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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北布鲁克林街头艺术 Top 10
作者：Hrag Vartanian（陈颖编译）来源：artspy 艺术眼

布鲁克林北部毫无疑问是街头艺术的中心。无论那些颇有才气的油漆壁
画是当地艺术家在公共场合涉猎艺术的表现，或者是从欧洲、澳大利亚
前来旅行的艺术家留下的对这个城市的标记，又或者是当地受商业委托
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非法海报，这里始终是一片独立的视觉丛林。对于
街头艺术家的爱好者们来说，其中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便是每一个季节
都会有一批新的街头艺术家以及作品出现。新的作品风格华丽亮相，旧
的作品风格黯然退场，但每个人都会找到他喜欢的风格。
以下是 2011 年布鲁克林北部地区一部分最值得一看的街头艺术作品。
El Sol 25 对于当地街头艺术的热爱者们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位才华十
足的艺术家在 2011 年超越了自己。以其手工绘制、看起来像是流行文
化拙劣的混合物的作品闻名，他的画作（如上图中部的那个人物）全部
都是多层叠加的，这非常的吸引人。左边还有艺术家 Celso 创作的一
系列带有霓虹灯色彩的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幅涂鸦是对 911 十周
年的纪念，它的规模相当令人吃惊，可惜只保存了不到两周的时间。
在 2011 年，NohJColey 用他的街头艺术来探索了人类及其罪恶这一沉
重的主题。据艺术家本人介绍，上面的这幅作品便是关于“靠欺骗为生
的生活形式”的。当你在观赏这件奇特的街头雕塑时，你可以拉动它的
“衣服上的系带”，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双手从祈祷的姿势变成了
像是在为自己辩护的姿势。
这是 2011 年布鲁克林北部最雄心勃勃的一件作品，Skewville 将位
于布什威克 Flushing 大道上的一幢建筑完全漆上了黑白的颜料，看
上去就像一个老式的收音机一样。这件作品创作于 Bushwick Open
Studios 艺术节期间，它将一种纽约旧时的氛围带到了这个正经历着飞
速变化的地区之中。
你知道 Factory Fresh 画廊的所有者们正努力将足有一个街区长的

Vandervoort Place 打造成一个街头艺术公园的事情吗？为了让观众能
够更好地发挥想象力，他们在 6 月份时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版本”，
这让我们感到意犹未尽。
Enzo & Nio 对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还有些陌生，但是他们的 2011 年是
非常活跃的一年。从他们的“Emergency”系列到“Catholic school
girls with guns wheatpastes”系列，他们创作了一些绝对会引起你
注意的不和谐的作品。
我们总是希望鉴别这个地区街头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变得很容易起来，但
总有一些人始终不愿露面。上面这件作品就是作者不详的。它混合了著
名的撒尿小孩雕塑以及 Krylon 的油漆桶，让看到它的人忍俊不禁。
墙面可以说是街头艺术最普遍的发现地，但它绝不是唯一可行的“画
布”。街头诗人兼雕塑家 MRToll 擅长利用橡皮泥或是粘土来创作一些
小型的雕塑。有时候它们是微型的奶酪披萨饼，有时候又是小蘑菇，但
它们总像复活节彩蛋一样出现在毫不起眼的角落或是墙根，等待街头艺
术爱好者们的发现。
在过去几年里，Quel Beast 一直很活跃，但他在 2011 年的作品表现
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上面的这幅作品全是他用手绘制的。
资深街头艺术家 WK Interact 创作出了 2011 年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作
品。在 911 十周年纪念期间，他在长达一个街区的墙面上贴上画纸作画；
画风是他典型的“烟熏式”和“混杂式”，描绘了纽约人的勇敢。
Chris Uphues 可爱的心形涂鸦常常出现在这个地区。12 月时，他为在
近日关闭了的 Monster Island 创作出了上面这幅大型的、令人感到愉
快的心形壁画。

2011 年北方艺术奖终选名单公布
作者：陈颖编译

第五届北方艺术奖（Northern Art prize）参选作品展近日在利兹市立
美术馆展出。今年共有 25 位艺术家被列入了奖项的初选名单。而詹姆
斯（James Hugonin）、 里 奥· 弗 茨 莫 里 斯（Leo Fitzmaurice）、
库克（Liadin Cooke）以及理查德（Richard Rigg）这四位艺术家则
进入了最后角逐奖项的终选名单。主办方规定任意年龄阶段、利用任何
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都可以申请北方艺术奖——当然首先你必须是
英国北部的艺术家，这一点引起了不小的异议。
James Hugonin（出生于 1950 年）是今年获得提名的四位艺术家中最

来源：artspy 艺术眼

年长的一位，他在诺森伯兰郡度过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对于创作
25 幅需要大量劳动的抽象主义绘画是足够了。他的作品通常会包括成
千上万个五彩缤纷的椭圆形标记，看起来就像是在一个非常整齐的线形
网格中起伏波动一样，这对英国的抽象绘画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对日常用品及人们熟悉的物品进行改造的欲望刻画出了里奥·弗茨莫里
斯作品的特性。他的作品描绘了我们这个世界，让我们再次去观看那些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弗茨莫里斯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与愉悦感
和熟悉感结合起来的瞬时的认同。

2011 年新媒体艺术的三大趋势
作者：Kyle Chayka（陈颖编译） 来源：ARTINFO
对那些只在网络上有展览平台的在线画廊及艺术空间来说，2011 年是
它们硕果累累的一年。这些在线画廊始终在努力解决如何展示网络艺术
的问题，最后决定就在它们本身的生成地中展出：即网页浏览器。英国，
意大利在线画廊 Bubblebyte.org 目前正在全力筹备即将开幕的劳雷尔
（Laurel Schwulst）、萨拉（Sara Ludy）以及尼古拉斯（Nicolas
Sassoon）的展览，同时还将在 1 月份时迎来它的创办一周年纪念日。
Fach & Asendorf 画廊不久前推出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 GIF 群展，
最近在展出的则是比尔 • 米勒的个展。在 11 月份创办的 Art Micro
Patronage 则为新媒体艺术家提供了一种维持稳定生活的方式。此外，
第二届 VIP 在线艺博会也将于明年 2 月回归，这次它带来了一些更加
传统的画廊。

很难说 2011 年表现出了新媒体艺术的大范围成功，但今年的确见证了
艺术（包括艺术圈内外）及艺术家的主流意识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新技
术、数字产品以及网络之中。近日，ARTINFO 列举出了 2011 年新媒
体艺术的三大主要趋势，并且预言了其在 2012 年的发展走向。

今年还见证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新媒体艺术展览以及新媒体艺术家在
国际著名艺术博物馆与画廊中的亮相。例如科里·阿肯吉尔（Cory
Arcangel）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回顾展“Pro Tools”——
这是继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在 1973 年的展览以来，惠特
尼博物馆首次举办一位年轻艺术家的个展。尽管这场展览基本上忽视了
阿肯吉尔早期的数字作品、而倾向于支持他的有形雕塑与印刷作品，但

它对新媒体群体的影响还是非常清晰的。虽然影像艺术家瑞安·特雷卡
丁（Ryan Trecartin）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大量使用 YouTube，但他在
“Any Ever”
却代表了新媒体艺术的另一场狂欢。
MoMA PS1 举办的个展
“Creative Time Tweets”系列通过与行为艺术家曼·巴特利特（Man
Bartlett）的合作使社交媒体艺术进一步“蹿红”——巴特利特表示自
己将继续带领那些以社交媒体为创作平台的新兴艺术家前进。数字艺术
先锋曼弗雷德·莫尔（Manfred Mohr）则在以技术为导向的 Bitforms
画廊推出了一场展览，这标志着公众对其创新作品的认同。
正如艺术家 Marius Watz 在今年早些时候对 ARTINFO 的记者所说的
那样：“新媒体艺术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它看起来就像是未来，”

这对于商业化产业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特点。随着技术性启动事
件在纽约的逐渐升温（FourSquare 以及 Tumblr 等公司对其起到了推
动作用），许多公司都踏入了新媒体艺术这一领域。由 4chan 创立者
Christopher Poole 领导的 Canvas 就回应了 Dump.fm 的混合文化。
由前《纽约时报》网站设计者 Khoi Vinh 创造的 Mixel 也采用了相同
的方式打通与 iPad 的连接。此外，2011 年还见证了 OKFocus 的诞生，
这是由技术专家 Jonathan Vingiano 与无处不在的网络神童 Ryder
Ripps 合力创作的一间数码机构。该机构为 Creative Time、MoMA
PS1、新博物馆等机构设计网站、数码产品以及应用程序等。他们的产
品跨越了艺术界与商业之间的界限。随着大品牌前所未有地希望雇用到
数字艺术家，艺术与广告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2012，预言不可错过的 20 个展览
申舶良 / 编译

“不可治理”展览现场

达明赫斯特的点画

“奇境记”中的作品
2012 来了！在新年之初，ARTINFO 转动水晶球，为您预告 2012 年中
不可错过的 20 个展览：
河 原 温（On Kawara）“ 日 期 画 在 纽 约 和 另 外 136 座 城 市（Date
，David Zwirner 画廊，
Painting(s) in New York & 136 Other Cities）”
1 月 6 日至 2 月 11 日
“日历癖”画家河原温在 David Zwirner 画廊的个展将拉开 2012 年各
路艺术家回顾展大潮的帷幕，展览将展出河原温 1966 年以来的日期画，
还将呈现他在旅途之中的人生状态。
达 明 • 赫 斯 特（Damien Hirst） “ 点 画 大 全（The Complete Spot
Paintings）”，高古轩画廊（全球各地），1 月 12 日至 2 月 18 日

河原温（On Kawara）

来源：艺讯中国

丹·弗拉文的绘画

雷诺阿，印象派和绘画全本

这是史无前例的赫斯特大展，也是赫斯特叱咤全球市场的明证。他的“点
画”将于高古轩在全球各地的所有分馆展示——包括伦敦、纽约、巴黎、
洛杉矶、罗马、雅典、日内瓦和香港。展览作品囊括了从他 1986 年亲
自绘制的第一幅点画，到去年他的助手军团合力创作的点画新作，由
25781 个颜色毫不重复的色点组成。
亨利·泰勒（Henry Taylor）在 MoMA PS1，1 月 29 日至 4 月 9 日
从废弃的行李箱到剩余的燕麦盒，都能成为亨利·泰勒绘画的基底。如
今这位曾接受 10 年精神病治疗师训练的洛杉矶艺术家将在 PS1 驻馆并
展示他的新作。“
奇境记：墨西哥及美国女性艺术家的超现实主义奇遇（In Wonderland:

The Surrealist Adventures of Women Artists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洛杉矶艺术博物馆（LACMA），1 月 29 日至 5 月 6
日
洛 杉 矶 艺 术 博 物 馆 将 举 办 大 展 探 索 超 现 实 主 义 之“ 阴” 的 一 面，
将 展 出 弗 里 达· 卡 洛（Frida Kahlo、 多 萝 西 娅· 唐 宁（Dorothea
Tanning）、玛雅·黛伦（Maya Deren）和露易丝·布尔茹瓦（Louise
Bourgeois）等人的作品。
桑福德·比格斯（Sanford Biggers）“制图者谜题（The Cartographer’s Conundrum）”，麻省现代艺 术 博 物馆（MASS MOCA），2 月 4
日开幕
在纽约，过去的一年 可以称作桑福德·比格斯年，如今，他那通过装
置和雕塑呈现的奇幻叙事仍在游走四方，在麻省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制
图者谜题”中，他将借科幻小说、宇宙学和科技的视觉经验探索非洲未
来主义。
“ 雷 诺 阿，印 象 派 和 绘 画 全 本（Renoir, Impressionism and FullLength Painting）”，Frick 收 藏（Frick Collection），2 月 7 日 至 5
月 13 日
这是在一家机构完整地饱览雷诺阿的画笔如何在大幅画作上生辉的唯
一机会，其中有这位印象派大师“巴黎沙龙”系列的全套 9 件立幅肖像
佳作，以及“伞（The Umbrellas）”（1881,1885）和“舞者”（1874）
等系列作品。
卢西安·弗洛伊德“肖像（Portraits）”
，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2 月 9 日至 5 月 27 日
卢西安·弗洛伊德在去年辞世，今年，伦敦国家肖像博物馆将集中展示
他多产的 70 年中绘制的大量肖像画作，画中的主人公包括他的旧爱、
家人和密友，将呈现这位名声赫赫的艺术家较为私人的一面。
“偶发：纽约 1958—1963（Happenings: New York 1958-1963）”，
佩斯画廊，2 月 10 日至 3 月 17 日
当年一代艺术家掀起的“偶发”运动影响深远，导致一系列的体制
变化和观念实践。如今，在该运动发生半世纪后，艺术家们将在佩
斯画廊举办相关文献大展，由该画廊的“女一号”，艺术史家 Milly
Glimcher 策划，将通过 300 余件照片、视频档案、行为道具和合作作品，
使 Jim Dine、Simone Forte、Red Grooms、Allan Kaprow、Claes
Oldenburg、 Lucas Samaras、Carolee Schneemann 和 Robert
Whitman 这些大名“昔日重现”。
“丹·弗拉 文：绘画（Dan Flavin: Drawing）”，摩根图书馆（Morgan
Library），2 月 17 日至 7 月 1 日
展览将呈现极少主义雕塑家丹·弗拉文作为绘画者的一面，也是这位艺
术家的首个绘画回顾展，100 余件纸上作品中将包括他早年的抽象表现
主义水彩作品，和他著名的彩灯装置作品的方案图。
“不可治理（The Ungovernables）” ，第二届新博物馆三年展，2 月
15 日至 4 月 22 日
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给新博物馆（New Museum）第二届三年展带
来“不可治理”概念的启示，参展的 34 位艺术家皆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有些是首次在美国展示作品，策展人 Eungie
Joo 将通过生于熟悉“独立”与“革命”的年代的一代艺术家，探讨社
会的功能和无能等问题。

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选择（Choices）”，古根汉姆，2
月 24 日至 5 月 13 日
约翰·张伯伦那色彩缤纷的汽车废件集成艺术作品已成为战后美国雕塑
中的经典。古根汉姆举办的这场大型回顾展中约有 100 余件作品，从早
期的单色金属雕塑到最近的数码拼贴实验作品，可谓是对这位前不久以
84 岁高龄辞世的艺术家的最好纪念。
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在 MoMA，2 月 26 日至 6 月 11 日
很少有艺术家能像辛迪·舍曼那样用自拍像来表达如此广泛的社会观
点。在 MoMA 的回顾展中，我们能看到她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的作品。
惠特尼双年展，3 月 1 日至 3 月 27 日
今年这届纽约最受期待的艺术盛会中，电影人将占据很大比重——
Werner Herzog、Frederick Wiseman、Vincent Gallo 和 已 故 的 地
下邪典电影高手 George Kuchar 尽将参展。参展名单中也包括 Mike
Kelley、Robert Gober、Jutta Koether 和 Andrea Frazer 等老选手，
当然还有迷幻噪音艺术组合 Red Krayloa 和 Georgia Sagri 这样的“百
搭牌”，将发起“占领艺术空间”活动。
弗兰切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在古根汉姆，3 月 16 日
至 6 月 13 日
古根汉姆将对弗兰切斯卡·伍德曼短暂而美丽的一生进行回顾，这一生
被她在 22 岁那年的自杀画上句号。她的作品受哥特小说、希腊神话和
超现实主义摄影的影响，将半裸的少女与梦幻般腐朽的建筑并置，使伍
德曼成为奥菲利亚式的传奇人物。“
基思·哈林 1978-1982（Keith Haring 1978-1982）”
，布鲁克林博物馆
（Brooklyn Museum），3 月 16 日至 7 月 8 日
布鲁克林博物馆对基思·哈林的早年艺术生涯进行了首次全面展示，基
思作品中有趣而生动的人物轮廓和波普涂鸦美学中包含有关性、性别和
政治的激进观点。
达明·赫斯特在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4 月 4 日至 9 月 9
日
2 月在高古轩“全球开花”后，这位 YBA（英国青年艺术家）中的极品
坏蛋会将他的“收集癖”作品拿到泰特现代美术馆集群展示，包括声名
狼藉的《生者心中死亡之物质不可能性（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又名“腌鲨鱼”）和
《为上帝之爱（For the Love of God）》（又名钻石头骨），去看看
在经济低迷的年代，这些火爆岁月的遗迹是否还能熠熠生辉吧。
“世界尽头：至 1974 年的大 地艺 术（Ends of the Earth: Land Art
to 1974）”，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L.A. MOCA ），4 月 8 日至 7 月
30 日
聚焦于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的大地艺术的首个个展，将人们置于把尘
埃用作艺术媒介和将作品在室外展示的双重冲动的语境之中。展览将
呈现全球 80 余位艺术家及项目、作品，迈克尔·黑泽尔（Michael
Heizer）的作品《双重否定（Double Negative）》——即内华达沙漠
中的巨壑，无法在博物馆中复制，却会以一种极富创意的方式呈现。
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 “给吾民之信（Message to Our
Folks）”，波士顿 MCA，4 月 14 日至 8 月 5 日
MCA 的开馆个展，拉希德·约翰逊是一位生活在纽约的摄影师、观念

艺术家、炼金术士、大法师，通过各种媒介来探讨当代身份的变迁。
埃尔斯沃 丝·凯莉（Ellsworth Kelly）“植物绘（Plant Drawings）”，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6 月 5 日至 9 月 3 日
这是埃尔斯沃丝·凯莉那些不为人知的植物、花与叶的具象绘画首次集
中在大型博物馆展览。

蒂诺·赛格尔（Tino Sehgal）在泰特现代美术馆，7 月 17 日至 10 月 28
日
纯粹的社会雕塑却有万钧雷霆之力，蒂诺·赛格尔将接下 2012 年伦敦
奥运会期间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项目委任。此人放弃一切物体
产品的形式，通过编排、参与式的对话、舞蹈、声音和运动等事件创作
作品，这对常以大型景观式作品著称的泰特涡轮大厅来说绝对是个不小
的改变。

HUFFPOST（英国文化）盘点 2011 年度艺术事件
廖冬云编译 来源 :99 艺术网

谷歌艺术项目
爆炸性的展览？亦或是名至实归的特纳奖提名？还是被清洁工毁掉的
杰作？这些恐怕都是有且仅有的 2011 年的年度艺术事件……
从班克斯获奥斯卡提名，到卢西安·弗洛伊德令人悲伤的离开，2011
年真是视觉艺术的大年头。在此我们来盘点过去的 12 个月里的艺术大
事件。
榜单如下：
1. 班克斯获奥斯卡提名
这是历史性的瞬间，英国艺术史上伟大的非主流文化谜团获得享誉世界
的主流舞台认可。班克斯凭借其风格鲜明的街头艺术日渐成为一个家喻
户晓的名字，而年初，他的纪录片《从礼品店出门》亦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事实上，很早的时候，班克斯就不再是地下的了。没几个涂鸦艺术家能
够将作品卖给布拉特·皮特以及安吉利娜·茱莉吧？而且无论如何，这
位艺术家顶着一直不为人知的真实身份参与这世界上名流闪耀的聚会
实在是惹人猜想。

Exit Through the Gift Shop

达芬奇的岩间圣母

政府对活动分子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外界对中国人权纪录的公开
批评迅速成为圈内标志性的事件，并获得来自全世界的响应。当艾未未
收到一张超百万英镑的税金罚单时，3 万多人自发给他送钱，甚至有人
把钱藏在纸飞机中，投进艾未未家的院子。
虽然艾未未最终获释，但艾未未和政府之间的持续进行的战役仍然给全
世界带来丰富的新闻，他已经被普遍视为一个压迫的政治体制下的受害
者。在艾未未被监禁期间，伦敦泰特也精神饱满的加入了这场讨论，在
泰特美术馆顶端展示“释放艾未未”的字样，公开声援这位曾于 2010
年在泰特美术馆展出“葵花籽”的艺术家。
3. 伦敦国家美术馆展达·芬奇
这是年度被讨论得最多的展览，甚至有足够的理由成为这个世纪的关注
之最。伦敦国家美术馆聚集了达·芬奇在米兰所创作的几乎全部的重
要作品，而这也是达·芬奇最多产的一个时期。这意味着参观者能够
在同一个地方看到 Portrait of Cecilia Gallerani、 The Musician、La
belle ferronnière 以及不同版本的“岩间圣母”。门票涨至数百英镑，
看展的人仍是络绎不绝，对此评论家们都还给出了好脸色。

结果，到最后我们还是没能知晓班克斯打算如何处理这些镁光灯闪耀的
场合，因为最终他没能获奖。他会用乐队指挥台来作伪装么？从他在颁
奖仪式之前发表的声明来看，他很可能这么做：“我不太认同颁奖仪式
的理念，所以我准备了不同于被提名的那件作品的补充版本，片子最后
一刻会出现一个被金色绘画包裹的裸体男子，那就是我。”

4. 谷歌艺术项目

2. 艾未未被扣留

利用类似于“街道视图”的技术，谷歌艺术项目再造了 17 所虚拟的世
界上重量级的美术馆，包括伦敦国家美术馆、纽约大都会以及圣彼得堡
博物馆，让参观者们得以通过网络进行视觉旅行，并且能查看作品细节。

4 月份时，艺术家艾未未被囚禁，时间长达 81 天，此举被认为是中国

今年年初互联网巨头谷歌推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项目，期望搭建一个可
聚集世界上的艺术佳作，且更民主地和全世界人分享。毕竟，不可能每
个地方都有大都会，但世界上诸多地方都会有电脑。

雷同于“街道视图”，操纵画廊地图有时候会是一次令人沮丧的经历，
用户同时使用时会造成需求过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在北非的学生
也能有机会近距离研究荷尔拜因的“大使”，这一强有力的平台和在艺
术领域内受欢迎的科技应用使得艺术终能全世界共享。
5. 海沃德美术馆办翠西·艾敏个展
2011 是属于翠西·艾敏的。90 年代后期，这位艺术家曾在英国落得声
名狼藉，主要是因为她差点以一张凌乱的床获得特纳奖。而今年，她不
仅在她位于马格利特城的家中接见了女王，且于五月份时还在海沃德美
术馆举办了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展览。
“爱就是你想要的”是一场涵盖了艾敏艺术生涯各个方面的回顾展，包
括了从她早期的绣花纺织作品到将她自己描绘成一双伸展的腿的后期
画作。

8. 清洁工毁掉 69 万英镑的雕塑
对现代艺术的爱好者们来说，这真是一个二流悲剧。而对评论家们来说
这不过是年度荒诞的故事之一而已，虽然他们从来没承认这一点。2011
年 11 月，德国一位非常热心的清洁工遇到了马丁·基彭贝尔格的雕塑“当
屋顶开始滴漏时”，他深信其非常难看，于是习惯性地将其擦洗了一遍，
殊不知此件作品价值 69 万英镑。
基彭贝尔格直至 1997 年离世前一直被他的那一代人敬为最伟大的艺术
家，或许这算是一种仁慈，艺术家没有亲眼目睹自己这件出借给德国多
特蒙德的 Ostwall 美术馆后这件木塔雕塑的命运，更具体一点的说，
受到损害的是木塔下面特意设置的水槽。Ostwall 美术馆的发言人解释
说这位女清洁工在确认“没有办法恢复最初的状态”之后，才“擦拭掉
水槽四周的铜绿的”。
9. 马丁·博伊斯获特纳奖

自然艾敏收获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评论，总体上来讲这次展览是成功的，
展览集合了艾敏自我暴露、忏悔、自我嘲弄的一贯特性，将这些融合到
一起创造了一部鲜有的受欢迎的英国艺术明星自传。
6. 卢西安·弗洛伊德离世
2011 年 7 月，当卢西安·弗洛伊德在伦敦的家中离世时，英国艺术界
失去的恐怕是它最伟大的在世天才艺术家。作为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孙
子，88 岁的卢西安因其生动的、令人心绪不安的裸体肖像画而闻名，
比如他的《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在 2008 年曾拍出 1700 万美元的高价，
而这开创了在世艺术家的拍卖纪录。

说起争议，似乎和今年的特纳奖没有太大关系，倒是为什么今年成了英
国这一最著名的艺术奖项的好年头值得讨论。4 位获得提名的艺术家都
带来了强有力的作品，从乔治·肖怪异、空寂的城市风景到卡拉·布莱
克生动的雕塑以及希拉里·劳埃德支离破碎的拼贴录像。而最终的获胜
者马丁·博伊斯向现代设计致敬的创造获得了评论的一致叫好，当然这
里并不是指所有的参观者。
此外，这是特纳奖首次在伦敦以外的城市举办，而获得这一殊荣的盖茨
黑德的波罗的海艺术中心迎来了 10 万人次以上的参观者，这是 2010 年
同期的两倍。

7. 纳特·泰特作品以 7250 英镑出售

10. 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家工作室被发现

一幅画作卖 7250 英镑可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儿，但是如果告诉你这
幅作品标识的艺术家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那足以惊叹了吧。纳
特·泰特——“他是一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在其从斯塔顿岛的渡口跃
入海中自杀身亡前，他毁掉了自己 99% 的作品”——这是小说家威廉·博
伊德在 1998 年进军纽约艺术界时设计的一出骗局。他为这位虚构的艺
术家创造了一份生平简历，在大卫·鲍伊的帮助下趁愚人节前夕公示。
有意思的是，这个玩笑奏效了。即使后来纳特·泰勒的存在变得愈来愈
不可信，但有那么一段时间几乎很多人被问及这一事件时都表示自己有
听说过这个艺术家。

2010 年 10 月，北非的探索者们发现了距今约 10 万年的艺术家工作室。
判断的依据在于我们远古祖先用来创作的工具和方法，而那时候的绘画
很可能是用作装饰以及宗教仪式，比如说用鲍鱼贝壳来存储绘画，用动
物骨骼来搅拌粉末等。
维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克里斯多夫和他的团队还发现远古祖先最先用
来将硅石岩和磨赭色搅拌成粉末的液体，很可能是尿液。那这些遗迹又
是怎么留存下来的呢？克里斯多夫表示原因在于当废弃的洞穴被风沙
掩盖时，就像是被时间胶囊封存了一般，而这在现代社会看来，洞穴本
身就更像是一件装置作品。

Katy Siegel 谈达明 • 赫斯特的全球展览策略
文 / Katy Siegel, 译 / 王丹华

赫斯特的点画现场

近 日， 达 明· 赫
斯 特（Damien
Hirst） 的 作 品 在
高古轩全球各地的
画廊同步展出。周
三在二十一街的画
廊特别为媒体举办
了预展，这些圆点
系列，画尽了各种
各样的圆点，尺寸
上从微小到最大，
无所不包。此番“策
展构思”（十一个
场所的每个地方都

有一个不同的概念）巧妙地突出了这家大画廊的求变尝试，在全球化和
重复性的环境下，寻求所谓的本土特色和特立独行。在纽约，展览被打
造为“达明·赫斯特全部的圆点画 1986-2011”（“Damien Hirst the
Complete Spot Paintings 1986-2011”）。这也许是一项营销策略，
也许不是（我猜他们一次只卖一张），但是却忽略了真正的关键所在，
即个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体现在不同尺寸、色彩和日
期的艺术作品之间，而是在个人——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冰冷如
洞穴般的展厅里，从尺寸到规模都夸张地变化着，但却显得捉襟见肘，
顾此失彼。
满幅抽象贫于变化。就如格林伯格所推崇的画作那样，他认为中心、
边缘、图底关系的缺乏 , 象征了资本主义过度的物质性。这种“多音部”
的艺术是对彻底民主或彻底交流的幻想，一切在于观者的看法。从四十
年代起，水平和满幅的比喻变得更加令人关注，从格林伯格到德勒兹

（Deleuze），再到互联网；层出不穷的抽象将其本身、市场和物质性
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依旧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倘若你愿
意花时间认真审视波洛克、斯特拉、里希特，和赫斯特的画，就会发现，
没有一件是荒诞，甚至是虚无的。否则，这些遍布博物馆、收藏和艺术
场所的画就成了跨国资本家、发烧友们极佳的中性背景。赫斯特欣赏暗
淡与暗哑之间的摩擦，将富有表现性的材料还原为最基本的化合物；他
的满幅绘画充满了德波（Guy Debord）的色彩，还一知半解地玩弄起
了迪克·菲利普（Dick Phillip）的科幻，其异化程度之深令格林伯格
也始料未及，虽然他和赫斯特都认为艺术的基本功能是顺势疗法。格林
伯格强调治愈，赫斯特似乎也对毒害陶醉不已。
赫斯特的艺术生涯所经历的故事与他的艺术一样坦白直接。如沃霍尔、
昆斯、村上隆，他与商贾巨富打过交道，毁誉掺半。这些艺术家们自认
为并不比观众（不好意思，藏家们）愚钝——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罗伯
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比利·班斯顿（Billy Al
Bengston）、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和其他艺术家所要求
的那样，用自己的作品赚钱？赫斯特不愿意让钱财进入别人的口袋，所
以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市场，操作画廊展和拍卖事宜。（对赫斯特真实的
艺术市场的明晰解读，可参见萨拉·桑顿 Sarah Thornton 的文章）
当然，就如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指出（他近期的画都是
自己亲手所绘，也许他对此尚不急于夸耀）：这些画不是赫斯特本人画
的，而是他的知识产权。赫斯特、村上隆、昆斯经营着中等规模的生
意，剥削着工人，反过来他们再被观众剥削，他们自己除了钱什么也没
赚到。对于艺术家想像他们一样集荣耀于一身，成为一个大人物的理
想，带着些微的怜悯之意，一幅画上有一百万个点，一亿美元的钻石骷
髅！真是不可思议。但是赫斯特并不是 Roman Abramovich（也不是
Margaret Thatcher）。
艺术家想控制市场的愿望是和他想掌控自己命运的愿望分不开的。他的
艺术弱点就是太大众化了，但如果你想从赫斯特的艺术中看出更特别之

处，最好先去想想死亡的绝望和生命是如何度过的。鲸鱼、蛆、动物尸体，
还有他对自杀和自我毁灭轻佻的评论，这些画间接地面对了这些问题。
单幅点画显得很轻松，但汇聚到一起就成为了对社会个体犀利的讽喻。
如果一个人粗制滥造他的东西，就算再成功也会最终留下骂名，社会也
不允许他们另谋他业。
2008 年他在苏富比自己策划了拍卖、展览，此前，他摒弃了圆点画的
创作。在玩弄了一些新玩意后（表现性绘画做得并不尽如人意），他又
回归到旧玩意上。这些圆点的暂时中止，无论是中年危机也好，自我评
估也好，还是对市场的直接操纵也好，与加特兰目前在古根海姆举办的
回顾展是差不多的举动，这是对艺术生涯的总结，也是一种假定的告别。
但是，好玩又忧郁的加特兰，在不可能为之的困境里，似乎是诚实地面
对了自己的局限，通过艺术生涯的自我了断，来掌控了一切。虽然由于
自己‘好玩的’性格，似乎对所处之地很生气，对自己的创作生涯无法
做出共鸣的决定，他奋力将艺术和自己拖进坟墓。后者更像是一个傻子
的游戏，钻石骷髅更像是 Ed Hardy，而不是艺术的终结。没有死亡的生命，
以无休止的斑点画形式的病态不朽，感到了同样的空虚。
这样说也不是完全不准确，喜剧人士与艺术家 Hennessy Youngman
曾将赫斯特比喻成波诺（Bono）；确实如此，他们可能都肩负着同样
的使命，有着同样的股票顾问，戴着同样的太阳镜。我们看到波诺在世
界各地没完没了做演出，但这些演出都没什么意义，只是越来越大了（就
如赫斯特近期的点点），他们都在操控着玩笑本身而不是沦为笑柄。不
同的是，波诺总是很烂。也许这样想有些蠢，但我觉得在达明·赫斯特
身上也有一点约翰·莱顿（John Lydon）的影子（这个艺术家之前叫
Johnny Rotten）, 他曾在 20 年前我看过的 PiL 的演唱会上大喊：“你
们这些傻子有多少人买了那个傻 T 恤？”当看到艺术家站在圆点画之
前一动不动接受照相机闪光灯的扫射时，多少是有些悲哀的。把握自己
的命运就意味着如此这般么？也许为成功艺术家或者为富人们感到悲
哀是愚蠢的担忧，但最终，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令人信服呢？说白
了，没有人能幸免于死。

Massimiliano Gioni 将担任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
作者：陈颖编译
如果你在艺术圈里有个一官
半 职， 那 么 Massimiliano
Gioni 的经历绝对会让你嫉妒
无比。自他在 26 岁时成为了
《 闪 光 艺 术》（Flash Art）
杂志的编辑起，他就不断地
担 任 了 各 种 要 职：2003 年
威尼斯双年展联合策展人，
2004 年 Manifesta 双 年 展 联
合策展人，2006 年柏林双年
展联合策展人，2010 年光州双年展策展人，新美术馆的副馆长。在他
29 岁时，Massimiliano Gioni 与艺术家阿里（Ali Subotnick）及莫瑞
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在纽约切尔西区创办了一个只有 1
平方米的艺术空间：Wrong 画廊；在画廊原址的租期到期后，他们又
把画廊搬到了泰特美术馆里。
以上这一长串的清单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而现在这种不可思议
的状态则达到了它的顶点：Massimiliano Gioni 将担任 2013 年第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Massimiliano Gioni 出生于 1973 年，
现年 39 岁的他是威尼斯双年展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策展人。事实上，
Massimiliano Gioni 是一个很恰当的选择。他之前策划过的双年展表
现都十分不错，此外，他还策划过诸如“Younger Than Jesus”以及
“Ostalgia”等非常棒的展览。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员 Jerry Saltz 在评

来源：artspy 艺术眼

价展览“Ostalgia”时就曾说过：“Massimiliano Gioni 现在是这种
大型展览的形式中的大师。”
对 Massimiliano Gioni 被任命为下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这一
情况，Jerry Saltz 表示：“无论他的展览是好是坏，总之不会只是另
一种狭隘的‘回声’。这主要是因为——与他的大多数同事相反——
Gioni 不惧怕绘画，或者说是不会逃避色彩、混乱以及那些陈旧的东西。
在我看来，他最好的一个优点在于他的艺术理念完全向那些我们称之为
‘圈外艺术家’的人开放。和越来越多的年轻策展人、艺术家以及经销
商一样，Gioni 不会严格地去划分高级与低级艺术，或者说精美的艺术
与所谓的民间艺术。
我现在年纪也很大了，但我希望我还能看到两种艺术现象。首先，我
希望看到美国的博物馆能够融合‘圈里’和‘圈外’，那么当我去到
MoMA 或是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时，我能看到马丁·拉米雷斯（Martin
Ramirez）、亨利·达戈（Henry Darger）、托马斯·钱伯斯（Thomas
Chambers）等艺术家的作品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摆在一起。其次，
我希望看到在世的‘圈外艺术家’出现在我们的双年展中。以上两种艺
术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不过后者比前者更加常见。当这两种现象变得
平凡普通时，艺术就会拥有其自己的 Jackie Robinson 时刻（编者注：
Jackie Robinson 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史上第一位黑人球员）。Gioni 总
是会自由地跨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屏障，再加上他无法预测而且创新的眼
光，我会毫不犹豫地为 2013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预订酒店。”

波普艺术总览
来源：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安迪·沃霍尔

理查德·汉密尔顿的作品

波洛克在作画

博伊斯

里希特的作品

戈达尔

罗兰·巴特

利希滕斯坦的波普作品

( 此文为一本波普艺术画册的前言。这本《波普》（Mark Francis &
Hal Foster. POP.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2005）画册作品
共分五大部分：从反叛到风格之路、消费文化、心智殖民、壮观之时及
螺旋式混沌之状。其中包含了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一篇关于波
普的《总览》文章。)

如把马龙·白兰度 [Marlon Brando]、詹姆森·迪安 [James Dean] 和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 转化成一种图像的态度一样，对
中产阶级标准的反叛自然也被转化成了一种风格。

一方面 , 波普在 1956 年和 1968 年的两次崛起从根本上颠覆了流行文化、
市井文化 [the vernacular]、日常与已建立的艺术审美领域、摄影、电
影的界线，另一方面又颠覆了与建筑的界线。波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
不是一个单一的艺术家群体或一种风格。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
[Richard Hamilton] 于 1957 年对“波普”下的定义并不在于它会造成
什么结果，而在于流行文化特征的描述。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视觉创
造者对这种文化的特征抱有持久的兴趣：连环画、工业设计产品、广告、
杂志、电影和他们的偶像明星。这本书总览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艺
术家以及那些摄影师、电影制作商和建筑师的“波普”图像，建筑师在
他们自己的领域创造了（与其他领域）旗鼓相当的（波普）转化。这本
画册提供了贯穿欧美的作品和视野，这是波普目前最全面的一本总览画
册。

当欧洲相关潮流，譬如“新现实主义”，在 1960 年代出现时，纽约已
经成了艺术世界的中心，在那里“波普”先被嘲讽，但随后立即确立了
其地位。博物馆展览和大众媒介可以用来追溯由达达和超现实主义引发
的各种派生物和影响力。艺术家例如沃霍尔、利希腾斯坦和奥尔登伯格
的作品的永久价值（他们的作品强调了他们对短暂而又琐碎事物的关
注）在于艺术家以复杂而又冷漠的态度对待主题的方式。观众对这些主
题既不易赞赏、接受，又不能给予简单的批评。当早期波普似乎在充满
食物和性的感性图像中鬼混、狂欢时，一种更悲观的调子在玛丽莲 •
梦露 [Marliyn Monroe] 和年轻的肯尼迪 [Kennedy] 逝世之后变得显而
易见，并为艺术家提供了当代生活中的暴力、腐败和不公正的不可磨灭
的视觉证据。

消费文化

心智殖民
从反叛到风格之路
1950 年代期间，波普的概念是通过关注美国特有的广告、电影、汽车
样式和流行音乐中的市井文化而形成的。当视觉艺术并入了杂志阅览，
尤其是摄影术的广泛使用时，当视觉艺术独立于欧洲原型并转向分析非
凡的日常图像品质时，好莱坞与迪斯尼乐园把美国家庭生活变成了闹
剧和陈词滥调。当反抗按部就班和自鸣得意的家庭价值被清晰地表达
时，尤其在旧金山这所“垮掉的一代”的城市，艺术家与作家，例如
杰斯 [Jess]、艾伦·金斯堡 [Allen Ginsberg]、杰克·凯鲁亚克 [Jack
Kerouac] 和肯尼思·安杰 [Kenneth Anger]，一道塑造了青少年鲜明
的形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现代文化在欧洲，尤其是在“独立团
体”活动频繁并受其影响的英国，成了知识分子和视觉批评的对象。正

美国电影和音乐的文化影响逐渐渗透蔓延开来（通过商船水手和美国
军队的在场进行传播），尤其在欧洲也是如此，欧洲艺术家对美国这
种文化要么欣赏，要么戏仿 [parody]。来自东德的艺术家，譬如格哈
德·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 和西格玛·珀尔克 [Sigmar Polke]（这
两人已移居到更为繁荣的具有“经济奇迹”之称的西德）与英国的理查
德·汉密尔顿、科林·塞尔夫 [Colin Self] 等对资本主义的承诺和冷战
的紧张感予以一种尖酸刻薄的妙语还击。波普艺术最早支持者中的一些
是欧洲的收藏家、画廊老板和博物馆策展人。难得的是波普艺术与其他
发展如激浪派 [Fluxus] 和偶发艺术 [Happenings] 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且与先锋电影建立了一种国际网络。让·卢克·戈达尔 [Jean Luc
Godard] 与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 以一

种欧洲式的语言和景观来制作电影，但其电影涉及好莱坞的类型片和叙
事结构。至 1960 年代中期，美国魅力对全球的吸引与不认同主流文化
霸权及一致性的广泛多样的地方文化（local variants）对抗。
壮观之时
1967 年左右，“爱之夏” 似乎是企业、工业和帝国主义美国的替代物，
它们自身变成了一种多彩、游离、迷幻的陈词滥调。艺术家以一种史无
前例的方式成为了大众人物 [popular figures]，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与
时尚之间，电影与广告之间建立了关系，所以他们的影响更加深远。有
些人（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彼得·布莱克 [Peter Blake]、
理查德·汉密尔顿）甚至设计了波普专辑封面。所有的文化生活都不断
地被收编进一个广告、电视以及消费的壮观而又不可避免的合并（情境）
中。各种形式交流的强制性容忍甚至把边缘现象归入了这个整体。原来
似乎能够短时间获得的乌托邦自由，对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来说，现
在成为了海市蜃楼。当艺术、音乐和电影的观众人数不断上升时，观众
自身也变得更加消极和易受操纵。回到讨论的基本话题，市井与传统的
分析在埃德·鲁沙 [Ed Ruscha] 的《日落大道上的每座建筑》和他的
其他作品中有所体现。他的作品为理解世界面貌的构造，为个体想象以
及艺术家在公共场域上更加微妙的角色认知创造了条件。
螺旋式混沌之状
在标志着 1960 年代高潮的革命快感与幻想之后，1968 年各地对其提
出了严厉斥责。在巴黎、布拉格及其他地方掀起的 1968 年“五月风
暴”事件说明了学生与工人的抱负可引发成运动，并激起官方的暴力
镇压。理查德·汉密尔顿一幅被当权派禁止的画的标题《严峻的伦敦》
[Swingeing London] 正反映了社会与文化的变革，这是一幅把艺术和
流行音乐的享乐世界放在一起的关键作品。相反，安迪·沃霍尔却遭受
了愤怒崇拜者的枪击。影片《表演》[Performance] 与《扎布里斯基角》
[Zabriskie Point] 尖锐地设想了这种结果的悖论和倒置。这两部影片
反映了革命运动的即时无效性和迷幻世界的贫乏。梅森 [Manson]“家
庭”对披头士“白色专辑”的奇异阐释仅仅只是 1960 年代末触及的中
断的症候。

总览
哈尔·福斯特 [Hal Foster]

费婷译

波普艺术是流行的（为大众设计的）、短暂的（短期的解决方案）、可
消费的（易忘的）、廉价的、批量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机
智的、性感的、耍花招的，有魅力的、大企业的。这只是刚刚开始……
——见理查德·汉密尔顿于 1957 年 1 月 16 日致史密森夫妇艾莉森
和彼得的信
一开始波普艺术是一个英美的事件，活跃于伦敦、纽约和旧金山范围内，
这些都是二战后西方消费社会发展下的主要城市。“波普”最初主要指
的是流行文化，而不是艺术的任何特定的风格。1950 年代初，伦敦的“独
立团体”在此广义上首次使用了“波普”。该团体包括了不同的艺术家、
建筑师和批评家（主要有劳伦斯·阿洛威 [Lawrence Alloway]、雷纳·班
纳姆 [Reyner Banham]、托尼·德尔伦齐奥 [Toni Del Renzio]、理查
德·汉密尔顿、
奈杰尔·亨德森 [Nigel Henderson]、
约翰·麦克黑尔 [John
McHale]、爱德华多·保罗齐 [Eduardo Paolozzi]、史密森夫妇艾莉
森和彼得 [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 以及威廉·特恩布尔 [William
Turnbull]），他们在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探讨了成为反叛运动的流行
文化的含义。然而，不同的是该研究所着重研究了战前现代主义的遗产。
只有在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
“波普”才开始指向一种采用来自漫画、
广告诸如此类的流行图像的艺术风格。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运用波普艺
术的首先是前“独立团体”的艺术家，例如汉密尔顿与保罗齐，然后
是大多数受教于皇家艺术学院的英国艺术家的后一代（主要有彼得·布

莱克 [Peter Blake]、德里克·博舍尔 [Derek Boshier]、保利娜·博
蒂 [Pauline Boty]、 帕 特 里 克· 考 尔 菲 尔 德 [Patrick Caulfield]、 戴
维·霍克尼 [David Hockney]、艾伦·琼斯 [Allen Jones]、R.B.·基
塔 [R.B. Kitaj]、理查德·史密斯 [Richard Smith] 与乔·蒂尔森 [Joe
Tilson]）以及主要生活于纽约的美国艺术家的后一代（主要有艾伦·达
尔坎杰洛 [Allan D’Arcangelo]、吉姆·丹因 [Jim Dine]、罗伯特·印
第安纳 [Robert Indiana]、罗伊·利希腾斯坦 [Roy Lichtenstein]、克
拉斯·奥尔登伯格 [Claes Oldenburg]、梅尔·拉莫斯 [Mel Ramos]、
詹姆斯·罗森奎斯特 [James Rosenquist]、安迪·沃霍尔、约翰·韦
斯利 [John Wesley] 与汤姆·韦塞尔曼 [Tom Wesselmann]）。间或
与这种风格相关的其他艺术家出现在这时的法国（例如阿尔曼 [Arman]、
阿兰·雅凯 [Alain Jacquet]、马夏尔·雷斯 [Martial Raysse]、达尼
埃尔·斯波埃里 [Daniel Spoerri]）以及稍后的洛杉矶（例如比利·阿
尔本斯顿 [Billy Al Bengston]、乔·古德 [Joe Goode]、埃德·鲁沙 [Ed
Ruscha]）和德国（例如格哈德·里希特、西格玛·珀尔克）。[3] 然而，
这些艺术家常与前两波的波普艺术家，尤其是对他们对消费社会的普遍
的肯定态度产生异议。
波普艺术在英国和美国的语境是相当不同的。1950 年代早期，英国仍
处于一个经济紧缩的状态，并使美国充满冒险的消费主义世界显得有魅
力和具有异国情调，“独立团体”的艺术家对美国这个世界的图像做了
相应的处理，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货物崇拜来对待。对于比英国晚出现
十年的美国艺术家来说，这种消费景观几乎已成了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他们常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看待它（“影响的死亡”是波普
艺术的一个重要主题）。观点上的这种差异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当美国
艺术家时不时再现稍微过期的，具有怀旧之情的产品时，英国艺术家
却被成为未来预言者的新商品所吸引。并且，当英美的艺术家都在艺
术学院接受训练时，也有少数的美国人以商业艺术家的身份从事工作：
受欢迎的插图画家沃霍尔，广告牌画家罗森奎斯特，平面设计师鲁沙等
等——他们似乎非常直接地把这类技术（商业技术）转移到他们的艺术
当中。正如所料，随后沃霍尔和他的同伴便遭受了一些来自推崇抽象
表现主义崇高原则的艺术世界的抵抗，然而，“独立团体”艺术家遭受
的异议声更加强烈。因为英国的波普艺术位于一个新旧文化全面战争的
“长期前线”，而美国的波普，可以说，在这片土地的商业景观上已经
逍遥自在，如鱼得水，否则就处于这种艺术世界受限制的论述中。（例
如，由鲁沙再现的洛杉矶似乎自始至终都是“波普”，而事实并非如此。）
然而，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是什么联合了波普艺术的不同团体：
在通常的认知中，消费主义改变了世界甚至或许是自然的面貌，波普
艺术也必须勾画新的内容并发展相应的新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抽象艺术赢得了第一次普遍性的认可时，这种责任立即出现了——对
反对波普的一些艺术家及批评家的另一种不满。）像这样的状况似乎是
被“调和”了，并且波普在这个新世界，在偶像的可视性中找到了自己
的主要主题，偶像的可视性似乎把优等民及上等品转化为如此多的具有
特异功能的名人。图像的消费表面性与物体的连续性在结构上同样影响
了绘画和雕塑的媒介，并且波普也记录了这些变更。例如，许多波普
绘画表征了绘画艺术与摄影艺术，手工艺品与现成品的一种完全混合。
抽象和具象的现代主义对波普的异议也是非常复杂的。由于波普的视觉
即时性，典型的波普图像因此通常通过图像和媒介的各种转化产生（常
常从杂志、漫画或新闻照片到绘画、拼贴或集合的转化）。这种典型的
波普图像的产生还涉及了不同来源、格式和效果的复杂层面上的其他
技术（例如放映机和丝网印）。并置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是这
种波普图像很少具有达达主义拼贴艺术（譬如库尔特·施维特斯 [Kurt
Schwitters] 的拼贴）或者新达达主义集合艺术（譬如罗伯特·劳申伯
格 [Robert Rauschenberg] 的集合艺术）的材质的异质性。这种波普
艺术的拼贴常以照片写实、绘画表现或同时使用这两种手法来创作：图
像的多样性虽然可以维持，但是这种多样性通常处于一个画面一致的范
围内。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压力下，波普艺术最伟大的成就大体上在于其
绘画图像的各种转化。那么，在这里我将集中讨论 1950 年代初至 1970
年代初由重要艺术家发展的波普图像的一些模式。这样的视野有其自身
的代价，譬如一些画家的忽略（例如布莱克 [Blake]、霍尼克 [Hockney]、

罗 森 奎 斯 特 [Rosenquist]、 韦 塞 尔 曼 [Wesselmann]） 及 所 有 造
物者的排斥在外（例如阿尔曼 [Arman]、丹因 [Dine]、奥尔登伯格
[Oldenburg]、斯波埃里 [Spoerri]）；但是这种集中讨论可能会弥补
一点覆盖方面的损失（当然，上述人物也可见于本书的其他地方）。我
所提出的是一种波普图像的片面的类型学，而不是波普艺术本身的综合
历史。我的讨论也是限定在对设计的简要评论上，因为波普是在经济生
产的一种新模式需要的文化表现的新空间中出现的。在这一时期快开始
时，“独立团体”的领头羊雷纳·班纳姆把波普建筑想象成了一种在“可
成像性”[imageability] 成为主要标准的“第二机器时代”变革环境下
的“第一机器时代”的现代设计的彻底更新。在这一时期接近尾声时，
设计师罗伯特·文丘里与丹尼丝·斯科特·布朗（这两位设计师深受波
普艺术的影响）推崇把这种可成像性放回到其产生的建成环境中的一种
后现代主义建筑。事实上，波普存在于那两个时刻 之间的间隙中——
一方面现代艺术与建筑的衰落与另一方面后现代艺术与建筑的崛起之
间。波普凭自身力量获得了某种特殊性，因此它也是 20 世纪文化的两
个伟大时期之间的一个关键点。

雷纳·班纳姆、独立团体与波普设计
1956 年 11 月，“独立团体”的建筑师史密森夫妇艾莉森和彼得发表了
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包含了早期波普的一则小诗：“沃尔特·格罗皮乌
斯 [Walter Gropius] 著书谷仓，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著书飞机，
夏洛特·佩里恩德 [Charlotte Perriand] 每天早晨给办公室带来新鲜之
物；但是今天我们却收集广告。”这里的观点更多的是辩论的而不是历
史的（格罗皮厄斯、柯布西耶与佩里恩德也都深谙媒体。史密森夫妇想
通过标出差异来打开一个空间：他们，现代主义设计的旧拥护者，受功
能性事物的启发，而我们，波普文化的新颂扬者，从“一次性物品和层
叠包装 [pop•package]”获得灵感。我们怀着几分喜悦又带着几分忧
愁的心情完成了这项任务，史密森夫妇说道：“今天大众艺术，广告等
等新现象排挤了我们传统的角色（形式给予者）。我们如果要拿它强大
而又振奋人心的推动力与我们自身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以某
种方式获得这种介入的尺度。”
这是“独立团体”的一种呐喊，它通过私人研讨会和公共展览建立一个
致力于文化研究的非正式实验室。私人研讨会集中讨论科学、技术和媒
介的影响，而公共展览常由拾得图像与拾得之物的合作性展览组成，在
研讨会上产生的想法会在展览上付诸实现。“独立团体”至关重要的展
览有 1953 年由保罗齐、史密森夫妇和亨德森负责的“艺术与生活的平
行”；1953 年汉密尔顿的“人类、机器与运动”以及 1956 年非常著名
的把艺术家、建筑师及设计师分成 12 个小组的“这是明天”。到了这
个时候，“独立团体”几乎已经解散了，为了让其成员能够独立发展自
己的职业生涯。1957 年 1 月，在史密森夫妇发表了《但是今天我们却
收集广告》的两个月后，汉密尔顿以写信的方式对此做了回应，这封信
总结了“独立团体”的关注焦点：“技术图像”（如“人类、机器与运
动”所探索的），“广告图像”（保罗齐、麦克黑尔 [McHale] 及史密
森夫妇所调查研究的），“工业设计中的波普态度”（譬如 1956 年史
密森夫妇提议的《未来之屋》）以及“波普艺术 / 技术背景”（整个“独
立团体”，尤其是“这是明天”的展览）。
“独立团体”以这样的宣称而闻名：这些不同的表现在价值上大略相等，
文化不再是高雅与低俗艺术层级排列的金字塔，而是横向的种种文化实
践的连续统一体。阿洛威（他普及了“波普”这个术语）及班纳姆（他
提出了“波普时代”的理论）提倡发行这种预见了一些当今文化研究方
面的类似人类学的观点。 “独立团体”的平等主义既反驳了文化的精
英论（见肯尼思·克拉克 [Kenneth Clark] 的表述），又对抗了现代主
义的学院身份（见赫伯特·里德 [Herbert Read] 的表述）；它也拒绝
了对民间工人文化 [folk worker culture] 的感伤关怀（见理查德·霍
格尔特 [Richard Hoggart] 的表述）。“我们如同孩子一般认识到美国
电影与杂志是仅有的活态文化，”班纳姆曾对他的独立团体伙伴这样
评论道，“50 年代早期，我们如同贝汉氏家族回到了都柏林或者托马

斯氏家族回到了拉尔葛布 [Llaregub] 一样回到了波普，回到了自己的
本土文学和艺术。” 这则评论捕获了“独立团体”成员的一个关键悖
论：他们开始回归到美国波普就好像它是他们的母语，并且在这一过程
中他们通过成为共同文化基础的波普，示意了“民间”的部分情感转移
[displacement]。 不管是好是坏，一定的近距离能使“独立团体”充
分了解美国文化，而一定的远距离又能激起它对美国文化的欲望，这样
的结果是他们不能够对其做出太多的质疑。并且班纳姆也指出这种明显
的悖论瞄准了另一面：这个团体既“学习美国”又“左倾”。
“我们已进入了‘第二机器时代’，”班纳姆在其《第一机器时代的
理论与设计》（1960）一文中写道，“并且可以回顾成为过去的‘第
一机器时代’。” 在这部经典研究中（起初被认为是“独立团体”中
的一篇论文），班纳姆也利用了他与现代设计最初的设计者的距离，譬
如（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西格弗里德·吉迪恩 [Siegfried
Giedion] 及尼克劳斯·佩夫斯纳 [Nikolaus Pevsner]（班纳姆在考陶
尔德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他挑战了这些人物的理性主义偏见——形式
必须遵照功能和（或）技术，并恢复了其他职责，尤其是被他们否认的
表现主义及未来主义的职责。在这个过程中，班纳姆提出了技术成像，
当然是“第一机器时代”，但也是“第二机器（或第一波普）时代”的
成像，作为设计的主要标准。据班纳姆所言，现代主义把机器看成了现
代建筑的一种模型，只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把这种模型偷用到古典美学
上。例如，《走向新建筑》（1923）中明显的一种挪用，柯布西耶在这
本书中把德拉奇 [Delage] 跑车与帕台农神庙 [Parthenon] 并置在了一
起。对于班纳姆来说，这种做法是相当荒唐的：汽车是未来主义“欲望
的载体”，而不是柏拉图式的物类，并且只有陶醉于成为“个人实现及
个人满足的来源”的机器的设计师才能捕获它的灵魂。
在这方面，波普先知班纳姆与修正现代主义班纳姆格格不入。1920 年
代与 1930 年代，对福特主义产生的工业美国的热爱大大影响了现代艺
术及建筑；1950 年代与 1960 年代，一种对图像化影响、性打包以及起
初的后福特主义迅速的成交量的消费主义美国的迷恋逐渐取代了这种
情况。对班纳姆而言，这些特性变成了波普时代的设计标准。于是，不
同于学院派的是他对建筑优先权的修正是为“波普时代”努力寻回一种
“可消费的美学”（这种美学首次由未来主义提出），“标准与永恒的
纠缠”在那个时代不再那么重要了。 与所有其他批评家不同的是，班
纳姆让设计理论抛开了现代主义对抽象及机械形式的关注而进入到商
业的、调和的图像的一种波普语言，并且这与抛弃工业生产顾问建筑师
而转向消费欲望煽动者广告人的影响的转变相一致。“‘设计理论’先
前的知识结构的基石已经土崩瓦解了，”班纳姆在 1961 年写道；“大
写建筑为普适的设计类比不再被普遍认同。”
然而，班纳姆没有把“第一机器时代”到“第二机器时代”的过程视为
彻底的突破性进展：“发生在 1921 年左右的文化革命已被取代”，他
在《理论与设计》中写道，“但是它还没有被推翻。” 恰恰相反，技
术的一种辩证式转化出现了：从“来自主要管道及机器缩小到人的尺度
（譬如公共火车到私人汽车的转变）的能量时代”到“家用电子器件及
合成化学的时代”（譬如电视与塑料）的转变，技术已变得越来越普及
和私人化。“今天仅一位家庭主妇就通常比这世纪初的产业工人要消耗
更多的马力，”班纳姆辩解道。 并且，如果建筑是为了保持与这个世
界的关联性，那么 1950 年代的简朴梦想已变成了 1960 年代的消费产品
的世界，它必须“与功能上的可消费设计及美学表现相匹配”：它必须
走向波普。 最初，班纳姆支持史密森夫妇及詹姆森·斯特林 [James
Stirling] 的朴野主义建筑，他们把现有材料和暴露的结构推到一种刁
难的极至。“朴野主义试图正视一个大批量生产的社会”，史密森夫
妇于 1957 年写道，“并努力把粗野的诗歌从运作中的混乱而又强大的
力量中拉出来。” 然而，这种对“现成”美学的坚持导致朴野主义太
现代主义而不能长期为“波普时代”的样式风格服务。当“迷茫的一
代”[Swinging Sixties] 出现时（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 领
导下的工党政府的技术投资是其出现的部分原因），班纳姆开始强调可
成像性与可消费性高于一切价值。因为班纳姆建筑电讯派（沃伦·乔克
[Warren Chalk]、彼得·库克 [Peter Cook]、丹尼斯·克朗普顿 [Dennis

Crompton]、戴维·格林 [David Greene]、罗恩·赫伦 [Ron Herron]
及迈克尔·韦布 [Michael Webb]）最符合这部修订案，并且这个爱冒
险的团体的确在 1963 年宣布“一次性建筑”是设计的未来。建筑电讯
派以“太空舱、火箭、潜望镜、Zipark（及）便携式压缩包”为其模型
，视驰名技术为“管道、电线、支柱与猫步的一种狂野而强烈的视觉混乱”。
[18] 它的方案也许显得功能主义——“插件式城市”（1964）提出了一
个局部可根据需求做相应调整的巨大框架。但是，关于它的“圆角、时
尚鲜艳的合成颜色（及）波普文化后盾”，建筑电讯派最终处于“图像
买卖”的境地。 像锡德里克·普赖斯 [Cedric Price] 为琼·利特尔伍
德 [Joan Littlewood] 的戏剧工作坊提出的“游乐宫”方案（1961-71）
一样，“插件式城市”呈现了一个“图像匮乏的世界，一种未来城市的
新景象，一个各种成分组成的城市……登入到各种网络”。对于班纳姆
来说，这种说法在于波普设计的最终职责：它不仅表明了当代技术，而
且还改进了它们，不管怎样这种效果或许令人欣喜若狂。

理查德·汉密尔顿与列表图片
假如史密森夫妇、建筑电讯派及普赖斯 [Price] 在建筑上取得了波普文
化的“衡量尺度”，那么又有谁在艺术上这么做呢？会有什么艺术家反
思这种从“谷仓和飞机”的工业词汇到“一次性物品和层叠包装”的消
费主义术语的转化？爱德华多 • 保罗齐是较早“收集广告”的“独立
团体”的一位成员，他声称拼贴画是由他收集的“胡言乱语”的碎片形
成——这也许是在对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充满矛盾的敬意中所做
的断言，福特曾评价道“历史是胡言乱语”。许多战后艺术家重创了
战前的拼贴手法，譬如劳申伯格与他的拾得之物、艺术图像和印刷复制
品的“组合作品”以及丝网印，又如剥贴画者（例如雷蒙德·海恩斯
[Raymond Hains]、明莫·罗特拉 [Mimmo Rotella] 及雅克·德拉维
莱雷 [Jacques de la Villeglé]）与他们直接从城市街道上拿来的分层
的、撕裂的招贴画。然而，在这些事例上，拼贴唤醒了一种在媒体信息
狂轰滥炸下的心神涣散的意识，但是保罗齐有意使用拼贴，为了在波普
文化内部制造特殊关系，尤其是产品推销术与性感之间的联系。在一幅
早期的作品《我曾是有钱人的玩物》[I Was a Rich Man’s Play Thing]
（1947）中，《亲密表白》[Intimate Confessions] 杂志的封面女郎出
现在同样的画面上，作为可口可乐、真金牌果汁及樱桃派的广告片段。
这种性的暗示一目了然，比如位于这位女郎下方的象征阴茎的轰炸机上
附有“让它们保持飞行”的文字。保罗齐通过这把指向封面女郎的手枪
发出的急促的爆炸声解答了消费、性与战争的关系：
“这一枪声（‘砰！’）
巩固了这些术语从而进入到一种等价关系，一种互换性”，批评家朱利
安·迈尔斯 [Julian Myers] 辩解道。
“身体是一种商品；广告是一种宣传；
宣传是一种色情描写。”“独立团体”的其他成员（亨德森 [Henderson]、
特恩布尔 [Turnbull]、麦克黑尔）也实践了这种“别针板美学”[pinboard
aesthetic]，但是保罗齐（1952 年 4 月的一个晚上，他在一次催化剂式
的演示上放映了他的广告、杂志剪报、明信片及图表）强调了“独立团
体”未来展览的这种别具一格的方式：一种反阶级的既迥然不同同时又
有些关联的档案图片 [archival images] 系列。1951 年夏，当汉密尔顿
在“生长与形态”展览上放映自然结构的复合照片时，这种拼贴原则就
被预兆了，并且它在 1953 年的秋天，即保罗齐、史密森夫妇及亨德森
把现代主义绘画、部落艺术、儿童画、象形文字以及人类学、医学和科
学照片的 100 张复制品粗略地展现在“艺术与生活的平行”的展览上之
时显得格外突出。然而，这种别针板美学的典型是在 1956 年夏天“这
是明天”的展览上达成的，汉密尔顿为这个展览构思了一幅著名的小型
拼贴画——《究竟是什么让今日的家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这
幅作品被放大为这个展览的黑白海报）。以他的话说，这件作品列表了
“男人、女人、人类、历史、食物、报纸、电影、电视、漫画（图片信
息）、语词（文本信息）、录音带（听觉信息）、汽车、家用电器、空间”
的波普图样（理查德 • 汉密尔顿，《语录集：1953-1982》[Collected
Words: 1953•1982]，1985，p.24；下文以《语录集》简称）。毫无疑
问，多亏保罗齐那些“胡言乱语”的拼贴作品，《究竟是什么让今日的
家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才同样准备了波普图像的与众不同的版
本，汉密尔顿不久对其进行了发展：拾得肖像、商品及“既是列表的又

是图画的”象征物的一种空间编辑（《语录集》p.24）。但是保罗齐坚
持这种拼贴材料的异质性，而汉密尔顿充分利用了绘画的拜物教效果，
他过去常常模仿媒介图像的奢华画面。这些兴趣和策略指引了他一系列
接《向克莱斯勒公司致敬》[Hommage à Chrysler Corp]、《她的一
切是一种奢华的场面》[Hers is a lush situation] 及《她可以被买卖》
[$he] 之后的著名的列表图片。
《向克莱斯勒公司致敬》（1957）开始把汽车视为 20 世纪中叶的核心
商品，但是根据班纳姆的说法，它是一种变形的“欲望的载体”，而不
是柯布西耶所说的柏拉图式的物类。“（汽车）采用了许多不同领域的
符号并促成了消费品的风格语言，”汉密尔顿于 1962 年写道。“广告
人以一幅城市生活的完美图景向我们展示了它：一个梦幻世界，但却又
深刻而真实——文化的集体欲望转译成为一幅实现（欲望）的图像。它
可以为美术意识所同化吗？”（《语录集》 p.35）《致敬》（《向克莱
斯勒公司致敬》）是他首次尝试这样做的一件作品，也是他借用其导师
杜尚的一个短语“肯定的反讽主义”[ironism of affirmation] 的一个
早期例子，汉密尔顿把它定义为一种“敬畏与玩世不恭的独特混合物”
（《语录集》p.78）。此时，这种混合物不像它听起来那样自相矛盾，
因为《致敬》是如此肯定汽车图像，如此模仿汽车的移动以致讽刺它的
拜物逻辑——即揭露两者身体（新款的克莱斯勒汽车与过气的歌舞女
郎）的展示方式，它们被分割成性感细节使其作品模糊不清。汉密尔顿
不仅通过类比联想了身体部位（比方说乳房与前灯的类比），还通过这
种做法说明了性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的一种混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
两种身体互相交换了属性（譬如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并且它们被指
责具有色情力量（譬如弗洛伊德的性拜物教）。超现实主义预见拜物教
的这种双重性通过波普加以突出。
《致敬》宣告了列表图片的符号特征。首先，这种构图是“源自大众杂
志主题的一种编辑”，几张图片每张都是汽车、女人和展览室（《语录
集》p.31）。汽车不仅只是被分割了，而且为了展示的目的它还被旋转
着（前灯与前端的保险杆，尾部的稳定板与翼子板）。这种做法也出现
在女性的肖像画上，在其他绘画例如《她可以被买卖》中，汉密尔顿似
乎想暗示“巨匠”的绘画技法已成为半色情表现的手段。并且在《致敬》
里他进行了特定的拜物：“取自克莱斯勒汽车的普利茅斯与帝国的广告
片段；也有一些通用汽车的材料和一些庞蒂亚克的事物”（《语录集》
p.31）。与此同时，汉密尔顿也使这些部分变得平滑令其接近一种抽象：
假如画中的女人爱抚着汽车，那么男人的确也会爱抚画中的他们。与汽
车一样，在丰满而匀称的线条范围内，女人被简化成能够引起强烈情欲
的部位，如乳房和嘴唇（弗洛伊德把它们包括进“第二性特征”），这
里通过一个“形状精美的乳罩”，一位“性感女郎”的大嘴唇，此时午
夜美国电视秀上的一位明星来再现它们。这是拜物的再现，一种几乎是
瓦尔特·本雅明曾称呼的“无机物之性感”的集中营式的描述。 这是
这种列表的拜物交叉——汽车是（像）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身体是（像）
汽车，并且交错配列中两者的混合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当今的性别歧
视隐语也暗示了这种交叉：“漂亮的底盘”、“大前灯”等等。）
这里的所有事物都是为了展示而设计：“这种主要的主题，这种交通工
具瓦解为表现技术的一本杂集”（《语录集 p.32），并且汉密尔顿就颜
料方面的确强调了光滑的汽车金属板和铬合金翼子板的印刷效果。它们
似乎已被镜头遮蔽了，就好像除了一种调和的方式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
呈现方式了。因此，空间也可以被转化：它仅仅成为了展示空间，特别
是基于“（皮特）蒙德里安及（埃罗）沙里宁的一种象征性的暗示所再
现的国际风格”（或许分别是过时的方格图案与曲线 [《语录集》p.32]）
的展览室。这个展览室里不仅有产品展示方式的传统线条、颜色和模型
制作，也有商业展览设计的现代艺术和建筑的方方面面（再次参见“蒙
德里安”与“沙里宁”）。 这是波普另一个关键的见解：前卫派与大
众文化交叉，甚至是会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利希腾斯坦向我们
展示了一种被媒介挪用的现代主义，比如他的漫画。）汉密尔顿在《致
敬》中也提到了“来自马塞尔 • 杜尚的引语”，并且在那个时候他正
忙于杜尚为《新娘甚至被她的单身汉们剥光了衣服》（又称《大玻璃》，
1915-23）而准备的注解《绿盒子》的翻译。也许正如《大玻璃》那样，

《致敬》中克莱斯勒汽车与歌舞女郎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单身汉机器”，
一种前卫派在女人与机器，性与商品相互联系中的再现。 但是如果《致
敬》是《大玻璃》的一种图像更新，那么哪个是“单身汉”，哪个又是
“新娘”呢？汉密尔顿采用了不同于杜尚把两个人物分开处理的手法，
他让他们会合，就好像暗示消费主义已经改变了这种男性与女性的和睦
关系，这种（异性恋）欲望的天性。
在汉密尔顿的下一张列表图片《她的一切是一种奢华的场面》中，他实
际上混合了女人身体与汽车机身的部位：含蓄的女司机的曲线成为了保
险杆、前灯、稳定板、挡风玻璃和车轮轮廓。这幅画是杂志图片的另一
个列表，它是根据一本《工业设计》杂志评论别克汽车的一句话产生的：
“这位司机坐在整个运动中死静般的中心上：她的一切是一种奢华的场
面”（《语录集》p.32）。 也许这幅画标志了“单身汉机器”波普发
展的下一阶段，在此，这一阶段让汉密尔顿站在了汉斯·贝尔姆尔 [Hans
Bellmer] 的超现实主义一边：《她的一切是一种奢华的场面》可视为《优
雅的机器女枪手》（1937）的图画更新，贝尔姆尔提出女人和机器为同
一体。 但是，在贝尔姆尔看来仍然是堕落的事物，在这里却已变得几
乎美好：一种奢华的场面，而不是一种超现实的征兆。汉密尔顿虽然努
力把设计“同化”到“美术意识”中，但是这种走向也有可能会转向相
反的方向，并且《她的一切是一种奢华的的场面》的确体现了别克汽车
广告中宫女的风格（裸女留下的只是她的微笑，就像柴郡猫一样），就
好像一位汽车设计师在这里重构了马蒂斯的裸女。在此过程中，汉密尔
顿呈现了几乎是设计式的、统计式的轮廓，但这种轮廓在马蒂斯看来仍
是个人的和表现性的，是艺术家与模特之间和谐关系的一种媒介：为了
它所有的奢华，“轮廓”已成了别克汽车“新外形”的“合适轮廓”。
如果在这里重新评估轮廓的话，那么它是可塑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让
有生物和无生物变得难以区分。“具有多种物质成分的塑料正体现了其
无限转化的概念，”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在《神话学》中写
道，他的这本消费主义“神话”的评论集出版于 1957 年，即《她的一
切是一种奢华的场面》被画的前一年；“整个世界，甚至是生活本生都
是可以被塑造的，……”“性无处不在”，汉密尔顿于 1962 年辩解到，
“在批量生产的奢侈品魅力下被象征——肉质般的塑料与光滑、更为肉
质般的金属之间的相互影响”（《语录集》p.36）。这种性欲的可塑性
不只是情感的细节而且还是抽象的类比：汉密尔顿似乎想通过跳阅相关
的形式来追踪渴望的眼睛。这两种操作一起传达了他的列表图片的混合
空间：内容上特别而概略，制作上破碎而无缝，技术上拼贴而又绘画表
现性。
这种效果的结合再次运用在《她可以被买卖》（1958-61）上，汉密尔
顿把它描述为“广告人对消费者之梦解释的另一种被筛选过的反映”
（《语录集》p.36）。一辆克莱斯勒汽车的杂志图片如果为《致敬》提
供了版式的话，那么这里富及地 [Frigidaire] 家电也是其中之一：住家
变成了另一种展览室。 汉密尔顿为电冰箱、妇女及下文的烤箱与吸尘
器的混合体列出了多达十个来源，所有都归于特定的设计师和品牌。然
而，与《致敬》一样，《她可以被买卖》主要在妇女或妻子提议交通工
具或家电的杂志风格上勾画；然而，这里这幅作品似乎在兜售人口（标
题中的币符也标志了她具有商品身份）。妇女再次被简化成一种性欲“要

素”——不再是《致敬》中的乳房和嘴唇而是眼睛和臀部。正如《她的
一切是一种奢华的场面》中的一样，这里的臀部是被漂白过的浮雕，而
眼睛是用胶带固定在某处的塑胶品：如同绘画一样，浮雕与拼贴的运用
是为了拜物教效果，而不是形成对立。眼睛像冰箱和烤箱那样一开一合：
显然在波普产品生机勃勃的世界里，物体可以回视我们，甚至朝我们眨
眼。 列表图片的含意是什么呢？“Tabular”是 tabula 的衍生词，拉
丁语为板之意，但也指书写板，古代把其视为绘画和印刷的铭刻途径。
这种联系必然吸引了汉密尔顿，他大部分使用了两种技术，因为他在媒
介中找到了早已结合好的它们。“tabular”也涉及了书写，汉密尔顿
把它包含在了他的清单和标题上。再者，他的图片含有杂志的中心大页
和小报的版面编排的视觉 - 文字的混合特征的痕迹（也许“tabular”
也暗含了“小报”的涵义），预料了这种混合符号的混合体遍及当今的
电子空间，承载着一连串指示的所有“图标”、“弹出式广告”及其他
的奢华图像。 而且，这些图片中的一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列
表的，它们由术语表，如《这究竟是什么？》，或如《致敬》及《她可
以被买卖》中的图表，或如《她的一切是一种奢华的场面》或《男士服
饰及配饰的未来潮流的权威陈述》（1962）（这个题目源自《花花公子》
对男性时尚的评论）中的广告语表产生。
说的更直白点，“列表显示”就是指“以系统的方式记录”（《牛津英
语大辞典》）。并且汉密尔顿常关注“表现风格和表现方式的一种重
叠”——迅速变得商业化（譬如他再现的各种展示技术）、现代主义（譬
如他引用的各种抽象符号）以及转向商业的现代主义的风格与方式。以
他的话说，“照片成为了图示，图示又涌向文本”而这一切都由绘画转
化。与此同时，汉密尔顿想让“可塑的实体保留自身的象征身份”，因
此他在绘画的“统一体范围内”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可塑性术语”，例
如摄影、浮雕、拼贴等等（《语录集》p.38）。接着，他如广告人那样（分
别从关系和预测的角度）列表了不同的媒介和信息以及视觉魅力与心理
效应的这种关联。
这种图片反复重复什么时候是分析性的，以及什么时候是表示庆祝的，
这不总是那么清楚明了，尤其在汉密尔顿那里或者在整个波普中。但有
一件事似乎相当明朗：他的混合作品不是任意制造混乱的，因为它是在
大量的达达和新达达的劳作下进行。波普的另一种见解（或者汉密尔顿
所称的“达达之子”）是“随机化”已成为一种媒介手段、文化产业内
部的一种逻辑。有时他把这种随机逻辑推至一种论证极端；在其他时候，
他的列表图片从另一种意义来说是逻辑的，即是类型学的：譬如，《男
士服饰及配饰的未来潮流的权威陈述》这套图片是一次“对男性特定概
念的初步调查”（《语录集》p.46），这里典型人物有肯尼迪总统，华
尔街经纪人兼美式橄榄球玩家、举重者兼田径运动员和宇航员的约翰 •
格伦 [John Glenn]，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与一种特殊的运动、娱乐或媒
介机制有关。 引人深思的是“tabular”这个词不仅指图画铭刻，而且
在古代它还指“刻在板上的法规主体”（《牛津英语大辞典》）。那么，
这些列表图片可视为法规的一种新主体，主题的一种新题词的调查吗？
这是第一波普时代社会所要求的吗？
未 完 待 续， 详 见 Art-ba-ba 论 坛， 链 接 ：http://www.art-ba-ba.com/
mainframe.asp?ThreadID=68168&ForumID=8&Category=&lange=cn

第三届 Art Los Angeles Contemporary 近日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第三届 Art Los Angeles Contemporary 艺博会（以下简称 ALAC）
在近日拉开帷幕，ALAC 是美国西海岸的一场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
在 2011 年成功举办之后，ALAC 在今年又回到了圣莫尼卡的 Barker
Hangar，这是一个占地 4 万平方英尺、拥有高达 40 英尺的天花板的
著名艺术场所。共有 70 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及新兴画廊参加了本届
ALAC，其中的重点在于来自洛杉矶的画廊。参展画廊带来了它们代理

来源：artspy 艺术眼

的艺术家在近年来创作的最富活力的艺术作品，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洞悉
当代艺术创作现状的机会。同时，这场艺博会还为艺术收藏家、策展人
以及艺术家的赞助人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又易于接近的环境。
此外，这场艺博会还举办了一系列综合的项目，这其中包括世界级的艺
术家演讲、博物馆策展人领导的小组讨论、短片播放以及行为表演系列
等。

访谈：小汉斯谈“后匆匆主义”艺术新运动，及其他
作 者： 申 舶 良 / 译
Dayanita Singh
拍摄的小汉斯像
《梦宅 11（Dream
Villa 11）》 (2007)
作者 : 柯琳·米拉
亚 德（ARTINFO
英国站）在艺术圈
里，当得了小汉斯
（ 即 汉 斯· 乌 尔
里 希· 奥 布 里 斯
特，Hans Ulrich
Obrist）这种“永
动机”的人寥寥无几。自从 1991 年在他的 St Gallen 厨房中举办的第
一个展览创下名声，这位瑞士籍的策展人就成了“空中飞人”，多数时
间在机场度过，策划大量的展览，并无所顾忌地拓宽展览形式的边界：
从 1997 年作为一系列方案的展览“做（Do It）”，到 2007 年与菲利普·帕
雷诺（Philippe Parreno）联合策划基于时间的景观展“邮差时刻（Il
Tempo del Postino）”。
小汉斯现任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联合总监。自十几岁
时至今，他与艺术家和思想家们进行过无以计数的访谈。其中有些登
载于《访谈卷 1（Interviews Volume 1）》和《访谈卷 2》，或正在
进行中的《对谈系列（Conversation Series）》。然而，对小汉斯而
言，访谈不仅仅是一项工具，访谈是一种生活态度——2006 年他与雷
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进行的 24 小时“访谈马拉松（Interview
Marathon）”可谓其高潮。不久前，小汉斯与库哈斯共同出版了一部
日本“代谢主义（Metabolism）”建筑运动的口述史。去年 11 月，
他 又 与 舒 门· 巴 萨（Shumon Basar） 和 约 瑟 夫· 格 里 玛（Joseph
Grima）共同发起了所谓“后匆匆主义（posthastism）”新运动。同时，
他还管理着蛇形画廊在附近军品仓库旧址建立的分馆，做着另一册关于
策展的书，筹备着在巴西的丽娜·柏·巴蒂（Lina Bo Bardi）故居举
办的“私密展（intimate show）”，一本《声音简史（Brief History
of Sound）》，以及“未实现项目代理局（Agency for Unrealised
Projects）”前往柏林和“印度高速路（Indian Highway）”前往北
京的巡展——他是怎么做到的？ ARTINFO 来代你问问他。
ARTINFO：蒂诺·赛格尔（Tino Seghal）曾称你是“准情境主义的存
在状态”，而访谈是其中关键。为何你偏爱这种模式，而非其他更传统
的知识生产模式，比如文章？
小汉斯：这取决于契机。今年 1 月起，我一直试着使每周写一篇文章成
为一条准则。我写了很多新文章，而很多时候它们当然都是以访谈为基
础的。我一直受到斯塔茨·特克尔（Studs Terkel）的巨大影响，他是
一位很棒的美国口述史家。他最早是个电台 DJ，采访过许多爵士乐人，
有一天他开始就工作的问题对美国的人们进行采访。这后来成为关于

“大萧条”时期的一本杰作。他的访谈录音大约有 9000 到 10000 小时——
比我做过的多太多！录音是一种对抗遗忘的过程。我做访谈，是因为从
小时候起我就一直这样每天做上几个小时。我常常与艺术家们交谈。我
十几岁时便见到了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阿里吉耶罗·波
提（Alighiero Boetti），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波提去世时，我发现
对他告诉过我的那么多东西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这是多大的遗憾呀。假
如我录下过他的声音，他便还在我身边，我可以一遍遍地听。没有录音
这件事令我非常痛苦，所以我努力不让这种事再次发生。而后这便成为
一种模式。以前我与艺术家们交谈，而后我将其拓展到其他领域。“策
划”这一类的对话 。
ARTINFO：你曾谈论过模式的枯竭：双年展、展览模式的枯竭，讨论
会模式的枯竭。我们是否会遭遇访谈模式的枯竭？如果访谈需要脱胎换
骨，那将会是怎样的呢？
小汉斯：访谈常常会走向两个方向。一种是走得更深，另一种是走入更
广阔的现实。走得更深，需要一次又一次地与人们交谈。这可以一连做
上几十年，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全新的对话。这正是大卫·西尔维斯
特（David Sylvester）采访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了
不起之处。这些深度对谈是倾向于垂直性的。而当然也有倾向于水平性
的对谈，当一位艺术家与我谈及一位科学家、建筑师，或是作曲家——
这时我们跨越了艺术界，进入别的领域。当垂直性对谈停滞不前时，我
们会使它走向水平性对谈，在这两者之间来来回回。我想，这是能够无
限进行下去的，但我需要再好好想想你提到的模式的枯竭的问题。在英
语中，你们说“两人成双”，而多数情况下，访谈是两个人在一个房间，
或一幢房屋之中。有许多打破这种模式的可能：离开这个房间——我们
可以出去走走，我常常这样做：在公园里，出租车上，巴士上，飞机上，
都可以进行访谈。与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还有丹·格拉
汉姆（Dan Graham），我们都这样做过，当我们坐飞机从 A 地到 B 地，
或从 C 地到 D 地。如果飞行 4 小时，我们就录 4 小时，如果是 7 小时，
就连续录 7 小时。这是一种出行方式。如果这样会遭遇停滞，你可以去
改变空间环境。你还可以试试其他时间段：比如与某人进行 24 小时的
对谈，我想这就发展成马拉松了……“两人成双，三人成群。”为了将
访谈充分打开，我还会一遍又一遍地与一位艺术家或建筑师进行对谈，
有时我们会一起去见别的人。比如，多米尼克·冈萨雷斯 - 福尔斯特
（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会说：“我狂爱恩里克·维拉 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我愿意见见他。”我们就去见他。或
是与雷姆·库哈斯，我们一起去访问所有的“代谢主义”建筑师们。
ARTINFO：在日本。
小汉斯：这些都是“三人谈”。显然，这样可以到达“复调”的效果：
如果“两人成双，三人成群”，“代谢主义”这个项目便能为这场运动
绘出一幅肖像。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时代是否仍有“运动”？
这也是“宣言马拉松（Manifesto Marathon）”所处理的问题。可以

说在历史上的前卫主义和新的前卫主义中充满了这种运动，从达达到激
浪派（Fluxus），有时伴随着一篇宣言，有时没有宣言。在我们的时代，
当我与年轻艺术家们交谈时，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合作和对话，却很
少有运动——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离散态。而现在，“运动”无
疑是复兴了，但更多的是政治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这很有趣。
也许在艺术中也将发生这样的事。在艺术界，目前还没有很多的运动。
ARTINFO：你提到“占领华尔街”。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
或是希望如此。你是否认为，在这个处于危机中的社会，艺术家的角色
正在发生着改变？
小汉斯：我小时候，在 80 年代开始迷上艺术，当时的艺术界正处在“沃
霍尔 / 博伊斯”的“两极格局”中。沃霍尔 / 博伊斯，两者都极大地拓
宽了艺术的观念，但方式很不同。博伊斯是“绿党（Green Party）”
的联合发起人之一，而我当时是个十来岁的小伙子，很喜欢他作为一
个政治运动家的想法。沃霍尔更多是通过艺术自身来拓宽艺术的观念，
博伊斯却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然后博伊斯去世，沃霍尔在过去的
20 年中比博伊斯的影响力大得多。但你能够发现如今新一代艺术家们
与博伊斯之间的关联，这或许可以部分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而在当下，
有趣的是，这些行动仍旧多是非常个体化的，并不需要形成“运动”。
当我们进行“宣言马拉松”时，蒂诺·赛格尔曾提出疑问：是否发表宣
言的“运动”是非常“阳性”的、非常“高亢”的——非常“20 世纪”。
21 世纪则更多地关乎对话。
ARTINFO：在蒂诺·赛格尔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演讲中，就“慢”的
概念谈了很多，包括“慢”如何作为他的作品中他与这个世界互通的方
式。而以“高产”著称的你怎样看待自己与“慢”这个概念的关系？
小汉斯：我感兴趣的是抗拒时间的“均化作用（homogenization）”：
这便涉及使时间快起来和慢下来的问题。对艺术而言，“慢”一直是非
常重要的。观看艺术的经验使我们慢下来。其实，我上周刚刚与舒门·巴
萨和约瑟夫·格里玛发起一个运动，名为“后匆匆主义”，比“匆匆”
更进一步。约瑟夫·格里玛当时在马耳他，“后匆匆”的感觉灵光一
现。舒门与我接着这一话题，我们进行了一场“三人谈”，以黑莓短信
（Blackberry messenger）的形式进行了一周。“后匆匆”。（从他
的研究助理匆匆递来的一张纸上念到）如约瑟夫所说：“边缘是新的震
中”，“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仍是匆匆主义，因为它是非物
质化的匆匆主义，能够导向如今的后匆匆主义”。我还想引用一句“拖
延即革命”，这是个很棒的展览标题。我的整个生涯始于夜班火车（译
注：小汉斯早期游历欧洲各地访问艺术家，乘坐夜班火车是一种节省住

宿成本的方式）。这是一种慢的旅行方式，而如今，我们与蒂诺·赛格
尔和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在太阳能飞机上工作。
飞行速度为每小时 100 英里。旅行会再度慢下来，如果做到“可持续”
的话。我的所有展览都是在夜班火车上构思的：“厨房展”，“旅馆展”，
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博物馆，在排水博物馆的“大下水
道（Cloaca Maxima）”。我会乘着夜班火车反思我与艺术家如波提
或费茨利和魏斯（Fischli and Weiss）进行过的对话，然后抵达下一
座城市。这种夜班火车节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点子工厂”。
ARTINFO：你经常回顾你的首个展览，在你的厨房中举办，是同克里
斯汀·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理查德·温特沃斯（Richard
Wentworth）, 还有费茨利和魏斯一起做的。那几乎已成为一个传奇。
你这一遍遍重复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你个人艺术角色的行为
表演？
小汉斯：做这些“私密展”是我履历的一部分，也是我经验的一部分。
我倒不觉得“创造神话”有多大必要。当然，这些展览成了流言。没
有多少人看过它们，但大家都口口相传。这与早期表演史有很大关系，
当时可能只有 7 个人看到那些表演，而现在它们举世闻名。这是一种非
常关键的机制。但我也相信，当你邀请艺术家们做些别的东西，他们便
可以生产出别样的作品。展览空间的私密性使他们能做出在大型美术
馆中做不出的东西。目前我们正在巴西的丽娜·柏·巴蒂故居实施项
目，这对我而言关乎存在：我确实需要做这些展览。这是一种线索（fil
rouge）。
ARTINFO：而你是否将这种成癖的策展行为本身视作一种行为表演？
小 汉 斯： 我 不 认 为 策 展 人 是 个 艺 术 家。 哈 拉 德· 史 泽 曼（Harald
Szeemann）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无疑是我的“大导师”之一。哈拉德
有着自己的主基调，在他的展览中，一切都要在这种主基调之下运转。
他做的是“导演”的活儿，而我的工作方式从来不是如此。在我的展览
中，一切都是由艺术家完成的。我消失得越彻底，我的主基调便存在得
越少，这便越好。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来定标题，一
位艺术家来设计画册，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来做
海报。如果这是一种行为表演，那就是一种总是与别人有关、为别人而
做的行为表演。
ARTINFO：一种有关“消失”的行为表演。
小汉斯：差不多。

废除战争：艺术家克日什托夫（Krzysztof Wodiczko）专访
作者：Michelle Schultz（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艺术家克日什托夫（Krzysztof Wodiczko）出生于 1943 年，以其将
大型幻灯片及影像投射到建筑表面与纪念碑上的而闻名。他的作品是
非常强力的，带有浓烈的政治意味，气势十足。他的艺术项目可以说
是为了他希望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改变而战——一个免受战争破坏影响
的全球社会。这位艺术家的个展“The Abolition of War”近日在伦敦
WORK 画廊开幕，同时还宣布了《Krzysztof Wodiczko》的出版发行，

这是一本记录了克日什托夫多年以来各种作品的综合专著。来自《每日
播报》的记者 Michelle Schultz 就克日什托夫正在进行的项目以及战
争这一沉重的话题对这位艺术家进行了专访。
Michelle Schultz：在你的艺术项目“War Veteran Vehicle”中（一
辆经过改造的军用车辆，它将从士兵及其家人那里收集而来的零碎的语

句投映到公共建筑的外立面上），非常个人同时又有点泄密嫌疑的声明
使得整个主体特别容易招致批评。我猜想要完成这件作品需要克服许多
的障碍。你能大概谈谈你的创作过程吗？
Krzysztof Wodiczko：在开始我的这些项目之前，我首先会和某些社
会工作者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而这些社会工作者则是受到那些退伍
军人、流浪汉或是移民的信任的。我会向他们表明我的想法，然后他
们会考验我，而我也需要通过他们的考验——这是因为他们要保护前面
提到的那些退伍军人等免受像我、或是像你这类型的人的影响。而我
的项目和我自己还需要通过那些潜在的合作艺术家的考验。这点很不容
易——在一开始你通常都会被拒绝，在心理上。我的这种项目相当于一
个来自外部的事物，它也许会给这些人带来被入侵或是被操纵的感觉。
他们首先必须要正确地摒弃所有的怀疑，如果我和我的项目能够在这一
过程中“存活”下来，那么我就会再次露面，时刻准备好提供某些服务。
一部分人的信心就会随之发展起来，他们也许还会利用这个项目为他们
自己以及那些暂时还无法接受这一项目的人的生活“造福”。
Michelle Schultz：那你还会与你项目中合作过的那些人保持联系吗？
你是否意识到你的作品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Krzysztof Wodiczko：这个项目本身就是对一个也许持续了长达一年
的记录过程的终止，对他们和对我来说都是这样。这其中会不可避免地
发展起来某些联系，因此某些东西就被持久地保持了下来——从某个角
度来看，某些项目仍在继续则是因为它们建立起来的网状体系仍然是在
运作的。这两者互相帮助——但是到那时我已经不属于其中的一部分
了，我的职责就不存在了，那完全演变成了他们自己的项目。
Michelle Schultz：你在波兰、丹佛、利物浦、埃因霍温等地都进行过
这一项目，你还会计划在别的地方开展它吗？
Krzysztof Wodiczko：是的，但是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遗憾的是，
现状的形势需要我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因为将会有大量的士兵归
国、归乡，尤其是在美国。那些所谓的和平任务实际上就是一场常规的
战争。士兵们在参加我的项目时需要确定能通过他们的语言来阐述出这
就是一场战争，以及处于战争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他们的家人则要
阐述出作为那些从战场回来了的、或是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的士兵的家
人意味着什么。
Michelle Schultz：可以看得出来，许多最有力的语言都来自那些亲人
从战场回来了的家人，他们向我们传达了这些退伍老兵是如何回到家乡
的，以及他们在心理及情感上的缺失。
Krzysztof Wodiczko：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都是二次伤害的受害人或是
幸存者。据这方面的专家称，每当有人从战争回来时，他或她都会给
79 个人带来再次的精神创伤。年轻人总是会轻率地选择参军，因为存
在大量这方面的宣传，让人们产生一种任务、职责与国家的崇高感。老
兵们对这样的事再清楚不过了。这部战争机器对他们进行了加工处理，
他们深刻地知道它们之前的样子与现在的样子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他
们也知道社会有多么怨恨他们。事实上，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甚至是在
他们自己的家中，他们都等同于外国人、流浪汉。当他们从战场回来时，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回来，而是已经死去了。这种情况在当前发生的概率

要比在很早之前的战争中发生的概率高得多，这全靠更好的装备以及更
优秀的医疗技术。事实上，以这种方式存活下来的负面影响是可怕的。
Krzysztof Wodiczko：在波兰，有一半通过这一项目来表达自己想法
的人都是女性。在利物浦则只有唯一一个女性，但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因为她讲述了自己几乎被丈夫杀死的过程；她的丈夫也讲到了他
几乎把她给杀了，但是他却根本不记得这过程。这些事件不仅仅是事实，
还是通过他们自己公开讲述出来的事实，这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公
共空间中讲话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行为转变——只有 1% 的老
兵曾公开讲过话，他们的家人就更少了。在这里，听觉效果也是非常强
力的——声音在整个空间中回荡环绕着，再通过那些曾见证过历史的建
筑以及纪念碑反弹回来。
Michelle Schultz：那么你选用的建筑和墙面不仅是这个项目中单纯的
实用性部分，还是一种重要的象征物？
Krzysztof Wodiczko：是的，有一道特别厚的墙把那些知道什么是战
争与不知道什么是战争的人分隔了开来。那么我的作品就试图通过这种
方式来撼动这一面墙，甚至是让它开始破裂。从这个角度来看，墙在这
里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东西了，当然，建筑外观包括纪念碑在内都是很
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仅纠缠于铭记和表示某些东西，更纠缠于不能表
示某些东西，或是遗忘了许多与战争有关的事。
Michelle Schultz：你早期的作品存在一种理想化的驱动力——即通过
技术来克服交流障碍，从而使整个世界变得更有结合力。然而在“War
Veteran Vehicle”系列作品中，最重要的信息似乎变成了对这些士兵
重新整合的不可能性上。你是否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点——技术有可能会
失败，或者无法成功地克服特定的障碍？
Krzysztof Wodiczko：你说那是关于不可能性的，但我认为它恰好是
关于可能性的。技术在这里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文化辅助物，人们可以在
使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一种表达的能力，然后将某些被压制、
或者甚至是被遗忘了的东西暴露出来。我认为这的确是表明了交流的可
能性，并且指明了他们交流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件的情况，他们会
交流一些理应改变、并且对他们及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我的这个项目带有批判的味道，同时又很勇敢。这样的行为对于民主进
程来说也许是一种有效的贡献。
Michelle Schultz：那么你建议我们应该如何从战争中解放出来？
Krzysztof Wodiczko：我觉得应该把战争规定成非法的，就像奴隶制
度被废除那样。存在奴隶制度，就存在奴隶贩卖，但它却是非法的，这
已经为整个世界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你可以比一比 18 世纪和 19 世
纪的奴隶贩卖。而在各处都有可能爆发的战争则有所不同。战争的废除
则需要我们改变，需要一种意识上的大转变。因此我们可以以建立一个
机构、一种意识开始。
Michelle Schultz：你认为在这个世纪废除战争有现实可能性吗？
Krzysztof Wodiczko：战争的废除在这个世纪可能无法全部完成，但
我们会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这是一个过程。

看上去——评没顶公司“意识行动”展
作者：本当无人
没顶公司是一个叛逆有趣的艺术公司，因为从认识徐震起，我才知道原
来艺术还可以在全球资本主义提供的消费体系下进行艺术生产，创造力
可以被生产，而不是进行艺术的个人创造，所以难怪徐震把他的公司起

名为 Made In。
近日，我收到没顶公司的邀请参加在香格纳画廊展出的最新展览“意识

行动”的开幕式。当我步入 16 号楼展厅的时候，我一下子竟也没发现
到底展了些什么。在白色的布景下，吊挂着两个装饰华丽的非洲女性的
雕像，展厅中间矗立着巨大的白色盒子，以及边上一本厚厚的说明书般
的书册，再也没找到什么别的展品。只是果然，我预感到了这仪式化的
场景是为了某种事件而布置。当周围到访的人们端着红酒杯，同时注视
着围墙里扔起的一个又一个的不知是什么东西的艺术品，并窃窃私语的
揣测着白盒子里到底是机器还是人在扔东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并不
是人在看某种艺术行为，而整个场景本身就好像转换成了宗教仪式：免
费发放的酒和酒杯像是某种祭奠的道具，两个图腾化的女性雕像则是祭
奠的布景，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间白盒子里抛艺术品的行为更像是某
种仪式的发生。我应该不能说这种事件都是被设计好要发生的。但我仍
然相信，是没顶公司事先布好了棋局，遵循着空间生产的原理，剩下的
只需要等待仪式的进行。这种充满了孩童恶作剧般欢乐的设局意图，延
续了没顶公司和徐震一贯所采用的方式。当所有的人都盯着中间那似是
而非的物的抛起，而被白墙挡住看不到抛物人的时候，人和物的观看权
力得到了交换。如同建筑批评人王家浩在 2010 年的一次讲座中称的那
样：在媒介的当下，被看才是权力。
Philippe Pirotte 在最近对没顶的评论文章《信仰意识 - 意识信仰》中
对展厅中那本名为“意识形状”的厚厚的说明书有一段叙述与评论。文
中，他对这说明书中将世界各地的宗教、政治、民俗仪式，都用一种好
似武功秘籍般的统一的小人图进行图示化动作分解的作品给予了高度
评价，认为这种假扮“他者”去钻入“差异”的描述，是带有解放性目
的某种启蒙的瑜伽。Pirotte 先生让我对这份作品以及没顶公司的其他
作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只是我并不是很同意他将没顶公司的作品与
“讽刺”简单生硬的挂上钩。如果说徐震从 96 年那个“让我们来谈谈
钱吧”的恶作剧开始，都一直在强调“行动”的话，那么“意识行动”
展中，这许多在场的、或不在场的布局，更像是他对消费文化所进行的
快乐吐槽。这就好比同人漫画家使徒子会立刻把那个出现在新闻里挂着
五条杠的小孩描述成比所有美国英雄都厉害的“少先队总队长”，并完
整的编出了“总队长”的漫画故事，然后进入同人漫画的发售体系。没
顶也是极为简单直接的感觉到，然后就带着欢乐的去做了。

而 18 号展厅更趋近一种传统的展出布局。巨幅油画和海绵雕塑散落在
空间里，遵循着传统的展出布局。油画是挂在墙上，退出给人观看的空
间；雕塑则散落在中心，可让人围绕着雕塑观看。这与之前仪式化的设
局显然有所不同。在这里，没顶看似是在遵循着传统的观看机制，让人
们去欣赏作品的，但从展出的内容来看，却是希望通过遵循市场机制的
创作和展出，将艺术品的生命延续到展场之外去。几个月前，徐震曾与
我聊起过这套名为“猎物”的油画的创作思路。他希望艺术家的古典油
画的技艺能够成为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在陈逸飞之后，有这种技艺的画
师，其实与画中所描述的将要被拆除的贫苦生活空间一样，被艺术边缘
化了。那么是否仍然有可能在当下遵循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油
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那些不在场的贫苦空间拉入到现实的艺术物的
流动中去，这也许是没顶想设置的另一个局。当北京的一位画师用近乎
古典技法完成这些作品，并进入没顶的生产系统进行镏金装裱，最终呈
现在观看机制下的时候，我想这个故事应当还没有说完。让贫穷和富裕
短路并不是“猎物”的目的，而是油画技艺作为艺术生产本身发挥着更
强大的力量。于是，我想起认识徐震的契机，是听说他的工作方法很像
建筑师。到访他的工作室，我发现空间里有许多半成品的模型、图纸、
标识、批注等。他说在没顶，大家会将许多想法进行初步的呈现，并讨
论筛选，确定一些方向后，修改再呈现，然后再优化，不断的滚动，直
到获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并投入生产，这与建筑师劳碌着通过模型和草
图进行设计试探的方式不谋而合。而这些结果仍然不确定，仍然可以从
中剥离出许多内容进行再生产。我清楚的认识到，无论是建筑师还是没
顶，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中介才是生产力的所在，生产的结果也许并不
那么重要。因此，在没顶的工作中，艺术品的中介以及艺术品作为中介，
要比艺术品作为创作结果重要的多。没顶并不是在用艺术作品本身输出
意识形态让你相信或不相信什么，而是用艺术品作为中介拉动着全球资
本主义语境下的艺术机制中的各种关系。如同 18 号展厅中伴随着“意
识形式”瑜伽的真人表演，周围的那些用海绵和真皮塑造出的一个个高
大的形象真的让我联想到各种非洲部落的宗教图腾。至于这些巨大的雕
塑是否真的如有所指，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当每个观看者都相信
自己看到的艺术品是看上去那样的时候，意识行动也就发生了，艺术的
共同体也就达到了。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一位艺术家的人生宣言
作者：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每年都会举办一场跨越艺术界、时尚
界以及好莱坞的晚宴活动。2011 年的 Gala 由著名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
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担任总监，她将她的《一位艺术家
的人生宣言》（An Artist’s Life Manifesto）带到了现场，与 85 名表
演者一起将整个盛会演变成了一次大型的行为表演。这 85 名表演者被
当作活体的中心装饰品“端上”了餐桌，参加活动的 750 名宾客还穿上
了特制的白色实验室工作服。据悉，这场晚宴为 MOCA 筹集到了 250
万美元的经费。
整 场 晚 宴 以 MOCA 最 新 展 览“Naked Hollywood: Weegee in Los
Angeles”及“Kenneth Anger: ICONS”的鸡尾酒会和预展开始，客
人们这时可以喝到阿布拉莫维奇称之为“后人类”的鸡尾酒。在举行晚
宴的帐篷中，表演者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跪在桌子下方，他们的头部从桌
面上的洞口伸出来，并且缓慢地旋转着——这就是那件活体的中心装饰
品。“装饰品们”可以在不使用语言的情况下与那些试图和他们互动的
宾客进行交流；当宾客们进餐时，他们也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宾客。
除了这道奇特的视觉大餐外，Svetlana Spajic、Harry 等歌手的表演
也带动了整场晚宴的气氛。而阿布拉莫维奇更是在现场与宾客们分享了
她的艺术家宣言。MOCA 馆长 Jeffrey Deitch 称这场行为表演是“有
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行为艺术作品”。
以下为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宣言的全部内容
艺术家对自己一生的约束：
艺术家不应该对自己和对别人撒谎
艺术家不应该从别的艺术家那里盗取想法
艺术家在自己面前、在艺术市场面前都不应该妥协
艺术家不应该杀另一个人
艺术家不应该把自己变成偶像
艺术家不应该把自己变成偶像
艺术家不应该把自己变成偶像
艺术家与他 / 她的爱情生活：
艺术家要避免爱上另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要避免爱上另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要避免爱上另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与情色的关系：
艺术家要发展一种情色的视角来看待世界
艺术家应该是情色的
艺术家应该是情色的
艺术家与受苦的关系：
艺术家需要受苦
最好的作品从受苦中来
受苦带来转变
通过受苦艺术家超越他 / 她的精神
通过受苦艺术家超越他 / 她的精神
通过受苦艺术家超越他 / 她的精神
艺术家与忧郁症的关系：
艺术家不应该有忧郁症
忧郁症是病，所以应该治好
忧郁症不会给艺术家带来任何成效
忧郁症不会给艺术家带来任何成效
忧郁症不会给艺术家带来任何成效
艺术家与自杀的关系：
自杀是一种反对生命的犯罪行为
艺术家不应该自杀
艺术家不应该自杀
艺术家不应该自杀
艺术家与灵感的关系：
艺术家应该对自己进行深入地挖掘以获取灵感
看待自己越深就越接近宇宙

艺术家就是宇宙
艺术家就是宇宙
艺术家就是宇宙
艺术家与自我控制的关系：
艺术家不应该有自我生活控制的能力
艺术家要有整体的作品自我控制能力
艺术家不应该有自我生活控制的能力
艺术家要有整体的作品自我控制能力
艺术家与透明度的关系：
艺术家应该同时给予与接收
透明意味着善于接收
透明意味着善于给予
透明意味着善于接收
透明意味着善于给予
艺术家与象征的关系：
艺术家创造他 / 她自己的象征
象征就是艺术家的语言
这种语言然后需要翻译出来
有时难找到钥匙
有时难找到钥匙
有时难找到钥匙
艺术家与宁静的关系：
艺术家必须明白宁静
艺术家必须创建空间让宁静进入他 / 她的作品里
宁静就像混乱的大海中间的岛屿
宁静就像混乱的大海中间的岛屿
宁静就像混乱的大海中间的岛屿
艺术家与孤独的关系：
艺术家需要很长时间的孤单
孤独非常重要
远离家
远离工作室
远离家庭
远离朋友
艺术家要在瀑布呆很长的时间
艺术家要在爆发的火山上呆很长的时间
艺术家要在很快流淌的河边呆很长的时间
艺术家要长时间的观看天空和大海交接的地平线
艺术家要长时间的观看夜空中的星星
艺术家与工作的关系：
艺术家要避免每天去工作室
艺术家不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像银行上班的职员
艺术家要探索生活，作品出现在梦中或白天的幻想
艺术家不应该重复自己
艺术家不应该过多生产
艺术家要避免自己的艺术污染
艺术家要避免自己的艺术污染
艺术家要避免自己的艺术污染
艺术家的所有物：
佛教和尚建议最好生活中有九件物：一件夏天穿的衣服、一件冬天穿的
衣服、一双鞋子、一个讨饭的碗、一顶蚊帐、一本祈祷书、一把雨伞、
一个睡觉的垫子、一副眼镜（如果需要）
艺术家自己要决定需要拥有多少东西
艺术家拥有的东西应该分为更多、差不多、更少
艺术家拥有的东西应该分为更多、差不多、更少
艺术家拥有的东西应该分为更多、差不多、更少
艺术家的朋友：
艺术家要有能够提起他 / 她的精神的朋友
艺术家要有能够提起他 / 她的精神的朋友
艺术家要有能够提起他 / 她的精神的朋友
艺术家的敌人：

精华
敌人非常重要
达赖喇嘛说同情朋友很容易，但同情敌人却很难
艺术家必须学会原谅
艺术家必须学会原谅
艺术家必须学会原谅
不同死亡的情节：
艺术家自己要有意识他 / 她是会死的
对艺术家来说，不仅仅是她 / 他怎么活着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 / 她
是怎么死的

艺术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象征物来标记他 / 她不同的死亡情节
艺术家应该在毫无畏惧、有意识的情况下死去
艺术家应该在毫无畏惧、有意识的情况下死去
艺术家应该在毫无畏惧、有意识的情况下死去
不同葬礼的情节：
艺术家死亡之前要给出很详细的指示和葬礼的要求
葬礼是艺术家走之前的最后一件艺术作品
葬礼是艺术家走之前的最后一件艺术作品
葬礼是艺术家走之前的最后一件艺术作品

麦克·凯利（Mike Kelley）：有态度的艺术家
作者：Holland Cotter（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麦克·凯利（Mike Kelley），过去这 25 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艺术家
之一，对美国的阶级制度、流行文化以及年轻的叛乱做出了辛辣评论的
评论员，在星期三时被发现死于位于加州南帕萨迪纳的家中。来自南帕
萨迪纳警局的 Robert Bartl 称麦克·凯利很有可能是自杀。在接受美
联社的采访时，他表示凯利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探员凯利的情绪在最近与
其女友分手后就十分低落。尸检报告目前还尚未完成。
凯利 1954 年出生于底特律的郊区小镇 Wayne，他拥有一个工人阶级的
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在一个公立学校系统负责维修工作，他的母亲则
在福特汽车公司的行政餐厅做厨师。凯利最开始想做一名小说家，但在
对自己的写作天分表示怀疑、同时明白了写作是一件太过困难的事情之
后，凯利就将自己的能量倾注到了艺术之中，通过绘画、物品制作以及
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上高中时，凯利完全沉浸在了底特律重金属音乐的亚文化中，这样的状
态一直持续到了他在密歇根大学度过的大学时代。在那时，他与另外三
位艺术家——吉姆·肖（Jim Shaw）、尼亚加拉（Niagara）及凯莉·罗
兰（Carey Loren）——组成了一个名为“Destroy All Monsters”的原
始朋克乐队，他们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与反正统的政治以及达达主义的
戏剧效果联系在了一起，与行为艺术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凯利对这种音乐的兴趣一直跟随着他从加州艺术学院毕业。在加州艺
术学院，凯利和他的同学约翰·米勒（John Miller）、托尼·奥斯勒
（Tony Oursler）组建了自己的第二支艺术乐队，“The Poetics”。

他吸收了这所学校对概念艺术及理论的关注，采用了诸如约翰·巴尔代
萨里（John Baldessari）、道格拉斯（Douglas Huebler）等老师的
方式将它们融合起来。
随后，凯利开始创作综合了大型绘画作品的多媒体装置，这些装置融合
了他自己写的文字、雕塑、影像以及表演，通常都带有一些色情与虐待
的味道。尽管他在 1986 年时停止了表演——他后来说这是因为他不得
不在喝醉酒之后才能进行表演——另一种形式元素一直停留在了他的
艺术之中。另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是态度也被保留了下来，即对与
青年文化相关的无秩序状态的迷恋。但如果只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变
会忽略凯利作品中深沉而且不易察觉的诗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一系列使
用了儿童填充动物玩具或手工编织的阿富汗毛毯的雕塑中显而易见。
从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些作品都是对诸如极简主义等美学趋势的讽刺性
模仿；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它们将凯利在流行文化中发现的太过多
愁善感这一令人讨厌的特性当成了目标；而在第三个层面上来说，这些
带有故作受苦状的娃娃以及被毁灭了的对温暖的渴望的作品都是天真 经验的隐喻，表现了青少年犯罪行为之下的痛苦与失去带来的创伤。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麦克·凯利已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获得
了知名度。事实上，他的艺术生涯在欧洲要比在美国起步得早；当他在
法国和德国拥有了一批狂热的观众时，美国人几乎对他还一无所知。凯
利会用垃圾来创作画作，会通过模仿来嘲弄宗教艺术以及地下政治。他
的作品曾一度使人们感到困惑，但同时也为无数的年轻艺术家带去了灵
感。

朗西埃：民主之恨 第二章、第三章
翻译：杜可柯

第二章 政治或者失去的牧羊人
就这样，我们不得不相信，邪恶的根源还要追溯到更远的过去。反对血
缘秩序的民主之罪首先是政治的罪恶，也就是说，抛开与天父（Godthe-father）的一切联系，自行组织人类共同体之罪。在民主名下，作
为前提，同时又受到谴责的正是政治本身。如此看来，政治并不诞生于

现代人的无信仰。早在现代人为了闲暇时间能到商场去狂买一气而砍掉
他们国王的脑袋之前，古代人已经做过类似事情，其中带头的便是古希
腊人，他们不仅斩断了与神圣牧羊人的联系，还以哲学与政治的双重名
义，为这场告别留下了公共记录。贝尼·列维告诉我们，从柏拉图的文
章中，很容易可以读出“牧羊人的谋杀”。比如，他在《政治家》篇里
提到了由神圣的牧羊人直接掌管人间事务的时代。而《法律》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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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提到了由神圣的牧羊人直接掌管人间事务的时代。而《法律》第四卷
则回述了天神克罗诺斯（the god Cronus）的统治。克罗诺斯知道，
无论是谁，在统治他人时，都难免落入自大和不公正的陷阱。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他决定从更高级的魔神族群里挑选若干代表，赐予人类做他
们的领袖。但柏拉图就算内心一万个不愿意，面对主张权力属于人民的
同代人，除了提出“自我关照”（care of the self）这个无法消除个
体与整体之间鸿沟的概念以外，最终也没能提出有效的反论，最后不得
不将克罗诺斯和神圣牧羊人的统治划入神话时代，从而在实际意义上认
证了与牧羊人的这场诀别。但他这样做的代价是，为了弥补一个神话的
缺失，又制造出另一个神话，即建立在一系列美丽的谎言基础之上的“共
和制”神话：上帝为保证人类群体有良好的秩序，在统治者灵魂里放入
了金子，在武士灵魂里放入了银子，在工匠灵魂里放入了铜。
让我们先对神的代理人承认以下一点：没错，政治的确是在与“牧羊人
照看羊群”模式的对立区分中确立起来的。同样，你也可以拒绝这种政
治的分离，以神圣的牧羊人或者聆听他教诲的世俗代理之名，要求神对
他子民施予统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民主真正变成了“虚无的王国”，
变成了政治性分离最新的化身，敦促我们快走出绝望的深渊，回到被遗
忘的牧羊人身旁。要果真如此，这场讨论很快就可以结束。但我们还可
以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看看把民主等同于由个体消费者构成的社
会这一分析如何迫使人们最终必须回到被遗忘的牧羊人身边。此处的目
标不是找出这种政治压制了什么，而是反过来在上述把民主解释为一种
过剩和苦恼的状态，只有神才能挽救我们于水火的分析里，寻找政治内
部哪部分受到了压制。因此，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读柏拉图的文本：不是
从他在《政治家》中宣布的告别牧羊人的角度出发，而是反过来从《国
家》核心部分对牧羊人这一角色挥之不去的怀念情绪开始分析。在《国
家》中，牧羊人成为描述好政府与民主政府之间对立的参照点。
柏拉图从两个方面对民主提出了非难，这两个方面乍看似乎互相矛盾，
但实际上却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民主是抽象法的统治，与医生或牧羊
人的关怀相对。牧羊人和医生的美德体现为两点：首先，他们的知识与
暴君的欲望不同，是一心只为关照对象的幸福着想的知识；但同时牧羊
人和医生的知识与民主城邦的法律也不一样，这种知识能对症下药——
能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每个病人和信徒。与之相对，民主主义的法律宣称
适用于一切事务。这样一来，民主法律就像医生出远门前一次性开的药，
完全不管拿药的人到时候会得什么病。然而，民主法律的普适性是一种
假象。在法律的不变性中，受到民主人尊重的并非理念的普适，他们只
是将其作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换成现代语言来说，在民主宪法所规
定的普遍公民之下，我们必须要能辨认出他的真面目，即民主社会中自
私自利的个体。
问题的关键从这里开始。柏拉图是发明所谓现代特有的社会学解读模式
之第一人。这种解读在政治民主的外表之下发掘出完全相反的现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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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自利的人掌握统治权的社会状态。那么，对他而言，民主法律就不
过是自我享乐的借口，它所表达的个体自由只遵循一条法则，即人们不
断变化的心情和快感，对集体秩序毫不关心。那么，民主这个词就不仅
指一种坏的统治形态和政治生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意味着一种生
活方式，该生活方式反对一切秩序良好的共同体。柏拉图在《国家》第
八卷告诉我们，民主是一种不是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民主不是一种政
体，因为它同时兼容所有政体。民主主义就像一个各种政体的大卖场，
一件那些视快乐和权利的消费为头等大事的人们最爱的小丑衣裳。但民
主又不单纯指随心所欲的人掌握统治权。所谓民主，有可能是一种将构
建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全部推翻的制度：统治者变得像被统治者，被统
治者变得像统治者；女人获得跟男人同等的地位；父亲习惯于平等地对
待自己的儿女；外国人和移民跟本国公民平等；教师害怕并讨好学生，
学生反过来捉弄老师；年轻人跟老人平等，老人开始模仿年轻人；就连
动物都是自由的，意识到自身自由与尊严的驴和马在街上碰到不让路的
人也能毫不客气地尥他一蹶子。
如你所见，卖场和卖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学生跟老师的对等，权威的
丧失，对青年、儿童、动物的崇拜——所有二十一世纪初期有关民主平
等之恶果的评论，在这里都能找到。超市和手机时代大众个人主义令人
发指的恶行清单只不过给柏拉图有关桀骜难驯的民主野驴的寓言增添
了几件现代装饰品罢了。
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觉得很好玩，但更多的是吃惊。我们不是总听到
这样的提醒吗：现在是技术的时代，现代国家的时代，是扩张中的城市
和全球市场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跟民主诞生地——希腊小城邦之间没
有任何联系了。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政治
形式，它不适用于当下，至少如果不经过认真调整，尤其是不放弃人民
力量这一乌托邦式幻想的话，它就无法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但如果民主
真的属于过去，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 2500 年前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对
当时民主村落的描述竟然跟大众消费和全球联网时代民主人肖像如出
一辙？我们被告知，希腊民主所适用的社会形态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
完全不同。但这之后，我们马上又看到，希腊民主所适用的那个社会居
然跟我们的社会有着一模一样的特征。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一矛盾：一
方面是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又是完美的一致？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
将提出如下假设：至今仍然适用的民主人肖像乃是一种为了把政治原理
本身的不恰当性挡在门外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之产物，这一操作既是首
创的，同时也能无限更新。柏拉图展示了一幅滑稽的社会学图像：无忧
无虑的人群，（被驴子）堵住的街道，颠倒的社会角色，所有这一切最
终回避的是对另一种更大的邪恶的预感：一般言语难以表述的民主并非
一种拒绝遵从好政府、向坏政府看齐的社会形态，而正是政治原理本身。
正是这种在自身基础缺失的前提下建立“好”政府的原理创立了政治本
身。

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看看体现了民主过剩的例证清单：统治者变得
像被统治者，年轻人像老年人，奴隶像奴隶主，学生像老师，动物像它
们的主人。当然，这里的一切关系都上下颠倒了。但这种无秩序令人安
心。一切关系同时变颠倒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它们都是同一性质的，
而所有这些逆反都表达同一种自然秩序的颠覆——因此，仿佛这种自然
秩序是现存的，而政治关系也从属于该秩序。对民主人和民主社会滑稽
的描述是恢复事物秩序的一种方式：如果民主颠倒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
关系和它颠倒其他所有关系是一样的，这就反过来肯定了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的关系跟其他关系属于同一性质，而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
别就跟父亲和儿子，先来者和后到者之间的区别一样明确：这种区分原
理保证了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的连续性，因为它首先确保了人类约定俗
成的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的连续性。
让我们把这个原理称作“本原”（arkhe）。正如汉娜·阿伦特指出的，
arkhe 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兼具“开始”和“命令”两层意思。她按逻辑
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希腊人眼里，这个词象征
着上述两层含义的统一。“本原”是指那个宣布开始，首先到场之人的
命令。开始的行为预设了命令的权利，而命令的实践又确保了开始的权
力。由此确立起统治的理想模式，即兑现由统治权力开启的原理，同时
通过实际行动展示该原理的合法性。适合做统治者的是那些拥有适合做
统治者的素质的人，而适合被统治的是那些秉性跟统治者相反相成的
人。
就是在这里，民主造成了问题，与其说造成问题，不如说揭示了问题。
这个问题在《法律》第三卷里明确表现出来。还是清单，跟《国家》篇
里描述民主人时围绕颠倒的自然秩序所列清单一样。鉴于每个城邦都有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行使“本原”原则的人和遵从其权威的人，到
底谁应该占据前者的位置，谁应该占据后者的位置，对此希腊人开始了
一系列资格审查，该审查不仅可用于城邦，也可用于单个家庭。最后总
结出来的资格一共七个。其中四个与出身有关：先出生或出身高贵的人
自然应该掌握命令权。父母对子女，长者对青年，奴隶主对奴隶，贵族
对贫民的权力便由此而来。接下来的两项与出身无关，但也体现了自然
秩序。首先是品达罗斯（Pindarus）赞赏的“自然法则”，即强者对
弱者的权力。当然，这项资格必然会招来争议：如何定义强者？《高尔
吉亚》篇给出的说法极为暧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该权力只有跟有识之
士的美德划上等号时才有意义。于是便有了第六种资格：通过正确理解
自然法则而实现的权力，即有学识的人对无知者的权威。上述所有资格
都满足两个必要的前提条件。第一，它们都规定了一种阶层秩序。第二，
它们都将这种阶级分层定义为一种与自然保持了连续性的秩序。前四项
资格通过家庭和社会关系等媒介保持连续性；后两项资格则直接体现了
连续性。前四种资格将城邦秩序建立在血缘法则之上。后两种资格宣称
该秩序遵循一条最高原则：掌握统治权的并不是年长或出身高贵的人，
而应该是最优秀的人。实际上，从这里开始，政治诞生了：当统治原理
从血缘法则中分离出来，但仍宣称代表自然秩序，当它选择一种与部落
的父亲或天父等简单关系截然不同的自然秩序作为存在依据时，政治便
开始了。
然而，也就是在此处，当政治试图将自己特有的能力论与家庭出身论分
开时，它碰到了一个奇特的对象，这第七种资格位置可高可低，甚至算
是一种不成为资格的资格，而且正如希腊人所言，它却是最公平的，即
“受神明眷顾”的权威：听从偶然之神的选择，抽签，也就是说让地位
平等的大多数人来决定地位的分配。
丑闻就出在这里：在有德之士看来，自己的出身、年龄或知识、学养必
须屈从于偶然性法则，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对那些神的子民来说也一
样，他们可以容许你的民主主义者身份，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承认自己
为此杀害了父亲和牧羊人，所以永远是带罪之身，永远对这位父亲抱有
无法偿还的债。但是，“第七种资格”让我们看到，从血缘的权力下挣
脱出来并不需要牺牲或渎神，掷一下筛子足矣。所谓丑闻其实很简单，
就在于下述这一点。统治资格里，有一项资格切断了整体的连贯性，这
是一种反资格的资格：第七种资格是资格本身的缺席。这就是民主这个

词所代表的最大的麻烦。问题并不在于什么狂啸的巨兽、傲慢的驴子或
者只顾追求享乐的个体。相反，这些形象很明显都是为了掩盖问题的核
心。民主主义并不受制于儿童、奴隶或动物的心血来潮。它受制于神的
心血来潮，受制于偶然性，它的这种属性使它本身无法成为一条合法性
原则。民主的过剩跟所谓消费主义狂热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不过意味
着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标准能保证自然通过建构社会整体的权力关系
赋予人类共同体以自然法则。丑闻出在统治资格从规定社会关系的各种
类似元素中分离出去，即从人类惯例与自然秩序之间的类似关系中分离
出去。丑闻的核心就是这种建立在优越性缺席基础上的优越性。
民主首先意味着：无秩序（anarchic）的“统治”，建立在统治资格
缺失基础上的统治。但处理这一矛盾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你可以干脆
把民主主义资格排除在外，因为它与其他所有资格相抵触。你也可以否
认民主主义遵从的是偶然性原则，以此把民主与抽签分开。现代人选择
的就是这种做法，正如大家所见，现代专家们交替利用不同时代之间的
差异与共同点，以便使抽签从民主中脱离出来。他们说，抽签只适用于
古代经济不发达的小型城邦。而现代社会由无数精密咬合的齿轮组成，
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平衡体系，怎么可能交给几个通过抽签选出来、对该
体系运作原理毫无了解的人管理呢？我们已经找到了更适合现代的民
主原理和执行手段：以选举的形式在掌握主权的人民中选出代表；在由
人民选出来的精英与我们学校教育出来的、对社会运作机制有详细了解
的精英之间建立共生关系。
但时代和规模的差异并不是问题根本所在。如果在现代“民主主义”看
来，抽签与所有挑选统治者的恰当原理相违背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不仅
忘记了民主意味着什么，也忘记了它最初想要反对的是哪类“自然（状
态）”。相反，如果从柏拉图的时代到孟德斯鸠的时代，有关民主共和
体制的思考始终为抽签保留了一个位置；如果对平等毫不关心的贵族式
共和党人或思想家也接受抽签选举的存在的话，那是因为抽签能够防止
一种比无能者占据要职更严重、更容易发生的邪恶：某种能人的统治，
即善于权术的人攫取了统治的权力。从那时起，抽签就变成一场庞大持
久的遗忘运动之对象。我们习惯性地把代议制的公正、统治者的能力与
抽签的随意性、无能者掌权的道德风险相对立。但在能人和无能者之间，
抽签从来不会更偏爱后者。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抽签在今天已经不能被纳
入考虑范围，那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把下述观点当成自然而然的事实接
受了，但无论在柏拉图看来，还是在两百年前法国和美国的立宪人士看
来，它都绝非自然。该观点是：那些适合掌权之人的第一项资格便是想
要行使权力的欲望。
然而，柏拉图知道，抽签的偶然性不能被简单推开。当然，他在提到这
条被希腊人认为是“受神明眷顾”、因此最公平公正的原则时，言语间
充满了嘲讽。但在“七种资格”的列表里，他仍为这个不算资格的资格
保留了一席之地。这并不单纯因为作为一个雅典人，他在调查雅典城邦
组织原理时，无法回避或排除这第七种资格。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两个更
深层的原因。首先，抽签的民主程序在最根本的一点上可以调和专家统
治原理，这一点就是：好的统治是那些不想掌权的人的统治。如果非要
从适合统治的人选名单里去掉一种人的话，无论怎样，应该去掉的都是
那些以获取权力为首要目标的人。另外，我们从《高尔吉亚》中得知，
在后者眼里，民主主义者身上所有缺点哲学家都有。哲学家也代表了所
有自然的权威关系的颠倒；他是个老顽童，教年轻人鄙视他们的父亲和
老师；对那些因出身显赫而被推上统治席位的贵人们一代代延续的传
统，他一概砍断不要。哲人王（philosopher-king）至少在这一点上
与人民王（people-king）是相通的：某种神圣的偶然性使毫无统治欲
望的他成为了统治者。
没有偶然性发挥作用，就不会有公平的统治。或者说，如果把实施统治
跟追逐、获得并行使权力等同起来，而不保留任何反对该等式的东西，
公平的统治就不可能出现。每当统治原则与自然、社会差异分离时，也
就是说，每当有政治出现时，就会产生上述矛盾。这也是有关“强者执
政”的柏拉图讨论里最关键的部分。如果政治既不是差异（即自然和社
会不平等）的延续，也不是权术斗争的战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

但如果哲学家要提出这个问题，他发问的前提是民主主义已经在不杀害
任何国王或牧羊人的情况下，就该问题给出了最符合逻辑、同时也是最
令人难以接受的答案：只有建立在统治资格缺失基础上的统治才是政治
的。
这就是柏拉图没有把抽签从清单里删除的第二个原因。“不算资格的资
格”对其他资格有一种逆向的反作用，或者说能对它们确立的合法性提
出质疑。当然，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统治资格，因为它们确定了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自然阶层秩序。然而，由此构建起来的究竟是怎样一
种统治还不得而知。部分人希望门第之分得到大家承认，这样他们就可
以把自己的政府称为贵族统治。但对于亚里士多德后来在《政治学》说
的内容，柏拉图早就心知肚明：所谓城邦里“最优秀”的人基本就是指
那些最富有的人，贵族制从来只是寡头制的代名词，即财富的统治。政
治始于门第出身的权力遭到破坏之时，始于贵族们被剥夺部落创始神之
后裔的光环，以其真面目，即财产所有者的权力示人之时。这一点在执
政官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建立希腊民主制的改革中体现得格外
明显。 克里斯提尼通过一种反自然的程序，将地理上互相分离的“行
政区”（demes，即领土区分）重新组合，以此重组了雅典的部族。
他这样做等于破坏了贵族－土地所有者－继承人作为土地之神的那种
不明确的权力。而“民主”这个词的含义正是在于上述分离。因此，有
关民主“犯罪倾向”的指责在至少在一点上是正确的：民主代表了与血
缘秩序的决裂。但这类批判却忘记了另一点：正是这种决裂，在最原本
的意义上，实现了批判者本身希求的东西，即统治原理与社会原理彼此
区别的结构性异位（heterotopy）。民主主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是一种现代的“无制约化”，也没有破坏政治必需的结构性异位。相反，
民主是这种异位的奠基力量，是对统治社会全体的各种权威的最初的限
制。
假设统治资格不容反驳，问题就变成如何对共同体进行统治。当然，家
庭内部有长幼之分，长者拥有支配晚辈的权威，我们可以想象基于这种
模式对城邦进行的统治。称其为“老人统治”（gerontocracy）应该
不失准确。学校内部有师生之分，博学之士拥有支配无知者的权威，以
此为原型，我们也可以想象一种“技术统治”（technocracy）或“学
者统治”(epistemocracy)。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根据各种统治资格制
作一张统治类型一览表。但是，在这张表上，唯一缺席的就是政治的统
治。如果政治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必然在于为上述父子关系的统治、
年龄的统治、财富的统治、武力的统治或学识的统治追加一点别的什么。
这些在家庭、部落、工场、学校通用的统治形式将其自身进一步延伸，
作为构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人类共同体的总体原则加以提出。但此处
我们还需要一点别的什么；如柏拉图所言，一种来自上天的力量。然而
来自上天的统治只有两种：一种是神话时代的统治，即神圣牧羊人对人
类的直接照管或天神克罗诺斯指派的魔神族群的统治；另一种就是神圣
偶然性的统治，通过抽签决定统治者，即民主主义。这位哲学家希望消
除民主主义的混乱，以建立真的政治，但是他的这种努力只有在民主主
义切断城邦统治者与天神克罗诺斯的仆从魔神族之间的联系后，在无秩
序或混乱已经产生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
以上正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秩序，按照这种秩序，
那些拥有统治资格的人就能在聚集起来的人群中实行统治。我们知道，
有史以来最主要的资格主要分两类：一类依附于人或神的血缘关系，即
出身的高低贵贱；另一类依附于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组织，即财富的权
力。人类社会常常处于这两种权力结合的统治下，武力和科学则在不同
程度上为其提供帮助。但是，如果年长者除了统治年轻人，还要统治饱
学者和无知之士；如果学者不仅要统治无知的人，还要统治富人和穷人，
如果他们必须强迫有权力的人服从，并得到无知者的理解，就需要某种
别的东西，一种补充性质的资格，这个资格为全体人共有，其中既包括
已经掌握正当统治资格的人，也包括没有任何统治资格的人。现在，唯
一剩下的资格就是无政府的资格（anarchic title），它具体属于那些
既无统治资格，也无被统治资格的人。
这就是民主的含义。民主不是指某一类政体，也并非某种社会形式。所

谓人民的权力，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的权力，也不是指大多数人或
劳动阶层的权力。它是那些既不是天生就要统治别人、也不是天生就要
被人统治的人所固有的权力。你不可能通过谴责大多数人的暴政、“巨
兽”般的愚蠢或个体消费者的浅薄摆脱这种权力。因为那样做等于丢掉
了政治本身。只有当除了那些在日常社会关系中运转的各项资格以外，
还有一项补充资格存在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谈论政治。民主及其核心
内容——抽签的丑闻在于，它揭示了这项补充资格不是别的，正是资
格本身的缺席，而所有社会统治最终的依靠也只能是该社会自身的偶然
性。有凭借年龄、出身、财富、知识上的优势取得统治权的人，也有按
照这种或那种地位和能力分配秩序而建立起来的统治模式和权威运作
体系。我提议把这类逻辑放到“警察秩序”（police ）名义下进行考量。
但如果年长者的权力必须不只是老人统治，有钱人的权力必须不只是金
权统治的话，如果无知者必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遵循博学之士的命令，
那么他们的权力就必须建立在这种补充性质的资格基础之上，即那些没
有任何特性表明他们更适合统治别人或被人统治的人的权力。他们的权
力应该变成政治的权力。而政治的权力，说到底，就是那些没有任何实
行统治的自然理由的人对那些没有任何被人统治的自然理由的人的权
力。所谓最优秀者的权力，如果不通过互相平等的人所掌握的权力，最
终就无法被合法化。
这便是柏拉图在接触偶然的统治时所碰到的矛盾。这个矛盾也是他在对
民主主义愤怒又好笑的拒绝中无法跳过的一部分，他把这类统治者描述
为因为偶尔的幸运而占据权力宝座的人。霍布斯、卢梭以及所有将（社
会）契约和主权作为思考对象的现代思想家都各自通过认可与合法性的
问题遇到了同样的矛盾。平等并不是虚构。相反，对于所有居于高位的
人来说，平等都是最最寻常的现实体验。没有哪个奴隶主可以完全高枕
无忧而不用担心奴隶逃跑，也没有哪个人不具备杀死另一个人的能力。
同样，任何集团势力都必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为了保证不
平等的等级秩序能够运行，必须承认平等的不可化约。只要服从需要经
由合法性原则实现，只要作为共同体代表的法律和制度还有存在的必
要，那么命令的发布就必须预设发令者与听命者之间的平等地位。那些
自认为聪明和现实的人总说平等是愚蠢或懦弱者的美梦。但对他们而言
不幸的是，平等是随时随处可以证明的现实。如果占据高位的人与他所
命令或指导的人之间没有平等的对话（无论这种平等有多微小），那么
一切任务的执行、知识的传递、权威的建立均不可能。不平等的社会能
够运行，全有赖于无数平等关系的存在。民主主义丑闻所揭露的，正是
“不平等中的平等”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揭露的目的就在于要让它
成为共同体权力的基础。但这并不是像人们常说的，法律的平等是为了
修正或调和自然的不平等。因为“自然”本身就是双重化的，把自然的
不平等变成现实的预设前提是，存在一种能够补充它、对抗它的自然的
平等：不然学生不可能理解老师的话，无知者也不可能服从专家的统治。
有人会说，这些可以由军队和警察来保证。但军队和警察也必须要能理
解专家的命令以及服从命令给他们自身带来的利益，等等。
这正是政治需要的，也是民主主义能够为政治带来的东西。政治的存在
需要一项例外的资格，附加于那些多少“正常”统治社会的资格之上，
而这些多少“正常”地统治社会的资格归结到最后就是两点：出身和财
富。财富的目标是无限增长，但它没有超越自身的力量。出身自称具备
超越性，但实现这种超越的代价是从人类血统飞跃到神的血统。它建立
起来的统治是牧羊人的统治，解决了问题，但也消灭了政治。现在只剩
特殊的例外，即人民的力量。此处，人民的力量并非居民的力量，也不
是大多数人的力量，而是指任何人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成为统治
者的能力与成为被统治者的能力是平等的。于是，政治的统治便有了基
础。但这个基础实际也是一个矛盾：政治是指将基础的缺席作为统治权
力的基础。国家统治只有是政治的，才是合法的。而只有将基础的缺席
作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才是政治的。这就是被理解为“偶然性法律”的民
主主义的含义。有关民主主义不可控的一贯指责说到底可以总结如下：
民主主义既不是一种应该受到统治的社会，也不是社会的统治，它具体
指的就是这种不可控、不可统治的属性，而每个政府、每种统治最终都
要以此作为基础。

第三章

民主制，共和制，代议制

民主的丑闻就在于揭示了以下事实：从内在于人类共同体形成过程的法
律出发，在政治的名义下，永远没有一个能为统治者行动提供合法性的
唯一共同体原则。卢梭指责霍布斯陷入循环论证圈套时说得很对，霍布
斯试图通过分析宫廷里的权术斗争和沙龙里的诽谤中伤，来证明人类天
生的非社交性（unsocialbility）。但他以社会为基础对自然进行描述
的努力的确让我们看到，想要在某种天生具备的社交德性中寻找共同体
的起源是徒劳的。如果说对共同体起源的探求往往浑淆事前与事后，那
是因为起源总是事后才到来。追问良好统治原理的哲学，追问人类为什
么建立统治体系的哲学都是在民主诞生以后到来的。而民主本身也是一
种事后到来之物。换句话说，最初拥有统治资格的人对天性容易屈从于
权威的人实行统治，当这种亘古不变的逻辑被打乱后，民主才诞生。
由此可见，民主这个概念既不是指一种社会形态，也不是指一种统治形
式。“民主社会”从来就是为了支持这样或那样良好的统治秩序而设计
出来想象图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都是在寡头制的牵动下组织
起来的。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民主统治”并不存在。统治永远是少
数人对多数人行使的权力。因此，“人民的权力”对于不平等社会以及
寡头统治来说必然是一种异质异位的东西。“人民的权力”通过将社会
从社会自身剥离出去，最终把统治从统治自身剥离，由此把实行统治者
与代表社会者分开。
人们往往喜欢回到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对立，借此简化问题。
因为这时候你就可以单纯把问题归结为时代的不同或者现实与乌托邦
之间的差距。所以，有人说直接民主适用于古希腊城邦或中世纪瑞士州
府（canton），当时全体自由人还可以聚集到一个地方。但对于我们
今天巨大的国家以及现代社会而言，只适宜采用代议制民主。这种说法
并不像它希望的那样有根有据。十九世纪初，法国议员并没觉得把一个
行政区划内的所有选民集中到市政厅有什么困难。只需把选民人数控制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就行，要做到这一点也很容易。选举权被限定在那
些有能力支付 300 法郎选举税的人群范围内。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当时称：“只有直接选举才能选出真正的代表组成政府。”
汉娜 • 阿伦特 1963 年仍然能从革命委员会这种形态中看到真正的人民
权力，在这里，唯一的、真正的政治精英，也就是说那些以关心公共事
务为自身幸福的人，通过互相选举获得任命。
换句话说，代议制从来就不是一种为了应对现代人口增长而发明的体
制。同时，它也不是一种协调民主主义与如今这个时代及其巨大空间的
组织形式。说它是寡头制的一种形态，即有权管理公共事务的少数人的
代表制，应该并不为过。从历史上看，首先获得代表的总是身份地位、
阶级秩序和财产，它们要么被看作行使权力的资格，要么被某种最高权
力赋予发言机会，根据情况，具体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另外，选举本身
也并非一种让人民发声的民主形式。选举原本代表的是一种上级权力
（向下级）要求的同意，这种同意如果不是全体一致通过，就不能叫同意。
将民主跟代议制统治形式视为一体的看法，就历史而言，是近期才出现
的现象。最初，代议制正好是民主的对立面。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期
间，这一事实众人皆知。美国的国父以及法国革命领袖认为，代议制是
精英以人民之名行使权力的手段。为此，精英不得不承认人民的权力，
但同时人民一旦真正行使这种权力，又会反过来破坏所谓“代议制”统
治原理本身。卢梭的弟子们只有在拒绝“代议”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即
特殊利益的代表）基础上，才承认代议制。大众意志不可分割，议员代
表的只有全体国民。“代议制民主”今天听起来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最
早其实是个自相矛盾的词。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把直接民主的优点与代议制的媒介属性对立起来，
或者应该谴责形式民主的欺骗性表象，要求真民主的有效性。把民主跟
代议制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认为两者彼此对立的看法同样错误。民主的
意味就在于：国家宪法和法律这些司法、政治形式绝对不能只立足于一
种单一逻辑上。所谓的“代议制民主”，更准确地说“议会制度”，或
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说法“多元化立宪制度”，是一

种混合形式：这种国家运作形式最初建立时以“天生”的精英特权为基
础，之后通过无数次民主主义斗争一点一点改变原来的方向。英国选举
改革血腥的斗争历程无疑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尽管这些故事如今都
被英国“自由”民主传统的神话面具挡在幕后。普选权根本不是民主的
自然结果。正因为民主主义意味着“自然”的分割，是自然属性与统治
形态之间联系的断裂，所以它不会带来任何“自然的”结果。普选权是
一种混合形式，它诞生于寡头制，在民主斗争中慢慢改变方向，又不断
被寡头制拉回原点。寡头制度把它的候选人，有时甚至包括政策的决定，
交予选民负责，但却永远无法保证选民不会像抽签一样处理上述事务。
民主绝对不能跟任何一种法律政治形式划等号。这并不意味着民主跟这
些法律政治形式毫无关系。这样说的意思是，人民的权力始终同时处于
这些法律政治形式之下和之外。处于其之下是因为，这些形式的正常运
转最后都要求助于为能人权力奠定基础同时又否定这种权力的无能者
的权力，求助于不平等结构成立所必需的平等。处于其之外是因为，将
这种人民的权力写入自身体系的法律政治形式总是不断通过统治机器
自身的运转被重新吸收到统治资格的“自然”逻辑当中，在这种逻辑里，
“公”和“私”是没有区别的。一旦与自然的联系被切断，一旦这些统
治形式必须将自身呈现为共同体之共同性的一个个实际化身，也就是说
不再单纯依赖内在于社会实体再生产的权威关系逻辑，公共领域便诞生
了。在该领域内，警察秩序与政治、由社会上有能者掌权的自然统治形
态与任何人均可以掌权的统治形态互相遭遇并彼此冲突。对此，所有政
府的自然反应是，尽量压缩该公共领域的空间，把公共事务转化成私人
问题，这样一来，非国家、非官方行为者的发明和介入场所就被赶到私
人领域内。因此，民主远远不是只图自己高兴的个体生活形式，而是不
断反对这种私人化倾向、为公共领域争取更大空间的斗争过程。扩大公
共领域的空间并不像自由主义言论所宣称的那样，会导致国家对社会的
侵蚀，而是意味着不断反对那种在国家和社会里树立起寡头制的双重支
配权的公私分界线。
就历史而言，公共领域的扩大意味着两点：第一，原本被国家法律发配
到私人领域的劣势群体作为平等的政治主体得到承认；第二，原本交由
财富的权力定夺的空间和关系类型作为具备公共属性的事物得到承认。
第一点涉及到的斗争目标是，把那些被警察逻辑自然排除在选举和被
选举权利之外的人纳入公共领域。这些人由于不属于“社会”而没有资
格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只属于家庭和再生产领域，因为他们的工作和
劳动归主人或丈夫所有：雇佣工人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从属于他们的雇
主，而没有能力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妇女也被当作丈夫的附属品而
只能从事照顾家庭和打点家庭事务的工作。这场斗争的目标还包括反
对选举制度的自然逻辑，即把代议制变成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群体的代
表，或把选举变成获取共识（consent）的机器：公认候选人（official
candidacies：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由政府在各选举区推荐的候选人）、
选举舞弊、对候选席位的实际垄断。但上述“公共领域”的扩大同时也
包含那些积极为原来被认定为私人性质的空间、关系和机构赋予公共属
性的斗争。由于其场所和对象的缘故，这些斗争常常被说成是社会运动，
比如围绕工资和劳动条件的争论或有关健康保险和退休保险的矛盾。然
而，这种称谓十分暧昧。实际上，它在政治与社会、公与私之间预设了
一条既定分界线，但在现实中，这条分界线正是牵涉到平等或不平等的
政治争论点。有关工资的斗争首先是把薪酬关系从私人领域解放出来的
斗争，即宣布它既不是一种主仆关系，也不是两个个体之间根据具体情
况而定的简单契约关系，而是一个事关集体的公共问题，因此也就需要
放到集体行动、公共讨论和立法规定里来考虑。十九世纪工人运动所要
求的“劳动权”首先意味的并不是向“福利国家”要补助（尽管很多人
想对它做如此定性），而是要把劳动从私利法则的唯一支配下抢夺出来，
将其重新构建为一种集体生活结构，同时对必然无止尽的财富增长过程
设立限制。
当支配关系从最初“公私不分”的混沌中浮现出来以后，便按一种领域
分配逻辑开始运作，这种逻辑本身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首先，它
宣称将公共事务与跟社会相关的私人利益关系分开。这方面的具体主张
是：即便得到承认，“（自然）人”与“市民”之间的对等也仅限于他

们与稳定的法律政治领域之间的关系上；即便人民是主权者，他们的主
权也要通过代表和统治者才能得以表达。支配关系将属于社会全体成员
的“公”跟各人自由掌控的“私”区分开。但各人拥有的这些自由是掌
握社会内在权力的人的自由（即他们的统治支配）。这是受财富增长法
则支配的帝国。其次，所谓排除了所有私人利益关系的公共领域实际也
是一个私有化的、受到局限的公共领域，最终还是被那些利用体制为
自己服务的人独占。这两个领域在原则上分开只不过是为了它们能更
好地统一于寡头制法律之下。的确，美国国父们以及法国纳税选举制度
（regime censitaire）的支持者一点儿没觉得把能够超越社会经济生
活中私人利害关系的“公共人”（l'homme publique）与土地所有者
等同起来有什么问题。那么，民主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双重越界运动：
一方面，将公共人的平等扩大到共同生活的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决定
资本主义财富无限增长趋势的部分；另一方面，不断重申已被私有化的
公共领域应当属于每个人。
这里就牵涉到（自然）人与公民之间备受争议的双重性了。从伯克到阿
甘本，中间经过马克思和汉娜 • 阿伦特，不少学者都对这种双重性进
行了批判，他们凭借的是下述逻辑：如果政治需要两个原理，而不是一
个原理，那肯定是因为存在某种邪恶或欺骗。两个原理中至少有一个是
假的。在伯克和阿伦特看来，人权要么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要么是同义
反复。人权是裸命（bare man）的权利；但裸命（即不属于任何确定
国家共同体的人）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所以，人权要么是指那些无权之
人有名无实的权利，要么是指那些有国家归属的人的权利。如果是后者，
人权就等于公民权，也就是那些本来有权之人的权利，因此变成纯粹的
同义反复。马克思与此相反，他认为公民权构成了一个理想领域，它的
现实在于人权，但这里人权不是指裸命的权利，而是男性土地所有者的
权利，他们打着众人平等的幌子，执行的其实是为自身和财富服务的法
则。
上述不同立场在一个关键意图上是一致的：即如柏拉图希望的那样，把
（自然）人和公民两个概念归结为幻想和现实的对立；政治应有且只有
一个原理。两种立场都否定了政治的原理只能通过“民主”这个词所代
表的无政府式补充物而存在。我们满可以承认，如阿伦特所言，裸命没
有任何权利，也不是政治主体。但写进宪法条文的公民同样不是政治主
体。政治的主体既不能跟“（自然）人”或居民集合等同起来，也不能
跟宪法条文等同起来。无论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身份，还是由法律条文
决定的身份，政治主体都始终处于这些身份之间。（法国大革命期间）
革命俱乐部里的“公民”是那些拒斥宪法把人分成能动公民（active
citizens）和被动公民（passive citizens）的人。作为政治主体的工人（无
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其他类型的工人）是那些把自己从分配给他们的非政
治、私人世界里分离出来的人。政治主体存在于不同主体称谓之间。
（自
然）人和公民就是这样的共通称谓，其内含和外延都可以成为争论对象，
因此也就适合接受政治的补充，即接受“该称谓适用于哪些主体，具备
哪些权力”的验证。
这就是（自然）人和公民的双重性如何有助于构建政治主体，该主体
总是不断显露并挑战支配的双重逻辑，即支配权力之所以将公共人和
私人个体分开，其实是为了能更好地巩固在这两个领域的支配地位。
为了防止（自然）人和公民的双重性被视为现实和幻想的对立，我们
必须对其做更进一步的区分。针对将不同领域分开的警察逻辑（police
logic）（关于 police 的翻译：因为参照的是英文译本，按现在的英语，
police logic 应该翻成“警察秩序”，但“警察”容易给人错误的印
象。这个词来源于十五世纪的法语，最早又是从希腊语变过来的，希腊
语 politeia 的意思是“城邦秩序和管理”，所以更接近于行政或公共秩
序管理），政治行动就同一个法律文本提出另一种用法，或以另一种方
式去呈现公共人与私人个体间的双重性。政治行动通过在（自然）人面
前“扮演”公民、在公民面前“扮演”（自然）人，从而颠覆了各类用
语和位置的区分惯例。作为政治称谓的“公民”以法律和原理上的平等
规定来反对“（自然）人”特有的不平等，即服从出身和财富之权力的
私人个体。与之相对，有关“（自然）人”的言说同样以众人平等拥有
的能力来反对一切公民权的私有化——由于这种私有化，居民中的某些

部分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抑或集体生活中的某些部分被排除在公民平
等的范围之外。这样，“公民”和“（自然）人”这两个称谓都通过引
发争论而扮演了与特殊对立的普遍之角色。而且，“裸命”与“政治的
存在”之间的对立关系本身也可以被政治化。
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在《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
第十条里引入的有名的三段论正好展示了这一点。“女性有上断头台的
权利；同理，她也应该有上讲台的权利。”该立论被很奇妙安插在一段
有关妇女自由表达权利的论述中间，该论述基本以男性自由表达权为基
本模型展开（“任何人都不应因为他所持意见而被迫陷入不安……只要
意见的表述不妨碍由法律建立的公共秩序。”）但这种奇妙本身就显示
了生命与公民权之间关系的扭转，正是这种扭转令女性进入了政治表达
的领域内。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互相区别的名义下，女性被排除在了
享受公民权的范围之外。由于女性从属于家庭生活，即特殊性的世界
（world of particularity），所以跟公民领域的普遍性无缘。德古热将
“受刑是罪人的权利”作为立论基础，把上述观点掉了个个儿：如果女
性有“上断头台的权利”，如果革命权力可以让妇女上断头台，那是因
为她们的裸命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死刑判决的平等取消了家庭生活和政
治生活之间所有不证自明的分界线。因此，女性要求得到女性，即女性
公民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能以补充物的形式提出。
提出上述权利要求的女性，通过这一行为，实际上反驳了伯克和阿伦特
的观点。两人都认为：要么人权等于公民权，即本来有权之人的权利，
这样的话就成了同义反复；要么公民权等于人权，但“裸命”没有任何
权利，如此一来公民权无论如何也会无权之人的权利，这显然不合常理。
然而，就在这个假想的逻辑矛盾中，德古热和她的同伴们成功地加入了
第三种可能性：女性及女性公民的权利指那些失去了他们本来应有之权
的人的权利，同时也指那些拥有了他们本来不应有之权的人的权利。她
们被任意剥夺了《人权宣言》无差别地给予法国国民乃至全人类的权利。
但她们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行动，行使了法律拒绝交给她们的公民权利。
她们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拥有那些把她们排除在外的权利。
“有”和“没
有”是双重化的说法。而政治就是这种双重化的操作过程。1955 年 12
月的一天，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上，一位黑人妇女拒
绝离开那个按规定并不属于她的座位。作为当时的美国居民，只要身上
有十六分之一以上的非白种人血统，都不能坐在这样的座位上，但这位
妇女认为，作为美国公民，她有权坐这个座位。对于这场私人个体和运
输公司之间的冲突，蒙哥马利的黑人们决定抵制运输公司，把（自然）
人和公民双重性内部的排除和包含关系明确摆到台面上，将其作为争论
焦点而真正政治地行动了起来。
这就是民主进程的含义：主体的行动通过在不同身份的间隙处发挥作
用，实现公与私、普遍性与特殊性领域的重新分配。民主绝不等于普遍
性对特殊性的支配。因为普遍性的东西总是不断被都市国家逻辑（police
logic）私人化，被缩减为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均起作用的出身、财
富和“能力”间的权力共享。而且，这种私人化进程是在维护公共生活
纯粹性的名义下推行的，也就是说要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或社会领域
的特殊性明确区别开。然而，所谓纯粹性只不过是位置区分的纯粹性，
是“财富权力的社会形式”和“民众权力在国家运作中被私人化的形式”
之间的一种既定关系。这种说法充其量只能证明它本身已经预设好的东
西：“注定”应该掌管公共生活的人和“注定”不该掌管的人互相区
分，“公”与“私”各归其位。因此，民主进程必须不断以争论的形式，
将普遍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民主进程就是这样一种持续的再启动
过程，是抵抗公共生活私人化的不同主体化以及验证形式的发明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真正意味的是政治的不纯粹性，是对政府宣布自
身代表公共生活唯一原则这一说法的质疑，由此也相当于反对政府对公
共生活的内含和外延进行限定。如果存在一种民主特有的“无制约性”
（limitlessness），那么这种“无制约性”正体现于此：不是个体需
求或欲望的几何倍数增长，而是不断重置公与私、政治与社会边界的永
不停止的运动。
所谓共和主义逻辑拒绝接受的也正是上述内在于政治本身的移动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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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政治领域跟社会领域严格划清界限，而共和
制就相当于适用于所有特殊性的法治制度。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它
积极主张学校改革，提出的观点也很单纯，就是建立一个非宗教性质的
共和国学校，无论教学对象间存在什么样的社会差异，均能一视同仁地
向其传授同样的知识。共和主义的教条之一便是区分智育（instruction,
即知识的传递）和德育（education） ，前者是公共问题，后者属私人
问题。它接着指出，这场“学校的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社会侵蚀
了教育制度，同时谴责社会学学者是该侵害行为的帮凶，因为他们拿出
的改革方案进一步令德育跟智育两者浑淆不清。这样一来，共和制把自
己打扮得好像集中体现了国家制度中立性所代表的平等统治，当然，这
种中立超越了一切社会差异。现在，这些非宗教性质共和国学校曾经的
拥护者反过来认为，只有血缘法则（代表人物形象：敦促子女学习宗教
经典的父亲）才能拯救民主于自我毁灭，这多少让人有些吃惊。然而，
上述明确的悖论却清楚地揭示了，在对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共和主义传统
的简单指涉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暧昧性。
“共和制”这个词不可能仅仅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统治。“共和制”
本身就是个暧昧的用语。在已经制度化的形式政治里加入“政治的剩
余”，该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关系始终影响着共和制度。加入“剩余物”
意味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通过把政治的剩余固定到共同体制度的文
本和形式中来赋予这种剩余以权利，但同时又通过将国家法律跟社会道
德价值等同起来，取消该剩余。一方面，现代共和制被等同为来自人民
意志（该意志要求容纳剩余部分）的法之统治。但另一方面，容纳这种
剩余又需要一种规定性的总体原则。也就是说，共和制不仅需要法律，
还需要共和主义道德。因此，共和制是一种将国家制度和社会道德合二
为一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和制传统的源头既不是卢梭，也不是
马基雅维利，而是严格来自柏拉图的国家 (politeia) 理念。柏拉图的国
家不是法律下的平等统治，不是等价构成元素之间的“算术”平等，而
是把价值高的放到价值低的之上的几何式平等。其原理并不在于纸上写
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在于教育（德育），这种教育赋予每个
个体和阶级以适合于他们各自地位及作用的德性。按照这样来理解，共
和制并不以其统一性反对社会学上的多样性。因为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多
样性的编年史。相反，社会学是一种对社会实体的均质化理解，将社会
内部的生命原理和法律的抽象性对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共和制和社
会学是同一项事业的两个名字：在民主的断裂之上恢复一种跟社会生活
方式同质的政治秩序。这才真正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共同体：其法律
不是无生命的一纸文件，而是社会的呼吸本身——所谓社会的呼吸，即
通过城邦舞蹈合唱团（dancing choruses）表达出来的智者的教诲以
及在市民身体中内化的、与生俱来的行动。这也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社会
学给出的提案：治疗“新教式”个人主义对古老社会肌理的伤害，这种
自古以来的肌理当然指按出身权力分配成员位置的社会组织方式；重建
一个在阶层和作用上均衡分配、并由共同信仰组织起来的社会实体，对
抗民主的分裂。
因此，共和主义观念并不是指国家对社会的限制。该理念始终暗示着通
过教育的作用，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制度体系和社会整体配置之间建立
或重新建立协调的关系。对这种教育，我们可以有两种考量方式。有些
人认为教育已经在社会体内起作用，我们要做的就只是从中提取出以下
内容：按出身和财富的逻辑产生有“能力”的精英，他们有时间，也有
办法进行自我启蒙，并将共和主义的标准加诸民主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之
上。美国建国国父就持这种看法。另一部分人认为，以能力为依据建立

起来的系统本身已经崩坏，所以需要教育来重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
关系。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计划奠定基础的就是这种看法。但这项
计划绝对无法还原为现代“共和主义者”们所描绘的那种单纯模式，因
为该计划要进行的战斗有两条不同战线。首先，它努力要把精英和民众
从天主教教会及其服务的君主制权力控制下夺回来。然而，这项事业却
跟社会与国家、智育与德育之间的分离进程毫无一致之处。当时刚刚诞
生不久的共和制实际上为恢复连续性的社会学事业做出了贡献。这项事
业主要在民主主义和革命的断裂之外，重新创造一种均质的社会肌理，
继承之前的君主制和宗教的组织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智育和德育的结合
对共和制来说极为关键。引领小学生进入读写世界的教材必然跟确定读
写规则的道德价值观密不可分。而在链条的另一端（德育），为了把这
种德性教给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人们便求助于去除了无意义哲学
微妙细节的拉丁语文献。
这也是为什么共和国学校从一开始便分裂为两种对立的理想设计。于
勒 • 费里教育计划建立的基础是假设知识的一致性与民意的一致性之
间存在一种平等关系。通过将共和制与民主主义视为一种不可分割的社
会政治秩序，费里以孔多塞（Condorcet）和大革命的名义，呼唤一种
从最高级别到最低级别都保持均质的教育。同时，他还希望取消初、中、
高等教育之间的界线，敦促学校对外部开放，把初等教育的重点从严格
的语法规则转到“实物课”（lessons about things）的寓教于乐，建
立一种能够打开跟古典教育同样多机会的现代教育体制。这些愿望在我
们今天的“共和主义者”听来肯定糟糕透顶。无论如何，当时这样的教
育引起了部分人的敌意，他们认为这是民主主义对共和制度的侵蚀。这
部分人推崇的教育方法是将公立学校的两种职能清楚地分开：教授民众
什么是有用的，由此将人民跟功利主义捆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培养一
个能够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精英阶层。对这部分人来说，知识的分配始
终同时涉及到某种“社会环境”（milieu）和“身体”(body)，民众通
过它们找到各自合适的社会使命。最大的邪恶是社会环境的混同。如今，
这种被视为邪恶的混同状态之根源有两个对等的名字，一是平等主义，
一是个人主义。按照这种看法，“假民主”，即“个人主义民主”，就
像阿尔弗雷德·傅耶（Alfred Fouillee）1910 年描述的那样，会把文
明引向如雪崩般的邪恶深渊。2006 年的报刊读者也应该不难认同 1968
年五月风暴灾难性的后果——性解放以及大众消费主义的统摄：
“绝对的个人主义（其原理也经常被社会主义者拿去用）认为，儿子不
需要跟家人有任何紧密联系：他们从天而降，无所不能，除了自己的趣
味爱好没有其他任何原则……作为个体 X 存在。所有能把人们联系在
一起的东西在个人主义民主看来都像束缚的锁链。
这种个人主义民主甚至开始反对性别差异以及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义务：
为什么女孩儿的抚养方式和职业设定跟男孩儿不一样？把他们全部放
到同一个系统里，同一个科学、历史和地理培养皿里，给他们布置同样
的作业，让所有职业平等地向他们开放……这个无名的个体，没有性别，
没有祖先，没有传统，没有特定社会环境，没有任何羁绊——如丹纳预
见的，这就是虚假的民主人，他投票，并通过这一票发出自己的声音，
名字叫 Thiers、Gambetta、Taine，还是 Pasteur 或 Vacher 都无所谓。
个体最后除了他的自我意识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集体精神”，也
没有任何长年以来催生团体联系并维系共同体荣誉之传统的职业环境。
这将是原子式个体的胜利，是强力、数字和策略的胜利。”
—— 阿尔弗雷德·傅耶《政治和社会民主在法国》

@ 理论车间后门：作为艺术家却也去做批评家的原因
Liam Gillick：作为艺术家却也去做批评家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半自治
的批评的声音微弱了，因为策展正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你遇到的人里有
很多过去是批评家，现在却成了策展人了。最聪明灵光的人都加入到了
这一多重活动之中：中介者、生产者、界面和新批评家（《与 L 争论》，

2005：74）”。
@ 焦应奇：另两个原因或许是：１、批评家的批评有着较为显见的欠缺，
而艺术家对此有较为普遍的共识，这一状态促使了某些艺术家去表述。

２、在艺术里，人们对“观念”这一理性诉求的“发展”，让人们不再
避讳超出角色概念的理论或理论化表述，艺术家做点批评也就变成必
然。可能，艺术家可以辩称“表达有边界吗？”
@ 陆蓉之 Viki_Lulu：我在 1980 末，开始从美国常回台湾，那时用“艺
术工作者”，因为翻译了“策展人”这个名号，自己也用了它。去年正
式告别了策展人的角色，新年新希望，重回艺术劳动者的角色。艺术工
作者陆蓉之。
@ 王易罡：定哈！现在大陆的“策展人”像职称！ //
@ 陆蓉之 Viki_Lulu: 我在 1980 末，开始从美国常回台湾，那时用＂艺
术工作者＂，因为翻译了＂策展人＂这个名号，自己也用了它。去年正
式告别了策展人的角色，新年新希望，重回艺术劳动者的角色。艺术工
作者陆蓉之。
@ 理论车间后门：回复 @ 焦应奇 : 在具体情境里，我觉得艺术家肯出
来担当一点批评家的角色，很可贵的。大的趋势我认为是，理论艺术家
和艺术理论家这两个角色正在靠近。艺术学院的分专业训练给人错觉，
仿佛艺术劳动分工是自治的保障，其实，艺术家自己也多半没有遵从这
一分工，所以大可以放开来，把这事儿淡化掉。
@ 理论车间后门：艺术家自己同时担当创作者、评论家和策展人，在
我看来是完全可以，而且能显得他勇敢而有担当。
@ 大唐羊：回复 @ 陆蓉之 Viki_Lulu：都成了「扯展人」咯囉
@ 叫我 lucy：// 策展，已成人人可为的行业，专业上太不讲究了。//
@ 丁奋起：当下的策展人只是一种工作属性，而非身份认同，它不像
律师、医生、会计师等等，既代表工作属性，也有身份认证。所以，什
么人都以“策展人”的身份亮相也就不奇怪了。既然是工作属性，那就
做到尽职尽责，名至实归为原则，如果其他人做不好，艺术家客串一下
也就无可厚非。

@ 林苒的林小苒：也不是不行，但是术有专攻，能兼顾还要都能做得好，
不是随便糊弄忽悠夸夸其谈就行。
@ 林苒的林小苒：回复 @ 陆蓉之 Viki_Lulu: 陆老师谦和低调。有些人
就是把策展人当做某种权利象征去染指，却不见得真有能耐策好一个展
览，甚至连策展是什么都搞不懂，以为弄些个和自己私交关系好的艺术
家，把作品往展厅一放，就叫做“策展”，其实却贻笑大方。
@ 你是他杀：回复 @ 陆蓉之 Viki_Lulu: 哦 , 想到草间婆婆，创作不止。
@ 你是他杀：回复 @ 王易罡 : 想到草间婆婆，爱她啊，创作不止。还
有 kiki, 还有 lourious 这么拼写 ?
@ 品尚艺术杂志：//@ 艺术眼 Artbaba://@ 理论车间后门 : 回复 @
理论车间后门 : 艺术家自己同时担当创作者、评论家和策展人，在我看
来是完全可以，而且能显得他勇敢而有担当。
@ 理论车间后门：格罗伊斯在《什么是新？》中将策展人比作护士，
作品是病人，观众是前去探望的朋友这一说法，应被更正面地理解：
策展人应该最终从艺术作品的护理者和收留者，变成其导演不光展示作
品，还要将生产和展示后面的真正的生产关系盘活！他不是魔术师，而
是来给久病不愈的生产机制做透格和搭桥手术的！
@ 生命的修行：//@ 田太权 : //@ 傅榆翔 :@ 林侃璇 :@ 张子康 :@
艺术数据网微博 :@ 陆蓉之 @l 寒江独调 l : 策展，已成人人可为的
行业，专业上太不讲究了 @l 寒江独调 l : 回复 @ 陆蓉之 Viki_Lulu :
台湾当代艺术较大陆早，且台湾既很好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又包容各
种外来文化，无所谓“策展人”这个名称的来源
@ 理论车间后门：" 人人可为 "，“专业上不讲究”，这又有何问题？
你不要做着去艺术去解放其余人吗？结果你解放了别人，却将自己囚禁
在“专业”里了？不要糊涂了

一杯生普洱：生产机制与个体创造
一杯生普洱
我对于没顶的批评文章不是砸场子，虽然有些挖苦，但是一个严肃的批
判。（这个批判可是古典哲学意义上的批判，而不是传播学意义上的。）
有人在 art-ba-ba 上说没顶把不要脸变成了艺术，这个说法可能比不要
脸更不要脸。如果可以，我想说没顶的意义在于反映了一种典型的体制
焦虑，遗憾的是没顶解决这种焦虑的办法是如市侩一样吵吵嚷嚷。但是
环顾当下，对于新的一代艺术家而言其实都在面对这种焦虑，这应该成
为我们解读他们作品和人的一个重要背景，但是谁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呢？

模式二 : 你大学毕业，哥们做了些展览，策划人看上了，挑选你参加学
术展览，然后你被策划人献给了他喜欢的画廊，然后卖些作品给一些有
权力的收藏家，然后更加学术的展览，然后再卖些作品但是不太多，然
后熬着，等待很多年被人发现。

我还不至于如陆老师那样，把当代当作一个终极，去想如何当代，谁配
当代，谁不配当代或者如何成为当代。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叫骂陆兴华
的人其实也傻逼了，他们以为是陆兴华洗了艺术家的脑，其实是艺术家
洗白了陆兴华。假设你不是像陆老师那样一个钢精水泥的脑袋，你我都
知道当代哪有那么重要呢，当代只是个时间概念，或者只是一个生产概
念。我们回顾一下艺术家如何成功吧。

本质上来说，这一行里没有公平，你要在一般的藏家身上赚钱然后给重
要藏家大大的折扣，你要从一个本地画廊或者策划人换到国外的画廊和
策划人，然后再到国际的画廊和策划人。好像成功只能这样复制。如果
说 F4 体绘的是这样一个模式的画，那么 70 后的这些新艺术家更多的
体现的是模式二和模式三。值得高兴的是这代艺术家，特别是徐震，小
刘伟、储云其实是看到或者感觉到了这些模式，而且有意识想要玩这些
模式，想要超越这个模式。并非这一代人才想超越这个模式，比如老一
代也有人在想。比如周铁海，吴山专，顾德新。要有革命性的方法论甚
至风格，必须或多或少创造出革命性的体制。这应该是年轻一代艺术家
的共识！

模式一：你大学毕业，你在工作室里被看上，画廊群展，然后个展，然
后学术运作双年展，然后画廊涨价，大画廊介入，收藏家赞助你更好的
展览，然后美术馆回顾展。

模式三 : 你大学毕业，哥们做了些展览，策划人看上了，然后重复模式一。
模式四：你大学毕业，哥们做了些展览，策划人没看上，然后熬着、等着。

超级资料
从本质上说，周铁海安慰药和补品系列已经开始涉及这个问题。而徐震
和小刘伟则沿着这个思路在展开。不同的是周铁海还是在理论上试探体
制，即创造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来流通，相对说来很古典。但是现在周铁
海来做体制未尝也不是“再卖些作品但是不太多然后熬着，等待很多年
被人发现”。而没顶和小刘伟则更加野心勃勃，他们试图在生产体制上
来玩。没顶要建立一个超越画廊、双年展和买卖的机制，而小刘伟则要
创造一个在体量上和视觉“大”于体制的东西。总的说来他们是要雄心
勃勃的“搞”体制。没顶的看法我在以前写过，而小刘伟的问题在于他
很有可能最后搞成张洹。因为他的作品非常视觉而并没有如明确的社会
学批判和指向。随着年华老去，出现率过高，人们厌倦，最后就会成为
蔡国强、展望、张洹那样的奇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想玩弄体制，
而且现在呼声很高，但是其实很快会被体制消费掉——如果他们不能发
展出一套体制或者有足够坚定、强大的、向内的洞察力的话。并非道德
主义，也并非说现在，而是说未来肯定会。只是希望对权力的朦胧热爱
别毁了徐震，而对物质的懵懂追求别毁了小刘伟。
另外一条线索是吴山专和顾德新的玄学和策略。吴山专这么多年来一直
以一个老不正经的形象出现，但是其实他是一个更彻底的虚无主义态
度，在长征最新的展览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玄学层面的俏皮反击。而顾
德新作为当代艺术中少有的“清流”，至少在“潜意识”里面是对抗这
个体制的，在“无为”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二个人其实是一致的。侯瀚
如在 2005 年做一个展览叫“小就是好”。其实也就是在说这个玄学思路。
可惜相比顾德新的清流形象，吴山专的老不正经超出了侯瀚如的理解。
沿着这个思路，属于徐震和小刘伟这代艺术家的就是储云。储云符合这
个思路，但是源于胡仿的翻译中文体小说似是而非的文学性制约了储云
的东西。在这种半吊子的文学叙事中，储云会变得有些故弄玄虚。人们
会很好奇，而久了包括艺术家在内什么也不说，自然就“切”的一声走
开了。中国古代却有述而不作的伟人，但是并非所有述而不作的人都能
成。因此，一个储云就够了，而其他人还想走这条路有些难。即使是储

云也首先应该明了他必须有一种超越“维他命逻辑”的阐释系统，而另
一方面，即使以“小就是好”的逻辑去和体制对抗，必要的产量是必要
的。那些 20 年不做作品，不谈艺术的做法，贫困艺术和杜尚都玩过了，
必须有新的思路。更何况长期缺乏交流的冥想会吞噬内心，将其变得负
面和依赖于某些嗜好。当年吴山专就是从中走出来后才有某些穿透力。
当代是个体制，而这个体制过于强大，每个人都需要想明白了如何去
走。这可能是每个艺术家都在面对的问题。比如，梁远苇的油画按照那
个观念再画大，画到“金色笔记”中“适合收藏的重要作品的尺寸”的
时候，还是原来那些面向日常重复的观念吗？而谢墨凛到底是对机器感
兴趣还是对图案感兴趣，还是对“生产的”的“图案”感兴趣，或者是
对它们的“流通”感兴趣。如果他是对图案感兴趣则注定要失败，如果
是对流动感兴趣，他和周铁海的区别在哪？这些其实都是体制对于艺术
家的提问。
而能纳入在这个背景（个体创造对抗生产体制）下阐释的还有些更年轻
的艺术家，比如王思顺这批人。
2012-01-06 07:43:44 没静电 ( 丙舍书灯 )
行文矫健啊。 梁远苇不是做平面的吗？
2012-01-06 08:52:19 yang2 ( 日他们便宜他们了 )
矫枉过正
2012-01-06 17:35:02 西西 ( 月亮在天上，不在水中。)
吴山专还是蛮有趣的。
2012-02-23 23:22:29 张大月 ( 我是张大月 )
谁都想靠关系赚点“当代”的钱，谁都想靠钱赚点“当代”的关系。

阿德尔 • 阿贝德赛梅（Adel Abdessemed）
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概念艺术家阿德尔·阿贝德赛梅（Adel Abdessemed）1971 年出生于
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1987 至 1994 年，阿贝德赛梅在阿尔及利亚艺术

学院学习；1994 年，他因阿尔及利亚爆发的政治骚乱而搬到了里昂；
接着在 2000 年时搬到了巴黎，至今仍居住并工作于巴黎。他在 2001 年

时 就 曾 参 加 过 纽 约 MoMA PS1 当 代 艺 术 中 心 的 国 际 工 作 室 项 目
（International Studio Program）；此外，阿贝德赛梅还参加过 2003
年及 2007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2005 年的阿尔巴尼亚三年展，
2005 年的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博会，2006 年的圣保罗双年展，2007 年
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等等。
阿贝德赛梅对于改变自己的身份并不陌生。尽管他还十分年轻，但他已
经过过许多种生活，与许多种意识形态的缺失有过极其亲密的接触。阿
贝德赛梅在巴特纳长大，这里离沙漠遗迹阿特拉斯山脉不是太远。巴特
纳的历史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以及其追求自由的战斗有着非常紧密
的联系。为了逃离总统 Boudiaf 被刺杀后阿尔及利亚逐渐爆发的暴力事
件——多年以来，这些暴力事件至少造成了 25 万平民的死亡——阿贝
德赛梅在 1994 年离开了阿尔及利亚来到了法国里昂，并在里昂的艺术
学院完成了自己的艺术教育课程；在里昂度过了 5 年之后，阿贝德赛梅
又搬到了巴黎，并且在巴黎继续完成了他的学业。正是从巴黎这座城市
起，阿贝德赛梅开始了一系列在世界各国首都漫游的旅程，从纽约到柏
林，然后回到巴黎再到纽约。然而，与那个时代的其他艺术家不同，阿
贝德赛梅所经历的背井离乡并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而是出于一种被迫
产生的生活方式：偷偷摸摸地活动并不是某种令人惬意的隐喻，而是一
段残酷的现实。地理学并不是一个充满着无限可能性的空间，而更像是
一系列的界限与干扰。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的前十年这之间，我们已经见证了那些相信
和平一体化的可能性的艺术家、与那些将整个世界看作是充满了矛盾和
冲突的艺术家之间那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的连通。阿贝德赛梅毫无疑问是
属于后一种艺术家的，他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地图集了…我们全
部都被卷入到了同一股旋风之中。”事实也的确如此，阿贝德赛梅的毕
生作品似乎也在让自己旋转起来然后脱离控制——它们紧张而又焦躁
不安，被疯狂的冲动推动着，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各种意象。
自 90 年代末以来，阿贝德赛梅就开始用惊人的理解力来处理这个多元
文化与全球化的世界中的“问题区域”。他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来面
对了政治运动，以此强调道德与身份上的某些问题。阿贝德赛梅的艺术
创作涉及了广泛的媒介，例如绘画、影像、摄影、表演以及装置等。他
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以及图像转变成某些出人意料、充满情感、有
时甚至是令人震惊的艺术宣言。他自由地使用了各种资源——个人的、
社会的以及政治的——来创造一种丰富而又简练、敏感而又富有争议、
激进而又世俗的视觉语言。他的作品中不存在什么可能的乐土；没有思
乡之情，也没有对回归到某种起源的期盼。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不是
“一位殖民时代的艺术家”，因为他“不会以创伤进行创作，也不会修
复任何东西”。他也许想念他的母亲，但他绝不想念他的祖国。
的确，在阿贝德赛梅的作品中，属于某个特定国家这种归属感——在他
本人看来，这等同于一种意识形态——通常不是通过一种慈爱的形象
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父亲般的形象、一种男性人物体现出来的；
这种形象笨拙地担负起了权威的所有重量，而阿贝德赛梅则试图通过使
其服从于简单而又根本的转变来侵蚀它。在创作于 1996 年的影像作品
“Joueur de fl ûte”中（这是阿贝德赛梅的最早期作品之一），里昂
清真寺里的伊玛目吹着长笛，全身赤裸地出现在一个无色彩的背景里。
这幅画面的构建会让我们联想到一部人类学电影中假定的客观性或是
某些原始的仪式。阿贝德赛梅在这里占用并且颠覆了人种志学者的注意
力，嘲弄了某些陈词滥调以及文化上的假设。作品中主人公的裸体的确
是对伊玛目的权威所做的戏剧性的违背：整个画面并非是对与自然进行
的交流所做的讽喻，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加综合和扭曲的符号，以一次复
杂的谈判会基础，并且产生了一种个人与宗教信仰的违反。阿贝德赛梅
作于 2007 年的影像作品“Trust Me”以相似的方式呈现了一次民族主义、
宗教狂热与精神分裂症类的似于战争一样的爆发，这件作品诙谐可笑但
同时却令人极度的不安：某人天生就长着锋利、像吸血鬼一样的尖牙，
他不断地唱着一支冗长的、由各国国歌的片段组成的歌曲。在这件作品
中，民族主义被看作了一种病态，一次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的语言爆
发。

阿贝德赛梅始终通过他的作品来解析社会中用来压迫个人及其身体的
思想、宗教以及文化禁忌。创造力以及感觉性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强力的
释放方式。为了颠覆其他概念艺术家们——他们是将霓虹灯用作一种媒
介的煽动者——特别推崇的“卸下装饰”， 阿贝德赛梅创作于 1997 年
的作品“Nuit de Noces（Wedding Night）”以草写体的形式表现了
出来。这种字体的效果与其使用的色彩产生了惊人的协调：作品中使用
的柔和的粉红色代表了温柔与浪漫，同时还代表了一种色情的吸引力。
这件作品是一个简洁的创作手段与充分的象征意义及暗示性融合到一
起的实例，它同时让人联想到成人用品店的招牌以及雪赫拉莎德（译者
注：《天方夜谭》中的苏丹新娘，以善于讲故事而免于一死）的智慧。
阿贝德赛梅背井离乡的一生及其与整个世界的联系从他在 2007 年威尼
斯双年展中展出的作品里也体现了出来。在这里，他展出了作于 1996
年的霓虹灯雕塑“Exil”以及作于 2006 年的“Wall Drawing”。阿贝
德赛梅认为：“当家里缺少了平和和宁静，那么你就需要去到别的地
方，否则那就是你的灵魂的死亡之地。行动、战斗和创造是为了改变世
界而必须做的事情。”作品“Wall Drawing”由 9 个大圆圈组成，它
们的直径正好是艺术家本人或是其助手的身高，并且都是由美国在关塔
那摩湾拘留营里使用的那种铁丝网制作而成的。这些几何形状的完美无
缺与使用材料的威胁性方面、以及它与压迫和苦难的联系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整件作品在形式与表现力之间、概念与存在维度之间创作出了一
张极端的张力。
2007 年 10 月，纽约 MoMA PS1 为阿贝德赛梅举办了他在纽约的首场
个展“Dead or Alive”。这场展览集中展示了他的一些影像与雕塑作品，
阿贝德赛梅则通过将某些对抗力量结合在一起来浓缩了戏剧化的姿态，
这些力量包括个性与政治团体、欲望与死亡、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
等等。无论是营造出了一片“恶之花”效果的被插在地板上的水果刀（即
作品“Axe On”<2007>），抑或是用黑色大理石雕刻出来的超大的钻
头（即作品“Pluie noire / Black Rain”<2005>），又或者是利用回
收垃圾制作而成的玛丽皇后号豪华游轮的模型（即作品“Mary Queen
II”<2007>），阿贝德赛梅对这些代表了毁灭破坏的邪恶之物进行了处理，
同时赞美了其改变的能力。与雕塑一样，阿贝德赛梅的影像作品同样也
让人感到紧张不安：一只猫咪正在撕扯并吞下一只老鼠（即作品“Birth
of Love”<2006>，一个男人正在将一条蛇放到他的嘴里（即作品“Dead
or Alive”）——然后镜头在这里就被切断了，人们永远不会知道接下
来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阿贝德赛梅最为人所知的恐怕是他是一位受动物权益保护者憎
恨的当代艺术家这一情况。这从他 2008 年在旧金山艺术学院被迫关闭
的展览“Don't Trust Me”中可窥一斑，这场展览展出了阿贝德赛梅记
录了墨西哥屠宰场的屠夫工作情况的影像装置作品。六台电视屏幕分
别呈现了六只用链条拴起来的动物——绵羊、猪、牛、马、山羊以及
母鹿——被屠宰者用大锤击打致死的场景。展览开幕仅仅 4 天，阿贝
德赛梅以及画廊方面就收到了来自动物保护者们的死亡威胁，尽管这
些动物并不是阿贝德赛梅亲手杀死的。对此，艺术策展人 Francesco
Bonami 曾回应说：“涉及到暴力元素的当代艺术并不是要向我们施加
这种暴力的影响，而是希望任何一名决定踏入展厅观看作品的观众能够
对暴力及其不同的细微差别做出思考。阿贝德赛梅的作品并不是想要激
怒人们，它仅仅只是谈论了生活的责任以及其中的暴力。”
回到展出的作品本身，它们初看上去的确非常像是动物虐待的短片。作
品在展出时，墙面上没有任何提示文字，画廊也没有提供任何介绍作品
的小册子，观众不得不认为这些动物的确是为了艺术而死的。直到它们
引发了人们的巨大争议之后，画廊方面才证实艺术家只是记录下了屠宰
动物的过程，而屠宰的发生地点是在墨西哥一个遥远的乡村里，屠宰家
养的动物在那里是非常正常而且日常化的行为。阿贝德赛梅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来强迫我们面对我们是“与世隔绝”的一代——至少在美国是这
样——我们在超市和肉店里买到包装整齐的食物，但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它们来自哪里。作品里的这些动物们被一把大锤猛击在头上，这立刻就
能将它们杀死；然而在其它屠宰场的纪录片中，动物通常都会做数分钟

的垂死挣扎，这种长时间的屠宰过程本身是没有必要的。我们都看到过
那样的视频，而正如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 1906
年描述的那样，美国的肉类产业在过去的 100 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而我们还在继续购买那样的肉制品。因此阿贝德赛梅恳求我们重新去思
考我们对可以接受的、人性化地处理动物的方式的看法。
2009 年，阿贝德赛梅个展“Rio”在 David Zwirner 画廊位于西区 19
号街上的三个展厅中同时展出。整场展览以阿贝德赛梅同样引发了广泛
争议的影像作品“Usine”（2008）开始，这是一部长 1 分 27 秒的视
频短片，内容本身并不包含特别多样化的活动。当晃晃悠悠的摄像机镜
头扫过庭院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动物之间的混战——一条蛇正在勒
死一只青蛙，数只狼蛛正在悄悄地接近一只老鼠，几条狗正在相互撕
咬对方等等。这样的片段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折射出了新美术馆策展人
Massimiliano Gioni 对阿贝德赛梅的评价：“阿贝德赛梅是非对称的
现实主义的开创者”。这件作品中令人紧张不安的残忍行为很明显暗示
了它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让观众面对“未净化过的”现实，而它的短暂则
产生了一种匕首一样的锋利度。同时，这样的场景很显然不是什么艺术
家偶然发现的东西，它所捕获到的令人毛骨悚人的“动物寓言故事”是
经过了精心安排的，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让人将自然与“狗吃狗”（或
者说是“蛇吃青蛙”）这样的残酷现实联系在一起。有意思的是，这件
作品的名字“Usine”是法语中的“工厂”的意思，这似乎暗示着这件
作品还比喻了文明社会中的残暴无情。
另一件展出作品“Music Box”（2009）由可以沿着电动轴水平转动的
黑色钢制油桶组成；当它开始转动时，穿过了其表面并均匀分布在其上
的螺钉就会随着它的旋转敲击到旁边的金属梳，并且产生了著名的《女
武神的骑行》（The Ride of the Valkyries）（译者注：出自瓦格纳的
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开场音乐——当然，是一个扭曲但又绝对
不会被听错的版本。因此，这件作品本身与它的名字十分契合——讲述
了“歌剧的”内容与杂乱的材料产生的不协调的碰撞。
放置在 “Music Box”旁边的作品“Prostitute”（2008）用另一种方
式呈现了同一个主题：这件作品由三个毫无装饰、黑色、固定在墙面上
的盒子组成——事实上它们都是非常高端的购物袋，每个盒子里面都放
着三本堆成一摞的笔记本。从作品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笔记本分别
属于三个不同的应召女郎，阿贝德赛梅雇用她们在笔记本上抄写下《古
兰经》、《新约全书》以及《托拉》。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艳丽的幕后故
事，但事实上它却是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向观众呈现出来的；这件作
品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如此重大的主题——世界宗教、性交易——与平凡
事物的强烈碰撞。
这场展览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应该是一件名为“Telle mère tel fils
（Like mother like son）”的大型雕塑，它填充满了第一间画廊中像
飞机库一样巨大的展厅空间。这件作品近似于对整场展览做的结论性声
明，它大概有 65 英尺长，由交织在一起的三架看起来疲惫不堪的客机
组成。这些旧飞机的驾驶舱以及尾翼依然保持完整，但机身部分已经被
像蛇一样的长管子代替了——这些管道都是用毛毡制作而成的，里面充
满了空气。与阿贝德赛梅其它作品的直接性相比，这件作品是更加引人
沉思和更加诗意化的。它甚至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展示出自己完整的样
子，因而观众也不得不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地认识它。在提及这件作
品的名字时，画廊方面表示这件作品代表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互相关
联性”以及“诞生与毁灭的不可分离性”。这件作品的形态之中似乎蕴
含了某种暴力元素，但这种“垂死的拥抱”同时还传达了大量的爱、情
感以及信任。
2010 年，Parasol Unit 当代艺术基金会为阿贝德赛梅举办他在伦敦
的 第 一 场 个 展“Silent Warriors”， 这 场 展 览 准 确 地 强 调 了 阿 贝 德
赛梅作品里的脆弱性以及美学敏感度。它主要以阿贝德赛梅的两件
作品为中心，即作于 2003 年的“Habibi”与作于 2010 年的“Silent
Warrior”。“Habibi”是一具由玻璃纤维制作而成的长达 17 米的人
类骨骼模型，它在喷气发动机的帮助下被悬挂在了半空；阿贝德赛梅曾
称这件作品是以他自己为基础的，是一具用来寻求“挚爱”的充满男

子气概的躯壳。而“Silent Warrior”则由大量五颜六色的面具组成，
这些面具都是由现成或是被丢弃了的空罐头盒制作而成的，它们全都
来自非洲，曾装过食物或是有毒物质。此外展出的作品还包括“Enter
the Circle”（2009），在这件作品中，阿贝德赛梅被倒挂在直升飞机
上，飞机在离地面大约 50 英尺的高度上盘旋着，而他则需要在这个不
断运动的过程中用油画棒在地面上画下一个完整的圆。“Also sprach
Allah（Thus Spoke Allah）”（2008）则是阿贝德赛梅对其创作于
2007 年 的 作 品“Helikoptère” 的 一 种 颠 倒。 与 上 述 的“Enter the
Circle”类似，阿贝德赛梅在“Helikoptère”中同样也是被倒挂在直
升飞机上，只不过这次他需要做的是在地面上的画板上刻下一个螺旋形
的物体；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阿贝德赛梅的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画图的
工具，同时还记录着风对其产生的影响、直升飞机的运动以及自己身体
的摇摆。在作品“Also sprach Allah（Thus Spoke Allah）”中，在
10 名助手的帮助下，阿贝德赛梅通过毛毯抛掷的行为在一张固定在天
花板上的地毯上成功地写下了“Also sprach Allah”字样。每当阿贝
德赛梅被抛向天花板时，他就会奋力在地毯上画下一笔，最后整个过程
被记录在了一段视频之中，它似乎证明了一个集体是如何推动个人以上
帝的名义采取行动的。
除了视频之外，阿贝德赛梅还会使用照片来记录下他的街头行为，而具
体到作品媒介的选择上则取决于声音对这件作品是否具有重要意义。阿
贝德赛梅的妻子朱莉·阿贝德赛梅（Julie Abdessemed）曾经与一具
真人大小的骷髅手挽手地在街上闲逛，这便是作品“Mes Amis”
（2005）
；
又一次，她似乎又与一只大猩猩“结了婚”（即作品“Anything Can
Happen When an Animal Is Your Cameraman”<2008>）。他的作
品“Kamel”把他的前任经纪人 Kamel Mennour 刻画成了一个小偷；
在作品“Nafissa”中，阿贝德赛梅的妈妈用双手抱起了他。上述作品
都是通过照片来记录下他的行为表演的。此外，阿贝德赛梅还使用了照
片来展示一些他与动物进行的令人目瞪口呆的“互动”（当然，是在驯
兽师的辅助下）。例如“Sept Freres / Seven Brothers”中（2006）
7 头在 rue Lemercier 上“安营扎寨”的野猪；“Jump or Jolt”中一
头呈兴奋或者说是防御状态的雄鹿。又比如在“Zéro Tolérance”
（2006）
中，阿贝德赛梅用脚轻轻地固定着一条蛇；而在作品“Separation”中，
阿贝德赛梅则轻轻地靠近一头健硕的雄狮。尽管这些作品都具有行为表
演的元素，但阿贝德赛梅更倾向于将他的作品简单地成为“行动”——
他认识到了这个词语中强烈的政治暗示。
阿贝德赛梅最近的展览包括去年 4 月在 Dvir 画廊举办的个展“NU”以
及正在 David Zwirner 画廊举办的个展“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这两场展览都展出了阿贝德赛梅创作于近两年的作品。作品
“Fatalité（Fate）”（2011）由 7 个放置在三脚架上、可以活动的麦
克风组成，它们都是由纯透明的玻璃制作而成的。这种原本用来放大
声音的装置在这里已经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了，但阿贝德赛梅的转换
仍然赋予了其另一种象征意义。这种 Post-Pop 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中是
普遍存在的，在这里却成为了最直接、最敏锐的“发言人”，似乎是
在向人们传达“从现在起，所有的一切都无处可藏了”。作品“Grève
mondiale”（2011）可以直接从它的名字上进行理解。它由手写体的
大写字母组成，并且能看出来在书写的过程中手臂保持着尽量抬高的
状态，加亮区从“大众（general）”这个词语转移到了口令“全球
（global）”上，因为当前的抗议活动已经发展到了遍布全球的地步。
这就好像最后的一次革命能够——并且应该对整个世界提出疑问一样。
“Color Jasmin”（2011）也是一件白色的霓虹灯作品，它在反复赘
述的情节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又很明显了指代了最近的政治事件。
作品“Décor”（2011）是一组共 4 个真人大小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雕像，它们全都是用铁丝网制作而成的。这四个雕像是以德国文艺
复兴时期画家马蒂亚斯
格鲁内瓦尔德
（Matthias Grünewald’s）
的作品
“Crucifixion”
为原型的，
被扭曲了的人像脱离了十字架的结构挂在毫无装饰的墙面上。这件作品
创造了铁丝网威胁的特性与其抽象的外表在形式上的关联，增强了作品
主题对于身体遭受创伤的暗示，而雕塑的反复出现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

装饰效果。在作品“Hope”中，阿贝德赛梅将以一艘来自墨西哥湾海
岸被遗弃了的船搬到了展厅中。它的船舱里填满了像垃圾袋一样的雕塑
品，这代表了通过水域运送的人以及财产。阿贝德赛梅曾移民法国的经
验再次给了他创作这件作品的灵感，在这里，他将注意力放在了移民的

体验以及移民人士也许会承担的风险上。展览同名作品“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则是满墙通过标本剥制术处理过的动物尸体，其
中包括了狼、牛、鹿等。和之前与动物有关的作品相呼应，这件装置将
古老的剥制术与对毫无意义的屠杀和战争的指代并置到了一起。

丹麦艺术家 Christian Falsnaes

Christian Falsnaes1980 年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2001-2003 年在哥
本哈根大学学习哲学，2004-2009 年在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纯艺。他于
2008 年曾获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行为艺术表演奖。目前居住和工作在
维也纳和哥本哈根。

社会的概念性内容的灵感，需要人们积极地参与进去。与集体动态、社
会仪式以及介于艺术、娱乐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边界线相关的问题形
成了所有的事件。在这场表演中，这些事件用语言表达了艺术的改革能
力这一主要问题。

Christian Falsnaes 的行为表演对不太接触行为的人来讲是充满危险
性的。跨过门槛之后是黑暗。跨越对于社会肯定的安全性则是艺术的冒
险——装置、行为和绘画——Christian Falsnaes 审视人们的关系和
行为，并把它们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他用了不同的表达
语言，从街头涂鸦，到 hip-hop 音乐类型，还有卡拉 ok，以及行为绘画。
他的个人秀通常都有着很好的结构，并且能够激发大众的参与性。
“我对于人类的个体很感兴趣，还有他们对于真实性的感受。规则，角
色，以及样式都从平常的语言中结合并展示出来，那些标志性的东西，
人们可以从个人的角度重现它。在我的作品中，合理性，正当性，知识
和信念与欲望，挫折感还有不受控一同表现出来。我的身份标示以及对
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即是把所有这些可用的信息极大结合在一起。我所
做的艺术就是反应这个事实的。”他这样说。
Christian Falsnaes 的展览“There and Back”是一种尝试展示，通
过一系列对于不同英雄崇拜者的结构和符号的调查，旨在了解英雄主义
对于人们解构叙述、阳刚的身份和西方文化历史的影响。这个项目以叙
事结构和对于英雄主义的自我认知为起点，艺术家自己表演，并带领他
的观众进入到一些奇怪的故事中区。行为表演通常都是与神话和电脑游
戏联系在一起的。

参加这场表演的观众被分成了两部分，Falsnaes 利用木板搭建起的墙
把他们分在了内外两个空间中，在外空间中的观众一开始能通过安置在
内空间的摄像头看到里面正在发生的事。 Falsnaes 首先邀请内空间里的
观众在墙上写下他们这个群体的名字——Elixir——并且大声地询问他
们：“我们是谁？”随后，他请观众随意在墙上画下他们在这一刻所想
到的东西，并且强调“将注意力放在画上，放在墙上，放在这一刻上”、
“忘掉你们的名字，忘掉你们的工作，忘掉你的家庭…画下你在这一刻
的感受”。在和观众进行了一系列“集体运动”之后，Falsnaes 拿出
电锯在木板墙上随意切割；他邀请观众和他一起这样做，在墙面上切割
出能够通向外空间的“入口”，直到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了外部空间中。
在这之后，Falsnaes 又请观众拿着荧光喷墨在之前的屏幕上喷绘出各
种各样的“Elixir”字样，自己则在一旁唱起了歌。随后，Falsnaes 带
领观众走上了街头，在一排墙上留下了各种涂鸦。最后，他们又一起回
到了画廊中，以某种类似于冥想的活动结束了整场表演。

一个带有舞台元素的装置展示在摄影机之前，把展览空间进行了重新的
布局。在奇怪的娱乐表演秀中，观众被带入到不同的情境中去，得完成
不同的任务。通常来讲，一个行为表演是和它被拍摄下来同时进行的。
随后，这个视频将作为展览的一部分，展示在空间里。

在 2010 年维也纳艺术周的时候，他“Existing Things”的行为表演里，
Falsnaes 关上画廊的灯，开始跟着背投的一些影像唱起卡拉 ok，并咕
哝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在画面中的人物用吉他砸音箱的时候，他也
会摆出被砸到的感觉。之后，他打开了灯，邀请一位观众和他一起站在
高台子上，然后跳水，让许多观众举着他到墙上，往他脑袋上倒涂料，
之后用他的头进行绘画。一幅作品就这样产生了。 之后，Falsnaes 顶
着满脑袋的油画颜料，在街上进行舞蹈表演。许多人被带动着与他一起
舞动。

在他近日于 PSM 画廊进行的表演“Elixir（精髓）”中，Falsnaes 将
重点放在了作为有改变能力的元素存在的媒体艺术上。“精华”——这
正是探索者致力于获得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类似于艺术、文化或是

在 2010 年 维 也 纳 的 行 为“Surface memory” 中，Christian
Falsnaes 带领着一群人，在雪地上，来到一个木头小房前。在观察了
是否有警察干预现场之后，只穿着一件衬衫的 Falsnaes 在雪地里从包

展览
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颜料，在地上随意涂抹。但是这一块“地”却是一
个隐藏的门板，Falsnaes 把涂上颜料的门板立起来，在木头小房的门
上进行涂抹，完成了一次行为。这个系列他在 2009 年的时候也曾经做
过，旨在体现行为艺术最后呈现出的轨迹。 这些图片之后会作为作品，
在画廊中展出。
Christian Falsnaes 访谈
问：请跟我讲述一下你在 Konstforening 整个表演的叙事场景。
答：我的整个表演基本上都是在描绘一种转化，即是说不仅是我，还包
含着观众们。我希望我们一起在我做的这个设置中进行一次旅行。我对
英雄神话很感兴趣，包括它的叙事结构和标签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这有一些特定的东西我是想包含进去的。这个世界里应该包括一条信
息，一个入口处，一些需要被忍受的测试，一个导师，深色连帽衫，一
个有魔力的武器，一队隐形克隆军，改造，和解，之后回归到原始的出
发点：转化上。
整个叙事是很荒谬的，因为很清楚，故事是我自造的，所偶的障碍都是
我强加的。这很绝望。各个独立的元素，即是从流行文化中抽离出来的
英雄神话的标签样本，我把它们混合到我自己的奇怪版本中来。我发现
把西方历史与之结合起来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历史，还有环绕我的现实。
问：我看到展览厅里有展览开幕时候录成的视频。我可以看到你所提到
的那些元素。这是否看起来有点杂乱？
答：是的，这些元素都来自于《There and Back》，不过所有都是和
英雄神话相关的，随后就可以看到在我作品中出现的主题，是一个白人
异性恋男性。我之所以用那些碎裂元素，是因为我的显示就是由这些单
片的元素拼起的。我的身份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就是通过这些拼起
的碎片。我的艺术正是反映了这种事实。
问：你在视频里的精力和个性表达令人印象深刻。有一个特别棒的时刻，
就是所有的观众都戴上蓝色的面具然后看着你。他们在视频中的确形成
了“转换”。他们看起来很被动，但是很有效率。
答：我不认为说观众们都是“被动的” 这个观点。即便是传统的观众 /
表演者，也是从双方的角度去看待理解这个事的。当我给观众布置任务，
给他们戏服并安排他们去承担特定的角色的时候，我会让所有人知道我
的表演的结构。不仅如此，我还给他们一种观念，就是我们在一同创造
这个表演。我希望观众和我一起演，他们是实在的这个行为的一部分。
早些时候，我想要控制整个状况的发展，使之框架在我所要呈现的范围
内。但是现在，我更想看看现场能发展出怎样令人吃惊的状况。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发现了在当时，互换和互相激励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创意和能
产出东西的事情。于是，取代了事先计划好一个表演，我制造了多重类
型的状况，自己深入其中，并带领观众一起，看看我们能搞出什么来。
问：你是一名视觉艺术家，用行为表演，来制造装置艺术、绘画、视频
和雕塑。这是你想一直继续的方向吗？

答：是的，应该是。事实上我并不只是对于行为表演感兴趣，我对于艺
术和艺术史都感兴趣，也感觉到我自身和视觉艺术的联系。表演只是一
个形式和一种表达语言，是我可以交流和实验的。另外一个我做这个原
因就是它富有挑战性，并且很有趣。尽管说我的样本都是一些存在的材
料，我自身的能量和动力才是驱动我制作属于自己艺术。我是个凡人，
表达着所有我在做的东西。这就是行为表演。
问：你的工作看起来非常实验和凌乱。
答：从我的观点来讲，艺术应该永远富有实验性的。我的潜意识就让我
一直尝试接近实验性的东西。我好多想法都来自于“只是想看看事情会
发展成什么样子，如果我这么做或者那么做 ...”然后我就走到街上，做
了它。你可以说我的作品凌乱，但是我更愿意说它是复杂的，或者换个
词，由不同元素构成的。尽管看起来像是无序的，但是在其中的任何其
实都有意义。
当我做一个展览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一个小男孩儿在搭建他自己的树
屋。在与朋友的共同建立中，我得到了无数快乐。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从音乐到装置，因为我感觉到把能量转换成做这些事情的快乐，比起做
成一个完美的装置要重要多了。
问：你受到哪些影响？
答：哲学，电脑游戏，艺术史，电影大片，超级英雄漫画，亚文化现象，
涂鸦，神话，身份象征，性别问题和想要去表演的一种热情。这种热情
用于创造，和改变我周遭的东西。
问：在你看来，最好玩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
答：有所有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潜力的
艺术群体，就像是人们在往 youtube 上传视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令
人兴奋的时刻、在与行为艺术的关联中，我看到一个从上世纪 60 年代
的观念艺术中得到灵感的趋势正在转移，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尝试在进行
着，这一切的表现语言基础是当今的文化。 12 月份的时候我会在斯图
加特策划一个行为表演艺术节，会着重强调和表现这些重点（译注：为
2010 年 12 月）
问：你在维也纳呆了 5 年，在这之前在苏黎世呆了两年。这些地点都是
我所知道的行为艺术很活跃的地点。而在哥本哈根，这个圈子就很小，
也没有什么传统。所以，你得去哥本哈根做点什么了！
答：当我移居苏黎世的时候，我很快地融入了当地的圈子并且做了许多
行为表演。当我们的房子被拆了的时候，我很快地回到了哥本哈根。我
得到了一些动机，但是当时没有机会让我在那做表演。于是我又搬到了
维也纳，这个地方很令我感兴趣。维也纳对于行为表演的理解很多元，
因为它们的历史。我在那做的不错，也制造了很多可能。但是当然，我
会愿意在哥本哈根做更多的表演！
艺术眼陈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春末夏初”周子曦个展香格纳北京现场
原计划于今年 6 月展出的《春末夏初》，因故推迟到了 12 月，这也使
得原本应时应景的题目变成了一种略带寒意的回忆或遥想，暗示了某种
不合时宜的复杂而隐晦的伤感。

情绪的碎片拼贴，将个人史、当代史以及现实本身交互缠结。貌似破碎
的画面与画面之间彼此补充、呼应、生发、影响，犹如断断续续的故事
残页，隐约浮现含蓄的线索，呈现出内在的丰富性和想象空间。

作为一位始终关注中国现实与历史的艺术家，周子曦的新作呈现出与以
往不同的面貌。《春末夏初》犹如一组行迹、记忆、内省、观察与复杂

大量的风景画似乎意味深长。那些无人的景致如同城乡结合部被遗忘的
角落，散落着废弃的建筑物；而人物出没的风景却显现出超现实般的荒

诞叙事。老旧破败的门洞、楼道、煤气表等，充满了年代流逝但残留于
现实的气息，这样一种私人印记又因为那些描绘现实情境的画作，而超
越了简单的怀旧与狭窄的个体感喟；然而对当下的描绘却采取了一种镜
头拉远式的角度，凸显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在上一个展览中尚且对大
量历史材料热衷挖掘，今日却退守到零星的几个历史画面，犹如定格在
记忆最深切的场景，因遥远而不真实，因真实而无法湮灭。艺术家本人
的形象穿插在展览的画作当中，仿佛在提示一个亲历者与观察者的身
份，提示时间的行进以及填塞在时间缝隙里的事件和情绪的变换。

网友评论：

由此，个体的经验与曾经的历史和行进中的历史彼此层层折叠，互为印
证。一些画面元素反复出现，于呼应中构成互文关系。整个展览呈现一
种刻意的静态，在含蓄的风景与静物中让情绪弥漫，又在突兀与怪异的
场景中暗示了情绪的根由。

[15 楼 ] guest 2012-1-4 10:24:23
画我不是太看好，但心态我喜欢，跟画有点一致了，加油！

[13 楼 ] guest 2012-1-3 21:32:36
这样画会死的
[14 楼 ] guest 2012-1-4 2:29:27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也谢谢 13 楼的哥们，这个展览，我也不是特别满意，
不过没你说的那么严重。要不你再多说说？先谢过了！

吴山专 & 英格 • 斯瓦拉 • 托斯朵蒂尔《kuo xuan》第二次开幕现场

第二次开幕，并没有在上次的大展厅进行，而是挪到了后面那排以前
的常规成列展厅。与前段时间汪建伟在 UCCA 的多次开幕也不同。在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上次展览产品似的物化展示。但是这次展览继续与
KOUXUAN 中“完美括号”“有域无界的螺线”相关。由完美括号产
生的形状被做成了装置，使用木头切割加上烤漆，工整的物化出来。
“场
基地”是把轮滑运动中的波浪形结合完美括号，而小肥姘的“单元”是
两个完美括号切割一个正方形产生，然后使用这些单元组合而成。在云
底，裙底，括底中，是关于一个单个括符一次组合产生的形状，两个形
成屁股即裙底，三个以后就形成云朵。而单括花是无数次级减小的括号
形成。

发而是观众附加。对于吴的单个作品理解也只有放入他整个世界观逻辑
才会找到更位置。在那个世界里相互见逻辑完美的几乎成了障碍。这个
展览上，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也就只能管中窥豹式顺着它的内在逻辑观
看。对装置而言这些符号结合具体装置自身所有的空间性格（相对于“括
号的性格”），以级简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一定程度是有助于对吴思想
的理解是一创造性的结合。但是对于墙上的油画而言这种物化方式与草
稿能拉开多大差别一时很难说清楚。当思想挂到墙上之后如何对看待？
他不再记录性的图示，而已经演变成刻意的展示，这是否与“吴”的物
化理念有一定的冲突？甚至说带着一种妥协气息？
网友评论：

在采访中吴山专说：括号有“被填入”的性格，他们两人可能都会觉得
任何一种人类的、跟精神有关的思考也好，它的产品也好，在某种意义
上都是“被填入”的。面对这些物化形式的装置，在很大程度对这些作
品理解，就是在括号“被填入”性格诱惑惯性下产生出来，不是作品散

[ 板凳 :2 楼 ] guest 2011-12-18 13:19:47
相当冲突。现在的艺术圈，正崛起一股有中国特色的木工力量！黑龙江
省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表示祝贺！

常青 - 北京在线直播 10 只手 100 根手指【现场】
此展览始于一个在线话题的讨论：“为什么人们害怕差异，不管是文化、
宗教、种族或者语言？为什么不能顿悟多样性是很珍贵的？” 多样性
在这个展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个展览里面充满着各种文
化记忆的材料，一定层度上和今日美术馆正在展览的“演绎中国”有着
很近的气息。这“100 个手指”在北京一起创造到底是呈现多样性还是

营造出一个共同体，5 人共同一面？是面向文化多样的展览还是面向他
们自己的展览？各种熟练的艺术语言和材料处理方式都快不分你我。格
罗伊斯在他《超越多样性：文化研究及后共产主义他者中》针对这种类
似的文化现象做了很详尽的分析。在面对这个展览前，先阅读这篇文章
此时显得很有必要了。

进入收藏的路径现场

作为民生现代美术馆 2012 年度的第一个展览，《进入收藏的路径：卡
蒂斯特基金会藏品展》所带来的 32 件不同风格的作品将为观众带来丰
富的视听体验。该展览是美术馆致力于促进中国与欧美艺术交流的重要
项目之一，同时也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为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提供可借鉴之
经验。
本展览的作品均来自卡蒂斯特艺术基金会 - 巴黎及旧金山部的收藏，

卡蒂斯特艺术基金会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当代艺术发展的私人
基金会。在与社会和艺术史传统相关的多元叙事及错综历史进程的双重
语境下，展览中的作品体现个体性与自治性姿态。展览由三条分支路径
组成：“涵义的分叉”、“工作 工作 工作”和“余波”，与展览空间
布置和参观路线相互对应。

泰康空间年末特展——“展览”【现场】

这是个号称没有作品的展览，俗话说见字如面，每个字都有一大片想象
（所以把上面的名字放大），乌泱泱的 30 多个名字，对于熟悉的艺术
圈的人来说，就是一堆堆的作品贴在墙上。但如果对于初来咋到的人来
说，这就普普通通的三十多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这个展览要求艺术家
每人送来一件艺术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同时还回答了一个简短的问题
“你最近对什么感兴趣，最近状态如何”。在以前 51 平米的展厅中罗
列展示了各个艺术家送来的东西：从用过的尿布湿，到海量歌曲、各种
照片、书籍、动画、相声、首饰、珍藏的军刀，煤块、树枝、包装纸、
工作室肥料、自己写的小说、交通标志、一撮灰、特别的烟缸……各式
各样，据说还有派人来的，不过关于自己孩子的物件是最多的。在另外
一面展示的白墙上贴着白色的即时贴，内容是各个艺术家回答的中英文
文字。灰色的地毯，白色的靠垫，很有让人席地而坐的意思。
作品，展览，生产，署名？这个种方式在忙碌一年之后，或许有一种解
脱的轻松，但这种非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其实也只是生产焦虑的另外
一面，不过作为年会上一道小甜点方式端上来倒是不失为过。席地而坐，
爽口又安逸。

网友评论：
[6 楼 ] guest 2011-12-19 22:54:53
不知道好不好，起码有点意思
[7 楼 ] guest 2011-12-19 23:40:35
没意思，拉人头
[8 楼 ] guest 2011-12-20 17:54:23
寒冬里值得一看
14 楼 ] guest 2011-12-22 12:57:01
这是个没有“作品”的展览，所有参展艺术家对展览现场所有的物品都
没有署名权，物品展示空间与另一个文本空间是有机一体的——
[20 楼 ] guest 2011-12-23 21:44:17
不署名，不代表没有作品，艺术家哪怕选择或指定了任意物件放在在展
馆，作品就客观存在。

[23 楼 ] guest 2011-12-24 14:04:16
自杜尚以来艺术家赋予任何物品以艺术品之名的权力已经陷入了诡辩

的泥潭，那么是谁在定义一个人是不是艺术家？

章清个展“cctv”香格纳画廊现场

人们先得从一棵长着巨大监视器的“树”下穿过，这棵“树”高达屋顶，
“硕
果”累累——被章清故意放大了 N 倍的一群监视器傲视展厅各个方位，
仿佛丰收的硕果将树枝压弯了腰。铁制的“树干”上有故意制造的折弯
的痕迹。
在展厅的各个角落里分别竖起了四块白板，好像警匪片里刑警队或者
重案组用于分析案情的工作界面一样，上面用磁铁吸着，贴满了照片。
照片里有人被圆圈框住，白板上打满了红黑的勾和叉以及箭头和英文短
句。这些照片是章清用监视器在各个地点采集的，比如白金汉宫、人民
广场、地铁 2 号线以及世博会现场等等。拍摄对象有人、挎包、地面上
一个涂鸦的符号……章清说：“我们生活在监视器下，所有的街道和公
共场所都布控了监视器。它既是治安的手段，又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但是在这里，章清把它当作一个游戏。
两个遥遥相对的小厅分别放映着两段录像。一个名为《The People’s
Secretary》（此作品无中文名），时长 17 分 30 秒，以非常“CCTV”
的方式，讲述一位“江苏省万荣市邹进县纪委常委副书记、建委副主任
梁志富同志”的先进事迹。一到数个监控画面交替出现，这位“梁志富”
深入田间地头、民舍农家，一切都是我们长年来熟悉的宣传画面，配音
却全部是英文解说，再加上监视器画面特有的模糊、粗糙颗粒画质，显
得尤其怪异。
另一个小厅里放映的录像是章清这次在格兰菲迪酒厂拍摄的，同样使用
了监视器这一材料，是一段同样具有“CCTV 风格”的企业宣传片，号
召大家“向汤姆·史密斯学习”。这位外国劳模换了三个岗位，在每个
岗位上都攻克了技术难题，成为企业的模范员工。字母与解说都是中文，
但却不是字正腔圆的“CCTV 体”，倒像是个学过中文的老外在照本宣
科。当然，“梁志富”与“汤姆·史密斯”都是虚构的。
展厅中另有一件装置，名为《我有一点比别人好》。整个装置做成了一
个放大了的巨型粉饼化妆盒，翻开的部分有镜子可以照见人影。一格
格的粉饼是一段段录像：有女孩孤独的坐在角落的秋千架上；有吧女在
KTV 里应付一群男客；有新娘在楼梯上铺开裙摆准备拍照；有女子对
镜化妆……一个女子的声音在讲述自己的私人故事：父亲如何，母亲如
何，自己如何坚强“从不掉泪”等等，这是一个 KTV 女子的真实讲述。
继毛焰参与“格兰菲迪酒厂艺术家驻留创作计划”，画了一大批酒厂工
人的肖像之后，章清是第二个在“格兰菲迪驻留创作成果”中展出的中
国艺术家。显然章清对监视器这一材料还意犹未尽，他说下一次展览很
可能还是跟监视器有关，不过不是监视别人，而是监视自己。

现实置（轮）换…
本监控室祝你装 X 快乐！

by 陆兴华

我们用监控自欺。像上了瘾，我们爱绕到大主权者的全景观察位置，偷
看我们自己。那么，是给我们自己来点儿奥威尔的 Big Brother 式集权
主义全景监视？还是来点儿刑侦与变态窥淫（福尔摩斯）式监视？或者，
就来尝尝本展览提供的第三种：让监控帮我们去支撑、维持甚至交换现
实？
让我们将陕北小山村变成上海人民广场，使苏格兰优秀威士忌酿酒工也
模范得与我们村支书一样先进，让酒吧坐台女把她的人生讲得像精英白
领那样自豪与深情。
啧啧，监控镜头里，所有职业和身份都是嗞嗞漏气的轮胎了。原来，在
我们这，一向是谁也没做着神圣事业的，都只在应付监视器这个老娘舅。
一堆堆优秀事迹、创业苦甜和人生心得，都是腻歪给那个从不显形的神
秘观察者看的。我们只拼命让自己相信，还比赛谁更好说服了自己去相
信。
监视镜头帮我们沉着地演着假戏，敢将自己的装 X 当真。同志还须努力，
装 X 必须继续！
[15 楼 ] guest 2012-1-8 16:44:27
我们的这个非常阳光、非常政治正确、真正展现我们时代风貌的共和
国的真正脊梁，在高档会所慰安着我们的地方官员的可爱的 MM，一张
嘴，一讲自己的奋斗史，是与红二代女董事长李小 LU 一样空洞、重复、
抄袭和歇斯底里的！她们讲自己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对于自己目前的奋
斗成果很满意时的调子，是完全从一个模子里套出来的！她的血泪是真
的，但一讲，一露在监控镜头下，就悲惨境地假了！
[16 楼 ] guest 2012-1-9 0:12:54
图解手册流程和安保器材展式的展现：监视，关于集权的必要工作来说，
作品未能把我们设置到中国现实场域，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的安德里
亚·阿诺德的电影《红路》，电影情节把人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犯罪现
场，而不是事先想象的被英国秘密警察监视下的苏格兰现场，这有种歧
义的错觉感，让人失语。英文的大量使用，再加上陆兴华模棱两可的解
说，似乎是在炫耀一种大家都熟知的知识和常理。陆兴华的“我们用监
控自欺”，成了这个展览的雾里花朵，强权成了兴奋剂，变成了谄媚的
享受。于是艺术家的社会知识成了一种自我标榜的吓人工具。
[17 楼 ] guest 2012-1-9 14:52:32
16 楼的意思，艺术家作品必须有一个大家期望的语境，和熟门熟路的
方法，显然你比较赞同。一旦跳出了你知识范畴，你就跳脚。如果你是
一个艺术家，你的思维现在是致命的。你说的再思维直观些，可能更方
便讨论。

“Marble Sculpture from 350 B.C. to last week”雕塑展纽约

纽 约 Sperone Westwater 画 廊 在 近 日 推 出 了 一 场 大 理 石 雕 塑 展
“Marble Sculpture from 350 B.C. to last week”。从展览的名字中
不难看出，展出作品的创作日期从公元前 350 年一直跨越到了现在。这
其中包括了来自希腊与罗马的古代雕塑、新古典主义雕塑以及由现代与
当代欧美艺术家创作的雕塑。
大理石是雕塑创作中最古老、最基础的原料之一，它在艺术、装置艺术
以及建筑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这场展览中展出的现代及当代雕
塑作品则为这种古老的材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环境。作为达达运动的先
锋，让·阿尔普（Jean Arp）在 1941 年时创作的作品“Mediterranean
Sculpture I（Orphic Dream）”，这是一件具有生物形态的雕塑作品，

它具有圆滑而有角度的边缘，表现了这位艺术家试图合并自然的不同形
式的欲望。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作品“Heaven（Portrait
of Carl Andre）”（2011）由六条大型的大理石块组成。法比奥（Fabio
Viale）的作品“Infinite”（2011）则是由大理石雕刻而成的两个交缠
在一起的轮胎。瑞士艺术家 Not Vital 的“1/2 Man 1/2 Animal”（1996）
是一件足有 11 英尺高的人形雕塑，它看起来像是一种神秘的生物。艾
未未的作品“Marble Doors”（2007）由 5 块大理石板组成，形成了
一个由白色和灰色的门板组成的屏障。汤姆·萨克斯（Tom Sachs）
的作品“Brute”（2009/2010）则将一件普通的物品通过大理石这个媒
介变得不普通了。在作品“Purity”（2008-2011）中，Barry X Ball
通过非常规的石头和方法的使用为古老的雕塑注入了新的活力。

荒川医（Ei Arakawa）& 谢尔盖（Sergei Tcherepnin）双人展开幕
东京 Taka Ishii 画廊在近日展出了由艺术家荒川医（Ei Arakawa）与
谢尔盖（Sergei Tcherepnin）共同创作的一件视听表演装置作品。出
生于 1977 年的荒川医与出生于 1981 年的谢尔盖现在都居住并工作于纽
约，他们是在 2007 年时开始合作的，曾在斯图加特、伦敦、巴黎、费
城等地举办过展览。
荒川医自 1998 年起就开始以纽约为创作基地。他的作品通常都是与

他人合作的，“在结构上规避了那些可以被归因为或是追溯至某一单
以物品的作品形式”。他曾在泰特现代美术馆、苏黎世美术馆、纽约
MoMA、柏林 DAAD 画廊以及伦敦 Frieze Project 等场馆举办过个展。
谢尔盖是一位以布鲁克林为创作基地的艺术家，他利用表演、作曲以及
装置作品来探索了声音的物质性，及其对听众产生的生理及心理上的影
响。他曾参加过纽约新美术馆的“Performa 11”。

John Outterbridge 个展洛杉矶开幕“The Rag Factory”
John Outterbridge 个展“The Rag Factory”近日在洛杉矶 LA >< ART 画
廊开幕。作为“Pacific Standard Time: Art in LA 1945-1980”的一
部分，Outterbridge 在这场展览中创作了一件全新的特定场域的装置
作品。Outterbridge 出生于 1933 年，他在过去 40 年间一直居住并工
作于洛杉矶。
这场展览占据了 LA >< ART 画廊的整个画廊空间，包括画廊的外入墙
以及一块公关广告牌。Outterbridge 的这件新作则是受到了最不显眼
的材料——破布的启发。主要利用了从洛杉矶街道上收集来的现成的

碎布以及从闹市区一家碎布处理厂中收集来的原料，Outterbridge 为
观众提供了一次关于这些残留物品的物质、经济及社会元素的体验性
思考。以装配组合的形式语言为基础，Outterbridge 的装置扩展了这
位艺术家的美学研究，同时还使得整间画廊变成了一个可以通过技术来
处理的场所。他对物质性的强烈兴趣在这件装置中以多种维度体现了出
来，这使他的艺术项目超越了形式上的关注点。通过一个包括了净化清
洁以及与工业产品制造商交涉的生产过程，Outterbridge 发现了劳动
力非正式的经济状况，展示了支撑着这个城市的复杂的社会动力。

埃迪·皮克个展“Boydem”洛杉矶开幕

埃 迪· 皮 克（Eddie Peake） 个 展“Boydem” 近 日 在 洛 杉 矶 Mihai
Nicodim 画廊开幕。埃迪·皮克 1981 年出生于伦敦，这是他在美国举
办的首场个展。他的艺术实践由广泛的媒介组成，这其中包括绘画、摄
影、雕塑、行为表演、影像以及装置，这些媒介有时候会相互发生作用，
但同时也能独立存在。在皮克的作品中，思乡这个大主题总是伴随着与
皮克个人背景相关的故事存在，而该主题与更加广泛或是文化上可以利
用的历史发生的冲撞则贯穿在皮克的整个艺术实践中，并且表现为不同
程度的可见性。
皮克的艺术实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它们对语言的着迷，更
准确的说，是对当一种语言转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产生的矛盾状况的着
迷，例如将口头语言转移为视觉语言。皮克艺术实践的这个方面并没有

完全以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却始终控制着他的思维。
这场展览展出的海报与绘画作品利用了画作与印刷作品在形式、媒介以
及内容上的对比，就这点而言，这两种元素之间任何的一个联系似乎都
是偶然产生的。展出的印刷作品使用到的一系列图案都指向了皮克之前
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它们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担负起了“构建
画作框架”这一指责。相同的男模出现在了所有的画面中，这是皮克的
一位艺术家朋友。带有光泽的油画那明亮的色调对“模特”姿势自然的
身体意象进行了粉饰。这背后模糊的政治与精神内容占据着一个充满了
明艳、迷幻色彩的糖果世界，而这个世界则存在于皮克绘画语言的人工
限制之中。

班克斯·维奥莱特个展洛杉矶开幕

维奥莱特的艺术实践同时建立在了极简主义的形式以及对工业材料的
使用上，大量地使用了多种媒介，例如霓虹灯、带有粉末涂层的钢制品、
玻璃、树脂以及铝制品等等。维奥莱特是从各种亚文化群体中获得灵感
的，这其中包括了硬核朋克乐队、政治阴谋理论家、全国运动汽车竞赛

协会以及肖像研究等。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维奥莱特的雕塑以及装置可
以被看作是对过去以及现在那些黑暗时刻的提醒者。
此次展出作品的主要意象包括了分裂成三部分的百威啤酒的 logo，一

上下颠倒、并且分裂成了好几个部分的美国国旗，装饰有头骨图案的奥
克兰突袭者的 logo，一幅数字“88”的画作等等。维奥莱特艺术表现
手法之中的这些黑暗的、与文化对立的思潮证明了其可以同时是二维与
三维的。无论是经过了绘制、抛光、灼烧、压碎或是涂层等处理，最终
的产品始终都能与维奥莱特的手法与精神联系到一起。班克斯·维奥莱

特（Banks Violette）个展近日在洛杉矶 Blum & Poe 画廊开幕。维奥
莱特 1973 年出生于纽约，他先后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及纽约哥伦比亚
大学获得了艺术学士学位及艺术硕士学位。他在这场展览中将展出一系
列新作。

克斯廷与阿黛勒·罗德双人展近日开幕

克斯廷（Kerstin Bratsch）与阿黛勒·罗德（Adele Roder）双人展
“Vorahnung [United Brothers and Sisters]”近日在苏黎世美术馆
开幕。克斯廷与阿黛勒曾以艺术组合 DAS INSTITUT 的身份参加过许
多展览及艺术项目，而这场展览则是她们首次独立地分别展示自己的艺
术创作。克斯廷为这场展览带来她的画作，阿黛勒则展出了其利用各种
媒介创作的作品。
克斯廷与阿黛勒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探索了与艺术创作的真实性、艺术与
艺术表现方式的价值及功效等有关的问题。她们自身艺术实践的解构与
确立之间的分化、两种艺术的工具化以及艺术家本人的角色都在她们的
作品、个人实践以及不同的联合模式中表现了出来。这两位艺术家反复
地探索了艺术的恶性营销、当前艺术家的“身份伪装”总是出现在企业
设计以及形象的品牌战略中等主题。此外，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以及“病

毒式营销”的伴随效果也清晰地在她们作品中反映了出来。
作为概念化作品，克斯廷（出生于 1979 年）的画作将重点放在了今天
艺术图像的表现性方面，以及在展示、散布和归类意义时产生的问题之
上。她直接地反对了与画作有关联的识别标志与真实性等理念，测验了
各艺术生产领域之间的界限。她将她的大幅纸上油画用作一种抽象化的
步骤：她对它们进行复制、多样化和分裂等处理方式，或是将它们画在
透明的聚酯薄膜上，从而实现了画面的复杂叠印效果。阿黛勒（出生于
1980 年）的作品则使用了一个充满了符号与标记的抽象体系，在其中，
她改变了大量的形式与材料表现。她开发了数字化“设计”与生产的可
能性以及条件，创造出了一个在逻辑上与象征主义、符号的典型特征及
存在相联系的艺术体系，同时还探索了它们作为信息的承载体在艺术、
时尚与设计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乔什·克莱恩“Dignity and Self-Respect”个展纽约开幕

努力工作在创造产业中通常是对其本身的一种回馈。你成为了你自己的
职责，时刻背负着你的事业，就好像它被移植到了你身上一样。带薪职
位在 2011 年里是个非常稀缺的物品。在那些木讷呆板的守旧者背后，
那些词语——“中产阶级”、收入档次、生活方式、继承取得的资本以
及偿还能力——“淹没”了整片强制的个人自主与驱逐的“私人海滩”。

你需要做出多少牺牲，才能实现你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或是艺术家的梦
想？年复一年的，当你在地铁隧道中等待通向 MTA 的列车、等待成功时，
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如此沉重。
在我们的创造性细胞中，每个人的基础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生活被

品味、产品以及大规模而又分散的榜样限定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名人
作为一种介入的代理人扮演着重要的经济角色。当我们精疲力尽地完成
工作回到家后，我们还要间接地过着他们模仿的生活。James Franco
可以同时干 19 份工作，你为什么不能？将那些便宜的衣服穿在皮制大
衣下，你看起来就会像 TUMBLR 25 岁的 CEO 一样。
许多条路都会引导人们忽略人体参数而超越他们的界限。成名便是这其

中之一；受欲望驱使的醉心工作则是另外一条。你需要吸毒才能好好工
作，才能入睡；然后看电视来放松自己。要是你能从网络上下载下来自
己的未来而不是过去就好了。要是微观医疗设备能够在你的血管中复制
就好了，那样它们就能擦洗掉你的疲劳毒素，治好所有因工作患上的疾
病。你的背不会再疼痛不止，你的整个人生也将变成一种集中的劳动过
程，自信、真诚的笑容将会一直挂在你的脸上——这是很个人的，同时
也是后个人的。

群展“He is Transparent”群展近日开幕

“He is Transparent”群展近日在 Renwick 画廊开幕，参展艺术家包
括汤米（Tommy Hartung）、伊莱·汉森（Eli Hansen）、卡梅伦·杰
米（Cameron Jamie）、 托 尼（Tony Matelli） 以 及 乔 伊 斯（Joyce
Pensato），策展人则有圣路易斯 White Flag Projects（一间非营利
艺术空间）的创办者兼艺术总监 Matthew Strauss 担任。

即使是在冬天，它们看起来也像沙漠里的玫瑰一样热情，尝起来却是冰
凉的茴香酒的味道。

展览的新闻稿如下。

Manfred 爬山了我的颈背，对我说着什么，但是我根本没听清——我
太忧郁了。

有时，当我孤单一人时，我会升到色彩单调的天空中，然后以群山这一
简单的身份去凝视这个无法衡量的世界。

纪念我的感觉
一个男人住在我平静的心情中，他是透明的。
他能像一艘小划船一样安静地载着我通过街道。
他有许多种样子，就像星星和年份一样，就像数字一样。
我的平静中住着许多毫无掩饰的自己，
还有许多我借来保护自己的信号枪，让我免受那些能够轻易察觉出我的
武器的生物给我带来的伤害，它们的心里总是藏着一些让人惊恐的事。

一头大象吹起了它的“喇叭”，钱从充满了哭喊声的窗户里飘荡出来。
“砰”的一声枪响。 其中的一个我冲向了第 13 号窗口，另一个我举起
了他的鞭子，还有一个我从粉红色火烈鸟之中的中心小道上飘起来。
我这么多透明的化身都没能抵抗住这样的竞赛！
我的透明的自己，像毒蛇在桶里扭动一样，好不惊慌地翻滚着，还发出
了嘶嘶的声音。

田名网敬一 & 奥利弗·佩恩双人展开幕

田名网敬一（Keiichi Tanaami）& 奥利弗·佩恩（Oliver Payne）双
人展“Perfect Cherry Blossom”近日在苏黎世 Studiolo 画廊开幕。
这场展览不仅是对欣欣向荣的春天以及和平的象征，同时还借助了最前
卫、最暴力的日本射击地狱游戏的名头。这是一部由玩家为玩家自己创
作的视频游戏，早在游戏产业变成一种家庭娱乐设备之前。
东方与西方的流行文化在田名网敬一制作的短片中相遇了。从东京大空
袭中提取出来的创伤后印象与 LSD 图像、以及融合了幻想色情欲望的

消费审美趣味结合在了一起。田名网敬一是二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波
普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对那些利用波普美学进行创作的日本及其它国
家的年轻艺术家（这就包括了奥利弗·佩恩）有很大的影响。
奥利弗·佩恩出生于 1977 年，他利用日本射击地狱游戏制作完成的拼
贴画被贴在了一系列古希腊雕塑的介绍目录上。他将这些视频游戏中充
满暴力元素的画面转换成了光怪陆离的色彩大爆发。希腊雕塑在这里起
着背景的作用，同时也提醒了人们日本大型电玩中的幻想世界。一段记

录了电子游戏场所中各种声音的音频赋予了展出作品一种狂躁的娱乐
佩恩在介绍他的作品时说：“电子游戏厅一直以来都被定位为青少年的
“第三空间”——他们通常因为年龄太小而不被允许进入酒吧，可活动
的娱乐场所少之又少。电子游戏产业目前正面临即将过时的局面，它
们未来的存在时间不会太长了。而类似这样的地方很值得被记录下来。
在听觉上表现它们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它们创造出来的那些‘噪音’是

绝对独特的。关于这些音频记录还有一个刺激元素——其提出了这样一
些问题，为什么电子游戏厅会逐渐衰退？它们为什么会以惊人的速度倒
闭？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诸如 PS3 以及 XBOX360 这样的家用电子游戏
产品将街机的效果带到了人们的家中。然而，电子游戏厅在日本仍然十
分流行，很奇怪这种衰退的现象会出现在西方国家。”

托斯顿·劳希曼个展邓迪开幕
作者：Magdalen Chua （陈颖编译）

托斯顿·劳希曼（Torsten Lauschmann）个展“Startle Reaction”
近日在邓迪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劳希曼 1970 年出生于德国，现居住并
工作于格拉斯哥。
作 品“Skipping Over Damaged Area” 是 对 一 些 电 影 字 幕 的 收 集
整理，劳希曼为其进行了排序以形成一种全新的叙述结构。它和作品
“Misshapen Pearl”一起被投映到第一间展厅中——后者是一部集合
了街头景象与电视镜头的短片，再配上劳希曼的旁白，整件作品将路灯
当作了一种呈现了物质与意识形态转变的物品来进行思考。“Skipping
Over Damaged Area”中乐观的语气表现了对科技能够改变历史以形
成新的叙述结构的能力的赞赏，而“Misshapen Pearl”中的语气则揭
示了生活在一个由技术进步加以刺激的消费主义时代的不安。
在作品“Misshapen Pearl”中，有一旁白将街道描述为了一个“受审
美观而非语言刺激的空间，通过这部短片的观看，你就能看出其中的端
倪”，它清晰地阐述了当代社会在一个被标记为文化的环境中区分各种
活动的方式，由刺激并且容纳了我们消费观的元素组成。这一条思路在
第二间展厅中有所体现——在其中，人们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参与到一
个重视由光与声音激活的审美体验的交互式空间中。

历史性元素在每件作品中都有所利用，又特别是那些一度代表了文化
与技术上的进步的电影人物等。进入展厅的时候，观众可以看到作品
“byt”，这件作品由几块倾斜的搁板组成，另外还有各种不同的物品
以及卓别林的电影“The Great Dictator”的投映画面。展厅的中央布
置着作品“The Coy Lover”，当展厅变暗的时候，作品中的钢琴就会
开始弹奏，同时还伴随着飘落的雪花。尽管这架钢琴的介入似乎有些多
余甚至是夸张，但它能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愉悦感与满足感。
这场展览开启了一个远离了功能与机械结构等参数的技术概念，朝着一
种对想象力的展示的方向发展，为对体验与享受的渴求提供了“燃料”。
此外，这里的技术也不是一种只会删除传统已获得全新事物的方式。作
品“Dear Scientist Please Paint Me”是一件灯光投映装置，它在涂
有发光材质的墙面上“跳舞”，创造出了随着时间逐渐消失的、发着光
的螺旋形。
作品“Father’s Monocle”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发光体”短暂的特性
与无穷尽这一理念的比较。在这件作品中，一股数字的“涡流”不停地
通过一个旋转着的凹凸透镜。在这里，劳希曼使用了技术来表现时间的
次元，它超越了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合理的划分，并且提供了一种
让它们都结合到同一体验中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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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AC

画廊老板 HEINZ

有听国内的前辈担忧艺术行业发展的种种问题，正好在巴黎的书店找到
了一本名为《画廊主》的对话集。2010 年发行，本书对 11 位巴黎著名

GOTTHARD GRAUBNER

Jean Hélion, The Big Daily Read

的画廊主，就 1955 年直至 2010 年，经营艺术和当代艺术画廊的经历进
行采访，对当代画廊全景做了一个代表性的描述。

1975 年，我开始了关于 19 世纪末巴黎的一些趣事的博士课题，同年，
我也推开了当代艺术画廊的大门，自此之后我就一直在 19 世纪社会文
化史与当代艺术这两个领域来回穿梭和证实我的看法，在我的《19 世
纪艺术家的生活》中，我第一次串联了这两个领域，这基于我对第一
个当代艺术博物馆（卢森堡，1818 年）的创建、画廊的诞生和基于当
代艺术营运等相关联的兴趣。为写这本书，我读了一些画商的回忆录，
包括 Vollard, Kahnweiler 和 Bertheweill, 和关于他们的一些收藏家及
其朋友的公论。在这本书里，我想以自己的方式介绍，见证一些我经
常访问的巴黎画廊主。第一次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是 1995 年 6 月，当
时我的在艺术领域里的长辈 ( 象亲生父母那样的 )---Lucien 和 Nicole
Durand, 卖掉了他们在 Mazarine 路的画廊之后，我向他们提议了一次
访谈，用以记述他们画廊生涯的历险（也可译为阴谋、投机），我甚至
已经找好了出版商，但是，在第一次见面谈及他们的职业生涯之后，他
们放弃了这个打算：画廊结束的时间太近，他们还无法消化梳理他们的
经历。直至 14 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又重新订了一个约会。
我的立场是主观和感性的，我绝不打算弄个巴黎当代艺术概论，不想描
绘一个 20 世纪最后 3 年和 21 世纪初的巴黎画廊历史，也不想做一个画
廊主的类型分析。因为据画廊专业委员会估计，巴黎有 350 家到 400 家
画廊（全法 1000 家），很难确定有多少家是专营当代艺术的，因为在
同样的普查目录下还包括现代艺术画廊。同时也很难指出这样的画廊
主应该如何定义，因为他们的多面性正好是他们吸引人的地方。我们
可以把一些形容收藏家的话用在这些画廊主身上。1996 年，画廊老板
Heinz Berggruen 说道：“我仔细的观察过与我有交集的艺术收藏家，
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特征，可以表明存在一个典型的收藏
家。这样的个体，在我看来不存在。有些收藏家严肃、朴素、谨慎，有
些易激动，也有些冷淡并善于算计，但不可能都一个德行。可以肯定的
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奇特的，难搞的，甚至荒唐的。对于这些收藏
家来说，艺术是一种生命的必须，有时象毒品，很多画廊主也同时是收
藏家。
这本书是一种在画廊主国度的游历，2008 年 12 月到 2009 年 12 月，
我详尽的访问了 11 位画廊主，为可以描述他们的历史我们多次约见
并修正文稿。为什么我选择了他们而不是别的画廊主？因为我与他们
已经认识很久，而且我对他们颇有好感。他们来自不同时代，Lucien
Durand, 2010 年 90 岁，Emmanuel Perrotin 42 岁，但不要找三十几
岁的，我们的交情还不够。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当然会想起一些作品，
艺术家和收藏家，但我并非位于一个记录艺术史的架构中，也不是出于
艺术教育的目的，只是这些画廊主的足迹令我感兴趣，因为所有的他们，
无论哪种类型的画廊主，都是一些冒险家（也可称阴谋家和投机家）。
好感是首要条件。不是因为喜爱一件作品我们就会喜爱创作它的艺术
家或出售它的画廊主，我买第一幅画的画廊主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不
愉快的回忆。我丈夫曾带我去 Grand Palais( 大皇宫 ) 看 FIAC( 国际当
代艺术博览会 )，我的丈夫让·保罗，今天已经不在了，是他唤醒了我
对艺术的好奇和启蒙了我的收藏者探险之旅。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思想
者，他常常出入书店，也去一些画廊，并向我谈起他的那些探索。作
为我，在我的职业，家庭和我们的女儿之间，我不是很有时间，至少
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事实上是知识和艺术世界使我害怕，我不喜欢
书，因为它们使我想到学校；至于艺术，我曾经几近无知：20 年的时
间里，我没有进过一家博物馆，画廊就不用说了。让·保罗曾向我揭示
SUPPORT/SURFACE 运动，那些自由形式画布的来由，并在 FIAC 的
Beaubourg 画廊的展位上指给我看一幅艺术家 Christian Jaccard 的
被灼烧画布。我们看了一会画之后，没人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就大胆问
了价格。在博览会里比在画廊里要自在的多，不那么容易被吓着，画商
Pierre Nahon 在面对我们这对年轻男女送上支票时看也不看我们一眼，
也没有什么客套，之后我们夹着那副折在腋下，烧焦的画又赶地铁回家。
因而，代替令人激动的回忆的是第一次收藏，购买在我心中留下的被鄙
弃的痛苦感受。
我曾多次遇到这种令人失望的画廊经历，比如，Karsten Greve 展过

艺术家 Gotthard Graubner，一位我们在德国博物馆发现并喜爱上的
画家，我一直对他画中显著的视觉刺激很有感觉。
但画廊主的冷漠熄灭了我的热情，这种寒意直至一个年轻热情的男
人 ——Hans Van Vliet， 成 为 这 家 画 廊 的 新 总 监， 才 得 以 溶 解。 还
有画廊主 Karl Flinker 比 Karsten Greve 使我更痛苦。我喜爱 Jean
Helion 的作品，无论是他 1930 年左右的抽象画，还是稍迟他的有带着
礼帽和雨伞的男人在读报的街景。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我节衣缩食，
就为梦想得到一幅他的作品。一个二月的礼拜六，那时我正孤身一人
待在巴黎，我来到了 Tournon 街的这家画廊，想要看 Helion 的画，
Karl Flinker 赏赐似地拿出了三幅画，还有所保留的一幅接着一幅地拿
出来。而在我看来，是一幅比一幅在抽屉里放得久的卖不出去的老货。
在我一点也不激动的神情下，他继而又展示了一些纸质作品。最后，他
以一句提醒结束了我们的谈话：“等你确定了再来。”我很受伤，我发
誓永不再迈进这家画廊一步。我坚守了自己的承诺，但每当我在那里看
到 Helion 的作品，我的心总是紧缩一下。
除了 Albert Loeb——著名画商的儿子及外甥，我所访问的画廊主都
并非命中注定要进入当代艺术这一行的：意大利移民的孩子，如 Lydie
和 NelloDi Meo; 被 Chambon•Sur•Lignon 地 区 天 主 教 团 体 领 养 的
Catherine Thieck 或银行职员的儿子如 Emmanuel Perrotin……也没
有什么大学课程可以培养画廊主，就他们当中每个人的事业来说，最重
要的事就是与艺术及当代艺术的邂逅。他们中有几个在开画廊之前就已
经是收藏者了。Jena Brolly，在 1970-1980 年间就已是一位重要的收
藏家，后来变成了（按他自己的说法）“一个 60 岁的年轻画廊主”。
他们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不同时期、不同个性、不同际遇经营着这
个行业。Lucien Durand 或 Rodolphe Stadler 从未换过画廊地址，
Bruno Delavallade, Frederique 和 Philippe Valentin 或 Emmanuel
Perrotin 换了好几个地方，Almine Rech 在布鲁塞尔落脚的地方又重
新开了一家画廊，Bruno Delavallade 在柏林，Emmanuel Perrotin
在迈阿密也都开了另一家。他们处在这个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
中，象 Philippe Valentin 长时间的开着另一家企业来养活自己的画廊；
有一些是退休后用退休工资来开画廊（如 Lucien Durand, Rodolphe
Stadler，只有他，我没能在他去世前太多访问）；另一些是与不同
辈 的 人 合 股（Catherine Thieck 与 Marion Dana, Lydie 和 Nello Di
Meo 与 Lydie 的儿子）；还有一些是因为希望继续伴侣的事业而成为
了画廊主，如 Jean•Marie•Bonnet, 她的伴侣 Jean Fournier 于 2006
年去世。这群人经历了多样的旅程，丰富的经历呈现了珍贵的见证。他
们愿意畅谈但一直几乎没有空闲或缺乏著述的耐心。所有这些人的见证
将描绘出一个令人神往的 1955 年后的巴黎艺术市场综述。
上世纪 80 年代，当代艺术成为潮流，90 至 95 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它
依然存活了下来，人们开始开始对之产生兴趣，人们在画廊开幕酒会或
FIAC（当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中聚会见面。一下子，新闻开始讨论到
它，并配上了图片。《MADAME Figaro 费加罗女士》，于 2008 年 11
月 22 日特意配发专号《ARTY ！ ( 意味附庸风雅 )》以一位身着黄底花
裙的女演员（Emma de Caunes）为封面，背景为多幅绘画，标题是：
“艺
术姿态，城市晚宴之后的延续”，“论战：艺术是否还具有颠覆性？”，
及“以最小预算开展一次收藏。” 1975 年的时候，当代艺术的世界还
离我们那么遥远，谁能想象到今天的景象。
Pierre Nahon 于 1973 年 在 Pierre•Au•Lard 街 与 Patrice Trigano 一
起开了 Beaubourg 画廊，他总结说：“当时报刊对于当代艺术的认识
受 限 于 Otto Hahn 在《L’EXPRESS》 的 一 篇 文 章 及 Hubert Goldet
和 Catherine Millet 刚创刊的《ART PRESS》中一篇学术研究中的
影响。什么是当代艺术界？百来号人，十几幅画在画展中被卖掉，
这 就 构 成 了 一 个 成 功 的 史 绩。” 在 这 种 情 况 下，Liliane 和 Michel
Durand•Dessert 于 1975 年 10 月在 Montmorency 路开了他们的第一
家画廊——“43”，他们写道：“总的来说，那个时期的当代艺术，在
法国几乎没有收藏家，只有很少的博物馆。” 2004 年他们在格勒诺布

尔市的博物馆为 Guy Tosatto 的收藏品所举办的展览宣传册中提到，
他们当时在这个行业中的首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他们曾游历
比利时和德国，并希望组织在法国不知名但在德国很重要的画家展览，
象 Joseph Beuys 或 Gerhard Richter， 希 望 以 此 超 越 SUPPORT/
SURFACE 运动在法国获得的成功。但此时他们不仅不认识一个收藏家，
并且未准备任何的宣传，这时理应帮助他们的《ART PRESS》不但没
有给予帮助，反而代之以敌意的态度。不但如此，在他们的第一次展览
中将要展出的德国雕塑大师 Ulrich Ruckriem 的介绍还被要求提前一年
送审。事实上《ART PRESS》的所在地就和“43”画廊在同一个院子里，
庭院的两头而已。而只有在他们举办第三次画展（美国艺术家 Joseph
Kosuth）的时候，《ART PRESS》的女主编 Catherine Millet 才移
步过来，而且是以忘了钥匙要通过画廊回去为理由观看了画展之前的预
展。

30 幅来自巴黎画商的作品），在他母亲的资助下，在那里开了他的第
一家画廊。1965 年的时候，他有一条自己的格言：“一定要随时放 100
美元在兜里。”因为在纽约 Robert Ryman 或 Brice Marden 的工作
室，他可以花 100 美元买件作品，夹在胳膊下带回巴黎。他于 1966 年
的时候开了第一家自己的巴黎画廊，位于 Echaude 街。从 1972 年开
始，他主要展出欧美的观念和极少主义作品（包括艺术家 Sol Lewitt，
Richard Long， Cytwombly，Daniel，Buren）。 那 时 他 与 Ileana
Sonnabend 一起并称巴黎最伟大的当代艺术促销员。1977 年，他搬到
了 Marais 区（巴黎六区，是画廊文化区）的 Grenier Saint Lazare 街，
之后于 1986 年挑战巴黎的画廊区布局，在 Vieille du Temple 街 108
号（巴黎三区）的院子里落了脚。自此之后，三区的这个地方变成了一
块富有魅力的目标，吸引了众多重要画廊搬到三区的 Debelleyme 街，
Saintonge 街和 Turenne 街。

“43”画廊里，在德国大师的边上，Durand Dessert 展出了几位英
国、美国艺术家和一些意大利的贫穷艺术家。开始时基本上没有法国
艺术家，“因为我们想通过他们来迅速建立一个国际背景，以此获得外
国人的认可”。开始时的法国收藏家一只手就能数的过来，（Jacques
和 Myriam Salomon, Jean Brolly……），就这样，这对画廊伴侣依
靠着一些比利时的收藏家，艰难度过了开始的 7 年时间。大约 1985 年
或 1986 年的时候，Gerhard Richter 开始出名并且他的作品开始变得
很值钱，Michel 和 Liliane 面带苦涩的谈到 12 年前的事：1976 年的
时候，他们展出过 5 幅 Richter 的大幅作品（游客系列）那时价值两
万法郎，但找不到一个买主，甚至他们自己也没钱买下一幅。Durand
Dessert 是一个真正在培养收藏家上愿意操心的人：他们开办了一个
书店，为公众陈设了相关资料，在画廊里举办小型座谈会（Liliane
谈 Ruckriem， Bernard Blistene 谈 Giuseppe Penone 和 Barry
Flanagan），座谈会最多只接受 12 个人。并且，在同一时间以联合公
告的方式把活动内容的顺利举办告之大家。

我经常去 Yvon Lambert 的画廊，先是在 Grenier-Saint-Lazare 路，
后来搬到 Veille du Temple 路，我很欣赏他在 2000 年 7 月在 Avignon
的 Caumont 酒店举办的个人收藏展展出的艺术品，之后，我听说他
2003 年在纽约也开了一家画廊。对于他收藏的艺术家 Giulio Paolini,
Anselm KieferI, Miquel Barcelo 等的展览，我有着鲜活的记忆，但
1987 年 Agnes Martin 的展览则是可以说无法忘怀的，我在白天的不同
时段去看过好几回。一个春末的下午，我一个人来到那里，Yvon 在我
边上，我们站在一幅迷人的作品前，那优雅的曲线，朴实无华，画中油
画棒的色彩，随着从玻璃顶棚上泻下的阳光的转化而变化万千。我向他
描述我有多喜爱这幅作品，我甚至愿意带着寝具来这里等待清晨的第一
缕阳光，借此来享受它如此丰富多变的色彩。Yvon 在我沉思片刻之后，
他那富有磁力的声音一下子将我拉回了现实：“既然你如此喜爱这幅画，
为什么不买一幅呢？ 55 万法郎，也不贵啊？”我从未认为这是一种幽默，
Yvon 是如此的令人不安。 与画廊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带来发现，喜悦，
友谊，伟大的幸福时光，如果这种关系与对一幅画的共同渴望交织在
一起，那将会更加深厚坚实。这儿有几个例子，1977 年 OISE 大区的
Laversine 村（巴黎东北约 120 公里）下着鹅毛大雪的一天，Lucien
Durand 开车带我们来到这里，他先向我们介绍了艺术家 Francois
Rouan，之后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厂房，墙上悬挂着椭圆或矩形
的大幅画作——大理石花园系列。马赛克镶嵌画的闪烁色彩遍布画作，
使人神怡目眩。我和我丈夫 Jean Paul 怔在一幅绿色的巨作面前，我
们在那里感受它更加阴郁，更加宁静，更加多义的语言。我们等了它们
一年。我们曾深陷对于这位艺术家的“门”（在罗马）系列的喜爱之中，
我们梦想着可以拥有一幅 Rouan 的作品。但那时他在罗马，寄宿在美
迪奇庄园，我们告诉 Nicole 和 Lucien Durand， 艺术家应该带着画作
回来的。1976 年的整整一年，每个周六，我们都在他们 Mazarine 路的
画廊里期盼，享受着等待的喜悦，同时享受着倾听 NicoleI 和 Lucien
诉说的喜悦。四分之一世纪的画廊经营，他们了解艺术界所有人的故事，
我沉醉于他们充满想象力的描述方式，和近千个活灵活现而充满幽默的
趣闻。

我 曾 多 次 出 入 于 Durand Dessert 画 廊， 特 别 是 1982 年 他 们 搬 到
Handriettes 路后，及之后 1991 年搬到 Lappe 路，那里有我很多印
象深刻的回忆——Giuseppe Penone 或 Pino Pascali 的装置，Alan
Charlton 的绘画，David Tremlett 的墙饰构成，这家画廊将在本书
中着重介绍，因为就算我没有采访它的主人 Liliane 和 Michel， Guy
Tosatto 的那些杰作也会促使我这么做的。
这本书里没有画廊主 Yvon Lambert 和 Daniel Templon 的描述，这
是两位很重要的画商，我也定期去他们的画展。在一本 2006 年发行的
大册子里，Daniel Templon 展示了他的画廊前 40 年的资料。他的第
一个空间于 1966 年建立：Cimaise Bonaparte, 在位于 Bonaparte 街
58 号的一个古董店的地窖里，他对 Berland Blistene( 记者 ) 说：“我
21 岁时，为了谈起当代艺术比较靠谱，开始了自学当代艺术，之前我
只在 Masperp 书店里买过当代艺术的明信片。在中学毕业后我注册了
ASSAS 法学院，靠在 Nanterre 给人当小学代客老师谋生。”为什么
会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作出这种选择？他解释：“有一阵子，开个画
廊是件既有些挑战又有些文化感的事， 还有些游离社会边缘，玩世不
恭的感觉，这种感觉深深打动了我。”之后，一个年轻的评论家给了
他一份有些影响力的艺术家名单，其中包括有 Buren,，Parmentier，
Rouan，Kermarrec 等人。
1968 年 9 月，在与合伙人 Catherine Millet 于卡塞尔文献展上发现了
国际先锋派之后，他在 Bonaparte 街上开了他的画廊并命名为 Daniel
Templon。1972 年 3 月， 他 搬 到 了 现 在 的 地 址，Beaubourg 街 30
号，我喜欢他们的 Eric Fischl 和 Claude Viallat 的画作，及 Anthony
Caro 的雕塑，Jan Fabre 和 Tunga 的装置。但我从未与这位尊贵的画
廊主进行过谈话。
Yvon Lambert 从未描述过自己的画廊，而且他比 Templon 更加早
熟，他确认曾在自己 14 岁的时候就收藏了第一幅作品。 18 岁时，他在
Vence 举办了他的第一次素描收藏展（包括莫迪里阿尼，毕加索等共

NicoleI 和 Lucien 一直仿佛是领养我们的父母，同时他们自己也有 3
个儿子，老大叫 Guillaume，是一个电视明星和一个当代艺术的大收藏家，
他们还有一共 14 个孙子和 3 个曾孙。Lucien 总是穿着入时，因为性格
外向，他已经宣布将要在 2010 年 5 月庆祝他的 90 岁生日。他总是喜欢
作出老者又聋又瞎的样子，事实上他是个喜爱让大家开心的有趣老人，
我经常惊异于他的精致而色彩斑斓的袜子，衬托出他不是很大的双脚，
十分精致漂亮。NicoleI 已经 82 岁了，依然精神，他们两都很轻健而且
喜爱相互嘲讽对方，我惊异于 NicoleI 超与常人的清醒辨识力和总是以
“LUCIEN 的画廊”来称呼他们的画廊，尽管他们已经一起工作了 40 年。
我们是在 1983 年遇到 Rodolphe Stadler 的，就是有一个名叫“场所
符号”的展览的那年。展览“人类居所”组织了艺术家 Jean Pierre
Raynaud 和 Horia Damian 的作品在大皇宫参展，我们早已了解艺术
家 Raynaud 的作品，但是我们发现了 Damian，他表现的是闪电劈向
一个被神秘氛围裹被的古埃及贵族的石墓。有些世纪末的感觉——那是
一个神秘的矗立在沙漠深处建筑，边上就是沙洲的河滩。我们触动异常

深刻，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了对这位艺术家其他作品的寻找。左岸的画廊
有两家代理他的作品。我们从位于 ST-GERMAIN 大街的 Denise Rene
画廊开始，但感觉上了当。他们先是拿出了一张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的
画作，看到我们全无热情，他们又找来了另一张，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感觉与大皇宫里古埃及贵族石墓那幅没有一丝关联。失望之余，我们来
到了 Rodolphe Stadler 的位于 SEINE 路的画廊，在这里我们遇到了
完全不同的接待。
画廊里有三个人，两男一女，在画廊深处的几级台阶上的办公桌边坐着，
我们描述了对古埃及贵族的石墓那幅画的赞叹，我相信我们的描述生动
感人，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倾听里的微笑和欢迎。之后，那个年轻
女人——Jacqueline Chaillet，从储藏间拿出了两张使我们无比喜悦
的作品：一幅黑底的古埃及贵族的石墓及一张灰底上的城市。由于我们
实在无法作出取舍，Jacqueline 给出她的建议：拿回家去看几天，直
到我们可以作出选择。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接受了这个
建议。通常，与其说这是向我们表示友好，不如说是一个基于道德义务
而给潜在购买者设下的圈套。Jacqueline 赢了，我们留下了那幅黑底
古埃及贵族的石墓，同时我们也成为了朋友。她以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建
立了一个令我们都自在舒适的关系。与雅致而审慎的画廊主 Rodolphe
Stadler 的关系建立经历了更长时间，但我们的友谊一直愈久弥新。因
为，一旦我们之间有了感觉，我们就不能舍弃他的殷切问候，他的幽默，
他丰富的珍藏。Stadler 画廊成为了我们的首选之一，那里有我们真爱
的艺术家 Antonio Saura 及 Arnulf Rainer 的作品，也导致了我们无
止尽的对绘画的需求。
2008 年 12 月，即 Rodolphe 关闭画廊 9 年之后，我向他提起了我写这
本书的想法，他立刻答应了我，要提供一些他的资料，一天下午我路过
他在 MARAIS 区（巴黎三区）的住所，他提及自己精神不佳并与我确
定了圣诞前的见面，继续先前的对话。Rodolphe 留着雪白的头发，微
驼但身材轻巧，和气并语气幽默。他穿着一件鲜艳的开司米的毛衣，我
们戏称那天是覆盆子之日，就是指那天他穿的套衫的颜色，象英国糖果。
Lola，他的条纹狗也过来跟我打了招呼。2009 的春天，他突然的与世
长辞。
Ean Fournier，已经于 2006 年 3 月 22 日去世，他曾于 2005 年接受了
我的一次重要访问，访问谈及了他的职业生涯。不久之后，他又找到
我，强调只有艺术家的历史是值得描述的，而关于他自己的则微不足
道。把艺术家放在第一位，尽力为他们服务，是 Jean 一直强调的。他
曾在 1965 年的时候这样对 Jean Michel Meurice 说过：“画商是有季
节分工的职业。在每一段时期他们都可以得到些期许的利润。但无论他
们是好还是坏，艺术品都将存在和流传。如果良心好，他们可以在那
儿帮助一件经典作品诞生，并像对待发育不良的孩子那样呵护着他们，
使艺术家艰苦的创作更容易些。到它成年了，画作就会自己走路了。它
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画商并不是画作的父亲，勉强算个教父吧。”
这位谦逊而又威严的老人，时而使人喜爱，时而使人觉得偏激。我和他
在他的画廊花了无数个小时，在追忆他和他的画共同走过的这段历程之
后，我还是有一种不尽兴的感觉：我希望把他和他的画廊都呈现出来。
Jean Marie Bonnet 承续了 Jean 的画廊，也很愿意谈到他，我们因而
在 2009 年的春天进行了另一次的访谈。
关于 JEAN，我的记忆是多彩而亲切的：JEAN 曾把艺术家 Claude
Viallat 的画从储藏室里拿出来展示给一个爱好者看，画作丰富的色彩
铺满了他位于 Quincampoix 街画廊的地面和墙面，我们正好从那里路
过，诧异于这个不可想象的场景。Jean 坚定而平静的确认：“作品属
于与它相配的人，拿上它，您可以在一年之内分期付款或更长。”Jean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餐巾纸，握出褶，然后向客人介绍 Hantai 是如何
处理出现皱褶的画幅；Jean 还曾十分激动于一本叫《女佣广场》的书，
因为他的母亲曾是家庭主妇；Jean 曾尝试使我喜爱艺术家 Bernard
Piffaretti，但每次我去参加他的画廊的新展览时，都只能坦白自己还
没有上道，他就会带着微笑对我说：“要有耐心，对时间要有信心。”
但是最令人感动的是一张他在 1980 年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那时我曾

多次游访马德里，在马德里的 Prado 博物馆花上几天的时间尽兴观赏，
我向 Jean 详尽的描述了艺术家 Goya 所画的小狗，这幅小画所产生的
孤单和绝望深深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一周后，我收到了 Jean 寄来的这
幅画的明信片：小狗深陷沟壑之中，明信片上只有一个签名“你的朋友
Jean”。
我 在 画 廊“Les Petits Valentin( 直 译 为 小 情 人， 亲 密 情 人， 同 时
Valentin 是该画廊主的名字 )”的经历，如同人们呼唤它时的热切，那
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我很喜欢这家画廊，但我不太喜欢他们展现的
作品。我通过一对收藏家朋友认识的他们，已经有 14 年了，我定期来
这里逛逛，他们的介绍和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充满吸引力。Philippe，是
个活力四射和充满好奇心的人，很善于自我嘲讽和搞笑，非常适合于作
为一位画商。但是，这样几年之后，我遇到了困扰：我想成为他们的客
户，为了让大家都开心，但可以买什么呢？就连曾是我充满热情所关
注的艺术家 Veit Stratmann，在他用装置将整个画廊重新改装之后，
我站在作品之前，大部分时间还是困惑。一些更容易领会的作品，象
Pierre Ardouvin 的素描作品，他可以使艺术世界里的大部分人着迷，
但他的画好像并不太愿意向我说话。（我很抱歉，因为艺术家非常的友
好热情）我喜欢 Mathieu Mercier 的像 Mondrian 那样层叠的色块，
但我不知道在家中可以挂在什么地方。最后，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一
张绿色的树叶状的作品，上面都是小眼，是 Mathieu Mercier 在日本
度假时，住在一片森林边上，看到了昆虫啃食树叶时候得到的灵感，由
此创意了一系列带小眼的树叶的作品。我喜欢这些作品，更喜欢这些故
事，就算是蒙我也无所谓！我的朋友 Jacques 还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Philippe Valentin 和我，照片最后还被冠上了“画廊主和收藏家”。
Emmanuel Perrotin 是 今 天 最 重 要 的 法 国 画 廊 主 之 一， 他 拥 有 2
家 法 国 画 廊 和 一 家 迈 阿 密 画 廊， 他 代 理 一 些 国 际 明 星：Maurizio
Cattelan，Takashi Mutakami，还有一些很著名的艺术家：Sophie
Calle，Wim Delvoye，Piotr Uklanski 及 Bernard Frize。2009 年 7 月，
他约我在他 Turrnne 街的那个巨大空间的见面，无需我的提问，他就
开始了他的激情演说，那些在他早已成竹在胸的主题，他的画廊和他的
艺术家，但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他的另外的印象，那是一个流血流汗在
我家帮我挂二个金属方块的小伙子，这二个金属方块是 Jean Sylvain
Bieth 的作品，别看体积不大，但足重五十公斤。那时距今有 20 年了，
Emmanuel 这时正是 Charles Cartwaright 画廊的主管，面对责任绝
不后退并灵活的运转着这个机器。每当杂志里出现他的照片的时候，他
也不会总是和那些大明星朋友在一起，他总是忠诚于那些很久以来，他
一直打交道的艺术家：比如他一直推介的 Guy Limone，就是在 90 年
代初期他经营 L’ANCIENNE-COMEDIE 街的画廊时的小人物。
1982 年 的 一 个 周 六， 在 Galerie de France（ 法 兰 西 画 廊） 展 出 了
JeanPierre Pincemin 的作品：“栅栏”，灰绿色与咖啡色交织在一
起，庄严朴素，使人联想到委拉斯贵支，这幅画一扫 70 年代以来的颓
废。5 年之前，我们迷上了一幅 Pinsemin 的无框巨作，那沉郁的色调
中排布了紫，绿，褐色的色块，庄重又富有魅力。但它超过 3 米的长度
根本无法挂到家里。而这幅“栅栏”比一米乘二米略小一些，它因而
也构成了我们与 Catherine Thieck 的关系的开始。25 年之后的今天，
Catherine Thieck 始终如一的保持着她迷人的风格：一个大个子但很
瘦的女人，绿色的眼睛，淳朴却仪态万千。她在 Galerie de France 二
楼一个明亮的办公室接待了我。巴黎那时下了点雪，Catherine 想起她
的家乡 Chambon Sur Lignon，还有小的时候下雪天去上学：“一下
子，我就不再能看到这么大的雪，除了在城里的两三片雪花，这种心情
可以写一首绝佳的诗。”2008 年的 11 月，Catherine Thieck 在一个
威严的博物馆组织了那个时期最棒的一个展览——阴影。这次展览包含
了她几十年来在这个行业中工作所遇到的多件大师作品，从 1927 年的
Picabia 的“阴影”到 2008 年 Parmiggiani 的“Delocazione( 意大利
文，译为租赁契约 )”，中间还包括 1952 年 Meret Oppenheim 的“我
的爱中的阴影”。
这里当然还有一些与别的画廊主的交流，聆听他们介绍艺术作品，不仅

仅有已经提到的人物描绘，还有一些激动人心或是令人紧张的时刻，
比如发现一位艺术家长久的沉醉于一件作品。我喜爱看到 Albert Loeb
在介绍 Robert Guinan 及他描绘的在芝加哥酒吧遇到的那些人时所闪
耀的目光，Almine Rech 介绍 Araki 照片作品集时翻转画册的纤长手臂，
Sergele le Borgne 听到访客面对被 Laurent Pariente 改装的画廊所
发出惊叹的那一瞥狡黠的微笑，以及亲爱的 Catherine Putman 由于
收到 Tont Cragg 寄来的一张支持她的画展的胶质唱片时所发出的变了
调的惊呼。
Nicole：Lucien 一直就反对写一本关于他自己的书。首先，他觉得除
了你之外，没有人会感兴趣。其次，他的名声是很不错的，他也支持了
一些艺术家走上了这个职业，但他的影响还没有到国际化的程度。
Lucien：我很清楚有些收藏家，包括你，视我们为他们在油画收藏上
的长辈，最近还有人在这样说。但令人为难的是，如果你要谈你的生活，
就会不得不导致生活在你周围的人的不快，就是这个原因使我在第一次
时拒绝了你的计划。但如果不够尖刻，又没有人会对这个记录感兴趣。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试试这个游戏。
我父亲是一个公证人，对于艺术他很感兴趣，但当代艺术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存在。他吹长笛，参演室内乐，每天在去他的桥牌圈聚会之
前，他都会先去一趟拍卖公司，他买了无数据说是 19 世纪的家俱和
画。那些复古式样的家具十分昂贵。很多些来自 GEORGES PETIT
画廊（1846-1933，那时最重要的画廊之一，以展印象派艺术家的作
品 居 多） 的 时 髦 的 艺 术 家 作 品：Roybet， Monticelli，Henner，
Trouillebert，都是一些与 Corot（柯罗）同期的艺术家，也有一些画
可能是仿库尔贝和柯罗的赝品，最后我都卖了！ 1937 年的时候，我父
亲让我去 ORANGERIE( 橘园 ) 美术馆看莫奈，罗丹的展览，我记得那
时我对自己说：“这种艺术比我在家里看到的要令人愉快的多。”这可
以说是一次真正的启蒙。这次画展我仔细的浏览了一遍。
Nicole：Lucien 的家庭让我想起了 Gard 省的 Thibault de Martin 一家，
1914 年一战前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Lucien 的父亲与我的祖父是同一
年生的。1914 年大战的时候我祖父没有搬家，因为他年纪已经太大了，
那年我父亲 21 岁，他挖了许多壕沟。后来 1940 年的时候，我的继父接
手了一所叫 Pean 的医院。我的父母对艺术都很有兴趣，但没什么钱，
他们经常买些艺术书刊和明信片。我在明信片上曾多次看到过梵高和高
更的作品，战后我去 Jeu de Paume 博物馆看了一些重要的展览，当
看到那些真实作品时，我的激动真是无以言表，包括梵高的椅子和高更
的大个子女人。战争期间，我生活在 Belle Ile( 法国西北的一个大西洋
小岛 )，就读于公社的学校。当时我手上一共有三本书：一本关于伦勃
朗，一本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一本关于丢勒的。由于环境的封闭，我
只能神游于这些书中，同时画着画。之后不久，有一天我推开了一个叫
Orvieto 的教堂大门，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幅曾临摹过 20 多遍的画作旁，
我心中激荡忐忑，几乎快要昏了过去。对从未见到过的那些画我心中始
终怀抱梦想。我记得小时候曾从期刊上剪下 Brague 的作品《曼陀林》
贴在我的房子里，那感觉棒极了。
Lucien： 我 们 是 在 战 后 的 SAINT-GERMAIN-DES-PRES（ 巴 黎 6 区
拉丁区）碰到的。当时，绘画对我们来说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
是 剧 院 演 出。 我 们 的 相 识 得 益 于 Theophiliens( 有 神 博 爱 教， 强 调
和注重上帝的爱的天主教派 ) 的小组活动。一位索邦大学研究中世纪
的 老 师 Gustave Cohen（ 著 有《MYSTERE DE LA PASSION DES
THEOPHILIENS---THEOPHILIENS 的神秘激情》）在战前就发起建
立了一些中世纪剧院的演出小组，这些小组中有很多学术界和演艺界的
名人，当时我们在同一小组里。Nicole 当时在索邦大学读一个文学学士
的文凭，而我那时正在追这个教会的姑娘。对我来讲，在这里的经历是
一个视野拓展的绝佳机会，在这里有别处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人。我总
是对自己说：“还有人这样活着，真的存在！”我从一个封闭的地方
走了出来。我父亲在我出生时已经 50 岁了，比我母亲大了十八岁，那
时我母亲正与她的两个孩子守着寡。我们后来居住在一块位于空地上

的一所巨大的房子里，（Lucien 后来又介绍了一些细节，这所房子位
于 GEGERAL-FOY 路 43 号，曾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宅子：宅子的最里
面是厨房和孩子们的房子，主人住在临街的一间，卧室和客厅从来不许
孩子们进去。他们一共有 3 个仆人，一个女管家，一个佣人，一个厨
师。在 Lucien 和他弟弟小的时候还有一个家庭女教师。后来，女管家
代替了家庭教师的职务。大约在 1951 到 1952 年间，有一次他父母在
Lucien 放三个月春假的时候带他们的两个哥哥去 Chateaudun 度假 ,
女管家兼家庭教师在家带他们俩，结果 Lucien 的弟弟发生了事故，死
于摩托车下。两个小孩性格很不一样，也很少相互理会。）巴黎对于
我 来 说 基 本 就 是 PORTE DAUPHINE，HENRI-MARTIN 大 街 , 与 LE
TROCADERO 之间的这块土地（巴黎市区的西北角），至于巴黎市区
的东边，HAVRE-CAUMARTIN（地区名）, 我觉得已是郊区了。这样
一来，SAINT-GERMAIN-DES-PRES（巴黎 6 区拉丁区）对我来说可
以算得上颇有些异国情调。我和我的朋友们从 VICTOR-HUGO 广场穿
过，穿着很特别的套装去那些允许便装入内的限制级舞会跳舞。
Nicole：你的状况不是这样的，你那时没有合身的套装去限制级舞会。
Lucien（假装生气）：那又怎样？结果怎样？最后怎样？战后我又去
美国额外买了一套西服，专门为参加拉丁区 Theophiliens 剧院的限制
级舞会准备的。闲暇的时间，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就要穿着我那方格
子西装，仿佛刚从时装杂志里走出来一样。
Nicole：而我只有一个没靠背的长座椅在十二区的我父母家，那个我半
夜两点回去过夜和吃饭的地方。在 1947 年的 SAINT-GERMAIN-DESPRES，在那里可以找到所有对生活有所期待和充满欲望的年轻人。我
们不会走出这个街区：SEINE 路，DAUPHINE 路，ST-BENOIT 路，
及 SAINT-GERMAIN-DES-PRES 广 场 周 围 一 直 到 ST-SULPICE。
有没有穿奇装异服不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二十岁生日的时
候， 我 们 因 为 参 演《AUCASSIN ET NicoleTTE》 舞 台 剧 而 获 得 了
Theophiliens 大奖的年轻配角奖。
Lucien：走出战争之后，所有人都加入到兴高采烈的庆祝中，一切社
会隔阂都被抹去。通过战后 50 年的和平重建，一切又回到了战前的那
种状态。Guillaume， 我的大儿子，又像我们从前那样，从来不迈出
巴黎十六区一步。
Nicole：与别样的人相遇还曾是一件最美的礼物，尤其是与自己不同生
活轨迹的人相遇，是一件奇妙的事。SAINT-GERMAIN-DES-PRES，
使纵情享乐成为一个生活惯例。
Lucien：现在所说的纵情享乐是指吸食毒品，注射海洛因。这和我们
那时是截然不同的。那是一种自由的灵魂，远远的抛开父母的束缚。从
1946 年到 1951 年间，我们还在巴黎的小圈子里，从 1951 年开始，我
们四处旅游，我们第一次办的签证是去瑞士看 Paul Klee 的展览。
Nicole：一天下午，我们去 Royaumont 修道院演出《THEOPHILE 的
神迹》，我们在那儿待了十年。我们在 Royaumont 排练了 Rene de
Obaldia 写的的《刽子手》的第一幕，我还记得 Obaldia 把整个剧目
写在了以贝当元帅为抬头的公文纸上，因为他还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
有一位叫 Isabelle 的啤酒厂商的继承人还曾经支持过他的创作。
Lucien：我们常于周末去 Royaumont，并在那里找到许多画家，音
乐人，作家，著名艺术家 Dmitrienko，Rezvani 等等。我还和 Andre
Chastel 一起打过网球。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我们最初的收藏家朋
友——Raoul 和 Maurice Tubiana，一个是手部外科手术医生，一个
是癌症类手术医生。Tubiana 在 GardeARDE-FREINET 买了一栋房
子，邻居就是 Rezvani，这帮人后来仿佛成为了我们的第二个家庭成
员。我是在卢浮学院开始的当代艺术启蒙，在我拿到一个法学学士之
后，我开始了 Bernard Dorival 的课程，他当时就已开始提及 Klee 和
Kandinsky。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拜访收藏家的记忆是在（CHAUSSEE

DE）LA MUETTE 路， 当时我作为一个财产核算员的实习生为他进行
藏品登记（我原本准备干这行，但我父亲说这行太辛苦）。那是一个工
作室，在一堆书籍的中央，是一幅 1940 至 1945 年间艺术家 Btaque 后
立体主义的静物，我觉得棒极了。我觉得一幅画或一件雕塑与屋里其他
家俱相比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东西。就像在我父母家里的艺术品一样，那
会是一件令我产生激情，令我不断的想去看的东西，我想我父亲在买这
些东西的时候感受到了真实的激情存在。
Nicole：我是在 1950 年的时候开始注意到 Kandinsky 的，我们很孤
陋寡闻。我这儿有本卢浮学院 Marcel Aubert 老师写的艺术史。一共
有一百页在描写罗马风格，同样的篇幅也给了哥特风格，但当代艺术只
有三页，作者描写达利就像是描写一个普通的意大利画家。这就是当时
我们可以用来补习当代艺术空白的资料。
Lucien：我们是相信所有潮流都在法国发生的一代：我们相信印象派
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我们认为野兽派是法国人在搞，尽管德国人和法国
人在这个流派上同样重要。之后，还有立体主义，历险……Dorival，
他那些雄壮的战马（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在 1950 年时曾经构成了法
国的国家艺术形象，那是一些具有典型法国缺点的目光短浅的沙文主
义者，像 Manessier，Esteve，NicolasS de Stael。 相反，那些德国
或美国的文化现象根本不描述。我那时 25 岁，当时我谈到过一位美国
艺术家，所有人爆发出嘲笑。人们不认为“艺术家”和“美国人”可
以放在一起。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组展的第一个美国艺术展上，策展人
Dorival 以及现代艺术博物馆总策划 Cassou 都希望大众能更开放，但
没人响应，Nicole 和我基本上是仅有的爱好者。
Nicole：我第一次看到 NicolasI de Stael 的素描是在 Jacques Dubourg 的画廊（HAUSSMANN 大街 126 号），我因为那幅素描停了下来。
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我们又为什么决定要推开画廊的门？
Lucien：那时走进画廊真是件恐怖的事，大玻璃窗前有压人的帷幕帘，
银行账号里还要有足够的钱才敢推开 Dubourg 画廊的门！我曾去过
Colette Allendy 的家（ASSOMPTION 街 67 号，也是他家的一部分。
主要展出激情、抽象风格的画，也是出售高价作品的画廊。）
Nicole：绘画作品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在我们结婚之前，我
曾去参观过我们那个时期的几乎所有展览。法国思想者之家，Fernand
Leger 基金会等等，我应该感谢 Lucien，他知道可以参观的艺术家工
作室。我那时并不认识年轻艺术家，也不知道可以直接参观他们的工作
室。
Lucien：我是在出来独立生活之后，开始频繁出入这些工作室的。
在那之前，我曾为一个画廊工作。我曾追过一个她父母认为我很寒酸
的女孩，这个女孩的教父是一位 Drouant 拍卖行的画商，他让我在
FAUBOURG SAINT HONERE 路 52 号的他的画廊做实习。那是 1945
年的时候，我因此成为了 Drouant 拍卖行合伙人 Emmanuel David 很
好的朋友，他曾创办年轻绘画大奖。DROUANT-DAVID，曾是个十分
有活力的画廊。在这里，我遇到了 Bernard Buffet，这真是太棒了。
Bernard Buffet 在 1946 年时曾是所有巴黎收藏家首选的画商。令人悲
伤的是，这些画作就在不久之前，还与这个集中营的年代格格不入。
David 的儿子服兵役回来之后，David 把原先这个画廊给了他，并在
MESSINE 大街重新开了一家 ARIEL，并且他叫我做了法人，这是为
了给我一份工作，同时也为了安置一位资助画廊的银行家 P.（原文这
里简写）的情人。那位小情人对艺术一窍不通，但“小 Durand( 银行
家昵称 )”很好使。我必须说我在 DROUANT-DAVID 实习的时候犯了
一个错误。我那时分别在早上的 11 点，下午 3 点进画廊（法国画廊的
工作时间一般从 11 点开始，中间大约下午 2 点休息，晚上一般会 7 点
到 8 点关门），但还卖掉了一幅 Vuillard 和一幅雷诺阿的大幅作品给
Pierre Schlumberger 夫人。他们都认为不能放我走。

Nicole：Vuillard 的画在那时基本上是卖不掉的，所有人都觉得这幅画
很讨厌。
Lucien：Pierre Schlumberger 夫 人 和 她 的 婆 婆 ConradSchlumberger 夫人来这里拿画，乘坐着带有在战前制作时间标牌的劳斯莱斯，
还有司机和仆人跟着。运画时，两位夫人坐在前面，我和那幅画一起
坐在后面的主座。他们的私人旅馆在 CASES 路，奢华至极，到处挂
满绘画作品。再见到 Vuillard 的作品就是 40 年之后了，那是在 Pierre
Schlumberger 的第二任妻子的位于 FEROU 路的私人旅馆里，由一位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朋友带领着去参观的时候。
Lucien：我酷爱卖画，Nicole 为此常找我的麻烦，她希望什么也不要卖。
我喜欢说服那些我觉得有兴趣的顾客，但这之外，我就是喜欢为卖画而
卖画。David 也喜欢这种感觉，我们曾搞过一次比赛，我不知道还有没
有人卖的画和我一样多，大概 Yvon Lambert 算一个吧。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体育运动。在 ARIEL 的时候，我还曾卖了一幅画给 Nicole，那
时我们还不是很熟。那是一个摄影师的儿子的画，Dani Lartigue，他
曾画了两幅毕加索风格的小画。在毕加索的现代美术馆举办了大型画展
之后，所有人都画这种风格。我卖了一幅给 Nicole，自己留了一幅。
但后来，我十分后悔没有两个都留下，于是为了讨回那幅画我就娶了
Nicole。
Nicole：我们一直把这两幅画放在乡下的住处。
Lucien：在 ARIEL 画廊，我是法人代表，同时也是银行家 P. 的情人——
迷人的 Michele 的合伙人，我们实在是不太一样，有时我在白天谈好
的交易，到晚上又被她取消。在 ARIEL 与在 DROUANT-DAVID 一样，
我曾卖掉过 Utrillo， Derain， Vlaminck，Monet，Odilon Redon，
Dunoyer de Segonzac 的作品，还包括一些从 Aime Maeght“炫目
的手”年展里变节过来的许多年轻抽象画家的作品。我还做过从希腊
来的 Byzantios 的首展。在 DROUANT-DAVID 的光辉时刻又在这里
重现了。我曾希望展现那个时代的年轻艺术家 Stael，Manessier，
Esteve，他们当时都已有四十多岁，而我还不足三十岁。我买过两幅
Nicolas de Stael 的画，一幅 50 法郎，另一幅 150 法郎，Stael 几乎
没卖出去过，他女人就是饿死的。Vlaminck 卖的很贵，但 Soutine 的
就卖的不好，300 法郎就可以买一幅。
Nicole 和 Lucien 给 我 拿 出 了 一 堆 照 片： 照 片 里，Lucien 的 父 亲 身
材高大，外面是一件猎装，里面穿着绒套衫和白长裤，显得很优雅；
Lucien 母亲的照片是在 1930 年拍的，照片里她带着合体的宽边女帽，
是个高挑的美女；Lucien 小时候全身都是金黄色的，他穿着海军套头
衫，摆着一个孔雀舞的姿势；Lucien 和他儿时的兄弟一起的照片由
Paul Facchetti 拍摄；Lucien 穿着舞会盛装，像一个巴勒斯坦的小男
人；还有 Lucien 在 JEAN MARAIS 执导的《永恒回转》中担任男主
角的照片，他说“我在剧中要打毛衣，我不得不向我乡下的堂姐妹学习
方法！”；以及年轻的 Lucien 在 ARIEL 画廊的情景：画都装了外框，
雕塑也落在基座上，落地玻璃前落着幕布，窗前站着为开幕酒会而来的
访客们，他们个个衣着得体；到最后是 Nicole 给 Lucien 画的漫画：“小
伙子很年轻！”

未完待续，详见译者八里路博客，链接：http://blog.artintern.net/blogs/
articles/bal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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