在
今天艺术语境中也就并无新意， 它所设置的这个场域可能对每一个进
入者都是一个陷阱， 每个人必须保持自己的觉醒， 才不被图像的捕鼠
器捕获。《社会冥想》的提出是一个精神实践起点，我们期待的是它会
怎样发展和成为一种介入社会的实践力量。
邱黯雄 2012/5/1
网友评论：
[4 楼 ] guest 2012-05-11 17:18:56
空对空啊
[9 楼 ] guest 2012-05-13 17:53:44
终于看到一个没有作品也没有表演的展览
[10 楼 ]guest 2012-05-13 18:00:00
典型的无聊型当代艺术现场 . 举着白棋喊革命 .
[11 楼 ] guest 2012-05-13 19:24:31
楼上的你要举着红旗干革命吗，去微博拉票竟选吧

超级资料
[25 楼 ] guest 2012-05-15 10:27:49
艺术组合中 ngo 的特征总结

1、经常出现猪一样的队友 , 公开讨论的时候经常用各种眼神看队友 .
2、关键词 : 批判 , 讨论 , 民主 , 追求 , 苦难 , 危机 ....... 最重要的单词是 "
我们 ", 因为他们不能突出个体 . 所以每个人说我们的时候 , 其实在心里
是默默的把自己排在最前面的 .
3、问题无法深入 , 因为总是在讨论对方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自己 . 或者
一直在揣测他人的动机 .
4、基本上不正面回答问题 , 总是以反问别人来回答问题
5、喜欢炫耀历史 , 人性 , 自我 ( 这点很奇怪 , 一直搞不懂这么多人的自
我到底是谁 ), 最近又流行科学 , 神学 . 总之 , 你想聊什么 , 他就给你玩
跨学科 .
6、总是能用各种方法让观众记住他们的正确性 , 而忘了内容 .
7、最严重的问题是 , 这类组合就像有机食物的广告一样 , 不断的宣称自
己是是无害的 . 原生态的 , 难道艺术是有模式的 ?

[26 楼 ]guest 2012-05-15 12:44:01
未知博物馆已经有四年的经验，我们仍然认为下面的几条准则是我们会
坚持的 1，方法简单易行，基于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提出问题。 2，对创
造性的重新认识 3，回到简单的生存方式，对需求的节制 4，精神性和
实践性
[32 楼 ] guest 2012-05-15 18:10:33
未知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而且未知博物馆的产生，本来就是一方面是
基于对博物馆制度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未知的思考。
[34 楼 ] guest 2012-05-15 22:36:31
是在博物馆制度上的未知 ? 还是全人类的未知 ? 是真的走到尽头无可奈
何的未知 ? 还是逼急了不未知就没有未来的未知 ? 或是貌似未知 , 其实
无知 , 最终想做公知 ?

凯利 • 沃克（Kelley Walker）& 韦德 • 盖顿（Wade Guyton）
作者：陈颖编译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1969 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哥伦布，
1995 年时在田纳西大学获得了美术学士学位，现生活并工作于纽约。
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的作品曾在布鲁
塞尔 WIELS 画廊、牛津现代美术馆、纽约 MoMA PS1 以及伦敦皇家
艺术学院等展出过。他还参加了第七届沙迦双年展、2006 年的惠特尼
双年展以及 2007 年的里昂双年展等。纽约 Paula Cooper 画廊、柏林
Capitain Petzel 画廊、伦敦 Thomas Dane 画廊等代理了他的作品。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属于电脑、数码照片、图像修改软件引
导其对技术进行了重新界定的那一代艺术家。他热衷于利用新闻图片来
打造自己的图像，并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表现技巧（如再构造、放大、增多、
交叉绘制影线、叠印等）来确定阐释过程的方向。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的创作目的在于揭示当代图像作为媒体过度曝光的受害者在
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在新闻、信息方面的潜在价值：长期以来，图像复
制品在各种媒体（杂志、电视、广告、网站、手机等等）中的传播削弱
了大多数图像的叙述及文化力量，仅仅只保留了其感官上的一部分内
容。以这个目的作为出发点，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利用并且
展示了当代图像重复使用的现象，同时指明了这种状态的危险性。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创作于 2001 年的作品“Untitled”是以
汽车的挡风玻璃为原材料的。这件作品曾在萨奇画廊展出过，看起来就
像是一场可怕的车祸遗留下来的汽车残骸一样，让人们联想到一些令人
不安的事件。被扭曲、粉碎了的挡风玻璃融合了美丽与恐怖，呈现出了
一种形式上的吸引力以及装饰性的有利条件——碎成了一片片的玻璃
像极了被收集在一起的冰晶，而变形虫一样的油漆斑点充满了一种装饰
过的节日感。与所有的事故现场一样，残酷的现实正是存在于那些昭然
若揭的证据中：这张撞得粉碎的挡风玻璃上有一些涂有糖果色油漆的斑
块，而这件作品则用某种抽象和引人注目的东西描绘了一次正面碰撞，
一种带有与流行文化一样的轻薄特性的致死性力量。
作品“他试着去熟悉他的装备，这样才能像驾驶一辆汽车一样机械地
使 用 它（He tried to become so familiar with his equipment that
using it became as automatic as driving a car）” 也是在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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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创作的。创作者身份与真实性一直是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
的作品主要关注的东西之一。他从公共场地中“劫持”来原材料，进一
步地复杂化了图像的日常交易，将信息媒体的陈词滥调转变成受人推崇
但同时又令人惊恐的事物的实例。在这件作品中，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将一个政治广告放大到了非常大的规模，从而将原始的新闻
暨宣传图片转变成了一个虚拟的场景。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
在图片上喷溅了一些铁青色的、像抽象化了的水坑一样的东西，从而将
抗议的刺激性转变成了电子游戏里的暴力元素，描绘出了一个看不到的
“超级大反派”病态的消遣方式。通过对恐怖主义的暗示，凯利·沃克
（Kelley Walker）实际上是强调了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危险：媒体的
力量同时引发并且表现出了忧虑和不稳定性。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 用电脑处理过的图片远远不止对广告的破
坏，也没有将目标放在特别的机构或是原因之上，而是批判性地曝光了
以恒定的常态存在于当代文化之中的焦虑。作品“我们开玩笑说在铺路
石的下方藏着金块（We joked that under the pavings stones there
was gold）”（2001）就将看似无伤大雅的愚蠢的行为变成了一个可
怕的噩梦。以一张反资本主义的海报（它从根本上颠覆了对灾难的阐释）
为起点，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用一种没有限制的增添物介入
到了这种恐慌之中。这张海报也许会被错误地理解为邀请人们去“探索
物体间隙的关系”，而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则用“一条带有
剧毒物质的橙色河流”填满了坍塌的路面裂口：这种方式将作品名字中
对于财富的追求以及广告的暴力信息包含到了一种超自然的“末日灾
难”中，同时又充满了令人迷茫的诱惑。
利用出现在了贝纳通（Benetton，服装品牌名）1995 年《Colours》
杂志封面上的那张著名的毛伊岛飞机失事的照片，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在作品“毛伊岛（Maui）”（2001）中探索了作为这样一种
平台存在的媒体图片的传播——在这个平台上，落魄与欲望都变得无法
辨别了。艺术家用许多糖果色的圆点对画面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使该
服装公司的“United Colours”口号变得可见了；他同时还提及了数
字媒体像素化的制式。这件作品具有能够打动人的魅力，但同时又让人
感到惊愕：它揭示了图片的含义易受外境影响的特性，对一种人类价值
以时尚和创伤为标准进行调整的世界秩序提出了质疑。
作于 2004 年的作品“Marantz Model 6300 With Yellow Stripe”结合
了广告的禅学与抽象主义画作难以理解的特性，它压缩了迷惘的一代让

人感到焦虑的观念论。在这件作品中，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
用几何图案盖满了一张 70 年代的立体声 CD 机的广告图，将消费品设
定成了逃避主义的基础；此外，他还用一条半透明的黄色带状物横穿广
告图的中心而过——这些光怪陆离的图案模糊了唱机的整个转盘位置。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在这里参考了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抽象的色域以及在佛教冥想中使用到的坛场，并把这两者
都归纳为一个设计的概念。他这种标志性的图像都是通过电脑修改表现
出来的，显得粗糙而又空洞——这呼应了 CD 机说明标签上写着的“自
动关机”。
利 用 少 男 杂 志《King》 的 封 面， 凯 利· 沃 克（Kelley Walker）
的 系 列 作 品“schema; Aquafresh plus Crest with Whitening
Expressions”对媒体挑衅做出了消费主义至上的回应。这本杂志支持
丰满、具有曲线美的女性而不是主流的消瘦，而这一系列作品则将其
用作了一种积极的宣言。屈服于好莱坞女星莱吉娜 • 豪尔的诱惑力，
凯 利· 沃 克（Kelley Walker） 在 作 品 “schema; Aquafresh plus
Crest with Whitening Expressions（Regina Hall）”（2006） 中
表现了自己对低级、粗俗的“飞溅绘画”的持续热爱。从幽默诙谐的
Pollock 参照物中提取出了一些富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凯利·沃克
（Kelley Walker）的创作方式实际上是将牙膏喷射在原图上，然后将
其扫描到电脑里。这件作品涉及到了一些复杂的种族、性别、身体图像
以及表现方式等问题，用一种卑劣的产品来反抗另一种，最后以更加富
有吸引力的方式将两者呈现出来。在同系列的另一件作品“schema;
（2006）
Aquafresh plus Crest with Whitening Expressions（Trina）”
中，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又将嘻哈天后 Trina“沐浴“在了
不同的牙膏产品中（这似乎是为了保证强力的增白效果）。艺术家用这
种扭曲的幽默感来检验了作为市场营销策略而推出的种族和性表现方
式中潜在的政治性。这张经过了数码化处理的图片被打印到了传统的画
布上，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以此刻画了在高端艺术领域中做
广告的短暂；这些图像的直接性则增加了成为评判思考对象的动力。
利用广告媒体的效力，同样创作于 2006 年的“Black Star Press”印
刷作品占用了一些典型的文化图像。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用
数字技术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强调了潜在的政治与消费主义问题。在这
一系列作品中，艺术家用大幅像广告牌一样的画布呈现了种族骚乱的场
面。他首先将包含了一个白人警察和黑人小伙子的原图像翻转了 90 度，
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然后将白色和巧克力色的抽象
图案喷射到图像上，这模拟了暴力元素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还融
入了道德上的堕落以及涂鸦文化。整件作品通过对原图的重复而达到了
让人麻木的目的，它复制了大众媒体作为一个充满了使人麻木的暴行的
领域的多样性。

韦德·盖顿（Wade Guyton）
韦德·盖顿（Wade Guyton）1972 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哈蒙德，1995
年在田纳西大学获得了美术学士学位，1998 年在纽约亨特学院获得了
美术硕士学位。他的作品曾在汉堡艺术协会、科隆德维希现代艺术博物
馆等场馆中展出。目前，纽约 Friedrich Petzel 画廊代理了他的作品。
韦德·盖顿（Wade Guyton）的艺术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无
论他使用的是印刷材料还是三维立体的材料，他在作品中构思布置的形
式与含义看起来似乎都是矛盾的。他的作品在不同的自相矛盾中展现了
出来，例如功能主义与装饰，艺术与工业，原创与复制等。例如，他称
之为“Untitled Action Sculptures”（1998 年至今）的系列就是以这
样一系列的矛盾状况为基础的：这些作品一方面具有手工制作和无定
形的特性，另一方面还具有理性主义的暗示与原始材料的工业特性。韦
德·盖顿（Wade Guyton）的雕塑作品被描述为“空间里的绘画作品”，
而这些“Untitled Action Sculptures”的确是一些被转变成了三维立
体的线条，进入到了真实的空间之中。

上世纪 60 年代，安迪·沃霍尔利用丝网印刷创作了一系列人们耳熟能
详的作品。“画画太难了，”他说。“机器就没有那么多麻烦。我想做
一部机器。” 而韦德·盖顿（Wade Guyton）也抱有相同的想法。在
其他艺术家选择用画笔、光甚至是声音进行绘画作品的创作时，韦德·盖
顿（Wade Guyton）却使用了喷墨打印机进行创作——“可能我太懒了，
一点也不想动手作画。”这样的创作方式听起来像是缺乏激情而且过于
圆滑，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不同寻常而且让人筋疲力尽的工作。因为这
样的一件印刷作品——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工业模型——并不是为了
使用 / 滥用而创作出来的。喷墨打印机原本是以纸张为打印对象的，但
如果其中塞满了画布，那么打印头就会不时地失去控制，因而产生一些
缺失的部分或是线条。因此，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查看打印
过程，调整画布的位置以获得希望出现的图像。
黑 色 的 字 母“X” 是 韦 德· 盖 顿（Wade Guyton） 绘 画 作 品 中 的 一
个典型的意象。这些带有“X”的作品在大批量生产的视觉环境中表
现出了一种瞬时就能扩散开去的状态。但正如艺术家自己认为的那
样，困难并不在于“说出不存在一种可以被看作是原始图像的东西，
而在于完全地理解这不是一件特别原创的事情。”因此，韦德·盖顿
（Wade Guyton）的这些画作参考了一种包括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 索 尔· 勒 维 特（Sol LeWitt） 以 及 巴 尼 特· 纽 曼（Barnett
Newman）等艺术家在内的艺术史的环境。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韦德·盖
顿（Wade Guyton）作于 2006 年的作品“Painting”实际上是被印刷
到亚麻纤维画布上的——画布被折叠起来，然后反复通过（有的时候还
需要借助外力的猛然一拉）一部喷墨式打印机；因拖拽的行为和移位产
生的 “开放式画风”效果因此也被留在了画布上。在这里，运气和意
外事故决定了韦德·盖顿（Wade Guyton）作品的视觉效果，这正如
其他艺术家将其创作材料的内部逻辑用作决定他们创作过程的参照因
素一样。韦德·盖顿（Wade Guyton）自称是一个概念主义者，但他
的作品却呈现出一种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掌控的敏感性和精致。
韦德·盖顿（Wade Guyton）在 2007 年时创作了另一种形式的“X”
形画作。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艺术家使用了爱普生 9600 Ultrachrome
打印机，它的介质容量只有 44 英寸。他将预先准备好的亚麻布折叠起来，
然后轮流地完成前 / 后、左 / 右的打印工作。每一件作品都“转译”了
对打印过程的视觉记录：即打印头运动的轨迹，不同时期的堵塞状态，
滚轮在湿润的墨迹上留下的标志等等；这些东西与画布因在地板上拖
曳、以及反复通过打印机而产生的划痕和油迹混合在一起。上述作品曾
于 2009 年在米兰的 Gio Marconi 画廊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韦德·盖
顿（Wade Guyton）当时创作的一系列新作——艺术家本人随意地将
后者描述为是“条纹布”。这些作品的创作与之前那些作品的创作过程
相似：将相同的数字化文件至少打印两次到同一张折叠起来的亚麻布
上。那些黑色的条纹是在 Photoshop 中完成的，看起来就像是韦德·盖
顿（Wade Guyton）某张黑色的单色印刷作品（在其中，有一半的打
印头在打印宽的黑白条纹时被堵住了）被放大了的细节一样。
韦德·盖顿（Wade Guyton）的作品在材料和概念的层面上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他创作于 2008 年的一件未命名画作完美地展现了其能利用
人们熟悉的事物来达到一个新境界的事实，它们同时也很好地表现了这
位艺术家如何巧妙地处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文化标识物。从创作材料上
来看，它由平铺在长方形支撑结构上的亚麻布组成，因而其进入到了一
个通常被划分为“画作”的物品体系之中。这张画布上分布了一些较细
的线条：它们有的相互重叠产生一种黑色块体，有的线条分布较稀疏形
成一些灰色的区域。这件作品没有什么具象化的主题——纯粹就是一种
抽象构图——因而我们可以说它是表现主义的，建立在了中世纪美国现
代主义绘画的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但事实上，这件作品同样也是由喷
墨打印机“绘制”而成的。灰色的区域是由于打印机墨水不够而形成的，
较黑的区域是由于刚换上了新的墨盒而形成的；而中间的那条白线则是
由于韦德·盖顿（Wade Guyton）将画布折叠起来而形成的——它的
宽度大于爱普生 9600 一次性能打印到的宽度。这位艺术家否定了以美
学标准做决定，更倾向于由机械的重复和技术的限制产生的奇特效果。

另外，韦德·盖顿（Wade Guyton）倾向于在作品中使用黑色的墨水：
与其它的色彩不同，黑色会让人联想到一种特别的喷墨印刷模式——信
息与文字的发布；而这种并列放在一起的长方体的形式则呼应了印刷出
来的每个专栏。
除了黑白等单色的印刷作品外，韦德·盖顿（Wade Guyton）也会创
作一些色彩斑斓的作品。他的这一系列作品通常由来自展览画册或是建
筑类书籍的插图组成。同样是在喷墨打印机的帮助下，韦德·盖顿（Wade
Guyton）为原始的图像增添上了一些几何图形，两者无论在哪一个方
面来看都毫无联系：其中某件作品展示了一张绘画至上主义的图画叠加
在一件具有抽象生物形态的雕塑上；另一件作品是一个孔状物的长方形
叠加在一张达达主义的海报上；还有一件作品则是数团“火焰”充斥在
某些画作的复制品之中。

Guyton/Walker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与韦德·盖顿（Wade Guyton）从 2004
年起开始以“Guyton/Walker”的名字联合创作作品（当然，他们仍
然会独立创作作品）。他们以 Guyton/Walker 组合的身份一起参加了
2009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等。《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员 Ken Johnson
在评价他们时说：“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与韦德·盖顿（Wade
Guyton）擅长使用数字扫描、喷墨打印、照片丝网印刷以及模板印刷
的方式来循环利用一批现成的图片。”
Guyton/Walker 组合不是简单地将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与韦
德·盖顿（Wade Guyton）叠加到一起，而是引入了第三种艺术的、
创造性的身份。2004 年时，韦德·盖顿（Wade Guyton）受邀在圣保
罗 / 明尼阿波利斯的 Midway 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个展，于是他借此机会
邀请了他的“老相识”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他们俩共用
一间工作室——共同举办了这场名为“XXXXX BBB XXXXXFFFFFF
FFFF”的展览。从这场展览之后，Guyton/Walker 就宣称他们自己是
许多“物品”的创作者，尽管其对过去 40 年来艺术中的“陈词滥调”
加以了疯狂地使用——其中包括波普艺术，形式主义，占用主义，复制
的技巧，画面的地位，结构、画面与形式的问题，艺术家之间的合作以
及画作本身的问题等等。他们作品的力量与印刷和图像修改技巧中那些
公开的遗留物、以及美国艺术中对大幅面的使用有很大的关系。
2008 年，Guyton/Walker 的展览在洛杉矶 LA >< ART 举行。在这场展
览中，他俩创作了一系列特定场域的丝网印刷画作，而这些作品的载体
则是纸面石膏板、画布、该画廊现有的室内与室外建筑表面。Guyton/
Walker 对于新技术的创新性运用刷新了艺术史上波普文化中的合作。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与韦德·盖顿（Wade Guyton）在展厅
中布置了数张画布和 250 个一加仑的油漆罐，以此形成了关于广告、艺
术和技术之间同层次的讨论；而那些看起来脏乎乎的、经过了艺术家修
改的图像——我们明显能从上面看到艺术家用身体接触对其进行再创
作利用的痕迹——则为技术如何被用来通过个性化颠覆品牌化的力量
增添了另一个层次的观点。

在 2009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当人们步入意大利的展馆时，首先看到
的便是一件由 Guyton/Walker 创作的未命名的装置作品。从这场展览
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与韦德·盖
顿（Wade Guyton）的合作作品通常利用了波普艺术遗留下来的东西，
有时还会结合艺术与设计中的惯例和习俗。而他们为本届双年展带来的
作品则结合了开放式画风以及技术型的表现方式。”通过板条箱的使用，
这件作品被安置在专门为其准备的一个设备和结构中，它结合了在干板
墙和画布上进行的丝网印刷、喷墨打印以及手工绘制。另一些画作则被
固定在颜料桶上进行展示，呈现出了一种工作室里的创作过程；而颜料
桶本身也被涂上了各种各样的图案。丝网印刷作品看起来相当显眼，但
是在石膏板上进行的喷墨打印似乎更让人着迷，观众甚至能够看到石膏
板边缘由于过度喷墨而形成的痕迹，就好像它们的尺寸太过于小而完全
被浸入了巨大的桌面喷墨打印机之中一样。而图像本身则带有浓重的经
过了数字化修改的味道，它们的色彩和图案层次众多，似乎同时参考了
安迪·沃霍尔、罗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以及格哈德·里
希特（Gerhard Richter）等人的作品。
经常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彩色条纹的牙膏是怎样形
成的？我们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牙膏管一定经过了某种方式的
设计所以才能挤出条纹状的牙膏。按照时间来说，它可以追溯到比现代
的浴室更久远的年代；而且它还是一种被复制了的广告整体，出现在了
各个地方的海报和布告牌上。Guyton/Walker 的作品也是差不多的情
况：他们作品中的颜料桶不仅盛放了颜料，同时也成为了画在颜料桶上
那些图案的载体。然而，那些图案则是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完成的，这个
过程需要诸如扫描仪、Photoshop、数字打印机等工具辅助完成。原
始的扫描图案既有辨识度又富于变化：它们是一些水果（如猕猴桃、香
蕉、椰子、苹果、梨等）以及其它的物品（例如彼得·菲施利与大卫·魏
斯的雕塑）或是（为丹麦的家具、瑞士的一家航空公司做的）广告。我
们能够想象这些图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如
何出现在不同的支撑物（如画布、石蜡以及石膏板等）上的。Guyton/
Walker 的作品中存在如此多的复制和布告牌，这让它们看起来就像是
为自己做的广告一样。而这正是 Guyton/Walker 在 09 年于巴黎 Air
de Paris 画廊举办的一场展览的主题。“当凯利和我开始决定一起创
作作品时，我们仔细思考了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同时区别于他的和我的画
作，”韦德·盖顿（Wade Guyton）说。“当时我们是把食物放在扫
描仪上的，” 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说。“于是我们想能不能
测试一下扫描仪的限制。我们把柠檬片放在它上面——柠檬片本身几乎
是液体的，但它扫描出来的样子却有些违背常理。”
2010 年，当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还未决定是否投资 6.8 亿美元在肉类
加工区打造一座闹市中的博物馆时，它就已经开始策划在 Gansevoort
与 Washington 大街的一部分推出一系列户外展览。“我们邀请了三
位艺术家参展，他们擅长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创造一些寿命短暂的作品，”
博物馆策展人 Scott Rothkopf 表示。这其中就包括了凯利·沃克（Kelley
Walker）与韦德·盖顿（Wade Guyton）。他们将印有醒目而且色彩
鲜艳的图案（如柑橘类水果、香蕉和斑马纹等）的塑料板固定在了规定
区域周围长达 450 英尺的围栏上；而塑料板上的小洞则允许来往的路人
透过其窥探里面的场景。

@ 雪糕我又来了：土气和洋气
来源：新浪微博
@ 雪糕我又来了：我第一次碰见这个问题是大学三年级时，我讨厌学
院式按部就班的画法，我迷上了巴塞利兹，笔触乱，渲泄，画了很多创
作都这样。回老家给我老师段正渠看时，他说：太洋气。我不理解。过
了巴塞利兹痴迷期，对创作又理解深一点之后，才理解，太洋气是包含
深意的……很多人创作都遇到过。

常审美感官扩大化各有道路，兴许过几天，你就打算画最通俗意义上的
洋气了呐 ~

付晓东：其实，有些同学的土，也是在洋气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还有
必要这样二元对立的看问题嘛？当代艺术全球化语境，是本土化，在地
性传统、民族化、个人化等等，嵌入的前提框架。

@ 雪糕我又来了：不管做什么媒介的艺术，我坚持一点，就是不要太
单薄，要有自己的气味在里面。形容得不好听点，就是要有自己的尿骚
味。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付晓东 : 这个问题我认为在绘画中是值得讨论的，
不那么简单

张洁白：这个对

付晓东：回复 @ 雪糕我又来了 : 是很复杂的问题，要想摘清楚了，要写三、
四年的博士论文 ~ 然后也未必是定论 ~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付晓东 : 我洋气过。大学时，刚毕业那几年。
不能简单的洋气。薄。

一帆 _RAO：我很喜欢尿骚味这个说法，比＂艺术家各人的语言＂来得
重，很抽象但有让人立马有反映
杨心广：这个好！就尿

@ 雪糕我又来了：我觉得王兴伟和王音的作品就不是简单的＂洋气＂
和＂土气＂。耐看不单薄。但很多人的画就太＂洋气＂，真的感觉不十
分好。
付晓东：我怎么觉得再土气的题材，经过以上两位的转化，就都变挺洋
气了呢 ~ 话说，我还是觉得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付晓东：用一个词的时候，发现对方说的，和自己说的，完全不是指代
同一个事物。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付晓东 : 嗯。我想他们的作品和很多作品比起
来并不洋气。象中国人画的，画里有中国人的气质。我看中绘画中的这
种气质，可能是我自己的偏好吧。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付晓东 : 我说的是最通俗意义上的洋气和土气。
不理论不学术，就象我穿个高跟鞋，邻居大妈说：洋气
刘礼宾 : 王兴伟、王音最近养活了很多“笔触”艺术家，波普、色谱、
村上隆也在“抽风”艺术中弥漫
侯 - 勇：对于我等看着印刷品长大的土包子来说，真＂洋气＂其实是很
难做到的。＂土气＂也不必刻意追求，有些＂土气＂是想扔也扔不掉的
一帆 _RAO：同意同意。我觉得还有张慧老师的作品也是这种气质这三
位都是作品面前待得住人并且感觉艺术家都经过了这些思考的。
付晓东 : 亲，先把什么是洋气，什么是土气，搞清楚了再说 ~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付晓东 : 我就浑沌在心里，跟别人说不清楚，
自己看画就明白。我也不想说清楚，烂在脑子里自己享受最舒服。
付晓东 : 艺术不能只是一种趣味阿亲，要是都走他俩的路线，估计更得
哭~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付晓东 : 对。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其他路线
的此理论可能不适用。我是偏激型的，不适合做批评家理论家
付晓东：思想解放，美感解放，才是要义 ~ 坏画好画，各自疏通 ~ 日

@ 雪糕我又来了：其实我寻找的土，也不是简单的土。
雪糕我又来了：我说和＂思想解放美感解放＂不矛盾，我说的是：不管
干啥，都要有自己的尿骚味
付晓东：这话作为个体艺术家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 不过想来波普
艺术，极简主义等等的艺术家宣言，怕是又要完全不同拉 ~ 每个艺术
家有个人化的系统和可坚持的东西就好，都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可能性。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付晓东 : 我自己喜欢的波普艺术家都有他们自
己的尿骚味。
付晓东：⊙ ~ ⊙ b 汗。其实批评只所以成为理论，就是为了谈论一本
小说的时候，不是只能说“一股凉气从后背窜了上来”~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付晓东 : 也许咱俩说得不是一回事。我再申明，
我不适合做批评家。
雪糕我又来了：我举王兴伟和王音的例子不是说我只认同这种审美趣
味，我只是觉得他俩个这方面解决了一些问题，明显也思考过此类问题。
刘礼宾：王兴伟、王音最近养活了很多“笔触”艺术家，波普、色谱、
村上隆也在“抽风”艺术中弥漫
雪糕我又来了：这也是个问题
雪糕我又来了 : 可能我表述不清楚。所谓的洋气和土气表述太口语化，
其实是有含义的，比如形式是否消化得表面，徒有形式没有内涵等，是
否符合中国的审美习惯 .... 我的观点不一定很正确，希望大家讨论。
黄含康：作品是本土气质就好＂洋气＂，作品有作者本人＂体味＂就舒
服
雪糕我又来了：回复 @ 王晓曲 : 我说的不是品味问题啊 !!! 我不关心品
位啊 !
何岸不怕 : 这个帖子本来是艺术家语言针对自己的语境讨论的，被个别
二屄评论家添油加醋的弄得很小资这些人才是真的土鳖

展览
何岸不怕 : 这帮二逼太无知了
何岸不怕 回复 @ 黎薇那儿 : 最近特别烦这帮人文字唧唧歪歪小资的一
塌糊涂什么都是文化概念，人家雪糕本来就是针对艺术家本身的状态说
的搞得后来成了他妈的那么文化，每次都是这帮土傻二逼联合执法，

何岸不怕：风物感和质感吧，油画这个概念都是外来的，关键是看你要
什么，不管是架上还是装置录像等等都是看艺术家的目光在哪里。土洋
都不重要吧。

7- 手册——tof 小组个展

tof 小组（丁力，金锋）自 2011 年成立以来，一直关心为“特定”顾
客需求提供服务的理念，致力于充分利用其艺术创作经验和手段，在这
个“特殊”的展示场域为“特殊”的顾客提供展示，以某种样本的扩张
体验为其出发点，在其普遍日常的超真实经验中提取可能性。在这个场
域中，客户的出现是超验的，这个场域面对每一个个体的到来，同时确
信每一个观众，都是等待特殊客户身份的随时降临的神圣个体，这种重
新被分配的感受和随时降临的身份就是 tof 小组的工作动力和诉求目标
群。而展示就是把这种对目标人群的超级体验立项，并以立项为服务的
计划开端。2011 年自 tof 小组第一个展览《逃生计划》开始，已陆续推

出《本次交易 37 号》体验，“严防死守 MV”系列。本次展览 tof 小组
把目标人群定位在臆想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上，取其中全球范围的“狩
猎”体验而立项，提炼一种“特供”的狩猎需求服务。
[ 沙发 :1 楼 ] guest 2012-04-27 11:42:48
很好朴素不浪费不错
[ 板凳 :2 楼 ] guest2012-04-29 11:29:39
小空间 大格局 继续努力

Boers-li 画廊：真相部 - 国际群展

这个展览将九位著名艺术家汇集到一起，他们是来自美国的萨姆 • 萨
莫雷、特雷弗 • 帕格林和乔纳森 • 霍洛维茨，来自柏林的乔纳森 •
芒克，来自中国的张培力、仇晓飞、贡嘎嘉措以及由蔡凯和鄢醒组成的
事实研习中心。在他们所有的作品中，反映了对当代议题的一种平等接
近，对身份的探索，政治的分层以及信息的分布。有意义的是，尽管这
9 位艺术家习惯各不相同，但他们极尽了当今媒体运用所能，如绘画，

雕刻，视频，摄影，混合多媒体，海报印刷和装置等等。
《真相部》涵盖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当下的观点，重新定义了我们世界
中什么是存在的“真相”，同时切除了它与“不可能”派的基础：被新
一波全球当代艺术家打破的权力和真相。

“重要的不是肉”——顾德新个展
现在我的作品同大家在一起。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了解、感受着它
们。这也正是我的希望。谢谢！忠心感谢为这次画展尽力的所有朋友

们！
-- 顾德新

展览题目取自艺术家，批评家邱志杰 2003 年的一篇文章《重要的不是
肉》。该文章本身就是针对策展人栗宪庭 1996 年的另一篇文章《重要
的不是艺术》的回应和驳斥。栗宪庭在文中为当时被边缘化的一群画家
和雕塑家（包括顾德新在内）辩护，认为他们作品的意义不仅限于审美
领域，更需从社会角度解读。而邱志杰的反论文章则代表了他自己所处
的下一代艺术家，即“后感性”团体。九十年代末，这批当时的年轻人
以一系列用动物、甚至人肉做材料的地下展览引发了很大争议，并招致
官方审查。和整个展览构思一样，该题目也将顾德新作为了联系两代人
及其不同关注点的潜在节点。

起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大量绘画小组。
借着首都新生的自由空气，这些业余的鉴赏家和自封的前卫派最初从单
纯的户外风景画开始，连续尝试了他们从书刊杂志上接触到的各种现代
主义策略。顾德新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类似团体（尽管他跟活跃在自己
家附近的和平里画派有过密集接触），但这些艺术团体和他们独特的工
作方式构成了他早期创作实践的大背景。在这间展厅内，我们将看到各
种各样的风格和主题，从稚嫩的抽象画到成熟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根据
主题和日期划分，大部分作品都完成于 1978-1984 年间，顾德新在这
段时期打下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基础。
02: THE FIGURE WORLD

形象的世界

与前面展厅里那些偏学院气的作品几乎同一时期，八十年代初，顾德新
开始涉足另一个全新领域，用大量类人形象演出了人类存在的最基本行
为。它们有时像可活动的巨大团块一样聚到一起，有时又退回熟悉的室
内空间。这些被赋予了多余器官，经常呈现雌雄同体特征的形象飞翔、
哺乳、尖叫、跳跃，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结合或叠加。尽管这批
作品最早出现在顾德新 1986 年个展上，但之后也不断散见于其他作品，
如本展厅最后部分展出的“兵马俑”（2003 － 2004），同时还演变为
动画（2001 － 2006）等作品的出发点。这些看上去疯狂而风趣的人形
充分体现了顾德新最主要的关注点，即：社会留给个体的可能性范围。
03: ANALYSIS
解析
顾德新在 1989 年北京“中国现代艺术展”和蓬皮杜展览中提交的作品
都是塑料雕塑。这之后，他的创作便逐渐偏向三维立体。无论是塑料布
还是家具或内衣，这些从个体以及消费经济中提取出来的材料均成为艺
术家的实验对象，目的是探寻并发现日常表面之下的本质。顾德新对这
些物品的处理看似轻松，实际上却极富条理性——同一时期，他与艺术
家王鲁炎、陈少平组成“新刻度小组”，在严格制订规则的基础上进行
观念艺术实践，两者之间的平行关系可能并非巧合。顾德新也许希望通
过解析性质的雕塑创作，揭示周围世界的建构属性。
04: ENTROPY
混乱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千年初，混乱这一概念变成顾德新作品的重要主
题，腐烂只是其中的分支之一。从被他捏干的生肉，到留下来慢慢腐

烂的苹果和香蕉，再到不停挥手唱歌直至电池耗尽的塑料玩具，所有
作品都表明，顾德新越来越关注时间对物质造成的扭曲效果。即便在
《2004.05.09》这样的作品中，密密麻麻排列在展厅另一侧的陶瓷汽车
也暗示了秩序的过度补偿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崩溃和破灭。正如批评
家栗宪庭写到的：“顾德新的作品总是把美丽和恶心，伟大和转瞬即逝
的感觉一起展现在观众面前，提示人们思考人类所谓美好、伟大、理想
背后的恶心。”
05: FAREWELL
隐退
2009 年，顾德新决定停止艺术创作。这个消息在很多人看来非常突然，
但按顾德新的说法，他的引退实际从 2003 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他戒
了酒，从而也把自己身在艺术界的社交负担卸了下来。最后一场个展在
距此不远的常青画廊举办。顾德新根据展场具体环境订制了一系列刻有
红色大字的木板，内容是一些格式重复的句子。除此以外，还有你在本
展厅左上方看到的“天窗”，蓝天白云的图像在屏幕上循环播放。很多
评论者认为，顾德新之所以终止自己成功的艺术生涯，回归“普通”生
活，并非出于对艺术的拒绝，而更多是对社会的抗议。
[PLASTICS] 塑料
八十年代初，顾德新开始用塑料做作品。鉴于该材料在中国日渐增大的
消费市场上几乎无处不在，而顾本来就是化工厂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
这样的选择似乎再自然不过。（顾高中毕业后等待分配期间曾在化工厂
做过临时工。）这组烧焦的塑料雕塑类似人体器官，不知是否为艺术家
有意识的选择。该作品曾参加 1989 年 2 月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现
代艺术展”，类似的装置同年五月又出现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大地魔术
师”展览上，只不过后者在展览结束后即被销毁。这些既柔韧又易腐、
既有机又人造的雕塑预示了许多顾德新后来关注的问题。
展厅结构
七十年代末，由于物质稀缺，木板成为包括顾德新这些画家们的上选媒
材。这组留存下来的早期作品在风格上显示了极大的多样性，其中既有
户外风景画，也有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荷兰风格派等西方艺
术运动直接借鉴来的创作手法。然而，透过这些看上去死板、学生气浓
重的构图，我们会发现一种正在迅速变化发展的风格。本展厅其他一些
木质或陶瓷雕塑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
[INTERIORS] 内部空间
顾德新居住的小区原来属于一家国有化工厂，空间上是典型的单位布
局。作为建国后北京第一拨扩建浪潮的产物，这里的居民都是和顾德新
父母一样背负着社会主义乌托邦梦想上京奋斗的工人。顾德新简朴的寓
所既是宿舍，也是工作室，在他早期创作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
时的艺术家看来，他和他自己的小空间只是无数相同单元里的一个，这
一想法同样影响了他那段时期的创作。
[SLAVES] 奴隶

顾德新的裸体人像素描似乎在暗指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雕塑《垂死的奴
隶》：人物高举一只手臂，在表现出身体力量的同时也流露了情感上的
脆弱。这一批早期的油画既代表顾德新在立体主义绘画探索上的顶点，
也标志他开始转向更加非传统的媒介。此处，顾德新笔下身体修长的人
物看上去强壮健美、充满英雄主义气魄，但同时又胆小懦弱，脆弱不堪。
[CHAIRS] 椅子
这些在椅子上绘制的图像显示了艺术家对构图的一种更加结构化的掌
控，即便它们也是围绕后来在顾德新装置里出现的重复性元素而进行的
先期实验。对塞尚等其他印象派画家而言，静物的魅力主要源于它们的
形式特征；而在顾德新看来，静物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它们作为有机物
正在一步步走向腐坏的状态。肉片、鱼、水果、骷髅等丰富和腐烂的双
重象征物以椅子做实体支撑，构图被拉回物质的根基，从而也进入了当
时的社会环境。
[SELVES] 自我
从这些人像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出艺术家对绘画形式技法抱有真诚的
兴趣，也能发现他探究人类处境的冲动越来越强烈。这些人像有时清楚
地刻画了个体：《B42》和《B43》（1983）描绘了一脸怀疑的顾德新
和他的妻子，其技法上的成熟只有展厅另一头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堪与之
匹敌。其他画像则将人物面部拆解成不同构成元素，真实的形象透过颜
料若隐若现。它们也许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人像画，而更多代表了艺术
家对人类基本特质的探索——骄傲、痛苦、恐惧、暴力、欲望——有时
是几种情绪合为一体。

[FLAGPOLE] 旗杆
作为抽象国家的象征物，巨大的旗杆平躺在地面上，以极其平静又极其
宏伟的姿态将展厅一分为二。该作品最早于 2005 年在上海外滩沪申画
廊展出，后来沪申又为艺术家举办了两场个展。旗杆的一端是一幅红色
大画，另一端则仿佛被类似雕塑底座的高台截断。（金色画框里的大红
底也出现在顾德新其他几件装置作品里，包括前厅《2004.03.20》中跳
板下面的“水池”。）同时，旗杆周围还散落着从展厅窗边的若干玻璃
箱里溢出来的苹果。正如顾德新 2006 年接受策展人汉斯 • 尤利斯 •
奥布里斯特的采访时所说：“旗杆是集体的生殖器。”

[MEAT] 肉
顾德新最著名的作品也许就是生肉系列。该系列的创作从 1995 年开始。
本次展出的作品均完成于 1997 至 2000 年间。这段时间内，顾德新差不
多每月买一块肉，然后把肉切成 36 片，再带到照相馆去拍够一盒胶卷，
每片肉拍一张照片。（顾德新在解释这个过程时说：“你没法设定限制，
一盒胶卷刚好 36 张照片。”）他每天捏一片肉直到把它捏干为止。一
个循环下来，他就会得到 36 个塑料容器，每个容器内放着一片被捏干
的肉。在本次展览上，你不仅能看到该循环的实际成果，还会看到一组
记录其中五个塑料盒诞生过程的照片，该照片在 1998 年台北双年展上
首次展出。
[DOLLS]
这件作品是为 2002 年十一长假期间在北京农业展览中心举办的“丰收”
展而
做。展览赞助商是一家苹果公司，而场地则是苏式风格的“北京十大建
筑”之一。顾德新在农展馆巨大的展厅内组织了一场“合唱表演”，他
把若干金发的塑料玩具娃娃放到微型阶梯舞台上，打开开关。当电池用
光时，玩具娃娃才停止动作。
[APPLES] 苹果
在装置《1997.05.31》中，顾德新第一次用苹果和香蕉做材料。该作品
参加了荷兰布雷达的“另一场长征”展。此后，有机物体的腐坏成为顾
德新接下来十年反复使用的创作主题，包括后来更血腥的羊脑和猪心作
品。此处展示《2006.09.02》原本是为常青画廊的一个群展制作的装置，
但仅以方案形式保存，可以随时重新制作。这件装置是顾德新所有水果
作品里雕塑感较强的一个，也是该系列中第一个使用外部元素（如蒸汽
压路机）的作品。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上帝
这件装置最早是作为 2002 年首届广州三年展特别委托而创作，在广东
美术馆户外展出。那届三年展也标志着实验艺术开始进入国家美术馆系
统。顾德新把一对柯林斯式圆柱和每张美元上印着的句子放到一家中国
官方美术馆门口，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在坦承信仰，更像一道富有讽刺意
味的指令——考虑到当时中国新生的艺术市场完全受美元主导就更是
如此。
[SIMS] 模拟人生

[ANIMATIONS] 动画
顾德新用原始的 flash 动画软件制作的一系列数码短片再次让人看到了
他对简单粗糙事物的喜爱。火柴棍似的的小人表演了从出生、繁殖到死
亡的各个场景，短短几帧画面却能立即融入当代城市生活。此处展示了
A 系列和 B 系列的全部内容，各包含 8 部动画。2000 以后，flash 动画
制作成为顾德新的日课，他最终创作了 100 多件类似作品。

除了 flash 动画制作以外，顾德新另一个在数码方面的喜好是玩“模拟
人生”。在这款美国艺电 2000 年发布的电脑游戏里，玩家可以完成各
种任务，平衡虚拟人物的开支。该游戏没有叙述结构，也没有固定的结
局，里面的人物可以根据条件但数量无穷的可能性，进入一个更大的社
会环境。本次展览上的建筑模型来自顾德新八年间在“模拟人生”里创
作的“成果”，和他早年的素描和绘画作品一样，也表现出一种高度秩
序化的荒诞。

“空地”——张慧个展，长征空间
张慧讲到自己的绘画的时候曾经说一条狗死了，埋在土里面第二年，望
过去好像什么也不存在了，但是那一块地方的草会更茂盛比周围都高出
一截。
从现在的这个“空地”个展来看，这确实已经是一团长的更茂盛的青草
了。他 2006 的《局部地区》，2009 年的《21 层半》已经在“sh09 发
现单元个展”都已经成为一条条死狗，埋在了这个展览的里面。只要稍

加分析还能找到一些线索。最早的局部地区，和他的戏剧身份有着很明
显的图示关系，画面被强大的戏剧情节占领并未凸显很多绘画气质。但
是在三年之后的“21 层半”，戏剧化的东西被空间关系代替。但是绘
画还是在一定层度上与现实的对照物纠缠不清。绘画被装置化的还原。
但是在之后的“sh09 发现单元个展”以及上海“松江资产阶级化的无
产阶级”群展里面的一组作品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特别是群展里面那
组简单的作品更加直接的强调了一种图像之外的关系。

又是一个三年左右的时间，这种图像关系被沉淀，以更加纯粹绘画方式
呈现出现。根据理解，展览名叫“空地”，其实质就是指一种画与画之
间共同形成的那部分关系。所以对于这些很看上去很熟悉的图像来讲，
它们并不是眼睛看到的样子，在相互变化的关系里又形成了一种比较陌
生的感觉。在每一组绘画里面都通过改变视觉所见的认知关系形成一种
图像之外的关系场。这种关系并非一种图示化的视觉关系而是一种他思
考认识的抽象存储。他也曾经说过他的绘画就像作家每天写作的记录。
但是这种关系并非一种超验性的，而只是一种经验之外的预留的空白之
处，这个或许就是题目“空地”所在之处。

9 屏投影装置时的体验 , 只不过这种体检使用的是纯粹的绘画语言。这
种结构性的体验让绘画走出了原来禁锢在一张画布上的那种局限，同时
也通过这种方式反推出作为单张绘画的一种“合法性”。但是此时作为
构成元素的单张绘画，需要给予它自己什么样的位置？或者在一更加强
大的结构关系让单张绘画的审美彻底的被忽视，或者更加固执的让单张
绘画也坚挺的挂在墙上，让观众可远可近，难以逃脱。

左右展厅的绘画从气质都有所不同，进门左边的的展厅要更加偏抽象化
的图式，右面的要更加具象化。所以每组图像图式之间还是差别比较大，
各自都有一种内在关系。在这些抽象化关系的各组作品共同组成的展场
里面，他们还与右面展厅进门反身才能望见的唯一两张人物绘画形成一
种更大的类似戏剧化的关系。其中一幅是张慧与高士明在交谈的画面，
另外一张是这次展览策展人秦思源的侧面半身像，他画面上的眼光正好
扫射到另外一半墙上那张交谈的图像。这两张像门神一样结尾的绘画，
也像两个感叹号，收住整个展览里面各组绘画的那种抽象化的关系，让
整个展览调动出一种好像更加明确的经验，让整个展览中绘画的关系得
到强化。在观看这些绘画的展场体验里面让人想起杨福东《断桥无雪》

[4 楼 ] 如是说 2012-04-28 11:59:56
概念深刻，作品系列线性关联又独立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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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挺成系列的，多个角度的同一个世界。不知道那个晴转多云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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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狡猾和猎取 ',ha,ha. 哈哈 .15 喝大了 . 撒时兴伟也学学张慧啊 ,
就真牛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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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勾对潮型的画家啊 . 王兴伟搞老外 , 王音 , 张慧 , 左搞 , 右搞 . 勾
对学术出来了 . 看谁高 , 看谁远 . 继鼓传花吗 . 不过 , 张慧小边勾的挺自我 .

《坠枯录》注——陈晓云个展

作为香格纳画廊北京空间 2012 年开年的首个个展，此次展出了陈晓云
十余件全新摄影及绘画作品。围绕一个虚拟的主题展开丰富的形式阐
释，展览具有独特的笔记体式的语义氛围，充满了焦虑和黑暗的气息。
展览中绘画和摄影的相互关联性被统一在语词想象的统一场域中。自
1999 年开始陈晓云就将摄影作为其主要的创作方式之一，本次展览的

摄影作品是其在长期摄影实践中的一次崭新的尝试。
《坠枯录》注，是对《坠枯录》的图像注释，从这本书中引申出修辞和
情感因素作为绘画或摄影的创作前提，想象一个充满了词语意识的枯萎
衰败的世界，提供了对一些基本幻念逆来顺受的表达。

动荡 2012 没顶公司最新作品展

在去年底的《意识行动》个展里面，没顶公司推出过一组古典绘画技法
的油画作品。这组绘画利用行为的方式对乡土写实的审美经验，进行了

再创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开创乡土写实的新局面。几个月之后，
这种行动转移到今天的“动荡”上面。

这个展览的主体是满墙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类似笼子一样的一些黑
色抽象图样。这些图形都是利用黑色喷漆在画布上一个固定一点上向
四周喷出，最后交织出各种各样的图形。喷嘴最后也被保留在画面上。
通过一种极其简单的行动方式和组合，制造出一种抽象审美趣味之下的
画面。也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平常对抽象绘画欣赏之外的经
验。虽然和上次繁杂的前期行动和后期搞技巧性绘画相比这次显得简单
快速。但两者都是通过一种行为方式，制造出一种绘画。而这种绘画潜
在目标都是基于固有绘画经验之上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而言，展览方
式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要大于实质的个体画面。但是这两次关于绘画的
行动，第二次与前一次相比，这一次在单幅的绘画语言上更加重视。虽
然说这样的行动加上喷涂的绘画语言，单幅绘画找到了一定的存在“合
法性”，但是展览并未强调这个，反倒是削弱了这种感觉，把这些绘画
当着墙纸一样又还原一种展场气氛的装置。同样是在这种相近的思路下
面，这次展览的另外一组作品也有着这样的处理方式。首先墙上两张照
片是以前“真相”系列延续。结合笼子感觉的绘画，这两张白底的照片
形成了一种“窗户”的感觉，成为整个展厅向外延伸和透气的部分。而
立在展厅中央的两个巨大照片装置，图像也是来自“真相”系列，不同
的是，“真相”系列本来是装置以图像的方式展示，消灭装置实物，以
图像的方式成为一种媒体中的存在。而这两个三夹板制造的照片装置，
把这些图片又还原回来装置，置于现场，与最早实物不同的是，在镜头
的强制下固定了装置的视角，取消了原有材料质感，并且尺寸也成为一
种弹性存在，根据展厅自由缩放。装置在这里走来一圈以另外一种样式
回到展场。这与成为壁纸状态的绘画一样，重新再一次思考它自己的存
在“合法性”。以这样的方式对固有的经验进行二次质疑。从而对另外
一种没有到来的新经验持一种开放状态。或许这就是动荡的目的所在。

作为公司旗下的展览，在强大的结构笼罩下，这些单个展览被当作产品
发布的方式看待，甚至有一种固定化，规律化的方式呈现。每次展览的
意义被公司的模式化削弱，作为展览如此，更不用说单件独立存在的作
品。也许在这样的模式公司无论做什么都被看成一种必然，一种被预先
接受的状态。作为观众一方也在这个时候浅尝辄止的对待这些产品。这
已经成为了公司和观众之间共同的障碍。此时“动荡”又成为没顶一种
渴望的拥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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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旗下的展览，在强大的结构笼罩下，这些单个展览被当作产品
发布的方式看待，甚至有一种固定化规律化的方式呈现。每次展览的意
义被公司的模式化削弱，作为展览如此，更并说单件独立存在的作品。
也许在这样的模式公司无论做什么都被看成一种必然，一种被预先接受
的状态。作为观众一方也在这个时候浅尝辄止的对待这些产品。这已经
成为了公司和观众之间共同的障碍。此时“动荡”又成为没顶一种渴望
的拥有的状态。
这个说的挺好的 , 引出一个关于什么是艺术的前提的问题 , 艺术品和艺
术的条件之间的界限在那里 ? 什么样的创作身份会引起关注 ? 少数民族 ?
女性 ? 残疾 ? 或者更怪 ?
[9 楼 ] guest 2012-05-05 13:49:54
没顶不像是艺术圈里的实践，倒像哲学思维的实践

杉本博司个展 Hiroshi Sugimoto
杉本博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尊重的摄影家之一。他的摄影题材都是
对艺术、历史、科学与宗教的诠释。他将东方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主旨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此次展览将会是杉本博司在中国的第一个个展。

现形式。其中，杉本博司的最新系列作品《闪电原野》以有机物的组合
结构以及原始形态为主题，流淌着奔放的动态和能量，影射着生命起源
之时迸发出的第一个火花。《概念形式》系列体现了杉本博司对于数学
模型拍摄的浓厚兴趣，这一系列的灵感来源于杜尚和曼·雷。

此次展览将展现杉本博司利用摄影的艺术语言与方式所形成的独特表

“No More Modern：Notes on Metamodernism”影像项目纽约拉开帷幕
作者：陈颖编译
在过去的 10 年里，理论家们一直试图解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
后是什么”这个问题。但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一个新的术语，它解释了跨
越了时事、批判理论、哲学、建筑、艺术、电影、音乐以及文学等领域
的近来的发展：元现代主义（metamodernism)。
作为一种出现在后现代主义争论中的介入物，文学理论家 Timotheus
Vermeulen 以及 Robin van den Akker 在他们 2009 年的论文中引入
了这一概念，metamodernism 主张 21 世纪以典型的现代主义立场的

来源：artspy 艺术眼

回归为特色，并带有未被完全磨灭的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后现代主义的
思维状态。
“Easy Rider”（2006）by Pilvi Takala 最 近 在 纽 约 Mad Museum
展开的影像项目“No More Modern：Notes on Metamodernism”
就呈现了这一新兴的论述。该项目将创作于 2000 年以来的影像作品与
Timotheus Vermeulen 及 Robin van den Akker 的论文“配对”。展
出的影像作品包括：Pilvi Takala 的“Easy Rider”（2006），Guido

后现代主义，但最终却是暗示了另一种感受性。这样的论述在对普遍真
理的渴望与政治相对主义之间、在希望与怀疑、真诚与讽刺、老练和幼
稚、建构与结构之间进行了交涉”。

Van De Ver 的“Nummer vier: Just because I'm standing here,
doesn’t mean I want to”（2003）， 本 雅 明· 马 丁（Benjamin
Martin）的“Move Along”（2009）以及 Mariechen Danz 的“Knot
in Arrow: the Dig of No Body”（2011）。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全都来
自不同的国家，它们全都阐明了 Timotheus Vermeulen 与 Robin van
den Akker 笔下的“metamodernism”是一种“持续的波动，一种介
于立场与思维状态之间不断的重新定位，它会让人们联想到现代主义与

“Nummer vier: Just because I'm standing here, doesn’t mean I
want to”（2003）by Guido Van De VerTimotheus Vermeulen 与
Robin van den Akker 暗示元现代主义这一态度期望能够拥有另一种
未来，另一种元叙述结构；但他们同时承认了这样的未来或是叙述结构
也许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具体化了的——并且，如果它的确是具体化了
的，那么它在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
即 使 是 该 项 目 的 名 字 ——“No More Modern : Notes on Metamodernsim”也在宣告和现代主义历史决裂这种热切的愿望与同时承
认了这一探索过程的不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展出的四件影像作品呈现
了这种值得怀疑但又充满希望的状态。总的来说，这个项目呈现了一种
能够代表在新千年情境化我们这个世界的新角度。

2012 惠特尼双年展

被誉为“美国当代艺术风向标”的２０１２惠特尼双年展１日在纽约惠
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５１位艺术家用绘画、音乐、雕塑、摄
影、实验电影等艺术作品向观众展示了美国当代前卫艺术的发展趋势。
此次双年展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美国当代艺术的交融以及与观众的互动。
博物馆４层的画廊被设计成巨大的舞台，艺术家们在这里运用音乐、舞
蹈、戏剧等表演形式表达对美国当代新潮艺术的理解。这也是惠特尼双
年展首次将几乎一整层楼用来展示表演作品。
另外，策展人将和 Ed Halter+Thomas Beard 联合推出本届双年展的
电影项目，展出电影和电子艺术。
惠特尼双年展公布了 2012 年参展艺术家名单，不过，从这份名单来看，
Artinfo 做出了如下点评：

1. 这是电影制作人的双年展。
这届的双年展名单囊括了像沃纳·赫尔佐格和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这样
的大腕电影制片人，以及由涂鸦艺术家转型为演员后又成为导演的文森
特·加洛。而 Kelly Reichardt 则是颇受好评的独立电影《往日欢乐》
和《米克的近路》的剧本作家以及导演；George Kuchar 去年九月份
离世了，他是他所在的那个组织中习惯被定义为“艺术家”的人，通常
制作一些短小的奇异的局外人电影，他参与了上一届的纽约电影节。
2. 政治艺术多是女人的作品。
Sussman，这位策展人曾因为颇具争议性的 1993 年的惠特尼双年展而
闻名，那一届的双年展呈现了太多令人不大舒服的政治论述。而从这一
届的名单来看，政治趣味也非常的明显，尤为有趣的是，大多数都是来
源于女性视角，参与其中的女性艺术家达 20 位。
3. 边界被触碰。
4. 有老男孩也有时髦的艺术新贵。
5. 从这份名单实在难以看出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2012 年伯明翰“Fierce”现场艺术节拉开帷幕
作者：陈颖编译
伯明翰国际现场艺术节“Fierce”近日如期开幕。本次艺术节同样
融入了大量独特的干预项目、戏剧、演奏会、装置、讨论会以及宴
会。与 2011 年有所不同，今年的 Fierce 延长了两个周末。“Getting
involved”是本次艺术节的主题，包括富尔顿（Hamish Fulton）、贝
内特·米勒（Bennet Miller）、莫妮卡·罗斯（Monica Ross）、罗恩（Ron
Athey）等艺术家参加了此次盛会。

来源：artspy 艺术眼

Fierce 艺术节创始于 1998 年，当时它的名字还叫作 Queerfest，直到
2000 年才更名为 Fierce。以下是本次艺术节的一些项目介绍。

“IMPACT”，穆罕默德·桑德（Mehmet Sander）

穆罕默德·桑德（Mehmet Sander）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打造了一种身
体化的结构。这是令人屏息凝神而又感到惊讶的。按照一定规则实现的

身体与表面的碰撞挑战了重力，以一种将其看作是舞蹈作品的结构组分
的方式处理了它。穆罕默德·桑德（Mehmet Sander）与当地居民进
行了合作，形成了一次使用了运动对象——即人的身体——的表演，这
既具备了自我反思性，同时也颇具图画效果。以一间金属加工厂的所有
墙面为背景，再加上对其之前的作品进行的投映以及对其艺术语言的发
展状况进行的概述，“IMPACT”实际上是一场运动与身体之间给人以
深刻印象的对话。
这件野兽派的舞蹈作品探索了用身体去解构空间与感知之间的联系的
可能性，挑战了由对身体的去个性化处理产生的对意义的期待。空间、
身体与动作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等级制度；它们在表演性时刻的构建中具
有相等的风险。这场表演的功利主义进入到了一次与空间的功能性、重
力的撕扯力进行的对话中。穆罕默德·桑德（Mehmet Sander）对演
员的训练方式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其文化史的影响——他对芭蕾、当代
舞蹈以及健美均有涉猎。

“Dachshund U.N”, 贝内特·米勒（Bennet Miller）

“意大利正在查看周围，”来自人群中的一个声音说。“法国更加吵，”
另一个观察者说——贝内特·米勒（Bennet Miller）的项目“Dachshund
U.N”是在伯明翰 Ikon 画廊外的广场上进行的，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
艺术家用 47 只腊肠犬打破了戏剧的第一规则。
贝内特·米勒（Bennet Miller）在这个项目中为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
会议打造了一个大型的模型。正常情况下，人们在联合国会议上会看到
各国的政治人士为国际社会的利益而斗争；而在这里，我们则可以看到
一次以腊肠犬为主角的展示——各种身材大小、毛色各异的腊肠犬在按
其体型缩小了的麦克风后争吵不休，它们的面前则摆着微型的、写着国
家名字的牌子。关于机遇和控制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从表面上来看，狗
狗的主人们是在操纵他们的宠物；但从某种角度来看，一种引人注目的
混乱感被释放到了这一天的秩序之中，究竟是谁在操纵谁这个问题被放
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或者是谁也没能真正地控制谁。
Dachshund U.N”可以说是扩展了现场艺术的界限，它甚至可以说是
扩展了戏剧的界限。某种群体精神毫无疑问随着这次活动被产生了出
来。艺术家、宠物主人与宠物之间一种融洽的相互生存感在这里变得明
显了。这种有趣、值得信任的群体思想获胜了，它也许暗示了政治在某
种程度上的包容会更有益于自己。

“Make Better Please”，Uninvited Guests

“Make Better Please”是当代生活构造的一个切入点，它允许它的
参与者们共同去思考一些关心的问题，无论这种问题是个人的或是集体
的，是政治的或是私密的。这是一次社会性的活动，它利用了集体的力
量以及我们渴望去净化、写下我们的社会戏剧、执行而不是压制各组成
部件的需要；去对抗和寄希望于某些改变的需要。它建立在了文化记忆
以及一段特定的社交实践的历史上，赞美了关于改变的可能性，并且从
一个更加积极的角度看待了我们所关心的事物，避免了那种倾向于历史
力量的戏剧化场面。
该项目每天都将回应不同的新闻，这些新闻则是参与者从报纸上找到
的，在经过了他们的集体讨论后甄选出来。它使这些记录了真实生活的
文件档案与社区大礼堂墙面上记载的当地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
们回想并且写下了历史；这种仪式性的活动同时具备了徒劳无功和讨人
喜欢的特性，在极端细微的差别中进行了交换，唤醒了我们去想象改变
的能力。通过创作这样一个充满了阈限值的空间，Uninvited Guests
策划了一次在形式上显得公开、而在基调上却显得个人化的项目。诸如
纸张、火和水等自然元素给予了“Make Better Please”以差别，而
墙上印着的项目名称却将形式改变成了一些围绕在其周围的回想——
记下了当天那些值得关注的东西，做好准备消化即将到来的事件。

“Berlin Love Tour”

“Berlin Love Tour”是一次充满了断裂和替代元素的项目，它会让人

联想到爱尔兰作家 James Joyce 流亡到欧洲大陆，写下了他那些与都
柏林街道有关的伟大小说，他的过去被封存到了一段正在褪色的、对一
个他再也回不去的城市的回忆中。“Berlin Love Tour”这段旅程是由
爱尔兰导游 Hilary 带领我们进行的。她穿梭于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
这磨损着她回忆中那些曾经熟悉的街道和建筑。她很容易地流连于自己
的过去与这座城市的过去之间。我们听到了关于世界战争和高速公路对
抗的故事。而当我们一边倾听她的故事，一边跟随她的路线走过伯明翰
这座城市时，我们开始迷失于这两座城市之间。我们走在它们之间的一
个点上，像鬼魂——或是像天使那样。
Hilary 被记忆吞噬了，被我们所记得的东西、以及我们选择去记住的方
式吞噬了。她的旅程就像是用手指轻轻地拂过一个疤痕一样，所产生的
感觉也是柔和脆弱的。过去（比如柏林本身）像是以另一个国家的形式
存在了——即我们正被“流放”到的国度。这可能是一个我们从来都不
会说它的语言的国家——正如 Hilary 所说的那样，你无法在另一种语
言中做自己。没有什么方式能够恰当地去描述过去，同样也没有方式恰
当地去忘记它。

“Time Has Fallen Asleep In The Afternoon
Sunshine”，梅特（Mette Edvardsen）

在伯明翰中央图书馆的一排排书架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些有生命的书
籍。一本有生命的书是对记忆的玩弄，一段叙述有序的文字被来自表演
者的一次暂停、犹豫中断了。这本书以个性化的节奏娓娓道来，文字描
绘的东西在读者的眼前具象地表现了出来，但同时又显得离散而不连
续。这样的一本书并不只是一次与叙述的邂逅，同时也是一次关于救赎、
传播与记录的对话。一本书可以安全地存在某人的思维中，但它同时利
用学习和背诵的行为占用了那段个人历史。
梅特（Mette Edvardsen）带来的项目“Time Has Fallen Asleep In
The Afternoon Sunshine”就对记忆过程和背诵过程进行了有效地利
用，探索了书籍在一个充满了即时性的年代中的本质，以及花时间与一
段记忆相处的意义。这个项目是对中央图书馆的历史的一次介入，同时
也是对作为不均匀的档案与不可靠的证据的身体与声音的检测。
以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代表作《华氏 451 度》为基础，
“Time Has Fallen Asleep In The Afternoon Sunshine”处理了由
许多书籍内容的合并而可能产生的故事。如果说小说《华氏 451 度》中
（华氏 451 度正好是纸张的燃点）书籍物质性的威胁受到了其具体化的
挑战，那么在梅特（Mette Edvardsen）的项目中这种具体化就具备了
一种更富情感、更让人冥想的特质。在这座前景堪忧的建筑中，在那些
堆满了书籍的书架上，这些有生命的书正好证明了朗诵作为一种反抗形
式的力量，以及捕捉一次叙述体验的短暂无常的方式。
在三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六下午，一群青少年聚集在了伯明翰 St Philip's
Square 的一座纪念馆外。他们全都是深色的头发或是有一半的头发经
过了修剪。在 2、30 英尺外的地方站着一名中年妇女，她那头长度及腰
的灰白色卷发被扎成了一个马尾辫。她站在一个看起来与周围格格不入
的麦克风旁，扫视着面前这座巨大的教堂。然后她开始凭着记忆朗诵起
来，她的声音响亮，逐句逐段地朗诵着《世界人权宣言》。她偶尔会像
在与自己争执一样回想那些词语，并且因此停顿了一两次。另外，还有
大约数十个人与前来观看这次活动的“观众”分开站在一旁。这些人都
是朗诵者，他们中的某些人不时地会来到麦克风前朗诵一两句，有的用
英语，有的则用法语或是某种阿拉伯语言。这些朗诵者都是从伯明翰当
地雇用来的。“Acts of Memory”系列是由艺术莫妮卡·罗斯（Monica
Ross）在 2008 年时创建的，以此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 80 周年。
莫妮卡·罗斯（Monica Ross）的目的是最少能举办 60 场朗诵活动；
至今为止，共有 400 多人用 50 多种语言参与过这项活动。

“Cupid”by Subject to_change

对 Subject to_change 的项目“Cupid”的体验有点像是在做梦。当
我们顺次通过“Cupid”占据的那些空间时，灯光总是时明时暗。所有

的一切都沉浸在了闪烁的音景和老旧的流行音乐中。观众进入到一次充
满了任务的游行中，志愿者们在做着一些惹人好奇的探险。当我们进一
步深入时，各种图像便开始相互溶解：群星，石膏雕成的心以及装满箭
的箭袋等等，它们以一种奇特同时又相当合理的逻辑顺序融合在一起。

各种比喻意象如此浓厚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开始变成观众可以触摸和拿
在手上的有形的物体。我们深陷于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中，这
个世界充满了我们如此熟悉的理念和图像，因而变得几乎陈旧而且不可
见了。

2012 年新美术馆三年展“无法控制 The Ungovernables”
2012 年新美术馆三年展于 2 月 15 日拉开帷幕，展会将一直持续至 4 月
22 日。本届三年展的名字定为“不受控（The Ungovernables）”，
它集中展示了 34 位艺术家、艺术组合以及临时创作组合的作品——即
总共有 50 多位参展者，他们都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
其中有许多人之前从未在美国举办过展览。本届三年展名字的灵感来源
于“无法控制（ungovernability）”这一概念，以及它从一个用来描
述不守规矩这一“特性”的贬义词转变成一种非暴力反抗与自我决定的

策略的事实。
本届三年展是一场关于在 60、70 年代独立和革命运动之后成年的那一
代人的展会。展出作品通过它们使用的材料以及形式探索了无常性以及
与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许多作品都是暂时、特定场域以及表演性的，它
们反映了一种充满了可能性与智慧的状态。

Absalon 回顾展“ABSALON”近日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法裔以色列艺术家 Absalon（1964-1993）回顾展“ABSALON”近日
在鹿特丹布宁根博物馆（Boijmans Van Beuningen）开幕。Absalon

来源：artspy 艺术眼

的毕生作品受到了艺术界里的“内行人士”的欣赏，但大部分普通群众
对其并不熟悉。他的作品由各种白色的、如建筑一般的几何结构以及模

型组成，此外还包括一些可以反映出他的愤怒以及他对安全感的渴望的
影像和绘画作品。

述为“一座可用于抵抗社会的堡垒，它会避免我变成那些我不得不变成
的样子。”

这场展览将展出 Absalon 谜一般的神秘作品——它们被漆成了白色、
完全用木材制作而成。这组作品名为“Cellules”，而它们本身看起来
也像是为单人准备的小房间；许多日常用品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从仪式
性的活动到最小的细节，其中还包括了用来使观众与之保持距离的窗
缝。Absalon 为六座世界级的城市创作了这些物体，即东京、纽约、
特拉维夫、巴黎、苏黎世以及法兰克福。这些作品的形式会让人们联想
到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包豪斯、风格主义以及俄罗斯建
构主义的现代主义建筑。然而，它们被剥去了乌托邦的完美。这些“小
房间”都是以 Absalon 自己的身体尺寸为基础的，它的空间暗示了对防
护以及远离日常生活的混乱的需求。Absalon 将他的这一系列作品描

Absalon 出生在以色列，原名为 Meir Eshel，他在 80 年代末期搬到巴
黎之后就为自己选择了“Absalon”这个新名字（它是《旧约全书》中
大卫王最爱的儿子的名字）。Absalon 在巴黎结识了其他艺术家，在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et Arts Plastiques 上学之后开始了其作
品创作，并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然后他开始变得着迷于空间，
而“Cellules”便是这种着迷的成果。90 年代初他搬到了布伦，住在勒 •
柯布西耶的一幢房子里。5 年后，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举办展览，然后
决定以后都住在他的“Cellules”中，并且用它来辗转多个城市。不过
Absalon 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他在 1993 年 10 月时去世。

米歇尔 • 柏拉（Michel Blazy）个展“Débordement” domestique”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它们对信任不感兴趣，它们关心的是去相信的意愿。
它们的目的是一直要走在路上，即使那条路并不通向任何地方。
它们不了解危险，也绝对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
富有活力而且美丽，它们便是意大利式烤面条。”
——米歇尔·柏拉吉（Michel Blazy），1992
米歇尔·柏拉（Michel Blazy）个展“Débordement” domestique”
近日在巴黎 Art：Concept 开幕。米歇尔·柏拉吉（Michel Blazy）用
容易腐坏、有生命并且不断变化中的材料创造了一个世界。他对在任何
一个厨房或是花园中都能找到的有机材料的使用形成了一种富有生命
力、活跃、不断变化而又奇怪的艺术。他的装置作品是这样一些材料的
集合体：将目标放在了通过不同的生存策略来延长一段时间的持续期
之上。这些有生命的材料用到的第一个策略是繁殖，米歇尔·柏拉吉
（Michel Blazy）的作品便采用了相同的方式来确保它们自己的生存；
它们不断地繁殖，然后重新出现，吸引这位艺术家去寻找正确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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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满足所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以便继续下去。因此，米歇尔·柏拉吉
（Michel Blazy）的作品可以融入到有生命材料的一个循环之中，创造
出某种类似于自然生活策略的、与时间对抗的仪式。
在这场展览中，米歇尔·柏拉吉（Michel Blazy）接管了整个画廊，打
造了一个专为激发一种特殊时刻产生的感觉区域。展出作品的古怪占据
了整个展厅空间，观众可以在其中开辟出一条能够同时进行触觉、视觉
以及味觉体验的道路。米歇尔·柏拉吉（Michel Blazy）没有将艺术转
换成描述性现象的角色以控制事物的美化或是只作为一次魔幻般的记
录，相反，他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直观认知形式层次上——这种形式
可以使对空间的感知发生短路。地板上弯弯曲曲地放置了用铝箔纸制作
而成的像蛇一样的长条；披萨被做成了画，烤面条则被做成了雕塑；一
个啤酒瓶每到下午六点就开始向外冒泡沫。通过这种混合各种食物的行
为，米歇尔·柏拉吉（Michel Blazy）邀请了观众去观察、触摸并感受
作品，并且让观众自己沉浸在那一瞬间的独特性之中。

米歇尔 • 马歇温斯（Michel Majerus）回顾展 3 月 15 日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 图片来自 flickr)
米歇尔·马歇温斯（Michel Majerus）回顾展“If we are dead，so it
is”将于 3 月 15 日在斯图加特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将一直持续至 5
月 20 日。这位年轻的卢森堡艺术家生于 1967 年，在 2002 年时因空难
去世。在他大部分的大型画作及装置中，米歇尔·马歇温斯（Michel
Majerus）处理了与不同领域的生命及社会团体有关的主题。电子乐队
发电站（Kraftwerk）、超级玛丽、玩具总动员、太空入侵者、70 年代
的波普艺术、《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辛普森一家》、盒子
里的杰克等在米歇尔·马歇温斯（Michel Majerus）的作品中都有亮相。
他利用艺术风格及诸如安迪·沃霍尔、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艺术家
的方式与他利用公司 logo、卡通或是电子游戏角色、又或者来自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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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图案的方式是一样的。他将他所吸收到的东西进行加工处理与结
合，然后再把它们放到他的画作之中。
这场回顾展将展出米歇尔·马歇温斯（Michel Majerus）的数百件画
作及装置，它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藏品以及私人收藏。展览中的一
大焦点便是米歇尔·马歇温斯（Michel Majerus）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即大型雕塑“If we are dead，so it is”的展示。它是一块长达 42 米
的滑板坡道，表面上被米歇尔·马歇温斯（Michel Majerus）画上了
各种意象。这件作品之前总共公开展出过两次，此次它将被布置在斯图
加特艺术博物馆的前门，以可使用的雕塑的姿态展示出来。

约翰 • 米勒 (John Miller) 个展
文 / Piper Marshall, 译 / 王丹华
约翰·米勒 (John Miller) 令人起敬的作品是在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和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写作和道格拉斯·胡
埃贝勒（Douglas Huebler）的绘画中找到的灵感，同时受到地理环境
的影响，被中西部地区热情好客的气氛所感染。他最新的实地装置《郊
区过去时》（Suburban Past Time, 2012）, 是一件分布在三个场所的
作品，看起来是将米勒一直进行的“正午”（1994—）所描述的场景的
延伸，就是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展出类似的景观 , 它们不协调的存在
令观众消除了惴惴不安得感觉。
一个巨大的水泥和泡沫板做成的岩石，一个合成的糖枫树，一张上面是
柏林的一个住宅区的装饰墙纸，这些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事物组合在一
起，形成了第一个场所，表现了私人化的公共空间的自相矛盾，比如城
市里的公园，或者是画廊空间。异化、作品、时间，三者蔓延在展览中

和米勒的所有作品中，进一步将第二个场所复杂化。在这里，两个表演
者（似乎是为了挣点费用的大学生，按小时计算）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
里朗读，或者在椅子上或者在柱座上。米勒坚持为你的快乐买单，反过
来，你也必须有所回报（虽然只是尴尬地闯入进来）。
在同样的场所，米勒将灰色的柱脚和史泰博金属文档柜放在一起。这些
东西外观差不多，视觉上的相似表现了平等的存在，延伸起来，又传达
了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 《厚板（云）》Slab (cloud),
1973 的糙面精整理念，也捕捉了德万·瓦伦丁（DeWain Valentine）
的《 三 个 红 金 属 片 —— 黑 边》（Triple Disk Red Metal Flake——
Black Edge, 1966）中的闪闪光彩的一面。莫里斯和瓦伦丁二人都执着
于现象的表面，米勒将他们的争论带到了对作品的归类中。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地点展出的是《看 49》（Look 49, 2012），一个
模拟的录像投影，与古乡卓司（Takuji Kogo）一起创作。墙面大小的
明信片上（伦敦的 Big Ben，一个浪漫僻静之地）是停车场和白色塑料
椅的特写画面。上面的文字来自个人广告（内容是有关找性伴侣和发财

机会），也通过一个计算机配上了声音。米勒的前辈以及后来的合作者
麦克·金利（Mike Kelley）将美国大而无当的一面划分出来。而米勒
则复兴了中产文化，将它置于平常却又丰富的理论悖论中，在这里，日
常性归纳了个人的借鉴和体验。异化产生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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