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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取保候审回家
新华社 6 月 22 日发表英文电讯稿说，遭到监禁的中国著名异见艺术家
艾未未已经获得假释。
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的话说，艾未未获得假释是因为“认罪态度良
好和身患慢性疾病”，北京警方说，“艾未未多次表示愿意支付他所逃
掉的税款。”
艾未未在回家时对等候他的记者们表示感谢，但是他说，根据假释条件，
他不能再多说。
艾未未以大胆直言和往往引起争议的艺术作品而受到国际间的广泛关

注。今年 4 月 3 日他在北京国际机场被警方带走，引起强烈反应。
6 月 1 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授予艾未未荣誉院士称号，虽然这个机构
在颁发荣誉院士称号的声明中没有提及艾未未遭到监禁的事件。
但是，中国当局拒绝承认拘押艾未未存在着任何政治因素。中国警方表
示，艾未未所控制的一家公司严重逃税，并且有意销毁账目文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在艾未未获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荣誉院士称号之
后说，某些人不能因为受到某些人和某些机构的欣赏，就能超越法律，
不受法律的约束。

特纳奖：向伦敦说再见
作者：Charlotte Higgins（陈颖编译）
Gordon）自成一格以外，获得 1995 年特纳奖的达明安 • 赫斯特（Damien
Hirst）、获得 1997 年特纳奖的吉莉安 • 韦英（Gillian Wearing）以及
获得 1999 年特纳奖提名的翠西 • 艾敏（Tracey Emin）——当年的获
奖者是史蒂夫 • 麦奎因（Steve McQueen）——无一不表现出 YBA 的
典型特征。当然，要将特纳奖与它的包容力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个
奖项总是“关于”媒体赋予其得主的标签是如何与得主艺术实践的实际
成就吻合的。

KarlaBlack-Must
每年的特纳奖候选人都是由四个具有不同品味、眼界和背景的评委共同
评选出来的。虽然这个奖项不具有连续性，也并不意味着获奖艺术家
的终身成就，但它毕竟代表了英国艺术界的最高荣誉。然而这个荣誉
有一个限制，人们从每一年特纳奖的竞争者就可以对当年艺术的大致
状况推导出一个结论。在过去 27 年中，获得提名的艺术家的作品风格
就像是英国艺术界的晴雨表一样，指明了当时的品味和趋势走向。在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处于全盛时期的英国艺术走势很容易从特纳奖
中看出端倪来：除了获得 1996 年特纳奖的道格拉斯 • 戈登（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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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的限制性条款在心中根深蒂固，我完全没想到今年获得特纳奖
提名的艺术家会将英国艺术的中心从伦敦移走——这也是前所未有过
的。今年，有两位格拉斯哥艺术家获得了特纳奖提名——卡拉 • 布莱克
（Karla Black）与马丁 • 博伊斯（Martin Boyce）。在另外两位候选人
中，虽然希拉里 • 劳埃德（Hilary Lloyd）以伦敦为创作基地，但画家乔治 •
肖（George Shaw）却是以德文郡为创作基地。2010 年特纳奖的得主
苏珊 • 菲利普斯（Susan Philipsz）在格拉斯哥出生，在贝尔法斯特学
习然后在柏林居住。2009 年特纳奖得主也是一位格拉斯哥艺术家：理
查德 • 赖特（Richard Wright）；曾在格拉斯哥学习艺术的露西 • 斯凯
尔（Lucy Skaer）也获得了 2009 年的特纳奖提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是另一代艺术家的成功——他们正处于艺术事业的发展中期，曾在现在
看来处于鼎盛时期的格拉斯哥学习。有趣的是，今年获得提名的艺术家
没有一个是在伦敦获得学士学位的（肖和劳埃德分别在谢菲尔德和纽卡
斯尔上大学）。
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明年的特纳奖候选人也许会全部居住在海克
尼也说不定。但我宁愿这样想：地理位置上的扩展标志了英国当代艺术
的日益成熟。它不再完全集中于东伦敦一带，而是找到了在全国各地繁
荣兴盛的方式。这种情况肯定能够引起反响，也必然会影响到英国当代
艺术的未来发展。

最终让小资艺术家丢命的渊薮：
内心洞、精神洞、关怀洞、诗意洞、独特洞、创造力洞
作者：理论车间
１－讨论中，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很多的艺术家认为，管它是什么资
本主义现实和共产主义假设，管它现在的全球现实里资本主义怎么样、
共产主义又怎么样，这种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要拿出创造力，
用内心和精神来创造，制造出诗意，把艺术做好，就行了，只要大家一
起来创造，汇合集体的创造力量，情况就会变样，别的哪去管它这么多。
什么资本主义不资本主义，好不容易文革结束了，我们终于有机会来大
大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了，如果让我们艺术家的创造力全都发挥出来，
这个世界是可以变好的。
这个看法，我发现是代表着现在绝大多数的当代艺术家的立场，几乎是
他们的安全感和优越感的全部来源。我好悲哀！！
２－文革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管它什么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纠葛，我
们的现实是另外一种东西，历史早已过去了，历史也早有定论了，我们
去管它干吗，这是一个后意识形态现实，我们各各潜心去创造，就行了。
这个看法我认为完全错误，根本不值一驳，如果说出这样的话的人还敢
自称艺术家，那我也就没话好说了。
这个看法的另一面是：艺术家只要拿出创造力，就能改变现行政治，就
能拯救或改变世界。这个看法相当地冬烘，也是这些艺术家太看得起自
己了。创造力，创造力，先不说它是不是浮云，是不是五毛钱两斤，首
先是，创造力真的能够改变和改造世界？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所谓的诗人
奥登定理：在悼叶芝的诗里他写到，叶芝到我们写出的这么些伟大的诗，
好像难以改变爱尔兰的天气那样，一点都没有使奥斯维辛、卢旺达、海
地的灾难来得哪怕慢一秒；最伟大的诗性创造力，都好像没能使这个世
界少残忍和冷酷哪怕一点点。你的创造力使乐清的钱云会村长多有了一
丝正义的希望么？
就靠你身上保存一点象室内装修师、风水先生那样的创造力，就能帮你
改变你的和我们的世界？就因为你用艺术品去换出了几个钱，就真的相
信它们能改变现实和世界？呸！你们这些没有心肝的小资产阶级艺术
家可真会算计！你们自诩的这点恋物、变态因而歇斯底里的创造力，就
别来酸我的牙了！就算你有创造力，制衣车间的女工、给女王制造加冕
王冠的首饰匠，就没有了？
我看首先是，你们篡夺和冒名顶替了他们的身体劳动，想用较少的劳动，
来超越他们的天天的身体劳动，冒领到更多的奉禄和名望：创造力的意
思，对你们来讲，就是用一种诡计，不通过认真的长期的身体劳动，瞬
间可以拿出“原创”的东西，来炫耀你们的伟大，不排队，到时就临时
加塞进入艺术史或人民的历史？创造力，原创力，你们自诩、假托有古
典大师们的创造力，但你们是在像他们那样艰苦而持久地劳动吗？

芝，都认为自己有创造力（这个说法在我听来就像认为自己努力达到性
高潮来改造这个世界那样地不着边际）。成为叶芝，是他们天天去买创
造力之彩票的动力。
４－是的，你堕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艺术观里，是有你的理由和
利益的，也强求不来。内心、诗性、精神关怀、创造力等等，等等，都
是另外一些东西的虚假名头，决不光光是它们，你们身上发作的，其实
是另外一些东西。它们是你们的症状，很可怜地，也是你们的可笑的藏
身工事，这种就地躲藏的可笑诡计，我很小就遇到过，说起来我都不好
意思得意。
你可能不知道的，螃蟹是会打地洞的，虽然打不深，往往深不到一个孩
子的胳膊长度。晚上去捉时，你只要听见有快速的悉嗦声，就往你脚边
最近的那个地洞伸手去掏好了，准保抓到的不是一只，而是一串！诸位，
“内心”、“诗意”和“创造力”不就是小资艺术家们最得意的绣花藏
身洞？你一听到“创造力”，手一伸到里面，保证也能捉住他们一大串
的，他们的逃避，说来也很可怜，就这么浅的一个洞而已。但小资和小
知们还很自以为聪明的，每时每刻，甚至每一句话的旁边，都要给自己
预留着这样的藏身洞，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躲进内心洞和诗意洞或创
造力洞之中，但这些绣花藏身洞建得实在也太不怎么样，往往成了他们
送命的渊薮。
小资你看也其实是很可悲和可怜的，我们说他们，但应该同情他们。他
们都是拉康那个相信自己是一粒大米，门外就有一只大母鸡等着啄他们
的病员。我们得想办法解救他们，但千万不用创造力，我们得负责、人
道一点，不要以为小资这样对我们，我们也可以这样对他们，还是大度
一点为好。
记得有朋友与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傅雷的写内心和诗意的文笔早已一
流，但当他读到毛泽东那种风云之笔，简直是又害怕、又羞愧；他有足
够的真诚，没法觉得毛这样的关怀和诗意不好，这样写的创造力是不对
的；而且，他更有觉悟到认为：我们知识分子这样用内心和创造力去关
怀天下事，不就是想达到毛这样的气势和高度？这让傅加倍地感到了自
己的委琐。实际上，我倒是觉得，傅雷比我以上举出的小资艺术家们要
阳光得多、自省得多、知趣得多。如果事情不是有另外的发展，我认为
他是有有胆力放弃他身上的内心和创造力自诩的。
就是简单地放弃呀，并不是要吃了你。你不放弃，你的每一次言行都那
么让你出丑，让你无地自容了。你只要口中一冒出“创造力”，那种你
自诩的但学不到半像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脑筋急转弯式的创造力，我就对
你有办法了，这办法我五六岁时就学会了。

３－创造力，再加上一点关怀，让世界不急着改变，好让我们的艺术家
出着风头，不用人民的力量，不通过生产力和生关系的改变，继续用艺
术式原创和诗意来把这个世界弄好。相信这种鬼话的，除了几个自称的
艺术家，还有谁？

７－每当我拿一个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可笑的自恋、怀旧和昏乱没有办
法时，上天总会帮我：他们得意的嘴里总会冒出“内心”、“诗意”、
“精神”、“关怀”和“创造力”这样的字眼，好的，简单了，我找到
他们的洞了，我拿出捕斗就可以，一捉一个准！

我看还有那些企图想通过ＮＧＯ式的超市货架上一般丰富和原创的巧
妙途径、用西方佛教、生态关怀微博政治来拯救世界的多元文化主义
派－新自由主义式小知小资知识分子或白领。是的，他们都自认为是叶

８－什么时候你这个无耻小资艺术家嘴里克制着、不冒出“内心”、“精
神”、“诗意”、“关怀”、“美好”、“独特”、“创造力”、“原
创”这样的荦字眼，我才会认为你这个人还剩有一点点创造力。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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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嘴上老挂着创造力了，所以我也就相信你身上是一定没有一丝创造力

说的总不是他们真的想说的。

９－逻辑：原创出一个图像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不是在原创图像！注意
用词！但小资阶级的一大特征就是不管逻辑，也不管语法，就心不在焉，

所以，艺术家的创造力，这个说法听上去好浮云，好像这个鸡国的综合
国力，薄希来的红力（红色ＧＤＰ）， 余秋雨的被感动力！

网友讨论：

实也并非像陆老师说得那么自恋，艺术家私下探讨也重来不去捣鼓什么
“创造力”的。仅是艺术家各自的政治观需要自身来解决，现在这个困
惑期谁也帮不了艺术家的忙，这是艺术家自己必须认真面对的事情。陆
老师是重口味的，但大家全都重口味了，这又是陆老师做不到的。在陆
老师的未来与今天艺术家的现状之间，需要一个过渡阶段，现在连僵持
都没有，这说明陆老师对大家的刺激还过于一厢情愿了。那天陆老师动
一些小手段，真把艺术家阶级化了，我觉得僵持也就激活了，也就可以
真正启动所谓的“后 89”新艺术史了～～～

[ 板凳 :2 楼 ] guest 2011-6-23 14:11:21
@ 舟舟啊：不论在什么制度下，艺术家永远是提问者，质疑应是当代
艺术家的一个基本的姿态，而诗意，是质疑的一部分，现实不存在的那
部分。无论怎样，艺术家的质疑是帮助民众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的方法
之一，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因为质疑本身不需要答案。
[5 楼 ] guest 2011-6-23 14:19:05
今天艺术家有没有任务 ?
[9 楼 ] guest 2011-6-23 23:08:28
有多少艺术家能够在内心洞、精神洞、关怀洞、诗意洞、独特洞、创造
力洞这些洞之外相对清醒的不满足呢 ?
[10 楼 ] guest 2011-6-23 23:10:01
所有看过这个文章的艺术家都认为自己很清醒 , 就算有这些问题 , 也是
隔壁工作室的那个艺术家
[13 楼 ] guest 2011-6-24 1:41:05
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楼主的这种分裂的声音，他的质疑和批判恰恰是我赞
同的一面。把那句很讥讽的玩笑中的话拉出来，转向他自己的时候，他
该怎么解释呢？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更有说服力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质
疑，在他反对别人的把戏不行时候自己又有什么样的建构？把别人都比
做螃蟹把自己比作抓螃蟹的人，比方打的的确很生动，但这个比方本身
就是一种投机取巧，只不过也是一种话语技巧，一个小小的魔术而已。
任何一种给艺术作出简单定义的想法本身都是愚痴的，人们往往只不过
是强调在他自己的理解当中相对重要的一个侧面而已，只抓住别人话语
中的几个词来抨击他，首先是把被抨击者的想法简单化了，再去攻打一
个被简化了的对手，这样很容易击倒对方，击倒“一串”也不是问题，
何况那些微博评论都字数很少，这样短的语言本身不可能做的多么完
备。
[14 楼 ] guest 2011-6-24 1:58:11
如何简单，如何复杂，就好象看一件作品。楼上的同学既然能认同楼主
的批评，难道你现在还会寄希望一件作品就能拯救堕落的当代艺术？
再复杂的病也的一颗药一颗药的吃。更何况这篇文章很有可能对于它的
批评对象来讲，根本没什么反应的。既然如此武断，如此简单都不一定
有一丁点作用，那么你说复杂的，客观的，完整的方式就能解决这个问
题？你把它的作用想的大了。
是药三分毒。吃药前要自己先掂量掂量。
由此，你的那个担心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或者是太完美？
[15 楼 ] guest 2011-6-24 2:14:40
首先，我没有说一件作品就能拯救堕落的当代艺术这样的话，也没有说
我们要把问题一下子都解决掉，如果一个问题是那么轻易解决掉的话，
早就解决掉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理论批
判不是给谁谁谁吃的药，而是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消除我
们固见的同时，给我们带来前瞻性的思考才是它有价值的地方。
[18 楼 ] guest 2011-6-24 12:10:14
陆老师的话总体上没错，仅是各自站位上的不同，各说各的，又都端得
严肃，其实许多话题是能够展开的，比如“创造力”的问题，艺术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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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楼 ] guest 2011-6-24 16:28:47
时下当代艺术堕落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艺术从业者们对自己在干什么
认识的不够清楚，大多情况是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去行动，一伙
人盲目的投向资本主义荡妇的怀抱，在与这个婊子群交的时刻，他们猥
琐而又疲倦。
当下是必须要与小资情调做清算的时候了，那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呢？礼貌的跟她说再见？跟她再辩解一番？调侃一通？还是要粗暴的
对付她？揍她？在所有这些里面我们必须选择一种，有没有更好的方
式？这或许是艺术家们下一步应该考虑的问题。
[20 楼 ] guest 2011-6-24 18:12:04
老陆的激进是很可爱也很宝贵的。
我宁可理解为，他是有意的误解，夸大又简单化某些艺术家的某些倾向
来有利于让他攻击，不然很难挑起争论。他的潜台词是：我知道你们会
觉得被我骂得不在点上，你既然觉得冤，那你总要为自己伸冤了吧？那
么来吧！
老陆最近几天挖到了一个宝，就是安迪沃霍，可是对于在这个行当里摸
爬滚打了也不少年了的大部分＂所谓艺术家们＂，感觉上有些不太好接
受，有点像是隔夜的冷饭菜怎么又端上来了？虽然老陆反复强调他新发
现的这道冷饭菜实际上很有政治营养（似乎听上去也确实很有道理）。
但是老陆是哲学家，他认定的东西总有办法说出道理来的，何况沃霍这
道菜也确实挺牛逼了。但是老陆自己却是不负责炒菜也不负责吃的。那
是艺术家的任务，有些艺术家就忍不住了：隔夜的冷饭菜总归还是冷饭
菜嘛！这怎么做怎么吃嘛？之前是杜尚，现在是沃霍，接下去老陆又会
发现哪道隔夜冷菜？波伊斯吗？看来艺术家太认真太实用了，老陆端上
来的东西不是你拿来就可以用的，反而是来刺激大家的，哪怕是反胃也
是刺激的。
其实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家是自己买菜做饭又给自己吃的厨师。吃完了
消化消化，偶尔能拉出几泡作品来。有些艺术家说他消化完拉出来的可
以算是原创吧！这话说得确实露怯了，被哲学家抓住把柄了，因为有一
点是肯定的：不管你拉什么，哲学家拿回去一分析就能知道你今天吃了
什么了，甚至可以分析出你在哪个菜场买的菜呢！
[27 楼 ] guest 2011-6-25 1:22:28
杜尚老不老，安迪沃霍尔老不老，这基本上没关系。油画画画了这么多
年不一样可以很当代啊。
等老陆提供一个新口味那是艺术家自己在推卸责任。
坚信大家都在各自的“鸭梨”下思考寻找，艺术家干自己的是。
对自己思考和行动力的自信就像我们对杜尚，对安迪沃霍尔的理解一样
肯定和自信。
怎么检验我们的这些自信是如此的肯定。我站在陆老师这方，我认为他
给我们这些自信提供一个检验的实验室。

威尼斯双年展特辑

第 54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奖项揭晓
陈颖编译
经第 54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评审委员会哈桑 • 汗 Hassan Khan
（双年展主席，埃及），Carol 卢迎华（中国），莱蒂齐亚 • 拉嘎利亚
Letizia Ragaglia（意大利），克里斯蒂娜 • 马切尔 Christine Macel（法国）
和约翰 • 沃特尔 John Waters （美国）一致同意，决定授予的奖项如下：

动，其设想可以联想到电灯与电话发明的尝试，其形式使人耳目一新。

特别提名：立陶宛馆，艺术家 Darius Mikys 的展览 Behind the White
Curtain （白布条帘的背后）

金狮最佳国家馆奖：德国馆
装置艺术：
艺术家 Christoph Schlingensief 采用了百科全书式的手法，将展厅布局
成一个哥特式教堂的内景，其中彩色玻璃窗，局部的灯光以及投影机中
展现的宗教器物，历史中的事件，人物，都强烈地表现出宗教，历史，
政治在不同时代通过不同视觉艺术媒介的展现形式。策展人 : Susanne
Gaensheimer 以此也受到表扬。

在圣帕斯夸雷教堂的内部，设立了一个圆拱形甬道，其材料是用白色的
长布条拉成的，也犹如镂空的帘罩，人们从内部通过时，那座中世纪教
堂建筑在视觉上组成由线条描绘的优雅画面。

金狮最佳主题展奖：艺术家 Christian Marclay，作品名：“The Clock,
2010（ 时钟，2010 ）”
特别提名：瑞典艺术家 Klara Lidén 克拉拉 • 立顿（1979 年出生）
Video 视屏 – 摄像记录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或个人在不同场合发生
的不同事件，显示出生活的重点的相对性与时间的绝对性，时钟是绝对
的杰作。

她尝试着使用摄像机记录性地表现在私人场所与公共场所中的行为逻
辑。

最具潜力艺术新人银狮奖：Haroon Mirza（英国 , 1977 出生 ）
建筑分割与装置 , 其设计的场景是把空间做了锐角的分割，不同单元空
间中块状的锐角海绵构成凹凸相间的壁面肌理，地面分别放置着：音乐
播放器 - 视频的，音响的，前者的电流强弱通过线路（由于震动而产生
亮光）到达音箱上，从那里发出的节拍声使得音箱上的金属片，钱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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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届威尼斯双年展陪审团阵容
翻译：鲍静
杂志联合创办人和编辑。 将于今年 9 月在深圳 OCAT 和艺术家刘鼎共
同策划《小运动 : 当代艺术的自我实践》。她还在近期被任命为 2012
年光州双年展的五位女性联合策展人之一。
莱蒂奇娅 • 拉加利亚 Letizia Ragaglia (1969- )
居住和工作于意大利博尔扎诺 . 她毕业于博尔扎诺大学的哲学释义学，
先后在佛罗伦萨和博尔扎诺等大学、卢浮宫学院和巴黎索邦大学（巴黎
第四大学）从事当代艺术和博物馆学研究。 2002 年起担任博尔扎诺当
代美术馆独立策展人。2008 年开始担任新博物馆 (Museion) 总监。

哈山尔罕 (Hassan Khan)、卢迎华 (Carol Yinghua Lu)、莱蒂奇娅 • 拉
加利亚 (Letizia Ragaglia)、克里斯汀 • 马萨尔 (Christine Macel) 和约翰 •
沃特斯 (John Waters) 五人组成的评委团由总策展人比奇 • 库莱格（Bice
Curiger）提名，主席保罗 • 巴拉塔（Paolo Baratta）由威尼斯双年展
委员会任命。
评委会主席：哈山尔罕 Hassan Khan (1975-)
居住和工作于埃及开罗。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被誉为实验音乐和实
验录像先锋，他擅长在创作中运用不同的媒介，如摄影、装置、建筑、
声音、动画、电影或录像等，从事出版、表演、讲座、现场和雕塑。
作为音乐家 Khan 经常为剧院创作曲目并在全世界演出，最新创作为
tabla dubb.
卢迎华 Carol Yinghua Lu (1977- )
居住和工作于中国北京 . Frieze 杂志特约撰稿人 , 《当代艺术与投资》

克里斯汀 • 马萨尔 Christine Macel
巴黎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总策展人，在蓬皮杜中心策划过多个展览。她
目前正在筹划一个关于 20 世纪至 21 世纪舞蹈和视觉艺术的现当代艺
术展“舞动生活”( Dance your life, 和 Emma Lavigne 共同策划 ), 展
览将于今年 11 月开幕，另外一个由她策划的关于 Anri Sala 的展览 (2012
年 5 月 ) 也在准备之中。她曾在 2001 年为 Eric Duyckaerts 在威尼斯
双年展比利时国家馆的展览担任策展人，并联合策展了展览“扎根柏
林”(Based in Berlin), 其著作频现于艺术书籍和杂志。
约翰 • 沃特斯 John Waters
导 演 了 Pink Flamingos, Polyester, Hairspray, Cry Baby, Serial Mom
and A Dirty Shame 在内的 16 部电影，并在全世界众多画廊举办过摄
影展。他的新书《模范角色》( Role Model，2010) 被纽约时报、洛杉
矶时报、旧金山纪事报、波士顿环球报等评选为最受欢迎畅销书之一。
沃特斯现任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AMPAS) 成员以及维克纳国际艺
术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

我是网上贴字艺术家，我才是当代艺术主流
作者：理论车间
1- 做艺术品，和做理论，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使艺术品
和理论成为那文本，成为作品；必须使投机的艺术品和空洞的理论都先
成为作品，因为，做艺术和做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去写
作，去有力地写作；不是理论家去解释艺术家的制品，而是：艺术家和
理论家分别杀出来，冲上这个叫做“写作”的拳击台，才正式开始较量。
他们在写作中遭遇；他们角斗于写作之中。当代艺术的最终目标，是写
作；所有的当代艺术实践，都导向各种写作。你想成为我们的艺术家，
要我们来当你的观众，你拿出你的写作来！“我们不是在你身上发现了
艺术，而是在你身上发现了写作（巴尔特，V，435）”。革命，或先锋，
或做当代艺术，就是反复实践着各种各样的写作，去攻打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或这个全球景观消费集中营。
往往，不是你不够艺术，不够理论，而是你的写作太软蛋。你是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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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艺术家，你的手工制作的艺术品是否带着你的体温，谁在乎了？我
们并不跟你计较这个；“当代艺术”不是由你的手工制品、特别手艺或
密制的私房原创术构成。不，我们现在说的“当代艺术”与你们拿到巴
塞尔和威尼斯去艺卖的艺术品，毫无关系！你们说的当代艺术，那是你
们的小金库，你们的三宫六院，你们的足协，你们的发改委。我们说的
“当代艺术”是那个与公共政治现场重合的艺术公共领域，是早已成了
艺术家的人人来讨论他们自己的艺术实践的地方。我们说的当代艺术是
人人可以来伸张其当代艺术主张的地方，是人人都在其中天天展览自己
的作品的地方，它有时叫 facebook，有时就简单叫做“网上”。
2-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了两个场地。一些人往威尼斯去找艺术去了，
一些人到香港和巴塞尔的艺博会上卖艺术去了。他们以为艺术是高级定
制的时装和特供摇滚歌星的毒品。在另外一个场地上，人人都通过偷菜

和玩微博，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肉身当作现成品，天天在网上展出自己
的日常生活里的一切 ---- 注意了，不是一年几次，而是天天都有新作展
出了！

4- 要威尼斯和巴塞尔那帮文化官僚和艺术商人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搞
艺术？呸！
让我用来类比去讲出这个道理。

现在的情形是这样了：明明我们的脚下就是金矿了，那些轻浮的阿毛非
要花着很贵的机票和食宿的钱，跑到威尼斯和巴塞尔去用高级的遥感技
术另找金矿，找不到还怪别人；明明是从当下和脚下就可以开始搞当代
艺术了，他们非要寻死觅活，上天入古地要去找那些莫须有的当代艺术
套路，来搞。我们拿这些阿三怎么办呢？
如今，高级、先锋、学术、官僚式艺术家都是怎么玩完的？让我说得形
象一点。黄梅天闷热，平时很骄傲、玩神秘的湖底下的鱼，也都跑到上
面来吸气了，这没什么，实际上也是必须的了。那些不肯浮上来，不肯
与别人一起到“网上”（不光是指互联网上，也是指那个公共艺术 - 政
治场）来吸气的艺术家，最后都是自己憋死的。本来很简单，也很开心
的事儿，这帮子二逼艺术家非要玩精英和学术，非要撞进这样的下场，
才罢休。
3- 形势大变了。中国的“当代艺术”是没有被启蒙和解放，如今也早
火热着了，人人都在玩着，玩得好好的了，也没觉得有啥了不起就玩大
了。但偏有一帮子自己感觉是守护当代艺术密宗的人，要到威尼斯和巴
塞尔去跳大神，自己不去认真搞他自己的那一份当代艺术，却要像花蝴
蝶那样，到处沾花惹草，兴风作浪，自己拎不清，还不时兜出来一点让
江湖笔掉大牙的艺术和理论的洋相，还不知道自己的短裤松了牛筋，早
被孩子们拉了下来，已经在网上的众目睽睽下裸奔着了。这样下去，这
个自以为很学院很精英的当代艺术帮，恐怕不久就会吱溜地被冲进抽水
马桶。
现实是：我们人人搞着当代艺术了，那么多先锋突击队员和三八红旗手
涌现了出来，难道还得仰仗职业艺术家或艺术品掮客到威尼斯和巴塞尔
去替我们 YY 怎么来搞当代艺术才算正宗？兄弟，你不要光忙着说话，
不去干你自己那一份！就你还在偷懒，还在翻嘴皮子！

高级定制时装怎么才是好，难道是富豪太太女儿情妇知道了该怎么缝
制，告诉了制衣车间的女工，才弄出这么好的东西来的？还是倒过来，
只有在熟练女车工的身体劳动里，才能建立起奢侈品里稀有的那种“做
工”？
同理，需要威尼斯来告诉我们这个早已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社会里的某几
个专为富豪做收藏艺术品的艺术工匠怎么来做才是时尚和值钱？还是
这些可怜的工匠的长期的身体劳动，积累出一些可成为恋物对象被膜拜
的纹路、汗迹、手印，最终才像野生动物的皮毛那样，被这些贪婪的国
家金融蛀虫们拿去压箱底，当邮票来投机？
将服装出口到欧洲，我们是去贩卖一个每月领到二千块工资的脸上红扑
扑的制衣女车工的身体劳动。当我们试图将职业艺术家的艺术品卖到欧
洲，性质相当于人蛇为了高额利润，而将艺术家的身体（劳动）放进集
装箱，贩运到了欧洲？最终是不是有点像：在宁波外贸加工区做好 LV 包，
出口到法国，被贴上标签，引诱大陆富翁到巴黎去掏钱包？
5- 是啊，如今 LV 都在问我们大陆富豪了：你还能告诉我你另外还想要
什么么？我僦替你做，替你在中国，由中国的肉体和手工来做。中国的
这个某些人手里的出口转内销的当代艺术，不就是这样一家被人卡着脖
子的外向型加工企业？其全部业务，就是如何去讨得订单？
6- 好在天变了。真的是人人都不自觉地都在玩当代艺术了。不是那
些夹着几张旧邮票到巴塞尔去卖的人，而是我这样的无数个天天以
facebook 模式来展示自己的日常，天天码几个字贴到网上的人，才是“当
代艺术”的主流了。

威尼斯双年展微博辣点评
@ 长征卢杰：评国家馆其实是很容易的，奥地利太聪明，德国太野心，
美国馆最兼顾到一切。评游艇也很容易，老尤的红龙号比阿布的 luna
号好多了，pacific 号也同样恶俗。评趴体，弗里兹最酷。威尼斯双年
展是过去的事了，你体力还有木有，有木有？有时装界人叹息，你们行
业完全是体力活啊！
@ 长征卢杰：我决定所有的约会都定在陆蓉之的威尼斯群展门口。它
和中国国家馆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尴尬局面的真实教材。
@ 艺术工作者梁克刚：经慎重考虑，为中国文化输出贡献微薄之力，
我决定为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创作一件作品：公开征集 100 名中国人
的“屁”于双年展期间带到中国馆现场释放，我认为国人之“屁”更能
准确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饮食结构、精神状态、幸福指数，远比酒、
茶、中药更能代表中国国情。
@hxw9288：当代艺术其实更是艺术政治的产物————如此多国家迷
失在了取悦艺术界政治的欲望中，他们在选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
家及策展人时难免有失中肯。任命维托里奥为此次双年展意大利馆的策

展人，总算是给了我们一个探究他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艺术的机会。
@ 陈劭雄：这次看了国际大展的反思是：中国当代艺术圈对年轻艺术
家的拔苗助长，而中年艺术家又未老先衰。这两种情况使艺术家的创作
失去成长，深入的空间。The Clock 作者是 55 年出生，但看起来仍然
活跃，没有中国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那些自满和功成名就的幻觉。其实，
大家都还刚刚开始。
@ 阿特姐姐：有时候想假如这届双年展没有 @ 宋冬 ，或者“鸟头”地
球人是不是就相信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无奈格局；但宋冬这件有与 07 年
卡塞尔文献展某某人作品之相通处吗？不过那件作品终于在风中倒下，
而这件倒不了，它生存在室内。
@ 阿特姐姐：中国馆在经过工装家装设计师所作的颇具中国山水意味
的通道后才能看到两位参展艺术家 @- 梁远苇 - @ 杨茂源 的作品，我
奇怪策展人怎么非得为这两件作品搞这些多室内外高档装修呢？杨老
师的作品明显在说我不属于这里，求你们带我走；而梁同学的作品显著
地暗示着她的纠结与对束缚的女性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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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姐姐：致陆奶奶：终于有机会一睹您的「未来通行证」，您以
前一直不停地讲，策展人的称呼是您创意于宝岛台湾，希望此生不要有
辱这个头衔，我高兴地看到您终极地实现了这个使命，您果敢而无私地
让地球人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尴尬，让展场成为拍卖行日场作品的预
展。最后，祝您退休生活愉快。
@ 行云西流水：这个结果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悬念，欧洲毕竟不是一个
可以轻易爆冷门的地方。靠一个有关嗅觉的主题和一帮临时拼凑的人马
带着很即兴的命题作文，和 Christoph Schlingensief 的作品如何较量，
尽管策展人也曾信誓旦旦，可威尼斯双年展毕竟不是北京双年展，这里
没有美协。
@ 天辰 _ 愛執信：获得今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之“最佳国家馆”的
德国馆，以“恐怖教堂”为主题。场馆负责人，同时也积极投身政治
运动的艺术家 Christoph Schlingensief 用最猛烈的方式抨击了德国的
现状。甚至连德国馆大门上的 Germania（德国）都被用黑漆涂改成
Egomania（自大狂），艺术家对此的解读是：一个绝望的孤岛。
@ 凛冬冥：威尼斯双年展 坦克车变跑步机——把真实的坦克车改装成
健身用的跑步机，这样的奇想是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推出的作品之
一。当跑者卖力跑步，带动了坦克轮轴发出巨大声响，现场不少观众看
了为之一笑。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共有八十九个国家设立国家馆，多数集
中在绿园城堡区里，参观人潮不断。
@ 李蝴蝶：迄今还没看到能震撼我的威尼斯双年展作品。双年展缺乏
了想象力。

讽的反讽。这次没有得到金狮奖很遗憾，错过一次很好的机会，以后可
难了！
@ 陈劭雄：当看到给艺术家 Franz West 颁发终身成就奖我不禁泪下。
一个艺术家，有没有做好用 50 年、6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来赢得
这片刻的掌声的思想准备？
@ 陈劭雄：The Clock，我的观感：它使阅读的经验干扰现实体验，有
如我们一直都把现实经验带入阅读体验中。现实界只是一个感觉的频
道，切换这些频道的那个心理需求一直由无意识主管。这个作品把这个
无意识主管革除了，我们在对应的时间中触碰到经验与此在的临界。在
入境到出境的徘徊中对自我的存在产生疑惑。
@ 陈劭雄：The Clock 观感 2：它拆解了电影的叙事框架，而把陈述直
接指向陈述之物 --- 时间。而 24 小时的反复循环又把这些对位由叠层
逐变模糊，时间局限于“时”而不能晋级为“日”，失去对位的时间证
明了陈述只能囚禁它自己的结构中。作品虽不完整但探讨的问题非常深
入，如果对作者获奖存异议应认识到整个展览无更好作品。
@ 林其蔚：威尼斯双年展整个国家馆区看下来，就是了无新意四个字，
当代艺术看起来是完蛋了。丹麦馆、波兰馆、罗马尼亚馆、荷兰馆、都
以激烈批判双年展为主题（如果不说德国馆的话），甚至直接在国家馆
外墙上整面壁书条列批判双年展。荷兰馆干粹什么都不展。

@ 霏宇田：同学们可以放心，跟中国馆差不多糟糕的国家馆真不少。

@ 陈劭雄 ：这次的威尼斯双年展的确平庸，策划人“别册”（菲尔的
翻译）是做杂志的，她像做杂志一样做展览，所以展览显得很平面，没
了作品和人直接交流的感觉。好作品很少，所以“The Clock”就突出
来了。卡特兰野心勃勃，但也就这么回事。

@ 陈劭雄：个人觉得中国馆是有意思的，至少在两点上体现：1，用装
修来颠覆“装置”的概念；2，由于完全吻合中国国情，所以它是对反

@ 伊比利亚的夏季风：威尼斯双年展具有华人血统的展馆，计有台湾馆、
香港馆、澳门馆、中国馆。前后排列就是个人喜爱的高低。

我的威尼斯日记
作者：阿特咪咪

整个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太中产阶级了，感觉就是个艺博会，像皮皮落
地这样的艺术家，做得很庸俗、很轻飘。

意大利户外人体的行为比较色情，可以摸。

主题馆肯定比国家馆差，外围展比主题馆差，亚洲国家馆你就看着办吧。

以前做大老鼠的那个德国的卡特琳娜，这次做了一个教皇和一个圣母，
一个鸡蛋，一条蛇，太直白了，简单的搞笑。

美国馆、英国馆、拉丁美洲联合管都还可以。

拉美馆倒是让人有点感动，没多少钱的投入，艺术家都很认真、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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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做的也很实在，比那些大制作的好很多。

到处有人在问阿特姐姐是谁 ? 真他妈烦，知道也别说。

那些太有名的艺术家都是作秀，那几个蜡烛雕塑头天就卖掉了，第二天
就不点火了，太鸡贼了。

杨茂元作品太可怕了，就像官方书法老蔫艺术家。不过最差的是云彩，
就是一个行雕扔在草地上，不过艺术家本来就是做行雕的。
不过原弓的作品让我感觉，他牺牲了自己，解救了中国馆，因为他的作
品一打开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真不错，中药味道挺香的。
喷粉的形象太猥亵了，就算不是专业策划人，从人种的角度来看，也不
是好种。
不过现场都不断有某些组织像什么轮功一样要求释放 aww 的行为。
福柯是得艾滋病死的。

宋东这次表现极端主流，当然宋东本来就是属于当代艺术界内的政治正
确的标本，无力、苍白、憔悴、好看、油滑、不会说错话、但肯定没劲，
但宋东人太好了。
鸟头的位置不错。
得奖的德国馆就是追认一下这个艺术家，因为这个艺术家前几年得病死
了，生前也做过很多展览和活动，追认一下。

国内的澳门馆和香港馆一塌糊涂中的一塌糊涂，都是假政治，假多元，
ngo 的标兵，和国内某些海归做的项目特别神似。
对于这些国家馆的，他的潜台词就是“你们随便做吧”。

最难看的就是陆蓉之的展览，找了 100 多个艺术家每人随便拿个作品，
差到丢脸，感觉就是艺术家拿的都是自己不好的作品，还他妈特别多卡
通。

西京人里面的老同志现在混的悲壮的很，没法说。

王林和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广告做的不错，都做到了水上巴士上面。

这次双年展期间的平行艺术项目和官方合作项目都是买双年展标志的
结果，并不是属于双年展本身；只要地图上是玫瑰红颜色的，全是买的
logo。

上海 moka 组织的周依的展览，里面扔了个孔雀，和汉密尔顿神似，不
过地段非常好。

国内很多艺术家在国内大做广告说自己参加双年展之类的，全是混展。

卢迎华：危机中的威尼斯双年展
作者：卢迎华
6 月 1 号，第 54 届威尼斯双年展预展的第二天，《艺术导报》刊登了
一篇的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比奇 • 库莱格的采访，《艺术导报》的
记者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本届双年展标志了一个十年的终结，
这个十年前始于‘9•11’恐怖袭击，持续经历了一个全球范围的经济危
机，以阿拉伯地区的春天和本 • 拉丹的死亡画上句号。你所选择的艺术
家的创作是否反映了这些变化？”
库莱格在回答中表示，艺术不像媒体一样要即时地反映时事，却能够提
供一个理解历史和社会变化的途径。
的确，和今年三月份刚刚开幕的沙迦双年展很不同的是，本届威尼斯双
年展中直接指涉社会政治时事的创作非常稀少，甚至可以说是明显缺
席，比奇 • 库莱格曾经在访谈中表明，这一届双年展要突出的是艺术的

独立性，以及艺术家和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有可
能超越国家和政治的边界。
但展览的最终呈现，并未能为库莱格所提出的观念提供有说服力的注
脚，整个展览显得“中庸，好看，无立场”，就像进了高级版巴塞尔艺
博会的主场馆。
资本主义者的双年展
6 月 3 号，《艺术导报》的网站上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威尼斯效应》
的文章，该文作者重新追溯了创立于 1895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
当时创立双年展的主要初衷和动机之一，就是要为当代艺术建立一个新
的市场。直至 1968 年，双年展一直都设有销售办公室，以此帮助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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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销售作品，并提收 10％的佣金。

复杂的层次。

1968 年以后，反资产阶级文化的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提出“资本主
义者的双年展，我们将烧掉你们的场馆！”的口号，反对双年展成为富
人的游乐场，抗议他们将文化商品化。在此之后，威尼斯双年展的董事
会决定禁止在主场馆内进行销售，威尼斯双年展也逐渐成为一个区别于
博览会、鼓励前沿艺术实验而不是艺术生产的重要平台。威尼斯双年展
独立于艺术市场的趣味和价值，也在此过程中确立了双年展的权威性，
成为一个评判艺术家创作质量的“行业标准”。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所希望探讨和重申的问题是艺术在美学、形式和道德
意义上的独立性，但在艺术经济强权的笼罩下和国家馆强烈的政治诉求
中，双年展策划团队的期待，最终也是难以展开，策展、艺术思考以及
创作本身的独立性，反而前所未有地显出危机重重，如果独立的艺术创
作，要通过有意地回避政治和社会问题来实现的话，那么它是否也能够
在积极地参与市场的同时保持洁身自好？还是同样需要决断地划清两
者的边界？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并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随着近几年艺术市场的繁荣，艺术商业化的影响无限地扩大，甚
至通过各种赞助形式和机制渗透进艺术史的书写、美术馆的收藏以及双
年展的工作中。《艺术导报》的文章举例说，2007 年以来，在威尼斯
双年展期间所发生的交易，很多国家馆甚至在开展之前就已经一概售
罄。这提醒我们不得不正视威尼斯双年展的市场效应，特别是很多画廊
不会放弃在威尼斯双年展两周之后开幕的巴塞尔博览会，在那里，他们
刚好可以销售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艺术家的作品。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意义，除了再次确认艺术市场的爱好和取向，除了
再次呼应博览会的选择，还能让人有什么期待？到底一个双年展可以做
些什么，还能够做些什么呢？到底关于艺术的理想还可以落实在哪些立
足点之上？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也是评委会在最后选
择德国馆作为金狮奖国家馆得主时，所希望涉及的一些讨论。

威尼斯双年展的工作机制，一度被认为是策展人保持独立性的障碍之
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很多艺术家的制作费和运输费都需要由艺术家
自己解决，这也使得很多画廊有机会参与、渗透并影响双年展对于艺术
家和作品的选择，而且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和功利性的价值渗透，并不
总是隐蔽的。

德国馆的艺术家 Christoph Schlingensief 生前是一位备受争议和充满激
进思想的艺术家，创作涉及剧场、装置、电影等，他深受行动主义和激
浪派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在欧美的松散的国际性艺术组织，主
张把艺术弄得不像艺术），但又一直试图挣脱创作模式的束缚，他的影
像怪诞、荒谬、刺激，探讨的总是沉重而深刻的问题，着力于揭示处于
边缘、底层和异类位置的绝望和恐惧。

这一点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场中，感受尤为明显。在参与威尼斯金
狮奖评选的过程中，评委可以在展览开幕前的专业预览中优先观看作
品，但评委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在预览期间，展场中最活跃的人，
除了艺术家以外，不是批评家，也不是美术馆的策展人，而是画廊老板
们和他们的潜在客户。不少画廊主紧紧地守候在他们所代理的艺术家的
作品前面，唯恐人们看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在这样的状态下，艺术家的重要性几乎让位于画廊主，威尼斯双年展成
为画廊通过参展艺术家的人数来展示实力和腕力、争夺买家的战场。而
高达 200 欧元一张的专业预览门票，以及双年展开幕期间各种私密的、
高级别的富人晚宴和邮轮派对，几乎只有清一色的、支持美术馆的赞助
人才能参加，这也都清楚地勾勒出了威尼斯双年展最珍视的观众轮廓。
“国家馆”的复杂层次
获得本届威尼斯金狮奖艺术家奖的美国艺术家 Christian Marclay 的作
品“钟”（The Clock）可以说非常恰当和有智慧地描绘了艺术和艺术
家的处境。
这部 24 小时的电影，拼贴了各种与时间相关的电影片断，呈现了人类
社会多样化的遭遇和状态，与此同时，Marclay 影片中的时间与现实时
间同步，它时刻提醒我们，对应的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的丰富性和
无法穷及的可能。这应该是整个展览中最具有现实指向和哲学思考的一
件作品，它的深刻性在于，通过一种技术性的“同步”来揭示一种观念
上的平行性，也就是说，电影中的存在不是虚拟的，它也是真实的。
威尼斯双年展本身所反映的艺术行业的现实，也是贴切的，本届威尼斯
双年展所体现出来的思考的无力感与艺术创作逐渐受制于艺术市场和
艺术赞助人的趣味和取向的尴尬境遇，也是互为映照。
国家馆的设置，是威尼斯双年展区别于其他众多双年展的重要标志之
一，如果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场馆是一个暂时超越国家边界而完全通过
艺术的语言展开对话的平台的话，国家馆就是一个使人们能够体验和触
摸到一个国家的文化诉求和视野的空间。观众在国家馆的参观中能感受
到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同的文化气质，他们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存在着巨
大差异和不平衡，而政府文化部门对于在威尼斯双年展设置国家馆也都
投射出不同的政治理想，在这点上，威尼斯一如既往地展示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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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态度

由于艺术家在展览开幕前四个月去世，策展人、法兰克福美术馆馆长
Susanne Gaensheimer 在 Schlingensief 遗孀的协助下，根据艺术家留
下的手稿和不完整的指示方案，他们艰难地完成了展览的安装，最终复
原的是艺术家家乡的一座教堂，他曾经在这个教堂中经历了人生的各个
重要阶段。在这座复原的教堂中，人们膜拜的是死亡，以及艺术家面对
死亡时的恐惧。展览的右边是一个小型的电影院，播放艺术家创作的多
部重要的电影，左手边的展厅播放的是艺术家生前的纪录片，讲述了他
在非洲参与当地的社区文化建设和投入教育事业的经历，其中还呈现了
艺术家计划在非洲建立的学校和文化社区的模型，从中不难看出，他对
艺术和社会的投入和承诺。
Schlingensief 创作所具有的震撼的力量，来自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在
这一点上，任何标榜与政治、社会刻意保持距离，选择通过趣味和简单
的观念取胜的创作都是无法比拟的。评审团把金狮奖最佳国家馆颁发给
展出 Schlingensief 的德国馆，体现出了评委们对严肃性的赞赏，这种
严肃性有市场的免疫力和恒久的魅力。
而今年得到“特别提名”的立陶宛国家馆，是一个从艺术的角度思考国
家政治的精巧项目。这次也是立陶宛国家馆第三次在威尼斯双年展中获
得“特别提名”。“在白色窗帘的后面”是艺术家 Darius Miksys 的个
人项目，这是来自他六年前的一个想法，艺术家向曾经得到过国家美
协授予奖项和提供支持的 200 多名艺术家写信，邀请他们每人向他提
供一件作品，100 多位艺术家对他的邀请作出了回应，并为他提供了作
品，这些作品被储藏在展厅一幅大型的白色窗帘的后面，它们的信息被
编织在一个画册之中，来参观展览的观众可以浏览这本画册，并从中选
择他们喜欢的作品，工作人员会从窗帘后取出相应的作品，摆放在展厅
之中。这件作品既通过个人的行为勾勒出了一部国家行为书写的艺术史
的轮廓，也借助观众之手，解构了代表某种国家权威的艺术史。
在艺术家的这种姿态中，参观者可以体会到一种看待威尼斯双年展与艺
术市场之间的、永远矛盾的视角，我们对于威尼斯双年展所投射的某种
对于艺术权威和艺术理想的认识和期望，也许只有在我们不断地破除和
解构它之中才能更清楚地被认知。也许威尼斯双年展是什么和可能可以
是什么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艺术所持有的严肃态度。
（作者系策展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评审团成员）

威尼斯双年展：一场装置艺术的较量
作者：Roberta Smith（陈颖编译）

在观看了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大部分的国家馆展览之后，我发现今年的
双年展在沉浸式环境装置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无法避免、竞争激
烈的斗争。这样的战争在占据了优势地位的英国馆（代表艺术家迈克 •
尼尔森）、德国馆（代表艺术家克里斯托弗 • 施林格赛夫）以及法国馆
（代表艺术家克里斯蒂安 • 波尔斯坦基）之间尤为明显，此外，瑞士馆
（代表艺术家托马斯 • 赫赛豪恩）以及捷克共和国国家馆也参与到了这
场混战中。
捷克共和国国家馆的代表艺术家是鲜为人知的艺术家多米尼克 • 郎
（Dominik Lang），他在场馆中安装了一件效果奇特、类似于时光储
存器的装置，装置中放置了大量普通的战后雕塑作品——这些雕塑都
是他父亲吉日 • 郎（Jiri Lang，1927-1966）创作的，他在多米尼克出
生前不久停止了艺术创作。这件装置作品起着发人深省的暗示作用：
它使人们想起了那些在艺术创作的特定时期，大部分都在等待中度过
的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以及艺术品变成物品、等待结束被忽视阶段的
能力。

丹麦馆的展览让我们从数不清的装置艺术中获得了一些缓解，它对政治
思想艺术进行了国际范围内的全面考察。在绿园城堡的中央馆中，三幅
丁多列托（Tintoretto）的重要作品会使人感到格外兴奋——它们一开
始是在“ILLUMInations”主题展如洞穴一般的开幕画廊中展出。这种
新旧艺术的碰撞很好地对“ILLUMInations”主题展进行了预测。
与此同时，美国馆在欧洲国家馆林立的绿园城堡中可能难以找到立足之
地，但它在这一装置艺术的较量中仍然扮演着一个活跃的角色。美国馆
代表艺术家 Allora 及 Calzadilla 带来的开场是一辆上下颠倒的坦克，坦
克上则放置着一台跑步运动员用的跑步机。跑步机的运转带动了坦克的
履带，金属碰撞发出的丁当声在整个绿园城堡中回荡着，这样的效果足
以使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它是乖戾的美国精神在听觉上
的反映，而这种表现方式是很能引起人们注意的。人们从这辆坦克中仿
佛看到了美国的武力威胁。不过，这样的象征意义很快会因为将在绿园
城堡中工作 6 个月之久的员工而逐渐消失：当观众都回家了之后，这
些员工也许会开始厌恶这种有点太过具体的美国典型代表。

威尼斯双年展：作为一场政治游戏的艺术
陈颖 编译
自 1895 年威尼斯双年展创立以来，各国作为个体派艺术家代表参加国
家馆展览这个传统就一直沿袭了下来。有的国家由其文化部提供财政
支持，例如意大利等；另一些国家则由外交部提供财政支持，例如巴
西等。当然也有一些特例：乌克兰国家馆由一位私人藏家进行资助，
而波兰国家馆则通过多种渠道获取资金。在威尼斯双年展创办的头 50
年，参与国家不足 20 个；而在 1950 年之后，参与国家的数量开始逐
渐增长。除开在最后关头宣布取消参展的巴林与黎巴嫩以外，今年共
有 89 个国家参展，创下了历史新高，证明了当代艺术的全球化扩散。
威尼斯双年展规模的增大意味着艺术家、文化机构以及国家个体在不
停地进行竞争——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关注度，更是为了获得在国际上
的认可。各国家馆的代表艺术家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只有很少一
部分真正地产生了某种影响。

博览会场所的氛围能表现出对艺术的重视——它将艺术看作是一次值
得纪念的体验，而不是某件珍贵的物品。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概念环境
的国家馆是最值得推崇的形式，许多有经验的参展者都会选择这种形
式，例如德国馆，它在今年获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最高荣誉——最佳国
家馆金狮奖。然而在艺术家之间最受欢迎的是瑞士馆：托马斯 • 赫赛豪
恩（Thomas Hirschhorn）的“Crystal of Resistance”利用现成物品
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世界。这场展览用无秩序和政治性取代了秩序和中
立，公然藐视了瑞士的陈规旧习。赫赛豪恩在精神上独立，拒绝迎合政
治权威以及艺术市场。他的装置作品中充满了破碎的玻璃、银箔、硬纸
板、棉花棒、塑料椅子、旧手机以及低分辨率的战争彩照，这些东西都
被棕色的胶带绑了起来，这也是赫赛豪恩标志性的特征。
让人意想不到的政治立场是另一种能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独树一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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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个场馆比波兰馆做得更好。波兰馆的代表是
以色列艺术家亚尔 • 芭塔娜（Yael Bartana），她创作了关于犹太复兴
运动的三部影像作品。波兰对亚尔 • 芭塔娜独创性的接受可以被看作是
一种优雅的民族主义，获得了艺术届鉴赏家们的高度赞扬。
相比之下，能够预计的政治姿态给人的印象总是浮夸空洞。年轻艺术家
组合 Allora & Calzadilla 在美国馆外放置了一辆上下颠倒的坦克，一位
奥运会运动员则在坦克上放置的跑步机上进行跑步训练。这件作品传达
的信息与它所产生的喧闹声一样枯燥乏味。而布置在场馆内的雕塑作品
“Algorithm”——管风琴与功能健全的 ATM 机的结合——则显得更为
成功。当艺术爱好者们从 ATM 机里取出欧元时，还能听到这件作品发
出的赞歌一般的和弦。
考虑到阿拉伯世界一直存在的骚乱，沙特阿拉伯馆也引发了人们对它的
评论——尤其是考虑到被选中的两位姐妹艺术家代表在周游世界时摈
弃了她们的面纱。莎迪娅与拉嘉 • 阿莱姆（Shadia and Raja Alem）两
姐妹在场馆中创作了大型雕塑作品“The Black Arch”。这件作品涉及

到了麦加，然而并不清楚她们将自己的艺术看作是对宗教的服从、还是
与宗教进行竞争。
新的参与者有时会认为国家馆应该描绘他们的国家——就好像代表艺
术家是被国家旅游局选中的公职人员一样。阿塞拜疆的代表艺术家
Aidan Salakhova 就深受其害。以莫斯科为基地的 Aidan Salakhova 展
出了两件雕塑作品：“Waiting Bride”刻画了一个蒙着黑色面纱的女人，
“Black Stone of Mecca”则是一件看起来像是阴道的大理石雕塑。这
两件雕塑引起了阿塞拜疆总统 Ilham Aliyev 的不满，最终被白布包裹起
来并且撤离了展馆。
初入艺术界的新手是有借口犯错的，然而今年意大利馆的表现却让人难
以接受。意大利馆由艺术史学家——更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电视名人——
维托里奥（Vittorio Sgarbi）担任策展人，展览命名为“Art is not Cosa
Nostra”。如果说国家馆展览通常代表了一个国家对待艺术的态度的话，
那么观看了今年意大利馆展览的游客们可能会惊掉大牙：似乎意大利人
觉得当代艺术就像毫无思想的廉价商品一样。

卡拉 • 布莱克：“不要称我的艺术带有女性气质”
作者：Charlotte Higgins（陈颖编译）

由苏格兰艺术委员会甄选的艺术家卡拉 • 布莱克（Karla Black）代表
苏格兰参加了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作品在建造于 15 世纪的 Palazzo
Pisani 中展出。卡拉 • 布莱克是今年特纳奖呼声最高的艺术家。与她之
前的作品相似，她在此次双年展上利用糖纸、石膏粉等材料创作了一系
列作品。此外，她还在某些展厅的地板上铺上了一层黏土，黏土上放置
着一些用肥皂制成的立方体——这些肥皂是此次展览的赞助商 Lush 化
妆品连锁店提供的。整场展览的色彩显得柔和而且粉嫩。
然而，无论你怎样评价布莱克的这些作品，都不要称之为带有少女一般
的女性气质。布莱克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评价。“这样的评价荒谬而且令
人恼火，”她说。“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们带有女性气质？因为它们的
色彩柔和无力，看起来十分脆弱？还是因为它们只是暂时的？当你投入
到这些作品的创作中时，你就会明白这样的评价有多可笑。”
今年可以说是布莱克大显风光的一年。除了艺术圈内部人士对她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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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画家乔治 • 肖（George Shaw）不分上下地争夺特纳奖以外，被
选为本届双年展苏格兰的艺术家代表也将她推向了规模最大、最有名望
的国际当代艺术舞台。
在谈及她的雕塑时，布莱克表示它们绝对是一种非具象的形态。“其中
不存在任何图像和喻意，”她说。其雕塑的要点在于它们单纯的物质性、
分量与姿态。布莱克还解释说，使用从化妆品柜台收集而来的材料并不
是一种女权主义批判——“尽管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事实并不是
那样简单，“当我将人工美黑用品喷洒在纸上时，我想到的只是人们在
创作洞穴壁画。他们会将颜料含在嘴里然后再吐出来：这也是最早的喷
漆画。”
今年秋天，布莱克将在盖茨黑德的波罗的海当代艺术中心筹备自己的特
纳奖展览。如果说之前的她并不是家喻户晓的话，那么即将到来的这场
展览会把她推向更加广泛的观众群。

空白的一代
作者：Jerry Saltz 陈颖编译

这些美丽的，理性的，完全脱离内容束缚的艺术品的创作者是受过学院
派驯化的狮子。
去了趟威尼斯，回来之后满是忧虑。每隔两年，威尼斯如同一个艺术帝
国，颇具吸引力。今年的主题叫做“Illuminations”，一如既往地备受
瞩目。（Frances Starks 关于她和一个年轻男人在网络上约会的动画吸
引了我，Christian Marclay 的作品“the Clock”早些时间在纽约大受
好评，今年获得了最佳艺术家金狮奖）但是更多的时候，那些令人感到
舒适的东西，是一种高度类型化的学院派风格，其表现形式是我们再熟
悉不过的了。新结构主义派电影是重重叠叠的几何色块，摄影就是关于
摄影，投影屏幕上是粗颗粒的黑白资料影片，抽象主义就是援引其他抽
象主义——就是这些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来源于七十年代，如同一潭死
水，每个人都在解构同样的元素，在美学的倒退中陷入绝境。
艺术界总是存在着某些风潮——潮流过来然后过去——这种沉浸在上
一代艺术家的理想和观念中的势态是非常错误的。这说明这些艺术家太
过遵从他们的前辈，并且过度满足于当下艺术界内部的游戏规则，却并
不是真正地去做艺术，这一代人已经成了失落的一代。
我们当下的文化已经奇幻地，如同炼金术，将图像和历史变成丰富的艺
术的材料，这其中所蕴藏的可能是无穷无尽且非常开放的。但这些艺术
家却在书写历史和描绘图像的时候，仍然去追寻已经超级衰落过往的艺

术形态，而它们早就已经分崩离析了。这使得他们的艺术只能转向了艺
术作品自身，成为一种编码语言而别无其他。作品的内容因此变得空洞，
成为一种避免内部嘈杂的的策略。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一种新教，一种被
学院机构支持，受到不愿让光彩时光散去的策展人的追捧。我们来看看
威尼斯当前最受关注的青年艺术家，Ryan Gander 作品，地板上的彩
色方块，墙上的标签注明其来源是 Mondrian，这与其说是对 Ryan 作
品的阐释倒不如说是让它更具消费价值。这是一种关于解说的艺术，而
不是作者自己的经验的艺术。……Seth Price 的眩美的画作，犹如一根
滑绳，系在 Martin Kippenberger 和 Marcel Broodthaers 之间，这定会
使得那些钟爱从“某主义”出发阐释作品的评论家倍为欢欣。这种圈套
圈的模式已经形成，艺术已经成为一种搬运游戏，在巴掌大的一点儿地
方上把同样的东西挪来挪去。这些作品都非常职业化，极度富有信息，
超级理性，但它们最终不过是装腔作势的国际愚蠢艺术学院的学院派作
品。
威尼斯也有一些艺术学院在这里有展览（我也在学院里教书）。这一代
艺术家是第一代受到职业教育的艺术家，这些年轻人被他们的老师灌输
了太多其钟爱的艺术作品，却使得他们自己的作品停滞不前。他们不是
去扩展作为人类的我们自身的视野，而是将其束缚在安全的对既定的观
念的重复中。这是一个回绕在艺术遗产上空的悲伤的罗曼曲，是一对一
去不复返时代的思乡症，这种呼喊也许很真诚，却让作品走向绝处，并
且反过来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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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痨 Jerry Saltz 眼中的威尼斯双年展
作者：Jerry Saltz（陈颖编译 )
在威尼斯庞大、人挤人的双年展现场，有 86 个国家派出了他们的艺术
家代表参加各国家馆的展览。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周边活动。
我无法将每个展览都看一遍：虽然我在这场艺术盛会上已经逗留了数
天，但是我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观察它的，因此，我敢我肯定我“错
过了一些在威尼斯必看的项目”（当我准备登上飞机回家时，机场的
每个人都对我这么说）。事实上，我的确看到了一些令我十分着迷和
倍感厌恶的东西，而更多的则是介于两者之间。以下是我个人最喜欢
的 5 个场馆以及最不喜欢的 3 个场馆。

得了人们的赞赏。因而我也可以放下不满情绪，对其表示赞同。

最棒的国际首次亮相：Adrian Villar Rojas（阿根廷）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惊讶的转变。这位年轻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巨
大的柱子，它们看起来像是来自 1000 万年以后——也许是这个地球上
最后保存下来的雕塑。他对空间的渺小化处理、施工技术以及对历史
演变的想象等都不在人们的控制范围内，这让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
位 31 岁艺术家未来的作品。

吞 没 在 各 式 各 样 的 艺 术 品 中： 托 马 斯 • 赫 赛 豪 恩（Thomas
Hirschhorn）（瑞士）
瑞士馆里堆满了密密麻麻的作品，毫不保留地填充了展馆的每一个角
落，使人们陷入了人体模型、铝箔、战争图片以及破瓶子的世界中。这
是一种真实的负载过多，一种充满了羞愧、孤独、暴怒、决心以及艺术
/ 政治野心的撒谎者的堡垒。我十分喜欢赫赛豪恩此次的作品，即使它
有一点说教的意味和夸大其词。

在仙境中徜徉：卡拉 • 布莱克（Karla Black）（苏格兰）
这是一系列利用肥皂、纸、黏土混合凡士林与威尼斯的云石粉制作而
成的粉彩色装置作品。地板上的泥土形成了小径；步入这个展厅，观
众会产生一种艺术家掌控了感知触觉的感觉。
一扇通向心灵的窗户：亚尔 • 芭塔娜（Yael Bartana）（波兰）
在波兰馆里展出的这三件影像作品做了一个假设：犹太人拥有返回波兰
并且在那定居的权利。尽管它们有一点家庭剧的感觉，并且就算只有一
半也让人觉得过长，但是作品背后扣人心弦的观念却能够深深地刺进人
们的心里——这样的观念说不定会引起另一场世界大战。

身临其境：迈克 • 尼尔森（Mike Nelson）（英国）
这是一件迷宫般的大型多空间装置，它会使人联想到伊斯坦布尔的工
人阶级以及疯狂的摄影师的暗室。尼尔森招牌式的超写实主义并不对
我胃口，但是他的这件作品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次通向东方的旅程，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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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不过照例能够受到拥护者的喜爱——克里斯蒂安 • 波尔坦斯基
（Christian Boltanski）（法国）

克里斯蒂安 • 波尔坦斯基精巧而又夸张的印刷式装置以极快地速度运转
着，产生了一张张婴儿的黑白照片：这就是“Festivalism”——专为这
样的艺术盛会创作的艺术——泛滥、冷漠、空洞。
另外，我对波尔坦斯基如此受策展人的青睐感到疑惑。我在威尼斯碰巧
遇到了两位优秀的策展人（一位是卡塞尔文献展以前的策展人，另一位
则是伦敦一间博物馆的总监），他们都对我说：“波尔坦斯基的作品非
常棒，对吧？”我只能回应说：“你们 20 年来一直试图说服我他非常
优秀。”但我认为确实不是这样的。

时报》评价这场展览为“无可救药的”、是一次“国家的丑闻”。

感谢他们为我带来的回忆，不过仅此而已：詹妮弗 • 阿洛拉（Jennifer
Allora）& 吉列尔莫 • 卡尔萨迪利亚（Guillermo Calzadilla）（美国）
如果我是美国馆的策展人，那么我一定会阻止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
在场馆内所做的事完全是多余或者说是愚蠢的。入口处的雕塑“Armed
Freedom Lying on a Sunbed”（青铜制的“自由女神像”躺在一架日
光浴床上）看起来死气沉沉且迂腐学究，而它的过分简单让我觉得它甚
至算不上一件艺术品。邀请奥运会运动员在一套公务舱座位的木质复制
品上进行现场表演，这在我看来也是毫无意义和丑陋的；场馆外巨大的
坦克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话题了。

策展人的复仇：维托里奥（Vittorio Sgarbi）（意大利）
比波尔坦斯基作品质量上的差更严重的是维托里奥极其恶劣的信仰及
其憎恨艺术的傲慢自大，他使我看到了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当代艺术展。
Antinfo 曾将这位政治家、作家及收藏家比作“意大利艺术界里的格伦 •
贝克（Glenn Beck）”，而他也的确表现出了一种偏执的疯狂。他的
场馆绝对是一种对视觉的猛击，充满了学院派式的粗劣作品、品质极差
的油画、以及其它这位策展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反先锋派的作品等等。反
动本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这次的意大利馆实在是太差了。《纽约

朱其：业余策展人为何一再登上国家舞台？
作者：朱其
随着 2011 年威尼斯国家馆的策展人和参展团队的出炉，新一轮对双年
展及国家馆的争议再起波澜。不仅主题为“中国味道”的展览看不出有
任何真正意义的中国气息，参展作品不过反映了目前中国当代艺术装摸
作样、缺乏精神内涵的新“假大空”样式，即“多媒体小资观念艺术”，
以为用了投影仪、装置、多媒体就是当代艺术了。

国家馆，以至于将双年展及国家馆的参与看作艺术家个人或者中国艺术
崛起的标志。国家馆属于文化部中展演公司管辖，这个项目原来是不太
受文化部关注的领域，近年却逐渐变得广受瞩目。

这可能是威尼斯国家馆有史以来最令人大跌眼镜的团队 , 一个美学学者
出身的业余策展人，之前策划过的展览里面还有过行画出现；一个是中
央美院的院长兼国画家，不久前还做过一个水平幼稚的装置，以为用了
投影仪设备就是当代艺术了；一个是炒房产和艺术品出身的商人，摇身
一变成为多媒体艺术家。以为引进一种气味就是实验艺术。

国内不少的艺术人群将参与双年展和国家馆看作一个学术标志，实际上
并非参与双年展及国家馆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一定代表这个国家的最高
水准。上一届的卢昊和 2011 年威尼斯国家馆的彭锋，都只能属于水平
一般的业余策展人，至于参与本届国家馆的艺术家如原弓、潘公凯都属
于一般的业余装置艺术家。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当代艺术圈开始热衷于参加国内外各种双年展和

就这两届看，国家馆对策展人和艺术家选择在中国具有“密室政治”的

国家馆并不代表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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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原因。国家馆不一定代表国家的艺术水准，并不只是中国现象。我
参观过 2007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那一届的美国馆就很
差，是一个水平一般的艺术家个展。那一届最好的国家馆是俄罗斯，让
所有的参观者赞不绝口，感觉俄罗斯艺术要重新崛起。但后来 2009 年
的俄罗斯馆又不行了。
2007 年的卡塞尔文献展是请一个历史学家出身的业余策展人担任总策
划，其原因也是跟中国这次请彭锋一样，认为让一个业余策展人出身的
学者担任总策划也许会有另辟蹊径的学术惊喜。但这个策展人搞来了一
堆莫明其妙的艺术作品，并未让人耳目一新。策展人这个角色亦跟所有
专业一样术有专攻，并非美学、历史学、哲学教授能随便取代，尤其是
当代艺术领域，纸上谈兵的理论学者未必能指导策展实践。
在西方及日韩，国际双年展及国家馆也归属在官僚体制下，策展人和参
展艺术家的胜出亦是政治公关能力较强的人。在官僚体制下，双年展和
国家馆并非一无是处，偶尔也有少数是做得好的，但大部分做不好却是
一个不争的普遍现象。比如光州双年展初期就做得不错，这是由于白南
准提供了人脉资源，但 2000 年以后的光州双年展就一届不如一届，因
为双年展的权力开始掌握在少数双年展办公室的官僚手里。
全世界的双年展及国家馆都有这样一个官僚体制问题。从牌子上看，好
似双年展及国家馆必定代表全世界或这个国家最好的艺术群体的，但实
际上这个精英荟萃的选择权也就是掌握在三、五个官僚手里，并非普惠
性的公平选举。偶尔有德才兼备的官僚上任，某一届双年展或国家馆就
会不错，反之就平庸之极，甚至出现离谱得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国馆的人
选名单。正如蔡元培之后，北大再无文化运动。
现在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官僚或者天真的文人经常强调，体制并非一无
是处，体制也有做好事情的时候。这句话本身没什么毛病，我举双手赞
成。问题是人类几千年来，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体制性行为，做好的事情
屈指可数，做不好、做不公平甚至做烂的事情占了绝大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双年展和国家馆首先是政治的标
志，并非学术的标志。在中国行政权和资本处于垄断地位之际，双年展
及国家馆的学术已处处可见行政和资本这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

国家馆竞选为何不能服众？
关于双年展和国家馆在西方的地位，国内还存在不少认识误区。事实上，
在西方民主国家，双年展和国家馆本身甚至都不代表一个艺术的权力中
心，而真正重要的是私立的艺术基金会和大型美术馆。
由于民主国家的大社会、小政府模式，像威尼斯双年展的很多国家馆，
各国政府往往将国家馆交给某些私立艺术基金会或私立艺术机构来操
作，并非由该国文化部亲自操作。以国家馆名义的私人利益操作，在国
外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双年展的大部分艺术家也只是中游水准，很多人
参加完双年展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并未真正在双年展上一鸣惊人。
在国外的双年展和国家馆现场，由于现代艺术启蒙的普及，一般观众更
像是一群群游客，没有人会对双年展报以惊奇和崇拜的心态，都只是将
其作为一个好玩的艺术之旅。对艺术家和策展人而言，国际双年展和国
家馆只是一个不错的推广平台，但不等于入选后就是一流艺术家和策展
人，是否成功还是要看作品和展览本身怎么样？在国外，也没有人会认
为参加双年展和国家馆就代表成功或一流水准，事实上，双年展和国家
馆也有不少二、三流艺术家和策展人。因为双年展和国家馆的参选，本
身就有许多非学术的决定因素。

及场地是否权力中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这个策展人是否有突破性的
艺术思想，并发现真正有创造力的艺术家。
由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崛起，国人和艺术界将国家馆看作一种崛起的象
征。这就形成一种双年展和国家馆的爱国主义，或者希望能够建立一个
真正推动中国艺术的国际化的艺术体制，这是一种双年展和国家馆的理
想主义，但这两种主义都是不切实际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的投资人、艺术青年及媒体总是对建立一个完美
的体制报以很大的希望，好像有了一个完美公正的艺术体制，中国的文
艺复兴就自动获得一个保证体系了。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有关艺术创
造的保证体制，任何体制都是政治性的，政治的作用在于组织资源，并
进行强大的宣传推广。在这个背景下，所有在集权体制下产生的艺术高
潮基本上都是建筑、宣传画和纪念碑雕塑等集体性的艺术。真正的艺术
创造仍然是通过个人或者一个精英荟萃的社群完成的。
江湖也未必就一定比政府体制更有创造力，因为江湖也是一种体制，有
时甚至比政府体制更专制。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体制具有创造力，
并把文艺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体制身上。但我们仍有理由要求一个民主、
公平的体制，这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国家馆和双年展不是一场全民
选举，这就可以任由少数官僚将双年展和国家馆指派为一种国家任务。
国家馆是一个全民名义的公器，“公器”不是一种少数人决定的国家任
务，它尽管做不到绝对公平，但至少可以做到起码的公平。国家馆的艺
术家和策展人的竞选名单和评选过程，应该自始自终都是公开的。有关
中国的国家馆和政府双年展达不到绝对公平的程度，所以就不需要民主
票选，这种言论基本上是一种狡辩。只要国家馆还在以国家的名义，就
必须实行民主公开的票选，民主不能保证产生最好的策展人，但民主可
以保证达到基本水准的策展人。
事实上，这在台湾的民主制度下已经实现了，在民主制度下，可能产生
不了优秀策展人的评选概率跟中国是一样的，但至少不可能出现中国馆
这种业余策展人甚至业余艺术家一再登上国家舞台的现象。在这个前提
下，选出这些业余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国家馆评委的学术和道德公信力也
是值得怀疑的。
近两届中国国家馆的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获选人，很明显连代表国家的基
本水准都未达到。有人说对双年展和国家馆的批评是出于一种未被选上
的嫉妒，随着当代艺术近十年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其实是否选上双年
展和国家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中国的多元化的艺术生态及其真正有创
造力的人最终崛起的前景势不可挡，无非多费一些周折及其过程漫长一
些而已，这不会因为当代艺术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就改变
整个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艺术官员的主导下，当代艺术正在变成一种内涵
空洞的国家主义游戏。这种艺术的实质是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被掏空，
成为一种代表文化创新、世界先进潮流而又类似艺术设计一样的形式游
戏，由于当代艺术被理解成一种没有技术和精神门槛的游戏，一些官员
和老板也开始凭借自己手中的资源摇身一变为当代艺术家。造成这种结
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艺术自身放弃了人文精神，使当代艺术变成一个
没有精神深度的多媒体小资艺术。
在这种背景下，潘公凯搞装置艺术并以国家代表身份参加国家馆也就不
奇怪了，他的例子反映了中国近十年的权力阶层的“通吃”现象。在国
内，比潘公凯装置做得好的艺术家至少有一百位，甚至在中央美院比他
做得好的老师学生也数十位，他能登上国家馆做业余水平的装置，无疑
是权力在起作用。这样的国家馆竞选如何能服众？
国家馆的利益集团化和公信力下降

中国的政府双年展自 1996 年创办至今，很多一流的策展人几乎都被国
内的艺术官僚体制排挤在外，但这不能说明他们不是优秀的策展人，对
一个优秀的策展人而言，其展览的大小规模、资本投入、国际化程度以

15

近十年中国的双年展及国家馆过度地以中国特色为主题，但实际上都是
表面文章或者搞一些表面化的形式，这次威尼斯国家馆的“中国气味”

亦是如此，在以西方作为假想观众，以迎合政治决策者为依归，实际上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艺术思想，只有一种新国家主义的空洞口号。
这也体现在亚洲各国的大型双年展主题和策展人的选择上。比如，近十
几年亚洲各国双年展舞台上欧美策展人和本国欧美籍的海外策展人轮
番主演。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大型双年展热兴起于九十年代，其本来的宗
旨是发出亚洲自己的声音，并扶持本土策展人。但这种宗旨很快被双年
展的全球化时髦所取代，以光州双年展为代表，大量的展览资本交给欧
美知名策展人操盘，本地策展人只能唱配角或没有任何机会。但欧美策
展人也并未带来西方先进艺术及理念，基本上只是来亚洲“走穴”，并
未真正挖掘属于亚洲自己的主题，也不可能深入亚洲基层发现真正有创
造力的新一代艺术家，他们只是带了一批自己的嫡系艺术家像开演唱会
式的走穴。
这样的双年展模式过去十几年在中国也出现了，并且还与中国特有的文
化官僚垄断双年展的生态结合起来，既未真正探讨过中国本身的艺术问
题，也未扶持过中国本土真正优秀的策展人，围绕着双年展建立起一个
利益集团，一些并不是很懂学术的“密室政治”策展人提出了一系列似
是而非的大而无当的学术议题。
有关威尼斯国家馆的场地并非一个问题，但却一直被大谈特谈，因为除
了这种技术问题代表一种宏大情怀的表示，似乎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深
入讨论了。讨论技术、组织及其宏大的中华复兴主义的议题，是所有官
方策展人拿手好戏。自九十年代末以后，官方双年展和国家馆的组织与
话语模式，一直扮演着当代艺术的资源操盘手的主角，这似乎也符合近
十年有关各方活跃力量的需求。比如不懂艺术资本投资人、借助权力做
生意的画廊主、改换旗号的艺术官僚、赶时髦的媒体记者、体制内做不
好学术又渴望成功的大学知识分子、没有创造力但又想谋得大师名利的
艺术家、始终想在每个阶段都占据上风的前卫运动参与者、借助中国牌

崛起的西方策展人，这些人都汇聚在这样一个资本和官僚联手的双年展
和国家馆旗号下，制造出一轮轮的巨型展览和全球化的艺术复兴话题。
在这个意义上，威尼斯中国馆已没有什么学术公信力和制度公正，国家
馆只是少数利益集团制造的借此进行资本和权力资源的“圈地运动”。
有些艺术家以为，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就可以获得方力钧等人当年的一
展走红效果，实际上这是想错了，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随着中国当
代艺术的生态将不可避免的多元化，美协、美院、国家馆的影响力将逐
渐衰落，这是一个必然的长期趋势。国家馆竞选的利益集团化和公信力
的下降，标志着国家馆走向衰落的开始，它不再有资格代表中国当代艺
术，而是变成了像全国美展和政府双年展一样无聊的小圈子麻将游戏。
国家馆已不再是一个学术标志，一切学术地位都是由作品本身决定的。
近十年，一些水平二、三流的艺术家试图通过权力、资本和媒体营销登
上万众瞩目的位置，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毁形象的行为。像天价拍卖第一、
国家馆代表等，这些你的水平不配的位置，如果缺乏自知之明登上去了，
其结果就是小丑化。
我相信近十年当代艺术已经很多这样的例子。现在不是徐悲鸿的时代
了，权力可以起一些作用，但已经没有绝对的作用了。现在总理的房产
政策都可以让媒体批评、让学者众说不一，一个小小的美术界权力垄断
又有什么用呢？从这一点说，中国的美术官员实际上比政治、经济和媒
体领域的前卫性和胸怀要落后得多，因此这些年当代艺术的假大空群象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批评国家馆不代表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失望，相反，中国正进入一个有
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少数人可以通过权力、资本操纵艺术的公共舞台，
但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不能阻止另一种不同声音。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之潘公凯《雪融残荷》

潘公凯《雪融残荷》入口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之杨茂源《万物皆器》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之原弓《空香》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之蔡志松《祥云》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之梁远苇《我请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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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特辑

2011 艺术巴塞尔最佳展位盘点
作者 : 本杰明 • 吉诺齐奥 （申舶良编译） 来源：艺讯中国
巴 塞 尔 报
道——尽管本
次有来自黎巴
嫩、泰国和匈
牙利等国的画
廊初次参展，
加深了全球化
的气氛，巴塞
尔艺博会（Art
Basel） 仍 是
一个有少数
顶级英美展商
参与其中的极
其欧洲化的事
件。虽是如此，从现场交易的艺术作品的品质上看，巴塞尔艺博会仍是
迄今全球最棒的艺博会。展位一个赛一个精彩，以下便是我在开幕当天
对最佳展位匆匆作出的盘点：
在入口处，Galerie m Bochum 的展位再度证明理查德 • 塞拉（Richard
Serra）的弧形钢雕塑在有限空间中展示更显巨大。《暹罗（Siamese）》
（1988）占据了整个展位。有时卖出一件高价的大师作品比卖出好多
小件更容易，然而这也是个有风险的商业决策。一旦不成功就注定赔钱。
Hauser & Wirth 和 L&M Arts 的展位都很精彩。有钱的话，你绝对可以
开心地满载而归。杰夫 • 昆斯（Jeff Koons）在 L&M 展位的雕塑作品《海
象海豹垃圾筐（Walrus Seal Trash Cans）》(2003-2009) 是媚俗艺术
的佳作，更不用说那些堪比 Galerie Bruno Bischofberger 展位 8000 万
美元的沃霍尔作品的天价作品了。L&M 与 Hauser & Wirth 画廊的展位
上也都有极好的保罗 • 麦卡锡（Paul McCarthy）雕塑待售，买回家放
着也都够扎眼。
旁 边 的 Bernard Jacobson 画 廊 展 位 售 卖 罗 伯 特 • 马 瑟 韦 尔（Robert
Motherwell）的纸上作品可谓无敌，不只是一两幅，而是整个一屋子。
专事一位艺术家的展位还有 Michael Werner 画廊，其中有多幅令人心
动的西格玛 • 波尔克（Sigmar Polke）作品，此外还有几位现代主义大
师的作品。Helly Nahmad 画廊展位也有一些米罗、勃拉克和莫兰迪的
一流作品等。
换换口味？皮耶 • 保罗 • 卡佐拉里（Pier Paolo Calzolari）对我而言是
本届博览会中隐藏着的珍宝，佩斯画廊（Pace Gallery）只有一件，此
外还有两件在楼上的 Marianne Boesky 画廊。这位与“贫穷艺术（Arte
Povera）”有关的意大利艺术家经常在雕塑作品中使用制冷部件，那
些创作于 40 年前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显得生动鲜活。这些作品中体
现着对艺术语言和材质的不断反思。
其他的一些发现包括 Washburn 画廊展位的杰克逊 • 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超现实主义镶嵌作品（1938-41），300 万美元的价格非常
适中。Kukje/Tina Kim 展位有一幅惊艳的琼 • 米切尔（Joan Mitchell）
画作，价格为 470 万美元。同样值得收藏，价格却更经济的则是勒隆
画廊（Galerie Lelong）展位的一件乔米 • 普伦萨（Jaume Plensa）的
半象征性不锈钢雕塑，还有日渐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画廊之一的常青画廊
（Galleria Continua）展位上的所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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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rone Westwater 画廊展位上埃文 • 潘尼（Evan Penny）那恐怖的
超级写实主义自塑像是场上最打眼的作品之一——如此的逼真，会令你
停步。同样打眼的还有 Marlborough 画廊宽敞而优雅的展位上那件弗
兰西斯 • 培根的三联画，绝对是本届展会“最佳展览”的竞逐选手之一。
在新 20 世纪大师中我推荐 Freymond-Guth 展位中已故的西尔维娅 • 斯
蕾（Sylvia Sleigh）的作品，虽说我不清楚这里展示的是否是她最好的
作品。其他值得一看的作品包括 Massimo De Carlo 展位上有趣的索尔 •
勒维特（Sol LeWitt）聚苯乙烯墙上绘画，Andrea Rosen 展位上的库特 •
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的拼贴画（她从哪里搞到的？），Bruce
Silverstein 展位上哈里 • 卡拉汉（Harry Callahan）的摄影和 MitchellInnes & Nash 展位上汉斯 • 阿尔普（Hans Arp）的铜雕。
这场艺博会有如许喜人之处，令人很难挑出什么硬伤。尽管媒体界有批
评之声，巴塞尔组委会在筛选参展商方面的工作已近乎无可挑剔，将质
量不堪的展商全部排除在外。然而大多数展商限于欧美，却与日益全球
化的艺术现状不甚相谐。主办方将如何处理这一挑战（同时也是机遇）
将决定明年那场艺博会的关切度和重要性。

巴塞尔大卖！
Judd Tully 透露：考虑到目前世界事件带来的黑暗环境以及金融市场的
稳定性，今年艺术巴塞尔的销售行情已经相当不错了，也许是自 2007
年以后最佳的一次了。

Kleine Strasse
旧金山的 Anthony Meier 画廊以超过 500 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格哈德 •
里 希 特（Gerhard Richter） 的 作 品“Kleine Strasse”（1987）， 这
件作品上一次的售出价格为 450 万美元。另外，Meier 还以 50 万美元
左右的价格卖出了罗伯特 • 莱曼（Robert Ryman）的一幅小型画作，
以超过 50 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唐纳德 • 贾德（Donald Judd）创作于
1989 年的一件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Meier 在其它艺博会上——比
如上一届的欧洲艺术博览会——也曾展出过里希特的这件作品，但都没
能成功出售。而这件作品本来是 Meier2008 年 6 月在伦敦佳士得上购
买的，那个时候的艺术市场还很火热，当时的成交价为 310 万美元。
另一个以 7 位数成交价为标志的画廊便是苏黎世的 Gmurzynska 画廊。
该画廊以大约 35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伊夫 • 克莱因（Yves Klein）的
作品“IKB 162”（1958），以大约 60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大卫 • 史
密斯（David Smith）铮亮的钢制雕塑作品“Vertical Pistol Structure”
（1952）。（Gmurzynska 画廊是史密斯作品在欧洲的代理画廊，买
下史密斯作品的买家是一位重要的欧洲藏家。史密斯的作品在欧洲博物
馆及私人收藏中相对稀有。）另外，该画廊还售出了胡安 • 米罗（Joan
Miro）作于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一幅画作，买家同样也是一位重要的
欧洲藏家。不过画廊主 Mathias Rastorfer 拒绝透露更多关于这幅作品
的详细信息。

Francis Bacon, Marlborough Galerie
全 场 最 夺 人 眼 球 的 要 数 伦 敦 Marlborough 画 廊 和 苏 黎 世 Bruno
Bischofberger 画廊，他们带来的都是“百年难见”的超级硬货。前者
弗朗西斯 • 培根三联作《人体研究》（Three Studies for the Human
Body）的咨询价达到惊人的 6000 万美元，而后者则因一件足有 20 米
长的沃霍尔作品技压全场，这件作品的标价达到 8000 万美元，据说在
VIP 开幕后因“买家突然不想卖了”而继续悬挂，供人瞻仰。
与欧美画廊的复苏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画廊与艺术界的落寞。参加 Hall
2 画廊区博览会的国际画廊达到 300 多家，而中国只有两家，分别是来
自上海的香格纳与广州的维他命，在数量上甚至还不如同在亚洲的日本
与韩国，北京画廊则几乎全军覆没。“艺术宣言”（Art Statements）
单元因长征画廊的进入而略可安慰，他们带来的周啸虎作品以 18 万美
元成交，主管卢杰表示：“作为艺术宣言单元唯一中国画廊，长征第一
炮不错”。但这只是凤毛麟角。昔日对中国艺术家“一往情深”的国际
画廊，如佩斯、Sperone Westwater、Acquavella 也纷纷笃定不带中国
艺术家的作品入场。

hiart.cn 透露：阿布女友达莎 • 朱可娃的在 VIP 开幕后的几分钟内就掀
起了全场的第一个小高潮，她以接近 550 万美金的高价拿下了伦敦画
廊 L&M 的一件罗斯科作品，而在这之前，她刚与邓文迪在贝耶勒基金
举办晚宴。
接下来，百万以上的成交相继诞生。苏黎世 Thomas Ammann 画廊带
来的沃霍尔“番茄汁” （Campbell Tomato juice）成功卖出两件，每
件 110 万美元；纽约 Acquavella 画廊并未因中国艺术家曾梵志的缺席
而受到影响，西格玛 • 波尔克（Sigmar Polke）1990 年画作《无题》
（Untitled）售价达到 130 万美元；马德里 Elvira Gonzalez 画廊带来
的一件理查德 • 塞拉作品以 200 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卖给一位欧洲藏家，
这位艺术家的同期个展正在贝耶勒基金举办；Luhring Augustine 画廊
的克里斯托弗 • 伍尔（Christopher Wool）也大受欢迎，1996 年画作《自
行车上的女子》（Woman on a Bicycle）以 250 万美元成交。而一些
超级画廊如如高古轩、白立方、佩斯、古德曼等都有不俗的表现，预展
当天的大卖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更换作品。

Ugo Rondinone
Judd Tully 透露：伦敦的 Sadie Coles HQ 画廊，乌戈 • 荣第隆尼（Ugo
Rondinone）厚重的木质双扇门雕塑作品“Lax Low Lullaby”（2010）
以 28 万瑞士法郎（约合 33.2 万美元）的价格成功出售。这件作品看起
来类似于一个会出现在城堡或是中世纪监狱中的东西，做工精细。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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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画廊还以 6 万美元的价格成功售出了乌尔斯 • 费舍尔（Urs Fischer）
的作品“Pineapple/Melon”（2010）——从费舍尔近期在纽约新美术
馆表现出来的事业中期的状态来说，这个价格也算是不错的了。

以 伦 敦 和 米 兰 为 基 地 的 Massimo De Carlo 画 廊 负 责 人 Roberto
Moiraghi 则说：
“我们有 80% 的作品都卖给了来自黎巴嫩和中国的藏家。
这次艺术巴塞尔的市场行情出人意料地好，对新兴艺术家的需求明显增
加了不少。”以纽约和日内瓦为基地的私人经销商 Jennifer Vorbach 表
示：“我对本届艺术巴塞尔的感觉是，部分欧洲经销商对此次艺博会的
成功感到很惊讶——因为欧洲目前正处于经济危机中。”从某种角度来
看，艺术巴塞尔那被商业气息浸透了的神圣感，使得发生在这个大洲上
的麻烦被暂时忘掉了。
Artinfo 透露：今年的艺术巴塞尔聚集了 2500 位艺术家和 300 间画廊（这
是从超过 1000 间画廊中挑选出来的），展出作品的总价值高达 20 亿
美元。在 VIP 预展期间就已经取得了数千万美元的成交额，迎来“开
门红”：
布鲁塞尔经销商 Marc Blondeau 在预展当天以 15 万美元的价格成功出
售了吉姆 • 肖（Jim Shaw）的作品“Dream Object（I Was in Vegas
to Pickup My Stuff）。

Jacob Kassay：“Untitled”
布 鲁 塞 尔 的 Xavier Hufkens 画 廊， 斯 特 林 • 鲁 比（Sterling Ruby）
四 件 拼 贴 及 油 画 新 作“DS 6”、“DS 7” … 以 每 件 7.5 万 美 元 的
价格成交。这几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与罗伯特 • 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后期作品中对材料的混合相似，但它们都被封装在精
心制作的框架里，给朴实的画面增添了一些人造的精致感。该画廊同时
还以 25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托马斯 • 豪斯雅戈（Thomas Houseago）
的青铜雕塑“Yet to Be Titled （Large Head #1）”（2010），买家是
一位欧洲藏家。另外，在“艺术无限”单元上，Xavier Hufkens 画廊
还将雅各布（Jacob Kassay）的一件装置作品出售给了一间未透露详
细信息的博物馆。（据悉，在今年 5 月，Kassay 的一幅画作以 29.05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荷兰艺术顾问、苏富比阿姆斯特丹的前副主管
Siebe Tettero，超过了当时最高估价 8 万美元数倍。）Xavier Hufkens
本人简单地概括了对于此次艺术巴塞尔的看法：“疯狂。我们获得了很
好的成绩。”——这同时也能代表很大一部分经销商的心声。

朱利安 • 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的作品“Untitled（Jill+Sander）”
（1993）在杜塞尔多夫 Hans Mayer 画廊中卖出了 35 万欧元的价格，
考虑到施纳贝尔不再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艺术明星，这样一笔交易
也许会让你明白某些东西是绝对需要酝酿的。反常的商业现象的另一
个标志可以在纽约的 Per Skarstedt 画廊中找到：迈克 • 凯利（Mike
Kelley） 的 作 品“The Poltergeist”（1979） 以 80 万 美 元 的 价 格 卖
给了一位欧洲藏家，这是一件由 7 块银明胶板装配在一起的作品。此
外，该画廊还以 130 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理查德 • 普林斯（Richard
Prince）的作品“Ordered”（1990），以 45 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乔治 •
康多（George Condo）的作品“Field of Figures”（2011）。

Galleria_Continua___San_Gimignano_(Siena)

White Album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纽约的 Paula Cooper 画廊中，初级市场作品拥有强劲的需求。凯利 •
沃克（Kelley Walker）的丝网印刷作品“Black Star Press”（2008）
以 25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一位欧洲藏家。另外，该画廊还售出了鲁
道夫 • 斯汀格尔（Rudolf Stingel）的抽象主义作品“Untitled”（2010），
售价 55 万美元；克里斯蒂安 • 马克雷（Christian Marclay）的作品“White
Album（Do Do Do Do Do Do Do Do）”（1990），售价 2 万美元；
奥尔巴赫（Tauba Auerbach）的作品“Untitled（Fold）”（2011），
售价 4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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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 Hans Mayer 画廊

四家中国画廊在 2011 艺术巴塞尔
长征空间
周啸虎“反蒙太奇 - 党同伐异”
艺术声明 展位：S08
艺术家周啸虎为
本次巴塞尔博览
会制作的作品
“反蒙太奇 - 党
同伐异”是一部
8 频的影像和雕
塑装置作品，作
品延续了艺术家
在雕塑的造型和
电影语言之间关
系的探索。作品
中的 8 部动画影片和雕塑取材自大卫 • 格里菲斯（DW Griffith）的电影
《党同伐异》（1916），作品的主线是 4 个平行的故事，分别讲述不
同历史时期的党同伐异事件：1. 巴比伦的沦陷，2. 十字架上的耶稣，3. 圣
巴托罗缪惨案，4. 现代美国（约 1914 年）。整个雕塑影像装置中的 8
段动画共时进行，每个动画各有两个片段被定格在螺旋上升的电影胶片
式的雕塑空间里。
作品取材自格里菲斯电影创作顶峰的作品，也就是电影的剪辑和蒙太奇
语言运用最成熟的时期。螺旋上升的雕塑空间中所呈现的是从每个故事
所节选的代表性场景。身处作品之间，就像被一种惯性所牵引，观众同
时面对八个雕塑中的故事场景，以及八个动画短片所讲述的故事，然后
在自己的理解中重组和再剪辑，从而创造出新的变量和叙事可能性。艺
术家试图采取连续推进和持续准备的方式质疑蒙太奇结构，改变蒙太奇
手段中主观概念和意识形态嵌入，还原为激发事物的潜能以实现“以物
观物”。
陈秋林、黄然参加“艺术电影”单元的“风景的戏剧性 / 戏剧性的风景”
时间：6 月 14 日 晚上 8.00 以及 16 日 晚上 10.00
地点：Stadkino Basel
长征空间代理的
两位新生代艺术
家陈秋林和黄
然 参 加 由 Marc
Glöde 策 划 的
“风景的戏剧
性 / 戏剧性的风
景”。陈秋林的
影片《花园》以
两个乘船抵达城
市的男性开篇。
整个故事并未赋
予他们任何身份，仅仅以他们怀抱的一束粉色花束作为他们与外界区
分。画面随着他们穿行在城市中而展开，他们怀中的“花园”与都市的
风景渐行渐远。乡村和城市、过去和未来在视觉上的对比，通过背景音
乐中的京剧越发突出。黄然的《愉悦悲剧》通过引人入胜的“唯美”电
影探究了爱、色情、性别、暴力以及死亡之间某种不确定的共谋关系，
表现了当代美学无解状态的混乱。影片中唯美的画面本身也传达着一种

残酷的现实美感。这让美学“质量”上的完美性同“畸形”概念彼此形
成反差的同时也相互勾结在一起。6 月 14 日影片放映结束后还将有黄
然的问答环节。
展望在“艺术沙龙”单元讨论最新项目“城市乌有园”
6 月 18 日下午 4.00 － 4.30 ( 周六 )
艺术家展望和策展人杨心一讨论展望 2010 年在台北与著名荷兰建筑小
组 MVRDV 跨界合作的项目“城市乌有园”。
香格纳画廊
第 42 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 - 香格纳画廊展位 2.1 展厅 K15 号
李山、余友涵、鸟头、施勇、丁乙、张鼎、孙逊、张恩利、周铁海、耿
建翌、邬一名

麦勒画廊
展馆 2.1 / 展位 P15
艾未未 - 陈卉 - WIM DELVOYE - 杜婕 - ANDREAS GOLDER - 何云
昌（阿昌）- L/B - 李大方 - 李钢 - 李占洋 - 刘鼎 - 孟煌 - 邱世华 CHRISTIAN SCHOELER - 单凡 - ANATOLY SHURAVLEV - TRACEY
SNELLING - JULIA STEINER - NOT VITAL - 王兴伟 - 夏小万 - 夏星
- 谢南星
麦 勒 画 廊 北
京－卢森于第
42 届 巴 塞 尔 艺
术 博 览 会（Art
42 Basel）展出
旗下艺术家的
一系列优秀新
近 作 品。 其 中
包括艺术家艾
未 未、Anatoly
Shuravlev、
A n d r e a s
Golder、Julia Steiner、李大方、刘鼎、夏小万，以及谢南星等的最新作品。
另外，我们还在我们的展位中展出艺术家艾未未的《童话人物》。艾未
未于 2007 年为第 12 届卡塞尔文献展特别制作了大型艺术作品《童话》，
这些肖像作品（C-prints, 每幅 100 x 100 cm，独版）是《童话》项目
的重要部分。以《缓缓而序》为题，麦勒画廊 卢森部于今年年初举办
了中国年轻艺术家李钢（生于 1986 年）的首次个人展览。李钢在绘画、
摄影，以及装置等多种媒介开展他的艺术实践。我们通过第 42 届巴塞
尔艺术博览会的平台将李钢的作品推介给国际观众。另外，麦勒画廊首

20

次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呈现年轻的德国艺术家 Christian Schoeler 的最
新作品。Chrisitian Schoeler 目前在麦勒画廊 北京部进行为期三个月的
艺术家驻村项目。他以水彩和油画见长；艺术家通过这些绘画语言来表
达他对当代社会易碎、美，以及脆弱等主题的反馈与解读。
维他命空间
展位：H8
曹斐：神人畅，2011
郑国谷：被密集陨石撞击最多的椅子，2011

阿特姐姐辣嘴播报巴塞尔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每年六月在瑞士与德法交界的中世纪城市举办，这个
莱茵河畔的城市，每到此时便凸现接待能力的不足，瑞士人则不厚道地
在这个星期让大大小小的酒店甚至家庭旅店翻倍涨价。全世界大约六万
人涌入来观看约三百家画廊的展品，这里一直是最差观赏方式的最佳范
例。

Art Unlimited 单元，参与艺术家 62 位，中国艺术家为 0 位，中方对巴
博方不顾中方画廊和艺术家的多次申请，执意不带中国人玩的行径表示
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艺博会从来是世界艺术人民的活动，中方有对参
与该活动的无可争辨的权力，中方希望巴博会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
保中方明年名额。

阴天中抵达巴塞尔，明显没有太多国人，大不似威尼斯总能碰到似曾相
识的面孔，是否巴塞尔博览会门槛太高了，各种中国艺术人士望洋兴叹
呢？其实同期还有些卫星博览会，如 Scope, Volta, Liste....

据纽约可靠待明天才能证实小道消息称，Acquavella 画廊将在本次博
览会不展出著名艺术家曾梵志作品，Acquavella 对曾先生的与他人画
廊的合作决定表示生意人的理解，并祝福曾先生在新画廊的约七十位在
世合作艺术家中受到特别的应有关注 •••• 在巴塞尔同学明天去证实哟，
展位 E16。

Volta7 没看到中国画廊的身影也见不到中国艺术人士的身影，对这种超
级新艺术家的博览会，中国低龄艺术家在年龄上是符合的，但价格是不
是欧美同龄艺术家的几倍？

天亮后是巴塞尔博览会的 VIP 开放日，有谁知道为什么维他命画廊老
能参加呢？私信我哟！

LISTE 其实是还算重要的新艺术家及二三线画廊的天堂，楼上楼下五
楼，大收藏家，甚至美术馆长气喘吁吁，恐怕错过一件便宜小作品。你
终于可以在这里见到中国人的身影，不过他们不在展场，而是聚在外面
一圈，男男女女一齐抽烟喝酒。

中国来的 VIP 和 VOP 注意啦，不管你今天说不说鸟语，西方人都会给
你笑脸的，但是你要是啥子也不买，他们马上转身给你腚看。

LISTE 居然还有几个中国青年在那穿不伦不类着民间缝制的山寨清代
官服在那表演，什么学校的？老师不管管！有个瑞士友人兴奋地告诉
我，看，你们中国人呢！我没好气地回答，他们是韩国人。

今次西方人真的让中国人自己玩自己的艺术了，日韩还有艺术家作品
出现在展位，猴精的西方人明白，如佩斯，阿克维拉还有代理刘野的
Sperone Westwater 等等，中国当代艺术可不是倾销的廉价中国工业制
造，而是在西方只有冒险家才玩的高昂成本的游戏，今天那几个冒险家
也不玩了。

LISTE 里其实还是有很多作品很靠谱，中国画廊也争气，藏在里面跟
外国画廊似的，带来的作品不小心就觉得是外国大牌艺术家的。
早一天开幕的 Art Statement 和 Art Unlimited 终于迎来了人山人海的客
户，敞开喝的香槟酒还有白水灌得艺术人士走不动路有木有？ Baloise
奖中国艺术家 11 年来从没获得有木有？有个波兰艺术家的行为表演就
是花一小时在那搅和水泥有木有？ @ 长征空间 周笑虎的作品 18 万美
刀不算贵有木有？
Art Statement 单元，27 位艺术家，中国 1 位，严重地与拍卖市场全球
最高价位且仍健在的艺术家前十名中，中国有六位的市场经济地位不
符，对此，中方表达对事件的严重关注，中方同时保留向巴塞尔博览会
投弃权票的权利。

（@carocaro 回复 @ 阿特姐姐：姐姐，今年 Statement 有 28 個喔。
還有，statement 是給每年的年輕新興畫廊一個以藝術家個展形式參展
的極會。代表綜合實力的還是 unlimited 啦。那今年我國一個都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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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碰到些来自中国的全球当代艺术的大户与散户，对只熟悉本国艺术
家的他们而言，海量的信息，巨大的视觉反差和不停的行走于各种的展
位，到了下午这个时候已经身心俱疲了。巴塞尔没有等待到挥金如土的
中国富豪，尽管有些人小有斩获，在面对安迪这件 20 米的巨作时还是
明智地选择放弃。
当中国当代艺术的辨识度愈来愈低时，西方的阴谋就得逞了，追随西人
的新贵便开始象消费 LV 包包样消费毕加索了，这件老毕的作品就被疑
似中国人的亚洲人预定了，要付的钱在我的家乡可以买一千头水牛。
收藏家的休息厅，看到了梵志 • 曾老师携一众企业家大亨，收藏家达人
及粉丝群，看到了非专业散户画廊家，看到了非严肃批评家，也看到了
一些张嘴木然的高级南方北方艺术人士。附：恕照片木有，上传了就成
真相了。
热闹了一整天，打探了一下成交，George Condo 作品卖了 450,000 美，
John Baldessari 的梦露 （如图）卖了 250,000，Ron Mueck 的傻 B 青

年雕塑卖了 450,000 英磅。当然这都不是什么了，今天的大家伙是法
国队成功将一件毕加索转会给了中东队，转会费是 3000 万美刀。
来自 35 个国家的约 300 家画廊带来的约 2,500 艺术家的作品估计总
值 18 亿美元，为进场的老贵族新暴富提供了迥避低息和低经济增长的
缓冲工具。切尔西队老板阿布的女友 Dasha Zhukova 进门就花 550 万
美元买了 Mark Rothko 的抽象作品一件。附上 Ron Mueck 雕塑＂傻青
儿＂。
那谁谁谁都来了，前后围观老名模 Naomi Campbell 名演 Will Ferrell，
神秘的卡塔尔公主 Khalifa Al Thani, 还看见旧金山的 Eli Broad 一个人
低调地遛遛哒哒，迈阿密老两口 Don and Mera Rubell 手牵手，@ 希
克 的光头还是那么亮，就是木有看到 @ 尤伦斯 ，是不是又约拍卖行
的人去他城堡了？
刚才去 Bischofberger 询问了一下这件 20 米的安迪，瑞士老大爷说要
8000 万美元，我飞速地算了一下，五亿多人民币！于是抱憾地说，
OK，不算贵，你知道这样大张的齐白石多贵吗？十五亿。这瑞士大爷
听到后马上去上厕所了。

传巴塞尔博览会将让 Gianni Jetzer 接任 Simon Lamunière, 成为艺术
无限单元的新策展人，Simon 自 2000 年始一直占据这个位置一干就是
十一年，拜拜 Simon，我们会记得你对中国的不好。
首日大卖大画廊上新货。Pace 画廊换上了巨大的德库宁，加上 Donald
Judd 的大铁箱；Hauser & Wirth 则上了 Paul McCarthy 和 Guillermo
Kuitca 的地图；Marian Goodman 换上了 John Baldessari 的大作；高
古轩更牛 B；全换了个遍，新上了 Andreas Gursky 的大图片，Rudolf
Stingel 和 Twombly 的大货。 希克同学于今日邀请中国巴塞尔博览会
代表团参观了由他策划的“山水”展，团员们认真参观了展览作品并高
度评价了希克同学与中国人民艺术家的友谊；展后希克同学与团员们在
他府上小聚并无比崇敬地参观了他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宾主交谈甚
欢，并无大型晚宴款待。
巴塞尔藏有不少两周前威尼斯双年展的明星，如 Paula Cooper 画廊代
理的艺术家 Christian Marclay, 刚刚因为＂钟＂获得威尼斯的牛逼大奖，
不过他的一件 90 年作品也就卖个 3 万美子呵！还有一代表美国馆的波
多黎哥 Allora，叫他坦克哥吧，代理画廊 Gladstone 随便就把一小雕塑
15 万美卖给澳洲人。

巴塞尔开幕

Ai Wei Wei Wall

Gagosian_Gallery

Liste 16

Ron Mueck 雕塑 “ 傻青儿 ”

安迪沃霍尔

Art Unlimited 现场

乔治康多

白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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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香港特辑

艺术巴塞尔控股艺术香港
MCH 瑞士展会 ( 巴塞尔 ) 股份有限公司即 MCH 集团公司、巴塞尔国际
艺术博览会、巴塞尔迈阿密博览会的主办方与亚洲艺术博览会有限公司
(Asian Art Fairs Ltd) 即香港国际艺术展的所有方签订了收购协议。
此举意味着，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意志力将扩张到亚洲艺术市场，中期
目标是将香港国际艺术展转变为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这一国际领先的艺
术展会品牌里的第三个平台。
7 月 1 日起，MCH 集团将获得亚洲艺术博览会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
这意味着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所属公司即将控股亚洲艺术博览会有限公
司。香港国际艺术展自 2008 年创始以来已经成为亚洲重要的艺术展
会，有着持续的上升趋势，并与亚洲不断扩大的艺术市场相结合，为
MCH 集团在这一关键地区建立艺术展会并将之向亚洲推广提供了潜
质。2012 年香港国际艺术展有限公司还将在自己的名下办展，Magnus
Renfrew 先生依然是该艺术展的总监。但从 2012 年 2 月之后将冠以“巴
塞尔国际艺术展”(Art Basel) 和 " 巴塞尔迈阿密国际艺术展“(ArtBasel
Miami Beach) 的名称。香港将成为巴塞尔国际艺术展览公司继迈阿密
之后的第三个国际大型展览平台。

艺术香港重要成交个案
香港，2011 年 5 月 31 日 —— 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销情理想，包
括 Liu Wei、Zhang Enli、 严 培 明（Yan Pei-Ming）、Jeff Koons、
Andreas Gursky 和 Louise Bourgeois，
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艺术展
（ART
HK）作为亚洲首屈一指艺术展的地位。一连四日于 5 月 26 日至 29 日
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展览吸引了来自 38 个国家的 260 间画廊参
与，展出过千名艺术家的作品。参展人数更创新高，达 63,511 人，较
去年上升 37.7%，跟 2010 年 Art Basel 的参观人数相约。

亚洲及西方当代艺术品的重要成交个案包括：
• 北 京 的 Long March Space 以 六 位 数 美 金， 把 Liu Wei 的 Don’t
touch, 2011 售予一名欧洲收藏家
• 苏 黎 世 的 Galerie Gmurzynska 以 650,000 美 元， 出 售 Fernando
Botero 的 Flying Eagles, 2008 予一名亚洲收藏家
• 纽 约 画 廊 David Zwirner 以 420,000 美 元， 出 售 严 培 明 的 Self
Portrait, 2011 予 一 名 亚 洲 收 藏 家。 画 廊 亦 以 110 万 美 元 售 出 Luc
Tuymans 的 The Couple, 2011。
• Sprüth Magers Berlin London 以 550,000 欧罗，把 Andreas Gursky
的 Ferrari II, 2007 售予一名欧洲收藏家
• Jeff Koon 的 Monkey Train (Orange), 2007 由纽约的 L&M Arts 出售，
价钱约为 350 万美元
• Hauser & Wirth London Zurich New York 售出 Zhang Enli 的所有作
品，其中一件以 120,000 美元售予上海一个私人基金。此外，画廊亦
以 265,000 美元把 Bharti Kher 的 an eye for an eye, 2011 售予一名身
处北京的收藏家
• Louise Bourgeois 所创作的 The Geometry of Pleasure, 2009，经由
纽约的 Cheim & Read 以 750,000 美元售予一名华人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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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的 White Cube 以 525,000 英镑出售 Jake & Dinos Chapman 的
Dass Kapital ist Kaput? Ja? Nein! Dummkopf!, 2008，买家为一名亚洲
收藏家
• 伦敦的 Timothy Taylor Gallery 以一个不便透露的金额把 Sean Scully
一幅大型的全新油画 Wall of Light, Pink White, 2011 售予一名身处香港
的收藏家

知名的艺术家均有参与展会的多项活动。张洹（Zhang Huan）便与皇
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的秘书长兼行政总裁 Charles
Saumarez Smith 一 起 出 席 讲 座。 拉 沙 贝 尔（David LaChapelle） 和
Ming Wong 则参与 Intelligence Squared Asia 的专题讨论活动，辩论
艺术是否必须美丽。Wucius Wong、白双全、Jeon Yong-Seok、Huan
Zhiyang、Qiu Zhijie 和 Park Chan-Kyong 则是亚洲艺术文献库「后室谈」
（Backroom Conversations）的座上客。

欧洲、亚洲、美国的艺术收藏家均有代表出席，其中著名的收藏家包括
Rubell Family Collection 和 Contemporary Arts Foundation（迈阿密）
的 Don 和 Mera Rubell；张明（北京及纽约）；Sidonie Picasso；邓
永 锵（ 香 港）；Samir Sabet d’Acre（ 布 鲁 塞 尔） 及 White Rabbit
Foundation 的 Judith Neilson（悉尼）。
Don 和 Mera Rubell 一同分享他们参与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的
体验：「这是我们四十多年以来首次踏足香港，事物已截然不同。这是
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 —— 充满动感和活力，常予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而且人们普遍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展会特意招待家庭及儿童观众，年
青参展者更激增，并全情投入展览艺术当中。他们就是艺术之未来，展
会正协助香港打造一群艺术观众。
世上少有同时通往东西方艺术世界的地方，展会正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
比较东西方艺术，以探讨两者的差异和相同之处。这是一个让我们学习
中国艺术的大好时机，我们亦目睹亚洲收藏家对西方艺术的浓厚兴趣，
并有强烈意欲去希望认识更多。此行，我们购入了中国艺术品、印度尼
西亚艺术品及一些欧洲艺术品。我们希望明年再次莅临。」

部份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美术馆馆长及策展人都有出席香港国际艺术
展 11（ART HK 11），当中包括耗资 21 亿美元兴建、即将在香港落
成的西九龙文化区的当代艺术博物馆 M+ 行政总监 Lars Nittve；纽约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的 Samsung 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
Alexandra Munroe；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秘书长兼行政总裁 Charles
Saumarez Smith 勋爵；亚洲协会博物馆（Asia Society Museum）的
总监 Melissa Chiu 博士；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油画及雕塑部
助理策展人 Doryun Chong；伦敦 Serpentine Gallery 的展览及活动、
国际项目总监 Hans Ulrich Obrist；新加坡国立美术馆（National Art
Gallery Singapore）馆长郭建超（Kwok Kian Chow）；以及新加坡美
术馆（Singapore Art Museum）馆长陈文辉（Tan Boon Hui）。
今年获连卡佛赞助的「艺术世界之未来」大奖得主为北京 Magician
Space 旗下的中国内地艺术家 Gao Weigang。这项总值 25,000 美元
大奖的评判包括 M+ 行政总监 Lars Nittve；伦敦 Serpentine Gallery 的
展览及活动、国际项目总监 Hans Ulrich Obrist；和《亚太艺术杂志》
（ArtAsiaPacific Magazine）编辑兼出版人伍颖瑜。

纽 约 的 Acquavella Galleries、 伦 敦 的 Victoria Miro、 澳 洲 的 Anna
Schwartz Gallery 及巴黎的 Yvon Lambert 是今年首次参展的著名画
廊。 而 再 度 归 来 的 优 秀 画 廊 则 包 括 Gagosian Gallery、Emmanuel
Perrotin、Hanart TZ 和 Lisson Gallery。展会的全新展区 ——「亚洲·壹 · 展
馆」（ASIA ONE）——专门展出亚洲各地画廊的新晋亚裔艺术家精彩
的个人展。
被 问 及 在 首 推 的「 亚 洲· 壹· 展 馆」 的 展 出 经 验， 悉 尼 的 Annandale
Galleries 总监 Bill Gregory 表示：「我们非常欣赏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为「亚洲·壹·展馆」和「艺术世界之未来」（ART FUTURES）给
予的定位。我们为 Zadok Ben David 所举办的个人展非常成功，并跟
区内不少人士取得连系。今次是我们首度参展，明年我们必定再来。」
出席展览的著名艺术家包括 Liu Wei、Marc Quinn、严培明、奈良美智
（Yoshitomo Nara）、村上隆和王克平（Wang Kepin）。此外，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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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NIFO 评出艺术香港最佳与最差展位
作者：ARTINFO（陈颖编译）
本届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 11）已经接近尾声，ARTINFO 则特意
评出了这一届艺术展上的最佳和最差展位。

保 罗 • 麦 卡 锡（Paul McCarthy） 作 品“Daddies Tomato Ketchup
Inflatable”（2007）
最差
保 罗 • 麦 卡 锡（Paul McCarthy） 巨 大 的 充 气 雕 塑 作 品“Daddies
Tomato Ketchup Inflatable”（2007）赫然悬挂在展厅的入口处，它庞
大的体积和像是在商店被放旧了的外观，都显得与 ART HK 的雄心勃
勃格格不入。
最佳
来 自 日 本 的 画 廊 SCAI THE BATHHOUSE 展 出 了 Yusuke Komuta
旋 转 而 又 扭 曲 的 雕 塑“REVERSE 2.2” 以 及 Tomoko Shioyasu 的
“Pulsation”，分别完美地诠释了趣味性以及精湛的技艺。
最佳

最佳
本届艺术展全新的“亚洲 • 一”（Asia One）单元像是在提醒观众：我
们身处亚洲，这里正在涌现一批当代艺术界中最迷人的作品。这个单元
的参展画廊都会专门展出某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它传达了一种艺术激情
及焦点，使人们在浏览这些作品时感到尤其振奋。其中深得我们偏爱的
包括：Rampa Istanbul 画廊展出了 Nilbar Güres 的摄影作品；Edwins
画廊展出了赫里 • 多诺（Heri Dono）将《木偶奇遇记》与哇扬戏（wayang）
结合在一起的木偶表演；前波画廊展出了邬建安的剪纸作品；站台中国
展出了周轶伦五彩缤纷的绘画作品。

纽约 Lombard Freid 画廊展出了曹斐的影像作品“Shadow Life”。艺
术家利用最简单的图像——用手臂和身体产生的影子——创造了一部
讽刺作品，这会为你带来整个艺术展上最令你激动的 10 分钟。
最佳
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通过在展位中再创造艺术史学家
卡普尔（Geeta Kapur）的研究，将艺术家维维安 • 孙达拉姆（Vivan
Sundaram）及卡普尔的档案数字化了，这使得观众仿佛走进了这位重
要的印度文学界人士的工作环境中一样。
最差

最差
将“亚洲 • 一”单元与主展厅分开布置的决定，使观众无法意识到此次
艺术展与其它艺博会的区别。
最佳
纽约勒隆画廊（Galerie Lelong）的目光没有局限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中
受众人瞩目的艺术家上，他们展出了林天苗如雕塑般的纸质作品以及肖
恩 • 斯库利（Sean Scully）和简 • 哈蒙德（Jane Hammond）的作品。
最差
为了获得亚洲市场的青睐，许多国际画廊纷纷看中了同一位艺术家以及
他那目前看来太过普遍的画作——张洹。而佩斯北京倒像是脱离了困
境：毕竟它是张洹的正式代理商。
最佳
来自香港本土的 Hanart TZ 画廊展出了香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艺术家陈
福善（1905-1995）的作品，部分商业人士相信这些作品将在此次艺术
展上全部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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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艺术展带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它在取得了成功的同时，也成为了
受害者。今年的艺术展已经让人觉得有一点太过夸大和太过普遍了。这
种情况在它明年 2 月顶着巴塞尔艺博会的光环首度亮相时不知是否能
够有所改善。

超级资料

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
胡畔 陈颖 编译
展厅走廊和邻近空间中总是充满着一种电子音。然而只从这些听觉元素
来判断，几乎不能预料展出作品雕塑般的外观。这位英国艺术家的作品
有点类似于一种移位的家庭环境：家具、日用电器、过时的音乐设备、
灯座、电视机等等都是他的创作材料。他还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点缀其
他艺术家的作品，或是给已经组织好了的声音加上其它杂音。
突出的组合秩序巩固
了米尔扎每一件作品
的总体效果，这种秩
序探索了当社会或文
化体验与音乐和历
史上的听觉传统符
合（ 或 是 不 符 合 ）
的 时 刻。 例 如 作 品
“Adhan”（2008）
及 “ Ta k a Ta k ”
（2008）， 它 们 都
源于米尔扎对音乐在
伊斯兰信仰中所扮演
的不稳定角色的兴
趣，这是他在 2008
年到巴基斯坦做一次

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
生于 1977 年的伦敦，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目前于伦敦和谢菲
尔德工作和生活。利用影像、声音以及现成品，哈龙·米尔扎用老旧的家具、
电子设备和一些灯源，制作一系列合成的声音 - 视觉装置作品。他的作
品结合了视觉与原声的材料，用科技的手段，在不同的文化和理念之中
建立了一系列美学的尝试。米尔扎的许多做法是基于把噪音转换为声音
模型，为了从由听觉定义上已知的经验中把声音的接收方进行转化。比
如他的作品《Adhan》就是把凯特·斯蒂文斯的歌曲在一个开放的酒吧中，
转换成了不同的动画模块：一个闪烁的台灯，一个玻璃立方体压缩，一
个老式收音机切近切出频段，以及一个不停重复播放的大提琴音段。

米尔扎展览历程：
个展 Mother's Tankstation, Dublin (2010)
A-Foundation, Liverpool (2009).
群展 Art Sheffield 10, Sheffield (2010)
“For the Birds” at SMART Project Space, Amsterdam (2010)
“The Sheffield Pavilion” at the 11th Istanbul Biennale, Istanbul
(2009)
“Lisson Presents (3)” at Lisson Gallery, London (2009)
“Stage Fright” (with Laura Buckly & Dave Maclean) at Rokeby,
London (2009)
“Contested Ground” at 176, London (2009)
“New Contemporaries”, the Liverpool Biennial, Liverpool, tourin
g to London (2008)
“Cabaret Futura” at Cell Project Space, London (2008)
“How We May Be”, Late at Tate at Tate Britain, London (2007)
“REGELEI” at Kunsthalle Exnergasse, Vienna (2006)
他还曾进入到 2005 年水星音乐艺术奖的短名单中，并获得了 2010 年
的北方艺术奖。让我们来看看他所做的具体的事件。

扩展旅行时所研究的主题。音乐在某些穆斯林信徒看来是一种充满罪恶
的嗜好，但它却是穆斯林信徒理解古兰经的基础。这在令人感到惋惜的
作品“Adhan”中是最突出的，这件作品是由数件家具共同组成的，声
音、影像以及光元素给这件作品增添了活力。“Taka Tak”的名字来自
巴基斯坦一道用山羊内脏做成的民间小吃。一部简单的视频作品记录下
了一位厨师做这道小吃的过程，一旁的音响上则放着一件随着唱机转盘
不断旋转的木质雕塑品。正如米尔扎对于分散穆斯林信仰中意识形态的
限定因素很感兴趣一样，“Adhan”和“Taka Tak”作品中的声音和视
觉元素调查了有组织宗教中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在无法控制的事物之
上提供了一种受到控制的外表。（此处需要加上视频）

Taka Tak 2008
不可预料的展览形式
哈龙·米尔扎的装置作品通常先被人们“听到”而非看到，展出作品的

在米尔扎的作品中，时间同时被拉向了许多方向。尽管米尔扎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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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物品都产生了似乎是无穷尽的声音，但它们同时有助于放缓事物
的发展速度；家具的中世纪外表具有一种怀旧感，错综复杂的机械装置
使得声音作品在物品与声音之间的空间中延伸。米尔扎对类似音乐设备
的运用——例如唱机转盘、家用收音机以及接近家具尺寸的大号扬声器
等，摆出了对数字技术效能的挑战。
他 在 诸 如
“Paradise
Loft”
（2010）
等作品中明
显地使用了
唱 机 转 盘，
这象征了他
对诞生于 20
世 纪 70 年
代的俱乐部
文 化 的 崇
拜（ 该 作 品
的名字指代
了历史上著名的夜店 The Paradise Garage 以及 The Loft）。这样的
场景通常会出现在黑人和男同性恋聚集的地方，并且引入了一种叫作
“beatmixing”的技巧——这是由 Larry Levan 和 Francis Grasso 等传
奇般的 DJ 所创作的“永不停止的”迪斯科舞曲。米扎尔使用了一种类
似的技巧来结合独立的形式与听觉元素，并通过引入其他艺术家的作品
进一步为其已经充满了活力的装置增添干扰成分。存在于杜尚所建议的
转变中的决定性潜在价值被米尔扎用在了诸如“An_Infinato”（2009）
这样的装置中——这件装置集合了 Guy Sherwin 的影像作品“Cycles”
（1972/7）以及 Jeremy Deller 的影像作品“Memory Bucket”，连同
米尔扎自己的一段键盘弹奏。米尔扎使 Guy Sherwin 作品中构造主义
的规则性及脉冲般的配乐，与 Jeremy Deller 作品中强烈而无组织的声
音结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随机的音景，这种音景最适合被描述为作曲
家 Edgard Varese 所谓的“有组织的噪音”。

一种对声音和噪音的转换的兴趣在米尔扎所有的作品中产生了共鸣（图
注）
——他的实验项目“Sound Spill”将一些由展览中溢出的声音而产生
的噪音作为研究重点（第一个展览便是由米尔扎和 Thom O’Nions 共
同策划的群展，Nina Canell、Torsten Lauschmann、Guy Sherwin 以
及 Richard Sides 参加了那次群展）。如果噪音以及噪音音乐能够被界
定为一种内在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类型的话——这是对分类方式的公
然反对，同时也是对传统的消费方式的挑战——那么米尔扎生产噪音的
机器就能使这种不稳定性与艺术品的独立产生对抗。
雕塑与音乐的结合
米尔扎利用影像、雕塑、光线和音效去创造出大型的装置艺术以及装配
艺术，其目的在于发掘社会与历史文化的某个时刻，或是音乐和传统音
效的交汇。
他的作品同时包含了雕塑装置和音响组合，转变了原本材料应有的功
能。像是使用过的家具、家用电器、他人拍摄制作好的录像带、甚至是
其它艺术家的作品。这些重新搭配的创作赋予了原有材料新的生命和意
义，揭露了物品改变外貌后潜藏的特质：如上世纪 80 年代音响装置的
台子变成了 90 年代计算机显示器的展示平台；又或是带有镜子的咖啡
桌化身为用雷射启动声带的容纳器，亦或是一对音响喇叭成为桌面的支
撑台柱。
考虑到如何确切区分何谓噪音、声音还有音乐，Mirza 衡量考虑了所谓
视觉与听觉单一化美感表现和模型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听到”与
“聆听”的巨大差别就如同于“看到”与“凝视”那样的不同。从他的
作品组合 中我们可以知悉这些灵感表现除了来自于他本身从事 DJ 的工
作外，他前卫作曲的风格则来自于与其它视觉艺术家一同创作练习的经
验。
此次的作品从非洲鼓声和仪式打斗的声音搭配，到极简主义雕塑家
Fred Sandback 的诠释概念。对于画作和一致性的运用，Mirza 研究了
1970 年代 Sandback 所论述特定作品的于艺廊的空间摆设。让他不仅
从复制 Sandback 所使用 LED 缆线和音响电线的装置艺术得到灵感，
亦从极简方式变成装置艺术的创作家。
Mirza 声称自己的作品是“时代性的呈现架构”，每单一个别的装置作
品中都拥有看似循环和明显声域的同一声符和节奏，却一同交织成大型
的音乐组合。因此，观赏者不仅仅是从单一个装置中欣赏单一调性的活
动主体外，亦能享受整体展览的现场集体表演和联合装置艺术。
解读音乐的重要性

Paradise Loft，Detail

Regaining a Degree of Control，2010

An_Infinato，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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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Tape，2010

哈 龙· 米 尔 扎 将 声 音 与 视 觉 效 果 看 作 是 同 等 重 要 的。 受 Marshall
McLuhan 的启发——这位理论家相信自从文字出现以来，人类的视觉

就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哈龙·米尔扎在艺术实践上选择了 ocularcentric
bias 的立场。在他 2010 年于英国艺术展上展出的装置作品“Regaining
a Degree of Control”（2010）中，视觉方面的元素居于次要地位，而
仅仅只是为了强调或者说是形成声音：一个唱机转盘带动一部收音机一
起旋转，而收音机从一支灯泡那里获得干扰；与此同时，一支乐曲重复
的韵律通过将其与闪光灯摆动的频率同步而得到了增强。在这件装置
中，声音占据了中心地位。就像画家需要探索图形与背景的关系一样，
当噪音被感知为声音、或是声音突变为音乐时，哈龙·米尔扎也试图鉴
别出这种转变的时刻。在影像作品“The Last Tape”（2010）中，通
过强调磁带录音机持续的、类似于一种韵律的咔哒声，他研究了声音与
音乐、听与倾听之间的分离。其它作品中的声音同样也经受了严格的约
束——唱机转盘以同样的速度旋转，乐曲的引用也需要遵循相同的节奏
与音调。只有这样，作品在展出时才能与其它作品和谐地摆放在同一个
展厅中，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包容性的声音作品，弥漫到整个空间中。

更深入的探索

米尔扎的作品涉及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声音雕塑，例如罗伯特·劳森
伯 格（Robert Rauschenberg） 的“Oracle”（1965）。 此 外， 它 们
还能使人回想起早期整体艺术作品的传统——那些整体艺术作品目的
在于统一所有的艺术准则。通过占用和改变文学典故，米尔扎同时还
引发了一些新的联系：在“The Last Tape”中出现的那首歌曲暗指了
William Burroughs 的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发明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
能使所有人都变成他自己。多重叙事体的同时分层是米尔扎当前艺术项
目的典型特征，标志了当前作品从早期作品的差异——早期作品更多是
集中在使物品产生声音、以及探索材料与技术上。

Evolution of a revolution，2011

米尔扎对于音乐能够写照人类欲望和信念复杂性的能力同样很感兴趣。
在装置作品“Anthemoessa”（2009）中，他对穆斯林祷告和女海妖
之歌做了一个对比：这两者都暗示了对一种高等权力的服从。在这里，
米尔扎使我们意识到音乐是一种强烈的控制力量，就算它不比视觉强
力，至少也能和视觉相提并论。
获得北方艺术奖

正是上述提到的作品“Anthemoessa”，为米尔扎赢得了 2010 年的北
方艺术奖（Northern Art prize）。米尔扎在 2010 年就曾获得过北方艺
术奖的初提名，今年的评委会对他的坚持表示赞赏。他这次获奖的装置
作品名叫 Anthemoessa，意为“不断地对审判产生最重要的影响”。

2011 年，米尔扎在伦敦利森画廊举办了个展。此次展出的作品对各种
不同的主题进行了探索：从非洲的击鼓声、礼节性的战斗到极简派雕塑
家 Fred Sandback 的作品。对后者的研究见证了米尔扎对利森画廊档
案文件的钻研：在利森画廊中，他发现了一些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的
信件和画作，在其中，Sandback 描述了一件特别的作品应该怎样在画
廊总进行布置。这些启发不仅仅在这次展览中发挥了作用，同样也是米
尔扎将程度日益增加的极简派艺术风格运用于装置中的契机。

他用一些家居用品——例如现成的家具、过时的音乐设备、台灯和电视
等——创作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无限思考的声音领域。米尔扎希望通过
探索听到和聆听之间的差异，将把噪音感受成为声音和把声音感受成为
音乐这两种时刻区分开来。这件作品表现出了他对声音的着迷，其中故
意融入了出故障的电子设备的声音。将伊斯兰教的祈祷声和音乐结合在
一起则表现出这件作品对神学、宗教、音乐和死亡的思考。

米尔扎称这次展出的作品是“揭示了时间的作品”。在这次展览中，每
一件装置都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的周期循环和独特的领域，声音在其中通
常都以相同的节拍和调子发出。它们结合到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发散到
整个画廊空间的更大型的音乐装置作品。因此，观众们既能体验到作为
一个独立、活跃的物体存在的单件作品，又能感受到整个展览变成了一
个生动的群体表演和统一装置。

Anthemo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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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gue Yang 杨海固
杨海固（Haegue Yang）个展“Teacher of Dance”近日在牛津现代美
术馆（Modern Art Oxford）开幕。这位以首尔和柏林为基地的艺术家
发展起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实践，她试图用五彩缤纷且感官丰富的装置及
雕塑作品来占据公共与私密交会、并且互相产生作用的空间。这些作品
反映了研究与形成了杨海固艺术实践基础的直观询问之间的平衡。她主
要使用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材料，但却采用了一种抽象的语言来使作
品从影响了其创作过程的任何一种记叙艺术中脱离出来。

这场展览的名字涉及了唯心论者思想家及教育家 G. I. Gurdjieff，由一
种对运动的兴趣及其在杨海固作品的构造及体验中扮演的角色为指导。
展出作品既包括以前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新作。她为 Piper 画廊创作的
一件新作也在展出作品之列。这是杨海固第一件高于视平线的软百叶
窗装置，她在过去六年的艺术创作中经常使用这种软百叶窗的形式，而
这件作品表现了对那些装置的典型特征的背离。它由两个区别明显的
部分构成，观众能够在其下方以及作品中移动：第一部分从概念上将
艺术家的关联转化成了软百叶窗的形式，从一种通透的半透明材料转
化成了一个能够着眼的物品；第二部分借鉴了奥斯卡·希勒姆尔（Oskar
Schlemmer）作品“Triadisches Ballett”（1922）中立体的服装，由
以地板为基础、能够进入并且移动的构造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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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展出了一系列使用了不同媒介的作品，包括“Light House”
系列，这是由灯泡盒精心组合在一起的硬纸板雕塑；“Non-Indépliables
(Non-Unfoldables)”（2006-11）是一系列缠绕了各种颜色的布与编织
材料的干燥架，这件作品将一个功能性健全的、能够折叠起来的日常生
活用品转化成了一个形象丰富而且固定的雕塑。

展览介绍一 : 到站 (Arrivals),2011
信徒、爱人 / 广场华彩 (Warrior.Believer. Lover/Square Splendor)
杨海固（Haegue Yang）最新个展“Arrivals”日前在布雷根茨美术馆开幕。
杨海固作品的表现形式通常包括复杂的装置、雕塑、实体、摄影、影像
以及幻灯片等。而在此次的展览中，这位艺术家用木质的构造物将开敞
式布置的展览空间分为数个较小的隔间，并且充分利用每一个三角形的
空间。例如，她将木质墙壁做不规则的形状处理，然后挂上她的作品，
这与建筑本身坚固结实的墙面相比显得脆弱而又易损坏。这种木质的构
造同时创造出一种私密、易控制的空间和一种不同寻常的透视角度，增
强了展出作品之间的交流对话。总的来说，这种特殊的布局，尤其是在
其与某些新作结合在一起这方面，产生了一种新奇的视野角度来观察作
品，这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如此综合地表现出来的。

作品有些相似。与早期作品相比，她用一种更富表现力的方式来诠释这
些作品。这是因为她除了运用各种彩灯之外，还使用了一些人工植物、
假发以及某些日常物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她创作出了一些发源于遥远
的星系、原始人等生物的形象。
展览介绍二 : 笼罩三个的声音 (Voice over Three),2010

可变排列系列 - Shadowless Voice Over Three (2008) , Artsonje 艺术
中心 , 首尔 , 2010.

这是 Haegue Yang 在她的祖国首次举办个展。展览内容一举囊括了
雕塑，影像，概念作品以及大型装置。在 2009 年，38 岁的 Haegue
Yang 成为首个代表韩国参展威尼斯双年展的女性艺术家，那次展览也
成为她事业的转折点。在双年展上，她把整个室内用不同颜色的百叶窗
悬挂装满，另外一个在军械库的作品则将灯泡等家庭用品放置在大型金
属架上。这两件作品都收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此次在 Artsonje Center
的个展也许会让不太熟悉她作品的观众误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作品整
体的多样性使得展览几乎像是好几个人的群展。画廊三层的第一件作品
是一个探讨隐私的、沉静低调的小品，延续了 Haegue Yang 一直以来
对‘脆弱’这一主题的兴趣。可靠的波浪 I-IV（2010）是由撕裂的纸片
构成的巨大拼贴。不同的纸片各自有独特造型：十字的，延绵起伏的，
之字形的，随机数字的或大小圆点的。纸片的来源是银行用来装信用卡
或密码的安全信封的内里。

百叶窗为材料新创作而成的作品，明确了一个巨大的、成对角线分布于
展览空间中的矩形。这件作品的灵感部分来自于 KUB 玻璃天花板上的
网栅格。而一系列融入了灯元素的全新雕塑，则与她曾在威尼斯展出的

不同造型的纸片的摆放向观众暗示着广阔的视野、地理数据的总结、
经济学图表，又或者按艺术家本人说的，暗示着‘波浪’。通过曝露
展现各种用于隐藏个人隐私信息的‘伪装’，Haegue Yang 在这些抛
弃式的功能物件上发现了抽象的美。在这个拼贴作品旁边是作品证书
（2010）。这件作品是一张 A4 大小的证书，用韩文书写并公正，宣称
艺术家会把自己银行的账户号和密码泄露给购买这件作品的人。理论上

30

来说，这个行为会使得艺术家银行账户被盗用。但实际上，如果一个买
家真的在购买作品以后盗用她的身份，哪怕他或她使用匿名，也很容易
被查出来。如果拿这件作品和英国艺术家 Michael Landy 的解体（2001）
做比较的话（在解体，Michael Landy 雇佣一队工人销毁了他所拥有的
全部财产 ), 我们会认为如果 Haegue Yang 把她的银行信息直接曝光给
所有观众，那么这件作品就会更有冲击，因此不得不说证书有一定的局
限性。展览中有几件作品表现了艺术家气质里文化人类学家的一面。
“坐
桌的社会状况”（2000 － 01）是一组共九张的彩色摄影，关于居民楼
和商店外面放置的手工桌子。
同时，艺术家的文字说明了这些桌子的演变过程 : 这些在韩国非常常见
的桌子并没有特定的名称，它们在居民的社交活动中是很重要的元素。
这些桌子不高同时很宽，可坐也可当桌面，人们会用它们作为集合的地
点，歇息的场所或者存放物品的空间。然而，当城市人口逐渐各自疏离，
街道开始被过多的交通所填满，这些坐桌也渐渐消失了。“坐桌”是一
件亲切动人的，纪录城市变化的作品。
然而可惜的是，它基本上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尚缺更深度的挖掘。
Haegue Yang 的拿手戏之一是化平凡的日常物品为神奇梦幻。相对低
调的三层展厅因为精彩而戏剧化的大型百叶窗装置变得生气勃勃，四层
展厅则有一件大型镜子装置。它们都是脆弱布置系列－笼罩三个的无影
之音（2008）的一部分。

过这种凝固而流通 , 这是一种无需细究的直接反应。＂ 录像短片《双
倍和等分－与不知名的邻居的事》(2009) 可以说是这个展览的奠基之
作。( Doubles and Halves—Events with Nameless Neighbors (2009))
在影片里 , 杨整合了取自两处的连续镜头—她曾居住过的首尔 Ahyundong 衰败的街坊以及韩国馆附近一到非展季便被荒废的双年展场地。
并置以非同步画外音和拖延的视觉组成来展示这两处残余人事物的活
动。为了突出边缘空间不被需要的共鸣 , 艺术家还推想了消失的居民
不可见的生活经历。她的观者彼此素未谋面，不知姓名，然而杨所谓
的”凝固的沟通”("condensational communication,”) 无时无刻无地
不在发生 , 提供着一种共识的可能。通过激发主观性并抗拒对效率的
规范定义，杨孕育着一种鬼魅却真实的能够彻底盲目地接纳别人的理解
能力。
在 雕 塑 Sallim(2009) 中 , 杨 复 制 了 一 个 她 在 柏 林 的 等 比 例 厨 房。
Sallim ( 大意为 “操持家务”) 将厨房思考成组织和实践生活的非商业
空间。作品继承了 Martha Rosler 的 Semiotics of the Kitchen (1975)
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他女性主义实践的观点 , 强调被低估的“女
性工作”的价值和潜能。Sallim 发掘了家庭范围内的厨房作为”非工作”
空间潜藏的根本价值。杨的厨房 , 就像她自己所说 , “( 是 ) 有别于正常
观念下具备社会效能 / 生产力属性工作的工作”, 由是滋生出一种与众
不同的和外部世界、他人以及杨的作品本身的联系。
展览介绍四 : 《闭合》, 2010

整体而言，三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连接的空间分别被三种微妙气味注明：
新割的青草味、法式面包气味和咖啡香。空间里同时充斥着刺激感官
的元素，例如电风扇吹出的强风、晃眼的聚光灯和取暖器带来的燥热。
这部装置像是有生命的、不间断的波动。在百叶窗与镜面随风摇摆以及
它们的影子于墙面来回之时，一切事物的颜色都在改变。当取暖器的热
流扑上脸颊，带来类似接近火苗的恐惧；刺眼的聚光灯让人产生负罪感，
仿佛犯罪时被抓个现行。引诱的，迷惑人的且不安，Haegue Yang 的
作品绝妙地让人由心感受所谓脆弱感，而不仅是用理性思考它。
展览介绍三 : 《凝固》( 第 53 届威尼斯双年展韩国馆 ) 2009

《不可折叠 绿塔》(2010)
在装置中，我经常使用百叶窗帘，它们的双重身份很有意思：一方面它
们可以容纳，但同时，视线和气味都可以穿透进去。它们好比一个过滤
器，尽管这个滤器的功能已失效。说到风格，也是如此。二者都是定形
的一种方式。我近期的作品，继续探讨过滤和塑性这种状态，关注的是
我所说的闭合。我想找到一个词汇，可以让人想起捆绑和包裹的材料：
我们看到这种表层，同时也是一具容器，于外在和内涵之间周旋。

易变排列系列—声音和风 , 2009. 铝框 , 铝制活动百叶窗 , 工业电扇 , 散
味器 . 大小可调 .
在 这 个 展 览 中 , 杨 海 固 (Haegue Yang) 探 究 了 被 认 为
"nebensãchlich"( 边缘或无意义的 ) 隐私或隐蔽的空间 , 这样的空间与
她而言却构成了“易变场所乃非正式发展出现之地”这一理解的深远背
景。使用凝固的隐喻 , 杨寻求通过似乎不可见的交流路径与陌生人直接
沟通 , 传递无功能的本体意义的信息。如同她阐释的那样 : ＂我想象
比喻自己体内储藏了足够多的冷气 , 随着气温的变化水滴在瓶身越积越
多。我希望不用将水倒出来就能够将事物传递给别人。我认为人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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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生活中那些有张有弛的东西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非常感兴趣，即
使是那些最平常不过的家用品如如英式的茶杯套，或者晾衣架，也能引
起我的兴致。例如后者，被设计成可以折叠的，用完后可以收拾到一边，
在尺寸和形状上，纯粹按照功能设计，绝不铺张，所以可以把它们搁在
家里的某处。我经常在这样的设计限制里工作，但也探讨衣架作为一件
工业产品的可变性。我发现衣架打开后，就会呈现一个巨大的平面，可
能有二十米，上面可挂各种物件。
这个非常宽阔的空间确是由一个被压缩的物体产生。衣架有很多可能性
的构造配置，我决定将它们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用毛线或布绑起来。
这一刻，它们丧失了原有的功能性。变成了其它的东西—- 即是抽象之物，
也是私密空间、生活方式的一面肖像。

朱塞佩 • 伽贝洛尼 (Giuseppe Gabellone)
鲍静 翻译
这幅作品立刻显出现代而巴洛克的风格和一种轻度的精神失常和怪诞
的兴旺。
和与他同时代的 Paola Pivi，Diego Perrone 和 Lara Favaretto 一样 ,
伽贝洛尼的作品擅长运用某些不可思议的方式：隐性劳动，精心构建活
动制造离奇的现实。这样的作品关键在于使原本的观者变身成一个参与
者 , 进入到引人入胜的谜团里。

1973 年出生于意大利布林迪西
现生活和工作于巴黎和米兰
作为新锐艺术家 , 伽贝洛尼主要从事雕塑和摄影创作。他的出版人
Charta 这样形容伽贝洛尼的艺术 :“他总是费尽心力地建筑一些结构 ,
或极小而光洁 , 或土质的生物形态 , 拍完照后便将他们销毁。这些留存
的图片是对纪录摄影以及想法的在场 / 缺席的一种探索。”
朱塞佩 • 伽贝洛尼的创作多为非常耗时的
大型雕塑。这些作品通常暗指着另外的时
间和地点，并大致分为两类 : 一种是“可
折叠”(foldable) 的雕塑，另一种是摄影
化的雕塑。可折叠的或者双重雕塑 , 是指
在真实场所出现的在席雕塑 , 它们可以折
叠也可以展开，可以互相转化。而另一种
则是一张大尺寸关于这些雕塑的打印照
片。伽贝洛尼剥夺了观者从不同角度欣赏
雕塑的权利 , 而通过他满意的视角来呈现
他的作品。
Untitled 2006
伽贝洛尼的艺术总是在别处。凭借奇思妙想和巧手，伽贝洛尼的大型雕
塑化身成为摄影作品，像从帽子里跳出来的兔子般重现生命。他的主体
上不确定的创作方法似乎继承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地艺术”(Land
Art) --- 无意间按下快门的简单动作，却使凹凸不平的犹他沙漠扁平化
了。罗伯特史密森 (Robert Smithson) 将美国犹他州大盐湖拍成了一部
真正好看的电影“Spiral Jetty” (1970); Michael Heizer 壮观的山丘现
在有如压扁的雏菊出现在咖啡桌的书页上。雕塑如今必须与有着不可比
拟的故事性的摄影竞争 ; 客体传统意义上作为纪念或墓志铭的记忆功能
被篡夺。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雕塑纪念碑，注定要渐渐沦为不为人知
的遥远事物。
伽贝洛尼作为一个反作用力，为雕塑的残骸注入力量。作为一个意大利
雕塑家，伽贝洛尼却强调艺术承袭问题对于当代艺术而言是一种障碍而
非激励。加布罗恩的雕塑更多地揭示 20 世纪 60 年代工业化的伤疤而
非展现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大理石。一张 2002 年的摄影作品，内容是
一个蓝色泡沫塑料电灯花雕塑孤零零地“长”在一个尘土飞扬的院子里 ;

伽贝洛尼的首次个展是在法国巴黎的 FRAC Limousin 举行的。展览采
用的空间是一个 18 世纪的宫殿，只展出了他大量作品中的 10 件 , 但
确实为他所关注的事物提供了一些线索。他的摄影作品得到了很好的展
现，尽管相较近期的两个以及中期作品 , 他早期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
雕塑作品被忽略了。从赫耳墨斯神智学 (hermeticism) 的角度，伽贝洛
尼的作品似乎传达的是我们对现实的直接体验的疏离 - 或者有人可能会
说，通过与一个概念性的立场微妙联系的结构质疑现实本身这个观念。

伽贝洛尼的摄影作品多为技术完美的大尺寸彩色单张打印（除了一个新
作，也许表明了他新的方向）。照片中的场景由艺术家希望显现的物体
构成：七盆养在新鲜泥土里的仙人掌， 在一间车库拍摄； 一个方形盆，
装有同样的粘土，装满了水靠着砖墙 ; 一个木栈道，类似俄罗斯山脉，
这也是在室内拍摄。这种内在和外部的不协调带来超现实主义的联想，
但作品真实的魅力在于，拍摄的对象不再存在于现实并表现为纯粹的影
像，或者更准确的说，成为复制品永远悬挂在纯粹虚拟的世界。 所有
这些表明了青少年对摄影技术本身的崇拜，当然还有更多。 正如弗雷

32

德里克保罗 (Frederic Paul) 在画册序言中所指出的，照片完美的技术
就这样让他们消失，成为纯粹而透明一种沟通。

无题，1996，之一

无题，1996，之二

无题，1997，之一
伽贝洛尼早期的稻草雕塑中的逻辑陷阱有一些类似的性质。 这些作品
是他的第一个客观对象（他称他们为“双重雕塑”，假设其脱离两维主
导逻辑），由于本身的大小和制作过程 , 它们不能完全被展示。这些清
晰三维展现的客观对象，同时也脱离正常的理解，因此完全以阐明其实
现自己的模式为基础，它存在的程度取决于组装它的劳动。 加布罗恩
似乎很感兴趣反思客观对象的本体论状态，无论“双重”与否，图像或
事物本身。
伽贝洛尼在 Greengrassi 的展览 (2008) 更多地运用了历史喻意手法进
行作品的展示。 L’Assetato (The Thirsty, 2007) 是伽贝洛尼在 Arturo
Martini 的雕塑 Thirst(1934) 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现代主义态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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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Martin Janda 画廊举办了加布罗恩个展 (2009) 展出的 9 件彩色
摄影作品粘贴在金属框架上，让摄影作品具备了装置艺术的属性。

对话

汪建伟微访谈：
聊聊我们的 “ 黄灯 ”
自从汪建伟的多媒体大展“黄灯”揭幕以来，来自观众的“看不懂”的
声音就在微博上出现。6 月 2 日下午 2 点，新浪微博发起了“汪建伟微
访谈”，邀请大家在微博上与中国当代艺术先锋汪建伟先生一同聊聊我
们的“黄灯”生活。
@ 王屹：请问你如何看待由互联网构建的虚拟世界？它属于“黄灯”
生活的范畴吗？
@ 汪建伟 WJW：当然，因为我们仍然在用传统对媒体的理解来理解互
联网，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认识它的可能性还远远没有到达。
@ 蒲草姚姚提问：当下，高雅的艺术叫好不叫座，三俗的艺术叫座不
叫好。请问这两者之间要如何平衡？
@ 汪建伟 WJW：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平衡状态
@ 萧吟清提问：觉得新媒体的兴起对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帮助
吗?
@ 汪建伟 WJW：肯定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不光是新媒体，而是有更
多的想象和观念，而不是技术和媒体。
@ 帅哥品品提问：当代艺术的行为与观念是怎么合二为一的？
@ 汪建伟 WJW：其实每个艺术家都不一样，有点艺术家选择观念和行
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有的艺术家选择这两者之间一种对抗的关系。对我
来说，我有时选择他们的矛盾。黄灯就是讨论行为和观念是不是导致了
一种困境。
@ 尖送花提问：对您来说，当代艺术意味着什么？
@ 汪建伟 WJW：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一种去理
解他人的方式。就是三个方式。
@ 贩卖艺术的小贩提问：展厅后面有个桌子漏水，为什么不修呢？
@ 汪建伟 WJW：这跟前面空间的震动，导致的螺丝松动有关，因为这
个章节叫内战。我们原来认为的边界和正在发生冲突的边界始终在改
变，这也是黄灯整个展览关注的一个方向。
@ 天涯外朋友提问 : 人体艺术是该提倡吗
@ 汪建伟 WJW：应该给任何一个艺术提供一种生存的空间，哪怕是你
自己不喜欢的。
@ 尖送花提问：有人说，是因为追求永恒而创作艺术的，为什么说艺
术是确定 ~
@ 汪建伟 WJW：其实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重要的不同就在这儿，当代
艺术是在各种确定性经验中突围，或者说各种确定性的知识都无法到达
的地方，这就是当代艺术发生的位置。
@ 明远世界提问：在西方当代装置作品中，常常以苍蝇、铁丝、药瓶
作为创作的主体，请问这类的作品是否是一种艺术的再现，还是只是恶
心？

@ 汪建伟 WJW：其实每一个艺术家把我们对某一种物体一种惯常的属
性带到作品里来，成为他作品的材料，也就是现成品的概念，是为了要
产生一种新的语言，而且每个人可能面对同样的的现成品，也有不同的
判断，也许它会让你恶心，也许他是要用恶心提醒你，让一个事物不那
么恶心。
@ 西方艺术提问：做艺术家的生活是不是让人有一种“人生最大化”
的感觉
@ 汪建伟 WJW：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任何一个人如果做他喜欢的事，
可能都是这样的，这不应该是艺术家的专利。
@ 张怀心提问：黄灯第三部分，真的有一种恍然不知在何处的感觉，
确实打破了既有经验，是很特别的看展览的经历，这是你期待能达到的
效果吗？
@ 汪建伟 WJW：我一直希望我不要对自己的工作有过早的结论，让自
己老有一点对陌生感，这既是我的艺术态度，也是我的生活态度
@ 张怀心提问：黄灯第三部分，有一个间歇性的会发出巨大声响的东西，
那是什么？
@ 汪建伟 WJW：那是工地上的水泥搅拌器，里面放了 4 个，在不同的
家具里。
@ 马蒂斯提问：当代艺术是一种反抗，还是一种创新。
@ 汪建伟 WJW：都是。
@ 晕死了被注册了提问：为什么大家觉得当代艺术很难理解，是受众
的理解水平太差了吗？
@ 汪建伟 WJW：不存在受众理解差的问题，我觉得当代艺术一直在向
公共经验层面上的受众努力。而且我也希望公众用自己的经验去打开他
所看到的当代艺术。起码我的作品里是这么想的。
@ 铅笔猫的另类提问：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是当人对生活有各种
各样的怨念时，那对于艺术，又是什么看法，或者就无暇顾及艺术的影
子。
@ 汪建伟 WJW：其实这时候，当代艺术更应该出现。当然，当代艺术
不是救世主，但它起码可以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抱怨。
@ 前生树提问：能否对调一下，如果，今天让你来问我们普通观众一
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 汪建伟 WJW：我的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了解你以外的陌生？
@ 林海的微博提问：“黄灯”既然作为生活的常态，它的范畴是否包
括道德？ 那么作为“黄灯”状态的社会道德体系是否是某种病态现象？
@ 汪建伟 WJW：黄灯所描述的困境已经包含了道德的困境。
@ 晕死了被注册了提问：你对中国传统的艺术怎么看？
@ 汪建伟 WJW：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国很多优秀的思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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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艺术，都在影响我们。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五灯会元》，这本书展
示的智慧是至今还影响着我。
@ 熊熊张提问：您觉得现在是艺术的什么时代 ?
@ 汪建伟 WJW：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瓶颈期，对我来说，如果自己要实
验，就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中。
@Miss- 月提问：您为什么想到要做这样一个多媒体大展？您的初衷是
什么？
@ 汪建伟 WJW：就是把我认为解决不了的，但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一
边做，一边公开它。我和公众共享的时间就是“黄灯”的时间。这也是
我这个展览跟之前不同的地方。
@ 柴景楠提问：关于黄灯第一个作品圆形监狱，您在微博里说“‘知道’
就是监狱”，您是否认为圆形监狱的理论在生活中广泛存在并起着一定
的制约作用？您认为这种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呢？
@ 汪建伟 WJW：其实我觉得“知道在监狱”就应该是积极的。我觉得
没有比面对困境更积极的事情了。
@ 麦麦兜提问：你的 13 楼在哪里？
@ 汪建伟 WJW：在任何一个知道，但到达不了的地方。
@MargaritaDe 提问：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参与到跨界的热潮中，对此
您如何看待呢？
@ 汪建伟 WJW：我觉得今天连界都很难说清楚。你知道界，跨界的目
的就没有了，跨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界限，消除界限最好的办法就是
做“13 不靠”的事情。
@ 月小月提问：是在黄灯中前进还是在黄灯中等待，生活中几乎每个
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是您，您怎么选择，走还是等？
@ 汪建伟 WJW：我特别想研究的不是去决定这个行为，而是，是什么
让我们等待？是什么让我们处于困境？是什么让我们老是徘徊在选择
之前？
@ 零摄氏度提问：个人怎么能真正跳出红灯与绿灯的位置，您是怎样
跳出两者间而去真正做到客观的创作，创作中会有瓶颈的时候吗？
@ 汪建伟 WJW：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消除以后，我们面对的就是一
个黄灯状态的社会。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认为黄灯的社会是“正常”的。
@JustFatal 提问 : 所谓黄灯生活，定义是什么
@ 汪建伟 WJW：就是不确定的生活，有风险的生活，纠结的生活。
@MeiL 提问：艺术家看琐碎的现实生活和普通人在视角方面有什么区
别？听说编剧看什么事都是剧本，作家看什么事都是小说？您呢？
@ 汪建伟 WJW：我是反过来，是所有的艺术应该都是生活。
@JustFatal 提问 : 你认为艺术究竟是什么？
@ 汪建伟 WJW：就是一个态度。
@ 天康王锲提问：汪老师你好，你最崇拜的四川籍艺术家有哪些？
@ 汪建伟 WJW：：是李劼人，他写的《死水微澜》，那是我最佩服的
艺术家。
@ 柴景楠提问：您一直强调当代艺术的公共性，那么你认为艺术与现
实生活之间有无边界？
@ 汪建伟 WJW：你如果觉得有，它就有，而且这个边界不是客观存在
的，是根据你的知识来决定的。
@Ruru 提问：两性关系里恋爱是绿灯，结婚是红灯，同居是黄灯吗？
替 @ 果果揪叉发问
@ 汪建伟 WJW：没想过这个。

35

@Art_Finance 提问：您好，能说说您的作品《隔离》，它的创作背景？
谢谢
@ 汪建伟 WJW：关键词是：塔特林的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90 年过去了，
它还是模型。组成它的是我们 49 年以后和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 400 多
件回收的家具。这也是一种乌托邦，两个乌托邦放在一起，就是《隔离》
的简单背景。一个从未实现过，一个实现了又被我们扔掉了。
@ 马蒂斯提问：熊猫人赵半狄和泡女郎舒勇，您觉得谁离艺术更近一
点
@ 汪建伟 WJW：应该说他们都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这个远近是根据
每个人的判断。
@ 马蒂斯提问：能告诉大家您最认可的三个当代艺术家名字吗
@ 汪建伟 WJW：影响我更多的是作家。比如：博尔赫斯，卡夫卡，还
有一个是观点艺术家柯索士。
@ 雅士唐云提问：芙蓉姐姐和凤姐，算不算当代艺术
@ 汪建伟 WJW：你认为是，她就是。
@ 艺术拍卖提问：作品本身和作品所能传达的意思，您更关注哪个
@ 汪建伟 WJW：这应该是一个事儿，传达不出来就没有本身。
@ 艺术拍卖提问：坦白说，我并不太懂您作品中所要传达的东西，但
是我想知道是什么，您能不能要简单的一句话，告诉一个之前对当代艺
术并不熟悉的人，您的黄灯剧场，要表达什么……
@ 汪建伟 WJW：对普通人来说，他是否每天会有各种纠结，这就是我
想表达的，我表达的就是这个纠结的社会。
@ 小然的玻璃笔记提问：您的艺术形式和媒材非常多样化，请问您选
择材料的依据是什么？在作品中，材料本身的灵魂特质重要，还是作品
的概念更重要，如何进行统一？有些艺术家的创作倾向于以材料为起
点，将材料特质发挥到极致，有些艺术家则是材料为观念服务，体现的
更多的是整体氛围。您属于哪种。
@ 汪建伟 WJW：我觉得没有观念的材料是不存在的，没有材料体现观
念，观念也不存在，当代艺术家永远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他在瓶颈
当中。这基本是每个艺术家的战场，这就是我们的战场。
@ 森林黎明时的樊凌峰提问：汪老师你好，你选择“黄灯”，这样的
一种中间状态，过度地带，让我想起了类似“黄昏”“阳台”，这样过
渡的时间和空间，这是在允许与禁止之间，这里有客观环境的暗示，也
有个人主观状态，我觉得“黄灯”对于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可以呈现一个完整的艺术家，你认为是这样吗
@ 汪建伟 WJW：谢谢你提到的阳台这个概念。这是我从你这里学到了
用阳台和黄灯做的类比。
@Ruru 提问：一直持续黄灯生活会崩溃吧！
@ 汪建伟 WJW：不会啊，你看大街上的黄灯，不是一直戳那儿吗？我
觉得没有黄灯可能还会崩溃，如果只有红灯，只有绿灯，那可能才会崩
溃。
@ 王屹提问：对艺术家而言，绿灯才是灾难吧？
@ 汪建伟 WJW：说得好。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艺术家，对很多“家”
都是灾难。
@ 尖送花 ：向 @ 汪建伟 WJW 提问：您是什么星座的，您追求完美吗？
@ 汪建伟 WJW：我是金牛座，好像是。我追求准确，不是完美。今天
的访谈就回答到这里，感谢新浪提供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如此远
和如此近的接触。因为我信奉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些提问的人，有多少可以成为我的老师，我很感谢他们。今天我得到
了一个“阳台的”概念。很高兴。谢谢大家！

展览

北京公社 - 王光乐个展
展期：2011 年 04 月 23 日 -2011 年 05 月 22 日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4 号 798 艺术区

情况下产生的所谓的艺术无意识行为自然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所谓社
会化出口，也就并未解决有意识图示化叙事化绘画的困境。

（列夫 • 谢苗诺维奇 • 维戈茨基）在关于艺术心理学中曾经讲过，艺术
从来不能由个人的生活的小圈子得到透彻的解释，而必须放到社会生活
的大圈子当着去。当然这个大生活圈并非所谓的一个明确的象征或者历
史意义，而是一种艺术的无意识如何放成为社会性的一个东西。

在今天的展览里面，基本上汇集着抽象所附带的大部分手法，形式，重
复，时间，空无……迈入展厅，首先迎面的是一个个散落的人群，以不
同的姿势共同的远远望着迎面的那堵大墙。从艺术家最初的考虑将这堵
墙上的一个椭圆形不是一开始就引人注意，但是今天似乎灯光有点太给
力，一进去就被抓住了。这个巨大的凸起的椭圆正是艺术家花了一个月
时间一道道涂出来，每一道年轮一样的纹路都流淌着在纯手工下产生的
随机肌理。时间变被凝固在这样的肌理当中。油画布越来越多的出现肌
理纹样之初，王光乐，有重新回到水磨石当时那样的画墙行为，这看上
去似乎是先人一步的。但这一步回归是否能让这个充满修行，充满时间
的无意识行为更近一步不会成为某面墙上类似于“禅”字书法的美丽注
脚？这似乎很难在此次展览中探寻到答案了。

从无意识的角度理解，从水磨石到寿漆在叙事性绘画横行霸道的图像化
时代，这样的修行方式显得格外注目。当审美疲劳之后，最近的所谓抽
象绘画显露出来茁壮的苗头。这种转向看似新颖，但是实质上并未解决
叙事性图像绘画产生的问题，只是在趣味上另垦土地，这种趣味的产生
是由于创作的起始点是直接从艺术的终点开始，忽略掉了这些审美的快
感和与此产生的评论只是这个行为的附属物。在这种偏激的追求中最后
也就不免沦落到简单的颜色，构图，线条等基本的元素的追求之中，以
致遗忘了审美知觉本身。这些由时间、形状、空间、以及色彩所产生的
一种肌理一样的效果不自觉的成为了艺术无意识行为的合理化身。这样

正所谓有诗云：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网友评论：

[ 板凳 :2 楼 ] guest 2011-4-24 4:01:28
牛逼！！！！真心的！
[4 楼 ] guest 2011-4-24 12:13:05
可怕的劳动量……
[5 楼 ] guest 2011-4-24 12:26:19

一般，跟砌墙工作没什么区别，砌墙好歹还是日常的。
[6 楼 ] guest 2011-4-24 16:19:26
两个问题：1、如何绕过陈文骥：2、如果越过南湖区的水磨石墙？
[18 楼 ] guest 2011-4-25 23:24:25
重复的劳作只要认真，肯定会带来美感，但是太安全。

杨振中个展《不要动》
展期：2011 年 4 月 20 日 - 5 月 31 日
地点：香格纳画廊北京空间 草场地 261 号
这次展览虽然说在一定层度上对草场地摄影季的呼应，但也算的上是杨
振中在北京首次个展。虽然是一次旧作新展，但是不失是一次比较详细
了解他创作的一次机会。除去展厅主要的三件作品之外，在二楼的成列
室还以非展览的方式展示了他以往的多个影像作品。从单个作品看，杨

振中的作品似乎并不带有多大惊奇，却总是一种隐藏这比较特别的日常
视觉在呈现。但是把很多作品放在一起，串联起来，那个日常中带着的
特别味道就会越来越明显。在主要展厅里面 12 个大投影播放这一些晃
来晃去的镜头，一个人不停的说这不要动，其实他根本没动，晃动的只
是摄像机。而春天故事是是有很多人接龙一样共同讲述小平南巡讲话的
内容，楼上的一组照片，本来是叫反了，处于一些原因考虑改成了无题。
这三个作品的手法基本上是影像作品里经典而常用的方法。所以整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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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并不是那么新颖与吸引人。他说自己并未在这些作品有一个什么样
的线上，但是此次展览策展人却用三件作品做了一个相互回应的，而这
个三个作品相互牵连的逻辑关系如同艺术家平时单个作品时的怪味逻
辑。或许这就算的上此次温故而知新的收获。
所谓身份与叙事的单一与多重，杨似乎并不那么看重，恰恰是是对在一
股轻幽默中散探寻一些特别的视角。从艺术生态角度看，他是中国这类
创作比较早的艺术家之一。这种脉脉的不温不火的方式并引起多大的特

别关注，但是一方面后来年轻人又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的靠近他们。就
目前而言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作为起初的艺术家，由于过于成熟的
语言在当下的艺术环境中逐渐失效，中失效也就让后来艺术家忽略他们
的创作关注点。但是恰恰是这以生活态度的部分才是他们最值得继续发
扬之处。
作为展览题目而言这个“不要动”似乎也成了杨作品里的双关语一样，
一面剑指自己，一面刀锋指向观众。

长征空间没顶公司意识形状项目发布

展期：2011/04/16--2011/06/19
地点：长征空间
在 MOMA，空荡荡的展厅一对缠绵在一起的男女相互亲吻。在军械库
你会看见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演员安静的在一张油画前面独自舞蹈。肯
定你更是见过了一条条大理石地板上一个独奏小提琴师，一堆怪模怪
样的雕塑里的歌唱者，TATE 里的运动员……在大大小小的格式各样的
展览现场你都将见到无数表演。表演很流行……去年 Tino Sehgal 也直
冲 Top100。如果说展厅出现的就是一场艺术，那么这次也只是一次一
本说明书，一张光盘，一个个瑜伽垫，即可随时随地复制并且展开的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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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实际而言这并不是一场表演，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项目。专职的体
育学院毕业的教练将长期从事此项“意识形状”心灵体操的推广，有专
门的 vi 系统，Logo，服装，标准色，专门的说明手册，以及专门的配
套音乐，甚至将来还有专门的相对应的博物馆……在专业的公关公司主
持下推广。看上去这是当真的！此时不免产生一个疑惑，如何看待这个
奇怪的当真的“东西”？以上什么样的标准来你检验这个东西？练习以
后真的可以强身健体为标准来检验 ? 从现场的结果看，中国的观众是
否一点也不领情，没有一个人跟着练习，反倒在瑞士的那次宣传倒是引
起了不少效仿。在展厅里既然没法用所谓的艺术标准来看待这套体操，
那么当它真正走出展厅，来到社会上以后，是不是应该就的按健身馆的
工作来检查这个项目？那么此时就不得不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健身

操中的艺术操，艺术里的健身操”。在两个标准以及多个标准的空隙间
来回滑动，只好面对狡猾的逻辑无言以对……但从体验性来讲这个改装
过的健身操放到艺术界是否将让观众获得一种新的艺术体验，还是说艺
术界发明的健身操放到养身馆能让人获得一种新的健身体验？

画，以及才在胡志明小道使用的材料海绵制作的雕塑……从理想层面
讲，这个花花绿绿的成果展示，并不是没顶公司的取得的突破成就，反
倒更应该理解成是一个“妥协方法”汇报展。但是作为观众、画廊、收
藏家而言更津津乐道于此。

在如何看的这个矛盾里，似乎并不涉及所谓的艺术的边界问题，因为所
谓的扩展边界其实还是一个行业的圈地行为。那么这个打破藩篱的行动
该怎么对待？在此次活动里画廊又将定位到什么样的功能上？是新闻
发布场地租赁还是打破藩篱的参与者？其实也只有更多的不同部门加
入才能真正实现由什么检验的的这个困惑。因为在这个困惑之前，有个
预设就是部门是固定，及艺术家是艺术家，画廊还是画廊。画地为牢再
新鲜的玩意也只能是各自为对方解闷把戏而已。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
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
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
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家。”

从实际来讲，为了减少这个矛盾带来的困惑，展发布会的另外一边空间
是没顶公司的一个成果展示，继续各式各样的与漫画边角料相关的绘

这段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话，其实在一开头就已经设置了一个
凄惨的结局“在任何部门内”作为前提。此时其实身份的困惑是虚假困
惑，行业与部门的囚笼才最坚固的。
呜呼，难怪只好言此乃乌托邦幻想而已……

网友评论：
[11 楼 ] guest 2011-4-18 1:02:12
为什么每次没顶设个套，
总有人往里跳，
而且跳得义无反顾，
死心塌地的。
5 楼把没顶的态度表述的很完整。这个体操就是一种对合理性的怀疑，
即质疑人类文明的生产关系，同时怀疑这种态度积极的质疑 . 因为生产
关系产生了结果。
我倒觉得，发布会做得还不够隆重，不够罗嗦，还有点“作品感”太强。
[15 楼 ] guest 2011-4-18 15:48:17
如果把当代艺术在当前社会各种作用影响下的复杂状况表述出来，一定
是不同于以往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判断，特别是不同于对以往徐震的当代
艺术的判断。“意识形状”这个体操应该是没顶公司目前为止最好的作
品，它确实突破了已有对当代艺术的认知标准，当然也更超出了对以前
徐震作品可以进行的解读方式。因为它是一个有可操作性的体操，是真
真正正的一件文化产品，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当代艺术品针对体制的
固有的功能需求——尽管它目前使用叠加各种仪式动作的生成方式还比
较粗糙，还不像瑜伽一样有千百年的沉淀积累，那样完善。但已经开始
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当代艺术叙述的体系建立的第一步。
[16 楼 ] guest 2011-4-18 16:00:29
瑞士那看意思形状有文化误读，中国就没有？误读、权力、资本是绕不
开也不得不利用的资源，
不是用来当令箭的鸡毛，
靠着这个也骂得了人？
太幼稚。
操作和排场是这个作品需要附着的东西，但两者的关系就像油画和画框
一样，不是非得有，要有，可以做精致些就做精致些。所以就算有人觉
得项目发布的现场感还不够，这也不是大问题。

[18 楼 ] guest 2011-4-18 16:24:54
当代艺术和周围社会环境最实际的接触里发生的变化，早就已经突破了
已有的对当代艺术的认识，把这些个复杂性呈现出来，就是最大的突破
和最大可能性，可能性不是你去创造出来的，是本来就已经存在，你被
以前的标准套牢了，看不到而已。这些个对当代艺术的不同叙述建立起
来，说大了，建立的起来的是一个文化体系，说小了，也是真正突破被
已有判断僵化了的另一种当代艺术的体系。
没顶做的不是想搞一两件作品，是想把这个体系或者说这么一个新文化
给立起来。
[23 楼 ] guest 2011-4-18 20:32:38
这也叫价值观堕落啊，是价值观乱好伐。要立什么不清楚，要破的东西
就看不清，可能性不确定性站不稳性踩不准性这些哪是价值观啊，就算
是价值观靠这些没法做事，眼光再高目标也得有啊。
这个展览 99% 的人没看懂，然后就开始骂，一半原因就是这个，另外
一半就是观众水平低，达不到没顶的认识高度，这是真的……这么说肯
定要被口水淹死。
[25 楼 ] guest 2011-4-19 1:55:42
以前绕不过徐震，后来徐震自己跑出去没顶了，现在是彻底绕不过没顶
了，艺术界真可怜啊，自己不爽，还不能看着别人爽。
[35 楼 ] guest 2011-4-21 22:26:52
这个项目很好玩啊，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前提，难道跨过去不行吗？怎么
都没幽默感，看了上面的回帖，感觉大家自己都很焦虑，但又拿不出办
法。

北京公社《赵要：我是你的黑夜》
展期：2011 年 06 月 12 日 -2011 年 7 月 31 日
展览地点：北京公社

吃惊，随后大厅里另外两个录像装置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他们的反应
都是一惊“诶呀妈呀”。赵要随即说你们进去看吧。

一对母女在展览前一个小时来到北京公社，好奇的四处张望，展览开幕
前一般是不允许人进来看展的，此时赵要正在调整一些细小的部分。这
对母女站在展厅入口处，安静认真的看着作品，突然的弹舌头的声音打
破了这种安静，声音是从里面的小空间传出来，这声音让这对母女有些

我想这确实是一个迥异于当下的普通展览，以往的观看经验只是会让自
己在观看“我是你的黑夜”里处处破壁。北京公社的两个展厅被艺术家
以录像装置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就像在对话，这种弹舌头的声音从三个不
同的电视里传出，每一声都有不同颜色在电视屏上出现，停止时恢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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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旁边。

这是一个好玩的展厅，冰冷的水泥地被艺术家用“啊”字以水波纹的形
状大大小小的规律的散落，让你心里跟随字体的大水有节奏的默念，或
长或短。蓝色的无脸男人装置，悬空的在中间，有对话，有思考。它右
侧是几何感十足的两件装置，正前方是钢筋制作，上面附着一些绿油漆
等化学原料做成的树胶形状。展厅左侧有三件被放在一起的装置，几何
形状的材质是钢铁的作品，被做成像遭遇了一场垃圾灾难一样，上面都
是一些蓝绿色的固体，还有围墙上面的铁丝。右边是很多保鲜膜包裹着
的塑料瓶装置，凹凸有致。再右侧是放射性的的木板上用涂鸦的形式装
点。两个人形的装置被放在展厅最内侧，木板的挂在墙上，铁板的立在

墙上的绘画作品，只是一个游戏，几何图案，大的纯色色块，都只是在
展示那些随机抽取的数学题或者逻辑思维题之类，甚至每个作品都有答
案，自己做不出来谷歌也能查到那种。艺术家把它画在花布上绷框时产
生的一些扭曲也在干扰观众。
艺术家说这是一个“既得环境”，在一个由既得概念建造而成的展览系
统中，“解读”究竟是对信息的的获取还是屏蔽？尽管赵要将这次个展
的讨论范围划定在公众视野之外，他却并未在作品中下意识地针对以社
会实存为所指的创作方式。

网友评论：
[11 楼 ] guest 2011-6-13 12:46:50
不能不说这是最近比较有想法的展览，顶！

[20 楼 ] guest 2011-6-14 11:56:55
总的来讲趣味接近没顶公司，花哨好看有噱头，成本低廉易加工，多快
好省式样新，学术包装价更高。

[19 楼 ] guest 2011-6-14 8:34:28
在同类的抽象里脱颖而出了。

[28 楼 ] guest 2011-6-20 14:56:35
其实和小制作的思路是一样的，换了个形式而已。

自然 恐惧 实体 - 伊夫 . 内茨哈默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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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李振华
展期：2011 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20 日
展览地点：上海市淮海西路 570 号 F 座 民生现代美术馆
伊夫内茨哈默的展览《自然 恐惧 实体》4 月 19 号就开始有了，但是开
幕式定在 4 月 21 号。这是“行动与录像 - 中瑞当代艺术系列项目”的
第一弹，这位艺术家是目前欧洲当红的明星，曾经代表瑞士参加威尼斯
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
民生美术馆一楼的大部分空间仍被刘韡的个展占据，进门右转进入小偏
厅，是伊夫内茨哈默用刻纸的方式，在墙面上张贴的奇诡的图像，犹如
梦境和奇幻电影的片段。
上到二楼，才是伊夫内茨哈默的重头戏。第一个厅里的三面墙，分别是

三段影像，放映在同样用刻纸围绕出来的图像里。黑线垂挂的小灯有高
有低，低的几乎碰到地面，随着缓慢而逐渐起伏的音响忽明忽灭。每
段录像都拥有相当的时间长度，隐约的叙事、奇异的风格让人驻足良久。
第三段影像放映在墙面上一根黑色跳绳组成的不规则圆圈里，跳绳，
也是影像中的重要角色。实际上，伊夫内茨哈默的每段录像，都有些
共同的角色出现，各有叙事却彼此呼应，犹如电影的前传、正传、后传、
续集……反复组合，讲述着黑暗与绚丽、死亡与生命、神秘与现实。
二楼的另一个展厅是伊夫内茨哈默的第四段影像，相比前一个展厅显得
非常朴素，没有黑色刻纸的装置，就是方方正正的投影，但是很多人说，
这段录像太恐怖了。有些人似乎很难面对恐惧，录像里，那个似猿猴
似猩猩的动物，或许象征着自然？或是死神？或是我们内心的黑暗？
逐渐被唤醒的黑暗引发的暴力？无论它是什么，总于我们彼此依存，
它让人陷入绝望，杀死了人，自己也陷入绝望。这是人类的基本法则吗？

香格纳画廊张鼎个展《开幕》开幕！
展期 :5 月 21 日 – 7 月 10 日
地点：上海香格纳 H 空间
张鼎个展《开幕》开幕了！相当劲爆——美女、劲舞、超级 DJ、震耳
欲聋的音乐、红艳艳的展厅、拥挤的人群——很 high 很夜店。
《开幕》完全吻合“开幕红”的彩头，吻合一切“开幕”的气氛制造，
包括现场有格兰父子洋酒公司的格兰菲迪单一纯麦威士忌和亨利爵士
金酒鸡尾酒提供；包括 high、欢乐、火热（又见张鼎的灯泡在墙壁上、
天花板上、大厅中央发出腾腾热量）。香格纳画廊 H 空间被隔成曲折的
回廊，红地毯红墙壁红幕布，回廊红墙壁上是张鼎标志性的灯泡，黄的
橙的蓝的，走过时能感受到灯泡发出灼热的温度。穿过曲里拐弯的回廊，
红色大厅里音乐震耳欲聋，高分贝和快节奏简直让人站立不住。一个大
理石基座上，张鼎从夜店找来的短裙露背劲装美女正在热舞；后面是一
根平衡木，一端被一个雕塑小人举手撑着，另一端由貌似体操表演的雕

塑小人倒立劈腿支撑，平衡木并不光滑，有一段硕大的木节。
这一回张鼎玩起了体操元素，因为另一个夜店女领舞正站在一副双杠中
间扭胯甩发，双杠下面依然是一个基座。一个仿佛是吊环的装置，悬挂
的不是吊环，而是两颗头颅。超级 DJ 戴着墨镜，被围在一圈闪烁的灯
泡中间打碟，DJ 身后有一个仿佛是高低杠的装置，像一个敞口的大木
箱闪耀着黄色的光芒。
装置、表演、戏剧化、剧场感、视觉刺激，被刺激到的观众拼命的拍照，
女领舞跳下基座的时候还有人鼓掌并目送她们消失在人群中，很多人脸
上不由自主挂上了逛夜店时兴奋而恍惚的笑容。然而它终究属于一个在
画廊里举办的艺术展，所以有个人忍不住在微博上问这是神马意思？
这是《开幕》的开幕，亦或是中国式开幕？亦或是，所有参加《开幕》
的人，都“被开幕”了？

网友评论：
[8 楼 ] 停云 2011-5-22 22:58:05
一个应景的，可放入中国当下图景之中的开幕式。
[13 楼 ] guest 2011-5-23 15:02:15
听说现在张鼎的《开幕》跟开幕式的时候很不一样了，谁去看看说两
句啊。
[14 楼 ] ba-ba-ba 2011-5-24 10:27:12
“开幕”的开幕完成之后，我们在展厅的两个空间将分别看到：“开幕”

躁动热情的现场录像，以及一切喧嚣停息后所呈现的一个极富经典、理
性意味的场域。大理石基座、运动青年的雕像以及体操器械，这些作为
“美的标准” 的载体有着我们所共知的意义。有趣的是，当它们共同
呈现时，这一切又显得不那么“标准”。艺术家极端地重构经典，也消
解经典，但消解本身发生在艺术行为之外，这一系列装置克制地记述着
“标准”在今天的尴尬。这种用心经营的克制又被张鼎以“开幕”之名
极端地打破了。开幕充斥在社会生活中任何大小活动事务当中，开幕是
一个社交规则，或者是一些麻木过场和华丽演出，而这其中荒诞的娱乐
性吸引了艺术家的注意。在这场有意谋划的、盛况空前的开幕派对上，
观众对破坏一个冷静展览的共同参与也成为了整个作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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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课之一：错觉或幻
展期 :4 月 21 日 – 5 月 29 日
地点：杨画廊 文：鲍栋
在“绘画课”之一中，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艺术家在如何调动着我们的视
觉经验，并把我们引向某些特定的主题，比如视错觉与“真实”幻象之
间的关系。在艺术史中，当绘画脱离了“再现”这个历史目标，视错觉
手法便有了新的用法，成为了一种可选择的——而不是如之前那样是唯
一的——视觉修辞手段。在这个展览中，观众将看到的不只是艺术家在
如何制造那些视错觉效果，而是他们在利用其错觉产生的语境 / 条件来
剥除那种错觉效果，比如展览中仇晓飞、俸正泉、姜吉安、梁远苇、郭
鸿蔚及尚一心的作品。
俸正泉用颜料描绘颜料，并把摹本与实物同时展出，让它们所带来的不
同的观看方式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而姜吉安、梁远苇与陈卫群则是
在现实中强行建立起一套写实绘画中的视觉秩序，因此也揭示了这种视
觉秩序。尚一心则在他的作品中做着光学与视错觉实验，实验性在他那
里是自足的，实验本身就是目的。而仇晓飞对视错觉手段的使用却包含
了相当浓厚的精神分析的意味，呈现了其背后的“真实 / 幻象”的哲学
主题。可以作比较研究的是，李青的作品则援引了“窗口”的隐喻，直
接把绘画的“再现”作为了我们需要讨论的主题。
艺术家们对视错觉手段故意露出马脚的使用，就像对着正投入于某部电
影的观众喊一声“这是假的”，或者“这只是一部电影”，使观众突然

网友评论：
[ 沙发 :1 楼 ] guest 2011-4-22 1:33:52
器材发烧友。

逃离出某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之下的经验纳入了知
性反思之中，使这种经验的先天合法性不复存在。艺术家对视错觉手
法的揭示或许会唤起观众对自身视觉经验的反思，只有通过不断地自
我反思（也即自我批判），绘画才可能获得我们期望的那种活力，而
观众也需为此付出努力——不妨说，这也是“绘画课”的题中应有之意。
实际上，如果进一步探究的话，错觉并不只是停留在空间感与体积感上，
如胡晓媛的作品显然与质感有关，她通过对木头表面纹理的复印式的
描摹，使其“摹本”足以替代原本，尤其是在这种以“绘画”为语境
的展览中，她的作品更呈现出了一种极少主义的针对性。在对待事物
表面的态度上，郭鸿蔚也是一样的，在展览中，他用颜料、色调与光影“雕
塑”出了一片大海，使我们在绘画自身的物质性与其表征性之间犹疑。
实际上，展览中王光乐与宋元元的作品也是这样，通过对我们习以为
常的观看方式的微小颠覆——比如使画面带上体积——使作为动词的
绘画从那种渐无活力的“绘画”概念中解放出来。
之所以选择这些个案，取决于我对这些艺术家的熟悉程度与理解角度，
换句话说，这个展览名单是可以扩充的，在当下的艺术圈子里，一种
基于错觉手法又旨在剥除幻象的艺术实践已经构成了一种现象，所以
它理应成为绘画的“课题”。不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任何一个成
熟的艺术家都不会仅仅属于某一种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艺术
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贡布里希的这句话，依然是我们要反
复温习的。

[6 楼 ] guest 2011-4-22 23:13:59
王光乐和胡晓媛还不错，其余的还是糙，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作品一定
做得干劲利索。

汪建伟个展——黄灯
黄灯第二幕《“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时间 :2011 年 4 月 1 日 -6 月 26 日
地点 : UCCA 大展厅
第一幕的赝品似乎掩盖着某种真实，但是却有警察喧宾夺主的成为真实，
也许就成为了今天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按找老汪的话说，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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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知道。当确信我们自己的知道的时候在背后常
常隐藏着的是最危险的境遇。而第二幕的现场似乎就是要提供一个这样
的“静默”现场在黄灯状态反照出这样的“知道”知识。
迈进展厅，上一次的影像已经不见，但是黄色的射灯还在，与高处的射

灯一起射向每个作品。“边沁之圆”的圆形监狱被挪进来了，在监狱
的周围散落着八个篮球，这几个篮球看似想从前面那一长串的篮球不
经意散落出的一样。但实质上却完全不一样，这几个篮球里面都注满
了铜，沉重的躺在地上。当然光靠肉眼在不能碰不能摸的艺术品现场
是根本无法知道的。向前迈去，上次的几个隔断都还在，只是在旁边
开了一道小门方便穿越。在中间的隔断处，是一些用 pvc 塑料板和木
板各国国旗的集合图案拼接组合的篮板。篮网被无限的加长相互交织
一起。篮球一个个的想弹珠游戏一样，塞在里面，在篮球上印着”姚
明“两字。在往前是两个贴着白色瓷砖的集体宿舍那样的洗手池，在
洗手池的下面开着两个百叶窗口，透过窗口，可以看见里面是两个场
景模型，四壁贴上镜子。左边是一个想大会堂一样的礼堂，右边是一
个室内两球场。再往前迎面的一堵电视墙一样的东西横在投影仪和画
面中间，上前仔细观看这些电视的屏幕上都是用交通的警示带拼接出
来的一些乱码一样的图像覆盖在上面。老汪说，当我们看见警示带的
时候，首先就知道了会有东西，但是事实上可能是没有东西的。而电
视带来的感觉与此类似。着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知道的我们在做
什么……转身的墙面上巡回的播放着上次那些录像的一个类似穿帮一
样的镜头。采用轨道匀速拍摄，逐步显示每个隔断的场景，乒乓，街

边、体检之类……画面分为两种，一个人物在活动的移景，另一个是人
物定格的镜头移动，如此循环…
如果说展览是对“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的知道一个停滞似的反省，就
此次展览而言观众如何进入这样的“停滞”与静默。就现场而言，这
样的知道是否可以寻找到一个更具体的触点，作用与观众的“知道”？
同时这个“知道”是否可以细化到某种具体事例上而后达到对“知道”
的停滞？如果不行，那么当知道同质与泛化之后，观众又该如何获取
呢？如果万事万物真的都是一本百科全书，那么每个观众的知道也将是
千变万化的。所以这个预设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自信又
是怎么让艺术家这么确信呢？当此提问反问与艺术家“你知道你在做什
么……”这个知道是否成立？如此看来，艺术家与观众也将处在同一视
角点上。那么对这个知道的知道也就不那么坚实了。
即便在这知道的逻辑里充满矛盾与纠结，但是相信在现场每个“百科全
书”里，实实在在的还有很多我们对老汪不知道的地方在等待我们去发
掘。按齐泽克的说法，要穿越意识形态的幻像是一件很艰苦的过程，或
许此时如何知道“知道”的知道或许才是真正穿越老汪“边沁之圆”之日。

黄灯第三幕《内战》
展厅继续保留着隔断。整个展览基本上都是一些旧家具木柜子拼装组合
改造而成。几个部分基本上有一个逐渐的变化，在最前面，是一个有
着建设中的施工感觉的场景组合，大柜子套着小鬼子，在一个好像铁皮
“机柜”（具体做什么的没考证）里面镶嵌着一个木柜子，偶尔会放出
轰隆的机器声音，台面上对着一堆混泥土一样的东西，而墙上是黄色底
子的黑色斜杠绘画。有点像禁行标志。再往前是一些变形的柜子组合，
扭曲的歪歪斜斜，或者锯齿状的柜子拼接，在这些柜子后面是一些大面
积的色块分割，好像是烤漆一样的东西制作的。继续往前是一些像建筑
切块截面或者机械的一些柜子组合，而墙上的绘画是黑底上两块像罗斯
科绘画一样的黄色色块。最里面是一项桌子和柜子的拼接，在上面有一
些乐高一样的立方体拼接。但是在这几何台面有一处时不时的冒出一缕
白烟，而另个则一样细水长流，汩汩的从里面冒出，叮叮咚咚和最开始
的机器声音形成鲜明对比。墙上的绘画和第一副不要，褐色的线变成垂
直的。

如果可以，以一个庸俗的普通观众视角来解读这几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是
一场从建设到变形最后到解构的诗意追述？其实这种价值所谓的普通
大众理解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大众面对一个物体是不是就是一个过于明
确的态度，以至于老汪提出这个黄灯状态？以陈界仁他们的角度看恰恰
社会的过于原子化，什么都可以，太多的含糊而执着的去强调一个红灯
禁区。换句话说就是世界向右，我不得不向左！这个红灯也还还是黄灯
也罢，或许只是一种世界观上的分歧。转换到艺术上的方法论又该是怎
么样的？这就因人而异了。对于不确定来，这或许要相对一个“很确定”
才会有一个更强大的反作用力让“不确定”更容易获得。那么这个确定
肯定不能只停留在认识论层面，而是否需要一个方法论来打开？所谓一
沙一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法门。从普遍意义上讲述一个确定性，
或许有点飘渺。作为单个观众来说并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一般人，每个
观众其实也是一种不同专业的专业人士。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普通的普
通人类。

42

阿甘本从法律的角度讲述一种《例外状态》现象时说道，从法律的层面，
例外状态一方面已经是一种常态。同时在一定层度例外状态是“悬置”
的法律之外的状态，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法律之内的事
情。对于“例外状态”与“悬置”其产生的途径可以是双向的，一方面
可以是从上而下的宣布戒严，而另一方面人民也是可以集体罢工游行，
从下而上制造“悬置”的例外状态的。回到老汪的展览，这个黄灯和这

样的例外状态的悬置有很接近的地方，此时这个悬置到底是怎么产生
的，通过什么产生？是艺术家宣布，还是观众制造？对于艺术和展览而
已能让这个黄灯与悬置更具体，而不光是广泛的社会层面，能否直接回
到艺术层面来感受。或许这样的悬置会来的更清晰。不然观众似乎也可
以来到展厅，“悬置”作品，放弃通过或者禁止理解，以至于听见有人
直接发问：“这柜子不错，拼起来太可惜了”。

网友评论：
[5 楼 ] guest 2011-5-20 20:32:30
这是不是被刘炜影响了……

[8 楼 ] guest 2011-5-22 2:05:49
看得很累哦。这么多有必要吗，怕说不清楚是不是？

黄灯第四幕“去 13 楼会议室看免费电影”

汪老师 UCCA 的大型多媒体展“黄灯”第四幕“去 13 楼会议室看免费
电影”6 月 9 日正式展出。“在任何一个知道，但到达不了的地方。”
要如何去看免费电影？微博访谈的内容到底对理解这第四幕有没有帮
助？这些问题一直被提问着。
来到展览的入口处，一束刺眼的黄色聚光灯把整个空间增添了一个“强
制性的入口处”，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走这样的一个“入口”但是你可
能会因为你的以往经验自然的穿越，黄灯直射的一个用旧家具拼接而成
的，像是隧道由宽到窄的一个装置，装置里面是镜子与大大小小的木条
隔断，转到装置的另一侧可以看到拼接处“露出的”的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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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隔断里的作品这次有些像那些电影里在展现通往天堂阶梯的画
面，一个在左侧或者右侧的墙上，做成的一个 13 个台阶的阶梯，中间
是一个黄色调的视频。进入第三个空间，四周都被放置了视频录像，不
同的故事情节循环播放。这种播放方式有种干扰的作用。接下来的两个
旧家具改造的装置作品，每件作品都有重复的部分出现。抽屉被以不同
的形状出现在同一个书桌的两侧，另一件作品是镶嵌镜子的框被大大小
小的重复累计的出现，原有的镜子被缩小。最后的作品是一个箱子一样
的装置，左右的门上有公共空间里的常用的符号标志，箱子里面仍然是
阶梯形式存在的图形与装置，但不同的是这件装置的内部是用白色灯所
表现的，在展厅的最里面的一面墙上是一些影像的剧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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