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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时代的政治艺术
陈颖编译

Protestors in Tahrir Square on February 1, 2011 in Cairo,
Egypt.

就目前发生在中东的反抗浪潮以及美国中西部大规模的劳力示威游行
来说，抗议仿佛再次出现在街头上，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没再发生过的报
复行为。我们很容易就能从埃及人推翻一个他们厌恶的独裁者，或是威
斯康星州那些长期受压迫的工人们站起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中受到启
发。我知道一个事实：艺术家通常都是一个进步分子的群体，他们会从
这些大事件之中寻求灵感。
如果说考虑将与审美相关的事物包围在这种新时代的政治事件之中是
无关紧要的话，那的确也是我的部分观点。在这个月早期，在与穆巴拉
克最激烈反抗的那段日子里，埃及艺术家 Shayma Kamel 通过一封电
邮表示了对我的责备——起因是我询问她在这场冲突中，视觉艺术扮演
着怎样的角色。她在电邮中写到：“现在的事和艺术家无关，而是和全
部的埃及人民有关。”我想她是正确的。
当然，许多艺术家向埃及的这场冲突投去了他们的热情，并根据冲突创
作了相关的艺术品——例如以开罗为基地的艺术家 Ganzeer 就创作一
系列关于暴动中的烈士的肖像画，它们具有能够打动人心的纪念意义。
有一些埃及艺术家甚至为了这场争夺民主的战争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在这些政治反抗的暴怒和紧急状况之中，艺术并不是什么重要的
事，最重要的问题也并不是艺术的问题，然而在艺术世界里，“政治的
艺术”仍然是一个被讨论到的老生常谈的主题。
当先锋派政治艺术的传统与政治运动的需要相悖时，它们看起来总是很
愚蠢。但是考虑到右翼运动在近 30 年来的衰退，关于成为“政治艺术”
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谈话近来完全与艺术实践本身的问题紧密地结合到
了一起。
“ 政 治 艺 术” 在 刚 过 去 的 一 段 时 间 中 甚 至 成 为 了 某 种 主 流。Peter
Schjeldahl 杜撰了一个术语“festivalism”来描述这种专门为了国际
性的双年展和博物馆展览而创作的精致、姿态激进的艺术品——这是
一些直面不确定的观众、带有抽象的自由主义的悲悯以及自我正义
的作品。这种装腔作势的作品在近几年来的确变得不那么流行，正
如“festivalism”被受到占优势的艺术市场文化推崇的“conceptual

Superfical Engagement.

bling”取代一样。但是，它的重要性还是保存了下来。
例如 Thomas Hirshhorn 在 Gladstone 画廊展出的一系列来自伊拉克战
场的血淋淋的图片。充满讽刺意味的题目“Superﬁcial Engagement”
与一种完整的理论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理论是关于 Hirshhorn 的艺术
实践是如何展现政治激进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战火和压迫不断的大环
境”的前提下所需要的模式的——因为它“保持了表面上的争论，而不
是为权威的评论者或是政客提供推诿的空间。这首先是一个错误，因为
评论家们仍然可以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而且丝毫不关心一位瑞士装置艺
术家对伊拉克战争有什么看法；其次，这就像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方
式，来评论 Hirshhorn 意识到他应该做一些政治方面的宣传，但却因为
太过胆怯或是依恋政治抽象主义而不敢表现出来。
也许这种扭曲的方式尝试为一些理想的、在政治运动不存在的时期中具
有某些优点的政治 - 审美项目建立起某种理论。 但是事实却不容否认：
在艺术和政治之间不存在优雅的相互适应的状态，也没有两者完美的融
合。对于实实在在的政治激进分子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与一场政治
运动的需要有关。这种相互适应的状态的缺乏对于那些专业的艺术家来
说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处境，但只要我们仍然活在目前这个世界中，就无
法摆脱它。
“‘政治艺术家’通常对任何人都无害，我会维护他们创作作品的权利；
我不能赞成的是他们为自我服务的假想：作品‘会从某一个方面’对这
个真实的世界产生某种政治影响，”艺术家 Victor Burgin 说到，“在
大学的艺术学院里，我宁愿我的同事是那些会将落日画成水彩画、但仍
然能够勇敢地面对行政的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在画廊里制造出激进的政
治杂音的人。”
这样的反映从实际上来看意味着什么？它们很显然不是意味“不要创作
政治艺术”。我希望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能够拥有许多受到政治启发的
艺术——以及受到启发的政治艺术。它们真正意味的是在重要的斗争处
处爆发的今天，我们应该摒弃寻找“政治的审美趣味”这种不良的艺术 理论行为。

年轻一代对博物馆的态度有所改变吗
作者：Kyle Chayka 陈颖编译

Pipilotti Rist's “Pour Your Body Out” (2008) at MoMA.

Tino Sehgal's "The Kiss" at the Guggenheim.

在 Paper Monument 第三期发行物的一篇文章中，Timothy Aubry 描写
了自己对年轻人在博物馆里的行为的看法——博物馆曾经被看作是肃
静、受人尊重、能够让人沉思其中的艺术殿堂；而现在，它们仿佛成
为了供人消遣的公园。Aubry 在文章中列举了 Pipolotti Rist2008 年在
MoMA 的正厅中举办“Pour Your Body Out（7354 Cubic Meters）”
展的例子，那次展览营造了一种睡衣派对般的氛围，他借此说明我们的
文化中缺乏一种对博物馆空间的崇敬。事实上，现在的我们不再满足于
对博物馆的敬畏，我们对我们的博物馆体验持有不同的意见，并将这种
意见运用到我们自己的目标中。这是否说明年轻一代对博物馆的发展有
了一种新的态度呢？

很棒的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展出的那件作品更好，那才是一件很棒的
事，也就是你赢得了这场争辩。然而，纵观错误的主流媒介、广告以及
相对开放的网络和社会媒介对我们炮轰般的信息传输来看，也许我们年
轻一代已经对诸如博物馆这样发展成熟的公共机构有着自己不同的看
法，我们将它们看作是一种可以进行争辩、讨论的竞技舞台，而不是单
单坐在那然后接受教育。

在 Aubry 看来，博物馆很遗憾地不再被看作是提升人们文化或是审美
情趣的地方；相反，它们被看作是炫耀文化的空间，证明人们已经对这
种“高尚的艺术”有所了解；它更像是一个进行自我夸耀而非理解的地
点。“这些天来，很少有大学生带着一种发展良好的、对高尚文化的崇
敬来到这里，这种崇敬能使他们很容易地明白在博物馆里应该做到怎样
的行为举止。”
目瞪口呆地站在一件艺术品之前、对它表示出谦卑的神情显然不是一件

我这一代人对网络媒体势不可挡的体验、社论性和评议性的实践与内容
的分裂给了我们不依赖任何一种绝对可靠的声音起源的独立性。我们已
经学会不必对学习抱着敬畏的态度，或是被动地等待教育。我们可以从
自己的矛盾、交流以及错误中学习经验。网络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确
可以与一些贴着管理者标签的人进行辩论。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愚蠢的、反社会习俗的朋克思想，事实上这并不是。
这仅仅是我们随之成长的批判性镜头。残酷的 DIY 媒介会很自然地创
作出一种竞争的氛围——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物的话——在二中择一
也并不困难。例如，如果我不喜欢 MoMA 的展览，那么我可以在我的
微博上创造一个新的，用它来代替 MoMA 的展览。我可以将重新合成
的制度上的声音与我所喜欢的那种组合融合。

齐泽克：左派的绅士们
王立秋编译
在维基解密公布的一则外交电报中，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被比作蝙蝠侠和
罗宾。这是种有用的类比：朱利安 • 阿桑奇，维基解密的组织人，难道
不就是与克里斯托弗 • 诺兰《暗夜骑士》中小丑对应的真实的生命么？
在电影中，高谭市地方检察官，哈维 • 丹特，一名腐化的，自身犯下谋
杀罪行的偏执的治安维持者，便为蝙蝠侠所杀，蝙蝠侠和他的朋友警察
专员戈登意识到，如果丹特的谋杀被公之于众，就会有损城市的风尚，
因此他们策划使蝙蝠侠对杀戮负责来维护丹特的形象：只有谎言才能拯
救我们。难怪电影中唯一一个真实的角色是小丑，电影里的超级恶人了。
他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即只要蝙蝠侠脱掉他的面具并公布他的真实身
份，他对高谭市的袭击就会停止；为防止对真相的披露也出于对蝙蝠侠
的保护，丹特告诉媒体，他就是蝙蝠侠——另一个谎言。为诱捕小丑，
戈登伪造了他自己的死亡——又一个谎言。

小丑想要揭露面具下的真相，他深信这将毁灭社会次序。我们该称他
为什么呢？恐怖分子？《暗夜骑士》显然是那些经典西方电影《要塞
风云》和《双虎屠龙》的新版本，这些电影揭露了这点，即为使蛮荒
的西部开花，谎言就必须被提升为真理：文明，换言之，必须以谎言
为基础。这场电影异常地流行。问题在于，确切来说就在现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谎言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更新了的需求呢？
我们也来想想利奥 • 施特劳斯的再度流行吧：在今天，其政治思想与当
下最为相关的面向，是他关于民主的精英主义的观念，关于“必要的
谎言”的观念。精英应当统治，他们应当对事物的现实状态（物质主
义的权力逻辑）有所意识，并用语言来满足人民，使他们在他们收到
祝福的无知状态下保持幸福。对施特劳斯来说，苏格拉底是有罪的，
就像人们指控的那样：哲学是社会的威胁。质疑众神和城邦的伦理侵

蚀了公民的忠诚，因此也危及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哲学也是人类作
出的最高的，最有价值的努力。施特劳斯提议的解决方案是，哲学家应
该使他们的教导隐秘化，就像是世上他们做的那样，通过“字里行间”
地写作来把教导传递下去。包含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哲学的
“伟大传统”中的隐藏的信息，是不存在众神，而道德不过只是偏见，
社会并无自然的根基。
迄今，维基解密的故事已经被再现 / 表征为维基解密与美帝国之间的一
场斗争：机密的美国政府文件的出版，是支持信息自由，支持人民知情
权的行动呢，还是说，它是对稳定的国际关系提出的一种恐怖主义行
动？但如果这不是真的（问题之所在）呢？如果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和
政治斗争在维基解密自身内部进行：在揭秘机密国家文件与这一行动被
再次写入霸权意识形态的领域的方式之间，而完成这一行动的，除了其
他机构之外，恰恰还有维基解密本身呢？
这种重写首先并不涉及“公司共谋”，也即，维基解密与五大报纸做出
的协议，给他们有选择地选发文件的独家权利。更为重要的是维基解密
的密谋模式：一个“好的”秘密组织对一个以美国国家部门的形式出现
的，“坏的”秘密组织发起了进攻。根据这种看待事情的方式，敌人，
就是那些隐藏真相，操纵公众并羞辱盟友——这一切为的，是对自身利
益的无情的追求——的美国外交家。“权力”为那些上层的坏家伙所掌
握，并且，不被设想为某种贯穿整个社会集体，决定我们如何工作、思
考和消费的东西。在 Mastercard，Visa，Paypal 和美国银行与国家合
力阻止它的时候，维基解密本身就尝到这种权力的广泛弥散的味道了。
人们为介入密谋模式而付出的代价，是得到按此逻辑来说应得的对待。
（难怪有那么多关于谁是维基解密的“真实后台”——CIA?——的理
论了。）
密谋的模式为其表面上的对立面所补充，维基解密的自由挪用，不过是
在荣耀的，为“信息流通自由”和“公民知情权”而进行的斗争的历史
上的另一个章节罢了。这种观点把维基解密还原为“调查性新闻”激进
的一例。这里，我们只看到了离开这种好莱坞式的重磅炸弹——如《惊
天大阴谋》（直译为总统都是人）和《塘鹅暗杀令》，其中一群普通人
发现了一则往涉及高层的丑闻，但这类作品的意识形态在于他们乐观的
最后咨文：在一群像你那样的普通人都能扳倒总统，地球上最有权势的
人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是如何地伟大呀！——的一小步。在居于统治
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方，权力的最终的展示，在于允许看起来是强力的批
判的东西出现。今天不乏反资本主义。我们负荷了无数对资本主义之恐
怖的批判：书本，深度调查报道和电视纪录片展示了那些无情污染我们
环境的公司，那些在他们的银行为公共资金所拯救的时候继续接受高额
奖金的腐败的银行家，雇佣童工把他们当做奴隶来使用的血汗工厂等
等。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在这些批判中不被质疑的，是反对这些过
度 / 无节制的斗争的民主 - 自由的框架。这些批判的（明示或暗示的）
目标是，民主化资本主义，通过媒体压力、议会调查、严法、开诚布公
的警方调查等手段，把民主的控制扩展至经济领域。但（资本主义）民
主国家的制度设定，却从未受到质疑。甚至对最为紧急的“伦理反资本
主义”（阿雷格里港论坛，西雅图运动等等）形式来说，这仍然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质疑的禁区）。
维基解密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对待。从一开始，关于维基解密的活动，就
有某种超越于信息流通自由的自由主义概念之外的东西存在。关于维基
解密的披露，唯一使人惊奇的是，它们毫不令人惊奇。难道我们没有得
知确切来说我们预期得知的一切么？真实的不安，只是表象层次上的不
安：我们不能再假装我们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知道的那些东西了。
这就是公共空间的矛盾：甚至在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情
况下，在公共场合中说出这个事实，还是会改变一切。1918 年，新的
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就是公开沙皇秘密外交的全部
内容，所有秘密的协定，秘密的公共协定条款等等。那里，目标也是整
个权力的国家装置的运转。
维基解密威胁到的，是权力的形式运作。这里，真正的目标并不是那些

肮脏的细节和应对这些东西负责的个体；而是那些当权的人，换言之，
差不多就是权力本身，权力的结构。我们不应忘记，权力不仅由制度及
其法则，更由挑战权力的合法（“正常的 / 规范的” ）方式（一个独立
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所构成——正如印度学者萨罗依 • 吉里 (Saroj
Giri) 说的那样，维基解密“通过挑战挑战权力的正常渠道并揭露真相
来挑战权力”。维基解密的揭露的目标，不仅仅是是那些当权的人难看，
更是领导我们自我动员，以带来一种不同的权力运作方式——一种可能
超出代议制民主界限的权力的运作。
但不管怎么说，假设揭露过去一直是秘密的一切就能解放我们，那就错
了。这里的前设就是错误的。是，真理解放我们，但不是这个真理。当
然人们可以不相信表面现象，不相信官方的文件，但我们也不能在门面
之后为人们所共享的流言中找到真理。表象，公众脸谱，从来就不是一
种纯粹的虚伪。E.L. 多克托罗曾经评论到，表象，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对待。我们经常被告知，隐私正在消失，最隐秘的秘
密正对公共的调查开放。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在有效地消失的，是公共
的空间，以及伴随着它的尊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其中，不说出全部是最得体的行为。在《偷吻》中，黛芬丝历对她年轻
的恋人解释礼貌和得体 (tact) 之间的差异：“想象你无意间闯入有裸女
在洗澡的浴室。礼貌要求你快速地关上门并且说，“对不起，女士！”，
而得体则是很快地关上门并说，“对不起，先生！””只在第二种情况
下，通过假装没有看到足够分辨淋浴下的人的性别的内容，一个人才展
示出真正的得体。
政治中圆滑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尔瓦罗 • 库尼亚尔，葡萄牙共产党
领导人，和厄内斯托 • 梅洛 • 安图内斯，1974 年推翻萨拉查政府的军
事组织的一名亲民主成员之间的秘密会晤。当时的情景及其紧张：一方
面，共产党已经准备好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管工厂和土地（武
器已经分发到人民手中）；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又已经
准备好以一切手段，包括军队的干涉来组织革命。安图内斯和库尼亚尔
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在他们之间没有共识——在表面上，他们
相互分歧——但他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即共产党员不会发起革命而结束
了会议，这，因此也就允许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得以出现，而反社
会主义的军队，则也不会剥夺共产党的合法权利，反而把它接受为民主
程序中的一个核心要素。
我们可以主张，这次谨慎的会晤使葡萄牙免于内战。而参与的双方，甚
至从后见之明来看，都保持了他们的谨慎。当被问到这次会晤（被我的
一名记者朋友问到）的时候，库尼亚尔说他只会在安图内斯不否认的情
况下确认——如果安图内斯否认的话，那么这就没有发生过。安图内斯，
在他那边，则在我朋友告诉他库尼亚尔说过的话的时候，沉默地聆听。
因此，通过不否认，他满足了库尼亚尔的条件并含蓄地确认了这件事情。
这就是左派绅士在政治中行动的方式。
至此，我们可以重建今天的事件，看起来，古巴导弹危机的好结果，也
是通过得体，假装不知道的理解来实现的。肯尼迪的天才之处在于假装
没有收到其中一封信，而这只有在发信人（赫鲁晓夫）愿意接受的情况
下，这一策略才能生效。1962 年 10 月 26 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出
一封信函，确认之前通过调节达成的提议：如果美国保证不侵犯该岛的
话，苏联将把导弹撤离古巴。然而，第二天，在美国回复之前，赫鲁晓
夫发出了另一封更加紧急的信件，加上了更多的条件。那天下午八点零
五分，肯尼迪发出了给赫鲁晓夫的回复。他接受了赫鲁晓夫十月二十六
日的提议，就像二十七日的信从未存在过那样行动。十月二十八日，肯
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同意接收协议的第三封信。在这样的时刻，在一切
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表象，礼貌，和人们是在“玩游戏”的意识，比
任何时候都重要。
然而，这只是这个故事的——有误导性的——一面。存在这样的时
刻——对霸权话语来说的危机时刻——这个时候，人们必须承担使表象
崩解的风险。这样的时刻在 1843 年青年马克思的笔下得到了描述。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十九世纪三四十

年代德国旧制度的衰落是法国旧制度的悲剧性衰落的滑稽重复。“只要
它相信并不得不相信他自己的合法性”，法国旧制度就是悲剧。德国旧
制度“仅仅是想象它相信自己并且要求世界也来想象相同的事情。如果
它相信它自己的本质的话，那么它会……在虚伪和诡辩中寻求庇护么？
现代的旧制度毋宁说只是一种世界次序的笑剧，其真实的英雄们已经死
去。”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就是一种武器：“真实的压力必须通过把压
力的意识加诸其上而变得更有压力，必须通过公开羞耻来使羞耻变得更
加羞耻。”

这确切说来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景：我们面对着对一种世界次序的无
羞耻的犬儒主义，而这一次序的行动者们仅仅想象他们相信他们关于民
主，人权等等的观念。通过像维基解密的披露那样的行动，羞耻——我
们容忍这种加之于我们身上的权力的羞耻——通过公开化而变得更加
羞耻。在美国干涉伊拉克以带来世俗民主的时候——而结果，恰恰是宗
教原教旨主义的强化以及一个更加强大的伊朗——这不是出自某个真
诚的行动者的悲剧性的错误，而是为自己的游戏所击败的犬儒骗子所面
临的结果。

外界创造力（ambient creativity）
会扼杀我们的创作激情吗？
陈颖编译

Facebook's new photo
viewer

Is easy ambient creativity just
leaving a blank space

社会媒体已经为艺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简单快
捷地分享艺术创造，无论是通过 Twitter 或是 Facebook。然而，这种简
单的创作和传播方式，有没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的动
力呢？传统意义上的杰作在这个充满外界创造力（ambient creativity）
的时代是否变得更加稀有？
欧洲委员会文化部做了一项名为“Ambiant Creativity Project”的调查，
用科学术语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这一现象证明了数字技术和工具对于
大范围的公众来说十分容易获得，也就是说不必具有专业知识；此外，
公众在创作与传播多媒体作品这一方面上也发展起了他们自己的创造
力，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然而在今天，将一种‘全新的技术’立即
用于具有重大意义的方面，而不考虑其与之前技术相比能够产生的范例
的转变，这是困难且具有疑问的。用于艺术创作的工具的多样性也许会
使艺术创作的过程变得模糊不清。”
日常具有创造力的活动——例如编辑和公开 Facebook 相册、为一个
个人博客命名、发表微博等——都能够被看作是外界创造力（ambient
creativity）。这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样——更多的创造力永远都是一件

Robert Frank,The Americans

好事，但是这种外界创造力似乎在逐渐破坏创造性艺术本身的重要意
义。“外界”这个词听起来仿佛是无意识的，就好像我们凑巧做成了一
件不需要太多努力的事，而我们创造的动力也因此得到了满足。除了能
给 Facebook 的相册取一个有意思的名字以外，我们还会要求什么呢？
我们与周围环境的亲近已经成功地成为了时下流行的对话，想想我们通
过网络与其他人的日常生活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吧。
我们从朋友的 Twitter 或是 Facebook 上就能了解到他生活中的某个方
面。这也使我感到困扰，但都不及外界创造力，这似乎不是在诋毁创造
性的行为，而是在诋毁我们在创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媒介。
并不是说我们绝不可能利用 Twitte 创作出一件杰作，而是我们需要找
到一些新的方法来思考这些新的媒介。正如欧洲委员会文化部所指出的
那样，这种外界创造力所表明的并不是创造性生产力的衰退，也不表明
人们真正地在创作东西，它只象征了一种范例的转变。通过一个缺乏深
入交流的媒介、创作一件能在感情上产生影响的作品才是更加困难的，
但我毫不怀疑这是有可能实现的。艺术家更多地利用这些新媒介震撼人
心的一方面，观众才更会朝着这个方向去理解它们。

2011 年军械库艺博会 8 个最佳和 3 个最差
陈颖编译

8 个最佳展位
Hahn）创作的丝网画，使得 Untitled 画廊对此次艺博会的环境做出了
一个恰当的反映：由一堆钱支撑着的满仓库的作品。

1：此次艺博会上最优秀、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当属在 Greenberg Van
Doren 画廊上展出的多屏幕影像作品“The Upstate Olympics”，这件
作品出自艺术家蒂姆 • 戴维斯（Tim Davis）之手。

2：由 Ry Rocklen 用硬币铺成的地板以及由安德烈 • 哈恩（Andrew

3：Alison Jacques 画廊展出了艺术家瑞安 • 莫斯利（Ryan Mosley）
丰富而又略带黑暗气息的画作，这值得这间画廊获得赞扬。

4：在 Knoedler & Company 画廊，约翰 • 沃克（John Walker）在宾戈
卡上创作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小型画作，这些作品十分有趣，让我们忍不
住希望自己能够有 1 万 5 千美元买下它们。

8：Ronald Feldman 画廊展出了山姆 • 凡 • 阿肯（Sam Van Aken）的
“New Edens”展，展出作品是一些果树，这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是
很有趣的。此外，将 Paul Kasmin 画廊的展位围绕起来的伊万 • 纳瓦罗
（Ivan Navarro）的霓虹灯栅栏也是一种聪明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噱
头，这依赖于镜头有多黑了。

3 个最差展位
5：Gary Snyder/Project Space 证 明 了 斯 文 • 卢 金（Sven Lukin） 的
“Snug”雕塑是对尼古拉斯 • 科西尼克（Nicholas Krushenick）在 20
世纪 60 年晚期创作的蓝黄抽象派油画绝妙的赞美。

1：此次艺博会最差展位的得主非军械库艺博会自身莫属。今年的展位
空间太过狭窄，却又有太多的参展者，这真是一场糟糕而又阴暗的艺术
展销会。

6：Susan Sheehan 画廊具有优秀的策展方案，展出了埃尔斯沃思 • 凯
利（Ellsworth Kelly）的作品，以及贾德（Judd）一套完整的木版画艺
术品原件，这使得这个展位十分值得一看。

2：XL 画廊展出了由 Bluesoup Group 创作的一部跟风 3D 影片的影像
作品，这让我们明白了，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是好的技术。
7：来自都柏林的 Mother’s Tankstation 画廊展出了 Mairead O'hEocha
件安静、折衷主义的混合作品，这件作品的突出部分十分简单，就是将
日常的景观用油画颜料表现在了木板上。

3：虽然 David Kordansky 画廊展出了莱斯利 • 万斯（Lesley Vance）
和希瑟 • 库克（Heather Cook）受人喜爱的作品，却又因展出了鲁比 •
奈丽（Ruby Neri）平凡而黯淡的画作和雕塑而以失败告终。

我们应该扼杀传统的艺术评论吗？
作者：Hrag Vartanian 陈颖编译

A detail of Mark Lombardi’s “George W. Bush,
Harken Energy and Jackson Stephens c.197990, 5th version” (1999) drawing on view now at
Pierogi Gallery

A view of “Index.” an exhibition of the work of Mark
Lombardi at Pierogi Gallery

几个星期前，我偶然遇见了艺术家 William Powhida，这位艺术家开始
取笑我不再写很多艺术评论了。我对他的话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但
后来我仔细地思考了一下，我意识到他是正确的。因为我对艺术评论
是最好的交流艺术的方式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疑惑。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文字形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但我的确认为它是一
种已经过时的形式。传统的艺术评论（你知道那种形式的，几张照片
再加对一场展览的讨论，就像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一般）更适合群展，
甚至是主题展览，对个人作品展却不那么适用——这时的艺术评论总
让人感觉是在做艺术品销售的宣传。作为一名作家，我认为这种形式
实在是缺乏趣味，而普通的观众也是如此，除非他们曾听说过这位艺
术家，或是他们准备去参观这次展览。
在艺术历史上，艺术评论也许是人们对一次作品展的感受的重要记录，
但现在看来，这种形式却不那么重要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艺术评论
模式事实上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早期，是与艺术有关的杂志和报纸的衍
生物，当时它用黑白的图片再现了作品本身。直到上世纪最后的几十年，
彩色的复制品才开始变得普通起来。即使是在今天，准确的有色再现
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有一位教授建议将所有的
艺术品都用黑白两色加以复制，因为颜色总是不能做到正好。
在我看来，艺术评论需要得到提升。但是怎样才能得到提升？提升到
什么阶段？是借助流行文化或是大众媒体的力量发展更多关于艺术的
外界探讨吗？我们又是否应该寻找途径将艺术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
中？
当我在威廉斯堡的 Pierogi 画廊参观 Mark Lombardi 的作品展时，所
有这些问题都在我的头脑中回旋。作为一位能使人着迷的艺术家，
Lombardi 的作品描绘了阴暗的金融、财富和政治世界中的相互联系——

艺术评论（Mark Lombardi 作品）

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权力的使用和滥用。在 20 世纪 90 年代，Lombardi
研究了极具扩张力的权利网状体系并将它们表现到了艺术之中。这就好
像他希望能将他所担心的、会在这个信息如洪水般涌来的世界中消失的
东西变得永恒一样。对他的作品进行回顾，我们会发现他是具有预知能
力的。这位艺术家试图使我们看清楚，所有这些世界的合并将如何产生
一种全球性的灾难。Lombardi 并不是简单地将信息摆出来让我们直截
了当地看，而是将他的研究成果融入了信息化的结构之中，这种结构如
村上隆的设计或是精妙的网状结构一样美丽。
我对 Lombardi 的作品进行了思考，我认为无论怎样的艺术评论都无法
捕捉到他的观念和作品的力量。怎么可能将他所有的研究全部溶解到
800 字（或许更少）的文章和一些图片中？我认为，无论多么优秀的评
论员都无法抓住这些作品及其创作故事的丰富内涵。《纽约时报》的艺
术评论员 Michael Kimmelman 曾就这场展览写过一篇评论：“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在 Drawing Center 中亲自参观了 Mark Lombardi 的展览，
当时许多前往国土安全部的顾问也参观了这场展览。他们认为这场展览
具有启发意义，并不是因为艺术家所描绘的财务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对他
们来说很新鲜，而是因为艺术家用一种高雅的方式将这些完全不相干的
信息进行了整理，并且使它们具有了意义，这对他们的安全工作来说有
一定帮助。”
也许仅仅只有艺术圈里的人才会去读一篇艺术评论，但是艺术家的作品
则会超越审美的范围，跨过艺术世界的界限。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应该
登上 CNN 去探讨他的作品。在今天，William Powhida 等艺术家纷纷
尝试着打破艺术集群的边界线，在我们文化的其它领域中建立起与艺术
的交流。单独的艺术评论形式将艺术家们限制在他们与艺术世界的关系
之中。我们所需要做到是跨过那条界限，并探索新的可能性。我到目前
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我仍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怎样才能提升传统
的艺术评论？

失败的力量：停止对自己的忽视
作者：Heather Van Winckle 陈颖编译
编者语：每日播报”网站近日将艺术界中的失败整合成为了一个系列，
探索了失败的概念，并且关注了这一概念在当代艺术中的影响。我们来
共同关注这些失败究竟能否算得上失败。
在目前的文化界中，盛行着两种主要的艺术家典范。一种是自命不凡的
先锋派艺术家，他们的天赋不能被解释得清楚，支配着大量的酬金来
创作自己的作品；另一种是更加刻板的艺术家，他们缺乏创作的激情，
并总是在探究那些“恍惚而又迷离的”事物。然而，我对将我自己或是
我所遇见的其他艺术家定位到这两种类别之中存在困难。也许，唯一能
够概括我们的方式，是将艺术家看作这样一种创造者——带有我们希望
与其他人共同分享的展望。我们不仅不能控制我们如何才能表现得像人
类，同样也不能控制更大的艺术目标的表现。
我们似乎在与这样一种观念作斗争：我们的文化并不关心我们，或者说
是重视我们。从一开始起，在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便是一种古老的问
题“你准备做什么来赚钱？”，随后发展到“你想成为什么？”这之类
的问题。事实上，起初我用“职业”这个词语来描述一位“艺术家”时
是很犹豫的，这恰恰是因为那些说“不”的人以及我目前的艺术收益水
平决定了我对这一术语的理解。
也许是由于这些误解，我们似乎屈服于成为被社会遗忘的灵魂这种命
运。为了能够谋生，许多艺术家都必须将艺术创作降低到兴趣爱好的领
域之中。这样一来，获得的资金的确有所增长，尽管与需求的增长速度
保持得该不够紧密；展览的机会往往都充满了竞争，报酬则更是罕见。
可以肯定的是，谋生的途径有很多，但收益永远与艺术创作持平似乎是
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这几乎不值得人们花心思去考虑。
这里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假设人们不会也不愿意去关心。我们继续前往
各种开幕式以及其它的盛会，去支持那些在艺术空间或是非盈利艺术画
廊中工作的同事，但我们发现似乎每一次前来的观众都是同一批——这
是一群接受了标准版本的艺术家生活的人。
这些聚集了艺术家的热闹场所事实上都是一些社交场合，几乎每个人都
相互认识，谁也不会购买任何一件作品。这些画廊空间事实上会使我
们忽略我们自己，进而使我们的团体也孤立起来。定位展览是很简单
的——如果你了解它们的话——但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探索则有一些
困难，最终会导致一种同种类的、唱诗班说教式的艺术家群体。当然，

J e a n l o u p S i e f f . Yv e s
Saint Laurent, 1971

如果准赞助商们能够做一些小努力，那么他们自己也能定位这样的一些
活动。如果在他们看来，艺术没有表现为一种值得花时间的消遣的话，
那么他们也会找另一些方式去耗费他们的时间和金钱。一个人可以正确
地打出所有的牌，然后被查尔斯 • 萨奇（Charles Saatchi）这样的人发
现，最终开始自己生命的新篇章。但这对于大多数的我们来说都是不可
能的未来。相反，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希望与谁合作，在一个更广泛的平
台中传播我们的信息，然后我们才能锁定目标去努力。也许过去能为我
们提供一个模板，来改变我们即将陷入的、向下旋转的螺旋模式之中。
近 日，NRW-Forum Duesseldorf 展 出 了“Zeitgeist and Glamour”，
这是一系列 20 世纪 60 年代 Celebrity 照片的私人收藏。在这一组照片
中，设计师、艺术家与电影明星、摇滚明星等同时出现在了多个私人和
公共场合。安迪 • 沃霍尔（Andy Warhol）、杜鲁门 • 卡波特（Truman
Capote）、罗伯特 • 梅索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等经常位于
幕后的人们站到了相机中间来。这种地位和可见性使艺术家和他们的
作品在大众文化中变得重要起来，也使艺术成为了某些人值得追寻的事
物。今天，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媒介对艺术和评论性思考的表现与影响
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艺术家与演艺人员的结合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
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我们现在需要吸引一部分新的观众，这样才有助于
为未来文化的价值塑形。仿佛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大城市，目前正在积
极地培养年轻、都市化的专业人士——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理智，
在他们的领域中受到了尊敬，还被看作是“未来的领导者”。如果我们
真的关心将艺术当作一个整体加以提升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与这些有一
点钱、有潜力赚钱，重视教育、专业技术、文化和政治的人们建立联系。
他们有能力产生文化价值并为文化价值塑形。

相关新闻链接：
失 败 的 力 量： 为 杰 出 的 追 求 行 为 辩 护 http://www.artspy.cn/html/
news/4/4467.shtml
失 败 的 力 量： 关 尚 智（Kwan Sheung Chi） 一 次 展 览 的 展 览 http://
www.artspy.cn/html/news/4/4460.shtml
失败的力量：科里 • 阿肯吉尔（Cory Arcangel）艺术的侵入和失败的
成功 http://www.artspy.cn/html/news/4/4454.shtml
失 败 的 力 量： 琳 达（Lynda Benglis） 的 回 顾 展 http://www.artspy.cn/
html/news/4/4447.shtml

Ron Galella. Lester
Persky, Andy Warhol
a n d Tr u m a n C a p o t e ,
New York, December
1978

专访 2011 年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比奇 • 库莱格
作者：Coline Milliard 陈颖编译

在策展的世界中，被选择策划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就相当于获得了诺贝
尔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位杰出的策展人——在之前往往只有
专业圈子中的人才知道他 / 她——将变成一位公众人物，他 / 她的每一
个策展决定都会被人们进行仔细分析。这就是发生在比奇 • 库莱格（Bice
Curiger）身上的事——她是即将于今年 6 月开幕的第 54 届威尼斯双
年展的总策展人。近日，艺术评论家 Coline Milliard 对比奇 • 库莱格进
行了专访。
Coline Milliard=CM Bice Curiger=BC
CM：你曾经想过你有一天会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吗？
BC：当双年展主席保罗 • 巴拉塔（Paolo Baratta）打电话给我时，我
以为他只是想向我咨询一些有潜力的策展人。但是在很多年以前，一
位曾经的双年展主席就已经与我见过面了。
CM：这是否意味着在那时，他们的这项决定早就已经在准备阶段中了？
BC：我想是的，尽管我明白，如果你不是一名来自纽约的博物馆的策
展人，那么你很有可能不会被人发现。我已经策划过很多次展览了，
但那些展览都不是在 Art Basel 的 6 月或是卡塞尔文献展期间举办的，
因此大多数的专业人士都不会去参观它们。那也没关系，我热爱我这
份在苏黎世美术馆的工作，就算我现在没有获得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
机会我也会感到很开心。当然，能够获得这个机会真的是太棒了！
CM：你将此次双年展的主题展命名为“ILLUMInations”，为什么要
采用大写字母？这与你的整体策展概念有什么联系？
BC： 我 很 高 兴 我 能 够 提 出 一 个 词 语 来 当 作 此 次 双 年 展 的 观 念。
“ILLUMInations”的目标指向了光，这是艺术的一个经典主题。此外，
我想将重点放在艺术上，而不是尝试去创造一种与世界有关的理论，
然后再相应地选择作品。这个题目同时还强调了知觉和思想的概念，
当然也有国家的概念——这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各个国家馆中是一个完
整的部分。近年来——甚至是近几十年来，人们都在争论国家馆是否
应该停止，因为它们是如此的过时，但它们至今仍然存在。
CM：因此你并不觉得这在国家馆的形式过时了？
BC：对于我来说，这点真的无关紧要。我不能够改变它，但是我很有
兴趣去观察它，并从中学习它特定的历史。思考这些国家馆是如何建
成的、以及建造它们的原因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我同样对这种官

方的表现与艺术家曾经或是正在做出的回应之间的张力很感兴趣。
CM：作为一名策展人，要策划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盛会总是一项艰难
的任务，你有可能因此流芳百世或是遗臭万年。你认为你的威尼斯双年
展将会是富有争议的一届吗？
BC：我认为争议是肯定会存在的，因为你绝不可能成功地取悦每一个人。
但是，如果被批评了我也不会在意。我在这次双年展之后还会有我自己
的生活，我还是会去做那些我要做的事。
CM：你所选择的艺术家都非常年轻：许多艺术家都只有 35、6 岁或是
更年轻。你是有意识地将焦点放在更年轻的一代艺术家身上吗？
BC：我们曾经统计过，发现有三分之一的艺术家都不到 35 岁。我希望
能够借助威尼斯双年展这个平台让年轻艺术家有机会被大家认识。但由
于一些特别的原因，我同样还选择了一些稍老的艺术家。策划一场双年
展与策划一次博物馆中的展览是不同的，展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在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不同，一次双年展并不需要向
人们证明推一位年轻艺术家是合理的。观众们也希望能够看到走在前列
的当代艺术。
CM：将代表美国参展的 Allora & Calzadilla 日前宣布他们将会与运动
员合作，将威尼斯双年展比作艺术界中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你对这样的
类似怎么看？
BC：与艺术及艺术作品不同，体育总是会带给你一个清晰明确的结果。
此外，在艺术中，类似于国家身份这样的问题并不会像在体育界中那么
明显。因此我认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样的主题能够被表现出来
我认为是件很好的事。
CM：但是与奥运会类似，威尼斯双年展也会颁发一些奖项，例如金狮
奖等，这也暗示了存在一位“最佳艺术家”。
BC：我认为这种象征的发明是为了表示对一位艺术家的认同。我不能
反对这样的现象。我热爱艺术家，我认为他们理应得到认同，因此我也
完全赞成这样的做法。
CM：你希望这次双年展能够给观众留下怎样的印象？
BC：辉煌、宽容、具有启发性。

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调查
本报讯 艾未未因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目前正在依法对其进行调查。

来源：北京晚报

Seven on Sevens：艺术家与计算机技术员的合作
作者：Kyle Chayka
“Seven on Sevens”是由 Rhizome 网站与新博物馆合作创办的一项
艺术活动。它将 7 位艺术家与 7 位计算机技术员分别配对，并要求每
一组在 24 小时内合力创作出一个艺术项目。该艺术活动每年一次，而
今年的活动也于日前拉开了帷幕。当我受邀参加这项活动时，脑袋里出
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究竟什么才算是计算机技术员？在观看了这
些能够使人们思维活跃起来的艺术品、并经历了活动上的演示演讲以及
问答环节之后，我对这个词的概念及其暗含的意义有了大概的了解。然
而，在这个新媒体艺术家全都成为了技术革新者、软件开发人也都成为
了艺术创作者的年代，艺术家与计算机技术员这两者之间还存在明显的
界限吗？

陈颖编译

许在过程中感受到的刺激（例如闹鬼的建筑、移动的楼梯等等）要比
结果深入得多。
Team 2：迈克尔·贝尔·史密斯（Michael Bell-Smith）& 安迪·拜奥（Andy
Baio）

Team 1：利兹（Liz Magic Laser）& 本（Ben Cerveny）

Screen capture
of supercut.
org

L i z M a g i c
Laser and Ben
Cerveny's deck
of reactive
architecture
项目描述：一幅扑克牌上被印上了一些能够引发人们联想的短句，而这
些短句正好与人类反应的构造性活动相符合，它们研究了反射性构造的
概念。这些短句包括“一扇窗户慢慢地打开了”、
“开始回想过去”等等。
项目体验：这个艺术项目简单有趣，同时还能刺激人们的思维。不过也

项目描述：“Super Cut”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视频制式，诸如克里斯丁·马
克雷（Christian Marclay）等艺术家是这种视频制式的先锋：他们将电
影中以单一主题（例如，当人们说“fuck”的时候）为基础的短片段汇
编成一个单一视频剪辑。史密斯与拜奥则将这些视频剪辑分类，然后
将它们混合到“Super Super Cuts”中，随后上传至 Supercut.org。
项 目 体 验： 作 为 对 本 土 用 户 创 作 网 络 艺 术 这 种 形 式 的 广 泛 收 集，
Supercut.org 这 个 网 站 无 疑 是 具 有 历 史 价 值 的。 事 实 上，“Super
Super Cuts”的内容并没有它们听上去那么有趣，但是起码这个概念
很能吸引观众。

Team 3：扎卡里·利伯曼（Zachary Lieberman）& 布里·佩蒂斯（Bre
Pettis）

项目描述：卡韦略与普尔为一个当前脱离链接的网站添加了另一个网站
透明的页面，用户在点击他们能看到的评论、图片或是视频时，则会跳
到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页面上。随后，用户就能自行选择激活或未激活
的浏览体验——这是一种使评论脱离“评论区”的方式。
项目体验：从这一组的陈述中，观众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个项目的奇特之
处。虽然这个项目的概念本身并不是全新的，但它对用户来说更具亲和
力。

Z a c h a r y
Lieberman and
Bre Pettis show
their captured
video

Team 6：卡米尔·厄特巴克（Camille Utterback）& 埃里卡·桑顿（Erica
Sadun）

项目描述：随机对纽约市民面部进行的三维扫描在佩蒂斯 MakerBot3D
打印机的帮助下，被转换成为了雕塑。现场观众若有所思地观看作品的
特写镜头也被投射到了屏幕上。
项目体验：这种雕塑式投射的效果看起来十分怪异。作品在形式上会令
人感到愉快，但最后它给人的感觉像是与概念实现分离开来了一样。
Team 4：艾米丽（Emily Roysdon）& 凯兰·埃利奥特 - 麦克雷（Kellan
Elliott-McCrea）

Screencapture from
bringitforward.info
项目描述：艾米丽与凯兰共同对世界历史创作了一个网站式的时间轴
“Bringitforward.info”，它允许用户从历史上选择各种观点然后将它
们新鲜而又完整地带入当前。这个项目是以艾米丽对政治中狂热的阻力
及“词汇表”的重要性的理解为基础的。

Camille Utterback and
Erica Sadun
项目描述：受真实物品上由于每日使用而留下的有形磨损的启发，厄特
巴克与桑顿制作了一部以 iPad 为基础的相机，它迫使使用者减缓速度，
运用物理和有目的的力量来拍下照片。现场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在
不断晃动 iPad 的情况下拍下的，另一张则是使 iPad 固定在一个位置拍
下的。两张照片表明：这部相机保持静止的时间越长，拍下来的照片也
就越清晰。
项目体验：晃动 iPad 拍照的行为让人感觉很陌生，它击败了某些纯粹
的数码体验中通常存在的光泽感。
Team 7： 纽 瑟 姆（Rashaad Newsome）& 杰 里· 埃 尔 斯 沃 思（Jeri
Ellsworth）

项目体验：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可以用来自过去的观念刷新我们的现在，
这点十分强大，但是网站式的时间轴则显得较为粗糙。
Team 5：里卡多·卡韦略（Ricardo Cabello，mr. doob）& 克里斯托弗·普
尔（Christopher Poole，moot）

R a s h a a d
Newsome and
Jeri Ellsworth
项目体验：杰里·埃尔斯沃思是一名电脑芯片设计师，他利用一系列电
子元件制造出一件数码乐器。这正好与纽瑟姆的艺术实践相配：一台会
发出用俚语骂人的声音的敲打机械。

Mr. Doob and Moot

项目体验：事实上，纽瑟姆与埃尔斯沃思之间几乎没进行任何合作，现
成的陈述也显得十分混乱。该项目可以说是 7 个项目中最不成功的一个，
而这原因也许并不是单个人造成的。

精华

“从西天到中土”后续讨论第二场实录
时间：2011 年 3 月 10 日
地点：上海大学 A 楼会议室

张颂仁：“时 • 地 • 戏：印中当代艺术展”主要是印度艺术家来中国参
展。这部分是与印裔策展人 Chaitanya Sambrani 合作的。以作品来说，
有一个让我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好几个印度艺术家都跟我说，这次给我们
提供的作品是他们已经长期没有过这么革新的。他们觉得是在自己工作
历程上非常重要的作品。这个回应不但来自年轻的艺术家，连长辈的艺
术家也这样对我说，让我非常惊讶，可是也反映了亚洲艺术创作目前的
困境。在当代艺术创作里，我们对话的对手是西方，而且由于视觉艺术
没有语言的障碍，所以更容易直接进入对世界的想象，还有对世界的感
性上的沟通，这个世界实际就是西方。
现在无论是印度或中国，视觉艺术界创作作品的时候，对话的对象往往
是西方艺术史。最近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礼仪的计划，找了很多中文系
的老师，但我发现他们大多对中国的事情兴趣不大，可是他们都在读法
国文化理论，对法国方面的事情兴趣就很大，这个状况可能跟视觉艺术
界里的体验是非常接近的。于策展来说，我们要提供一个舞台，让那个
舞台成为他们对话的最直接的对象，让艺术家清楚知道他们不是在抽空
地做一个作品，而是介入一个具体的对话。在这点来说，这次“西天”
展览的实践是有效的。接着下去我们还要做别的事情，不过什么事现在
还不知道。
陈光兴（台湾交通大学教授，“从西天到中土”学术策划）：对我自己
来讲，其实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自己称之为一种越界的学习，主要有
几个大家看出来的越界，就是 Johnson 跟士明基本上原来是在艺术空
间有积累，我自己原来基本上是在学术思想的空间运作，是两个空间的
交错或者说碰撞，好像碰出来一些什么，我自己也许讲不清楚，期待大
家能够帮忙说清楚一点，也就是说自己在碰撞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是我
以前没有学到的。
举例来讲，我其实很惊讶，第一次活动开始的时候我来了，我称之为“第
三世界生产模式”，在时间高度挤压下，结果《读本》出来了，我后来
学到，这个东西叫做策展，对他们来讲很正常，一定要逼出来，因为我
们一般学术会议做不出来这件事情，所以，有一部分是策展的逻辑在运
转，有八本读本就这样生产出来，奇怪，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
当然，操作的时间很短，中间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包括翻译质量等等，
创造的一个很奇怪的奇迹，大家都理解翻译出来就有积累，会流通的，
是可以留下来的资产跟知识，所以这个是我学到的，至少在运作模式上
所没有看到过的，有一点叹为观止。
当然，这个越界里面，美术界的问题很可能跟学界的问题是同一个逻辑。
刚才 Johnson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也许下一步可以再往深处多描绘
几句。你看到很多美术界的策展和操作，会抛出来一些观念，有很多东
西是西方批判理论流行的概念，例如一些是以关键字为核心在想问题：
权力、速度，等等，这基本上跟学术界一样，学术思想界讨论问题的时候，
会出现同样的一些问题，常常提出的理论也好概念也好，并不内在于自
身所处环境。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逻辑，也就是大家面临同样的知
识状况的危机，在这个条件底下想要进行一些反省跟反思。Johnson 刚
才概括地很清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大概我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的知

识，特别是欧美。我其实原来认为中国大陆会免疫的，因为它中间有段
时间不是这样，结果后来从头赶上更快 , 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危机，
用我比较极端的话来讲，这样的知识方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它没有
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存在，你去套用一些概念，其实说不清楚，所以
一直想要去转化，看到的问题，回到自己生存的土壤里面发现是有问题
的，要转化自己身上的资源。但是到了 1990 年代学科分化专业化以后
产生的问题越发严重，这就变成下一个阶段，用大家共同的词语叫“全
球化”的时候，专业内部的法则就卡在所有人头上。
在从“从西天到中土”的活动要结束的时候，我碰到一些艺术家，他们
的反映其实很强烈，有一些朋友讲得蛮动听的，他们说，每个周末都因
为要来听我们美术馆的演讲而很兴奋，我的体会是他们通过讲座牵连到
自己存在的生存环境，反而是可以作为一种媒介。这些艺术家们在很多
的西方的艺术也好，理论也好，得不到那个养分和资源，而中印之间有
它的可对照性和可参照性，所以就特别兴奋。
贺照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
嘉宾）：在这个系列的读本里面，我基本上把每个读本都读了，有三个
人对我产生了很重要的冲击，一个是阿希斯 • 南迪，还有就是陈光兴的
那位老朋友帕沙 • 查特吉，还有就是做贱民研究的迪佩什 • 查卡拉巴提，
他们三个人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每个
部分我都可以做某种展开。比如说我自己特别熟悉的是 20 世纪和农民
有关的文学写作，包括中国革命当中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从印度学者的标准来说，实际上，在文学上，我们没有一部真
正的、站在农民的视角和内在逻辑和感受的书，有很多作家非常熟悉农
村，譬如赵树理，但是实际上一本那样的书都没有。如果唯一要挑一本
书的话，反而是赛珍珠写的《大地》。当然，他是一个美国人，有很多
弱点，后来胡风还对这本书做了批评，但赛珍珠还是写了比较内在的农
民的感受和逻辑。这样的问题要展开的话，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的反省，
而且，在没有人特别正面地从这个角度来写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关于农
村的经验和书写，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个里面整理出来一个视角，看整
个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他说是所谓的哀悼（Mourning），这个词我觉得他抓住非常关键的东西，
这个东西如果放在中国史的脉络或者知识界的状况里面，结合中国史的
面貌，怎么开展为一套一种认识论的各种各样的层次和环节的厘清，落
实到近代以来的中国史上，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做？这样的议题也是我平
常关心的，但是用他这么尖锐的关系提出来，对我非常有帮助。
全 文 见：http://www.art-ba-ba.com/mainframe.asp?ThreadID=49079&
ForumID=8&lange=cn

阿甘本：什么是装置？
王立秋编译

1.
哲学中，术语问题很重要。就像我最尊敬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的那样，
术语乃思想之诗意的时刻。这不是说，哲学家必须，总是需要对他们（使
用的）技术性术语作出定义。柏拉图从未定义过理念 (idea)，他最重要
的术语。相反，其他人，像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那样的哲学家，则更喜
欢为他们的术语作出更有几何学色彩 (more geometrico) 的定义。
我希望提出的假设是，部署 (dispositif) 这个词，或者说英文的“装置”，
在福柯的思想策略中是一个决定性的技术术语。他经常使用这个术语，
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当他开始集中关注他所谓的“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或“人的治理 (government of men)”的时候。尽
管他从未给出完整的定义，他在 1977 年的一次访谈中给出了近于定义
的一些东西：
我试图用这个术语来挑选的，首要的，是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调
控决策、法律、行政方式、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命题——简言
之，即由说出的和未说出的东西组成的，完全同质性的集合 / 设定 (set)。
而这些东西，就是装置的要素。装置本身，就是可能建立于这些要素之
间的网罗……
……通过“装置”这个术语，我意谓的是一种构成 (formation)，可以说，
这种构成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刻具备这样的主要功能：对紧急情况作出
回应。因此，装置具有一种支配性的策略功能……
……我说，装置的本性本质上是策略性的，这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是一种
确定的，对力量关系，对力量关系中一种理性而具体的干涉的操控，操
控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往特定的方向发展（辐散）这些力量关系，要么，
是阻碍它们，使它们稳定，并对之加以利用。这样，装置就总是铭写在
一种权力的游戏之中，但它也总与特定的知识限制——这种知识的限度
来自于装置本身，并且，在同等的程度上以装置为前提条件——相关。
装置就是这样：它是支持，或为特定的知识型所支持的力量关系之策略
的集合 / 设定。
让我简要地总结这三个观点：

a. 装置是一种同质性的集合 / 设定，它事实上在同一个头衔下包括一切
事物，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话语，制度，建筑，法律，警务措
施，哲学命题，等等。装置本身是在这些要素间确立的网络。
b. 装置总是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并总是坐落在某种权力关系之中。
c. 如此，装置，看起来就是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点
2.
现在，我想首先在福柯的作品中，然后，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对此术
语的谱系加以审查并作一简要的回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差不多在写作《知识考古学》的时候，福柯还没
有以界定其研究对象为目的使用“装置”这个术语。相反，他用的术语
是实证性 (positivité, “positivity”)，认识论（意义）上近于部署的一
个术语，而且，他也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个术语的定义。
我经常自问，福柯在哪里找到这个术语的，知道几个月前，我读到
让 • 依波利特 (Jean Hyppolite) 一本题为《黑格尔历史哲学史导论》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Hegel) 的著作的时候，
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回答。你们很可能知道，福柯与依波利特之间有着紧
密的关联，后者不时被福柯称作“我的大师”（事实上依波利特是福柯
的老师，最早是在亨利四世中学的高师入学班 (khâgne) 上 [ 高等师范
学院的预备课程 ]，继而在高师）。
依波利特著作的第三部分负载了这样一个题目“理性与历史：实证
性以及命运的观念”(Raison et histoire: Les idées de positivité et de
destin, Reason and History: The Ideas of Positivity and Destiny)。
这里的核心关注在于对黑格尔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1795-96）的
两部著作的分析：第一部是《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Destiny”)， 第 二 部 —— 那 里 我 们 可 以 找 到 吸
引我们的那个术语——《基督宗教的实证性》(“The Positivity of the
Cristian Religion”, Die Positivität der christliche Religion)。根据依波
利特，“命运”和“实证性”是黑格尔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特别地，
“实证性”这个术语在黑格尔那里专属的位置，是在“自然宗教”与“实

证宗教”之间。自然宗教主要涉及人类理性与神之间的直接而普遍的联
系，实证或历史宗教则围绕从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信条，法则和仪式。
“实
证宗教”，黑格尔在依波利特征引的一个段落中写道，“意味着那种或
多或少通过灵魂的限制得到表达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作为诫命结果
和服从结果并无需直接的功利而直接完成的行动。”
依波利特展示了自然与实证之间的对立，是如何对应于，在这个意义上
说，自由与义务的辩证，以及理性与历史的辩证的。在一段不可能不让
福柯好奇的段落中——因为它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装置概念的出现——
依波利特写道：
这里我们看到了显见于实证性概念的问题的口吻，以及黑格尔试图把纯
粹理性 [pure reason]（理论且首先是实践的）和实证性，也即，历史
的要素辩证地——一种对自身尚无意识的辩证——带到一起的不懈努
力。在某个特定的意义上说，黑格尔把实证性思虑为人的自由的障碍，
作为障碍，实证性遭到了谴责。探究某种宗教，我们也许还能加上，某
个社会的国家的实证要素，意味着在其中发见通过某种对人的限制而
被强加（于人）的东西，发见那使纯粹理性模糊的东西。但是，在另
一个意义上说——而这是在黑格尔的发展过程中以占上风而告终的一
面——实证性必须与理性协调，这样一来，理性也就失去它了抽象的特
征并适应于生命 / 活具体的丰富性。这样，我们也就看到，实证性的概
念，就出在黑格尔视角的核心。
倘若“实证性”是，根据依波利特，青年黑格尔给予历史要素——像某
种外在力量强加给个体的法则，意识和制度那样为人所承载，但这些东
西，可以说，又在信仰和情感的系统中实现了内化——的名字，那么福
柯，通过借用这个术语（后来这个术语变成了“装置”），也就在这个
决定性的问题——后来这个问题也是他自己的问题：作为生灵的个体与
历史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自己的立场。说“历史要素”，
我指的是那些制度，主体化程序以及法则的集合 / 设定，在这些制度、
程序和法则中，权力关系变得具体而微。那么，福柯的终极目标，就不
像黑格尔那样，是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协调；他的目标甚至也不是强调二
者之间的冲突。对福柯来说，真正至关重要的，毋宁说是对实证性（或
装置）在关系、机制 (mechanisms) 和权力的“游戏”中活动的具体模
式的探究。
3.
现在，我在何种意义上推进“装置”是福柯思想中一个核心的技术术语
这个假设已经相当清楚了。这里至关重要的，并不是仅仅指涉这种或
那种权力技术的某个特定的术语。这个术语对福柯来说，根据依波利
特，与“实证性”这个术语对青年黑格尔来说有着相同的广度。在福柯
的策略中，装置逐渐占据了为福柯定义为“共相”(the universals, les
universaux) 的术语的位置。福柯，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一直拒绝处
理被他称为“共相”的，诸如国家、主权、法律和权力那样的普遍范畴
或心智的建构。但这不是说，在他的思想中不存在具备某种普遍特征的
操作性概念。装置，事实上，就是在福柯策略中取代共相的那种东西：
它不仅仅是这样或那样的警务措施，这样或那样的权力技术，甚至也不
是通过这些东西的抽象得到的那种通用性 (generality)。相反，正如他
在 1977 年的那次访谈中生命的那样，装置是“可能确立于这些要素之
间的网络 [le réseau]”。

现在，如果我们试图对在通用的法语字典中可以找到的“装置”定义加
以检视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字典区分了这个术语的三层含义：

c. 军事用法：“与计划一致的，为某项计划而安排的手段的集合 / 设定”。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三个定义在福柯那里都在场。但字典，特别是那
些缺乏历史 - 认识论特征的字典，把这个术语切割分离为不同的含义。
尽管，这种分裂，普遍说来与某种独特、原始 / 创的意义——对此，我
们不可视而不见——的历史发展和接合 / 表达是一致的。“装置”这个
术语的原始意义是什么？这个术语，在福柯通常的用法中，当然指的
是那些实践和机制（既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司法的、技术的以及
军事的）的集合 / 设定，这些实践与机制的目标，在于应对紧急的需要
并取得差不多是直接、即时的效果。但这些实践或思想的策略又是什么，
现代术语起源其中的那个历史语境又是什么？
4.
在过去三年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涉足于一项直到现在才开始接近终
点的探究，这项研究，我只能粗略地定义为一种经济的神学谱系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研究。在教会史的前几个世纪——
让我们说，从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六世纪吧——希腊术语家政学 / 救恩
(oikonomia)[5] 发展出一种决定性的神学功能。在希腊，oikonomia 这
个词指的是住所 / 栖息地 (oikos，家 ) 的行政以及更普遍地，管理。这里，
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政治学》1255b21），我们处理的不是
某种认识论的范式，而是一种伴随着某种实践活动——每次，这种实
践活动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和一个特殊的境遇——的实践 (praxis)。那么，
为什么早期教父们感到有必要在神学话语中引进这个术语呢？他们何
以开始谈论某种“神的经济”呢？
更确切地说，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极度微妙且至关重要的问题，也许
是基督教神学史上决定性的问题：三位一体。在二世纪，当教父们开
始争论神的形象的三重本性（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正如人们
可以想象的那样，那里也存在来自教会中秉持理性心灵，害怕在基督
信仰中重新引入多神或泛神论的人士的抵抗。为说服那些顽固的反对
者（他们后来被称作“上帝一体论者 (monarchians)”，也即，单一上
帝之治理的提倡者），像德尔图良 (Tertullian)，伊里奈乌 (Irenaeus)，
希波立特 (Hippolytus) 那样的神学家 [6]，以及许多其他的神学家除希
腊语 oikonomia 外，再找不到更好的术语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论证类似于此：“上帝，就其存在与实质而言，当然是单一的；
但 就 其 家 政 / 救 恩 (oikonomia)—— 也 就 是 说， 上 帝 管 理 祂 的 家 / 居
所，祂的生命 / 生活以及祂创造的世界——而言，祂是三位的。就像
好的父亲会把某些功能和义务的执行委托给自己的儿子，与此同时又
不会丧失自己的权力与统一那样，上帝托付基督这项“经济”，即，
人类历史的行政与治理。”家政 / 救恩 (oikonomia) 因此成为一个特
别化的术语，专指圣子的道成肉身，以及救赎和拯救的经济（这也就
是为什么在诺斯替宗派中，基督被称作“经济的人”，ho anthrōpos
tēs oikonomias）。慢慢地，神学家开始习惯于“神学——或逻各斯
(logos)——话语”与“经济之逻各斯”之间的区分。从此，家政 / 救恩
(oikonomia) 也就成了一个装置，通过这个装置，三位一体的教义和世
界的神恩治理的观念被引进了基督信仰。
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神学家通过把它移除在上帝存在的平面
(plane) 之外而力图避免的断裂，又在在祂内部分离存在与行动，本体
与实践的停顿 (caesura) 的形式中再次出现了。行动（经济，但也是政
治）在存在上不具备任何功能：这是家政 / 救恩 (oikonomia) 的神学理
论作为遗产留给西方文化的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a)。

a. 严格司法的意义：“装置是审判的一部分，包括与意见分离的决断。”
也即，决定，或指定（援用）某个法律条款的判决部分。
b. 技术的意义：“机器或机制的一部分，以及，通过引申，机制本身
的组织方式”。

全文见：http://www.art-ba-ba.com/mainframe.asp?ThreadID=49617&
ForumID=8&lange=cn

阿甘本：何为同时代？
王立秋 编译

1，
在此研讨会开始之际，我想提出的问题（原文是：我想刻写在此次研讨
会的门槛上的问题）是：“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同属一个时代？”首先
而且最重要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在本次研讨会的过程中，我
们有机会阅读一些文本，这些文本的作者可能距我们已有数个世纪之远，
也可能更为晚近，甚至与我们非常切近。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在某种
程度上说，我们可以使这些文本的同代人。我们研讨会的“时间”就是
同时代性，如此，它也要求 [esige] 与文本和为此次研讨会所检视的作
者同时代。很大程度上说，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与否，将以其——也是我
们的——符合这种苛求的能力加以衡量。
尼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初的、暂时的指示，它能引导我们对上述
问题之答案的探索。罗兰 • 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讲座的一则笔记中
总结了这个答案：“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 (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1874 年，年轻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 • 尼采在希腊文本中
逐渐发掘至此——两年前，他完成了一部意料之外的杰作《悲剧的诞生》
(The Birth of Tragedy)——并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 Untimely Meditations)，在这部著作中，尼采试图与其
时代达成协议并在与现代的关系中明确自己的立场。“这沉思本身就是
不合时宜的”，我们在第二沉思的开头读到，“因为它试图把为这个时
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
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
对它有所意识。”[1] 换言之，尼采为“相关性 (relevance)”[attualità]
作出了自己的声明，置入了自己关于当下的，在断裂与脱节中的“同时
代性”。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
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
们也就是不相关的 [inattuale]。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
裂与时代错误 (anachronism)，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
他们自己的时代。
自然，这种不符 (noncoincidence)，这种“时代紊乱 (dys-chrony)”并
不意味着，同时代就是指一个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就是指人们在伯利
克里的雅典或罗伯斯庇尔和萨德侯爵的巴黎那里比在他生活的城与年中
更能感受到的那种乡愁。有才智的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他同时也知
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
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
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
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
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
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
上。
2.
1923 年，曼德尔施塔姆 (Osip Mandelstam) 写过一首名为《世纪》(“The
Century”) 的诗 [2]（尽管俄语 vek 也有“时代”或“年代”的意思）。
这首诗中包含的不是关于世纪的思考，而是关于诗人与其时代联系的思
考，也就是说，关于同时代性的思考。（诗中谈论的）不是“世纪”，
而是，根据开启第一个诗节的词语，
“我的世纪”或我的“我的年代”(vek
moi)：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看进你的眼
并用他自己的血，弥合
两个世纪的脊骨？
必须为自己生命的同时代性而付出代价的诗人，必须把自己的凝视紧紧
锁定在其世纪野兽的双眼之上，必须用自己的血来弥合碎裂的世纪之脊
骨。两个世纪，两个时代，不仅如（诗人已经）暗示的那样指示十九世
纪和二十世纪，而且，更确切地说，指的是单一个体生命的范畴（别忘
了 saeculum 一词指的原是个体生命所经历的时间，即人的一生）与我
们在这里称之为二十世纪的集体的历史时期。正如我们在诗节最后一句
中了解到的那样，本世纪的脊骨已经碎裂。诗人，就其为同时代人而言，
乃断裂 (fracture)，即是那阻止时代自我创作之物，又是那必须缝合此
裂缝或伤口的血。一方面，时代与生物之脊骨的并列，另一方面，则是
时代与年代之脊骨的并置，二者构成了这首诗的一个核心主题：
只要生物尚存
就必须带上脊骨前行
仿若波涛
沿无形之柱而动
孩童柔弱的软骨——
新生土地的世纪。
另一个伟大的主题——而这，与前一主题一样，也是同时代性的一个意
象——是世纪脊骨的碎裂与弥合，二者都是单一个体的劳作（在诗人那
里）：
为世纪解开束缚
以开启新的世界
必须用一支长笛
来统一多节时日的脚步。
接下来全诗结论性的诗句证明，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或者说，至
少是一项悖论性的任务。不但时代野兽打碎了脊骨，而且，vek，新生
的年代，也意欲回首（对一个脊骨破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作出的
姿势）以细想自己的踪迹，并以此方式来展现它疯狂的面容：
可你的脊骨已经破碎
哦我美丽、不幸的世纪。
带着无知觉的微笑
像一度灵巧的野兽
你回顾，软弱而又残酷
思考着自己的脚步。
3.
诗人——同时代人——必须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但看到自己时
代的人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在其时代面容上的这种疯狂的微笑又是
什么？在这点上，我想提出同时代性的第二种定义：同时代的人是紧紧
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的光芒及其黑暗（更多地是黑暗而非
光芒）的人。一切时代，对那些对同时代性有所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晦

暗的。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
的人。但“看到晦暗”，“感知黑暗”又意味着什么？
视觉的神经生理学为我们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当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无
光之地或在我们闭上双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看到的黑暗又是什
么？神经生理学告诉我们，光的阙如会触发一系列视网膜上被称作“停
止神经元”的边缘细胞。这些细胞一旦被触发，就会产生那种我们称作
黑暗的特殊视像。因此，黑暗不是一个剥夺性的（否定的，反向定义的）
概念（即仅仅是光的阙如，或类似于非视像 [nonvision] 的东西），相反，
它是“停止神经元”活动的结果，是我们视网膜的产物。这意味着，如
果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关于同时代性之黑暗的主题的话，感知这种黑暗并
非某种形式的惰性或消极性，而是，更确切地说，意味着一种活力或奇
异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这种能力意味着为发现时代的晦暗、其特殊的
黑暗而中和来自世纪的光亮——而这些黑暗与那些光亮却又是不可分
离的。
只有那些允许自己为世纪之光所致盲，并因此而得以瞥见光影，瞥见光
芒隐秘的晦暗的人，才能够自称是同时代的人。虽然我们对此说了许
多，但我们还是没有谈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热衷于感知时代传
出的晦暗性呢？难道黑暗不正是一种无名的经验，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可
穿透；不正是那种不直接导向我们因此也就不可能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东
西么？相反，同时代人是感知时代黑暗——就像这黑暗关涉他，不断吸
引他那样——的人。黑暗是直接而又异乎寻常地通往同时代人的那种东
西——比任何的光线更如此。同时代人是那些双眸深陷于来自时代的黑
暗光束的人。
4.
在我们观察夜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群星闪耀，而群星的周围有浓密的
黑暗环绕。由于宇宙中星系和发光体的数目近乎于无限，根据科学家的
说法，我们也就需要对在夜空中看到的黑暗作出解释。而这种解释，正
是当代天体物理学为我现在意欲讨论的那种黑暗给出的解释。在一个无
限扩张的宇宙中，最远的星系以如此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以至于它们发
出的光亮永远也无法触及我们。我们感知为天空之黑暗的东西，就是这
种尽管远离我们，无法触及我们——因为发光的天体以超越光速的速度
远离我们——（却仍为我们所感知）的光。
在当下的黑暗中感知这种力求企及我们却不可能抵达的光——这就同
时代的意思。如此，同时代的人是罕见的。也出于这个原因，成为同时
代人，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勇气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不但有能力保持
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再次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
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换言之，就像准时赴一场除错过外别无选
择的约会。
这就是为什么为同时代性感知的当下已经打碎了（时代的）脊骨。我们
的时代，当下，事实上不仅是最远的：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触及我们。
它的脊骨已经破碎，而我们，则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这个断裂点上。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同时代人。意识到在同时代性中谈论的那种
约会并不仅仅以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时间发生是很重要的：它在编年
时间内部运作，驱策、压迫并改变编年时间。而这种驱策是允许我们以
“太早”也“太迟”，“已经”也“尚未”的形式把握时代的不合时宜
和年代错乱。而且，它允许我们在当下的晦暗中辨认出那虽无法触及我
们却永远向我们传导的光。
5.
对我们称之为同时代性的时代的特殊经验，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时尚。
人们可以如此定义时尚：时尚，即把根据相关或不相关，流行或不再流
行来划分时间的中断 (discontinuity) 引入时间。这种停顿 (caesura) 难
以捉摸，在那些需要为之加注的人绝不会出错的意义上说，是显著的；
而且，通过为此停顿加注，这些人也证明了自己在时尚中的存在。但如

果我们试图在编年时间中客观化（objectify, 具体化）或固定这种停顿
的话，它就显得不可把握。首先，时尚的“现在”，时尚开始存在的时刻，
无法通过任何测量仪器来加以定位。也许，这个“现在”就是时尚设计
者作出大体构想和即将界定新时装风格的微妙之处的那个时刻？抑或，
是时尚设计者向他的助手表达这个构想，并向即将缝制时装雏形的裁缝
阐释这个概念的时刻？又或，是时装表演，当衣服穿在那些永远且只在
时尚中存在的人，mannequins 或者说模特身上的时候；而这些人，正
出于这个原因，却永不可能真正地处于时尚之中？因为在这个最后的时
刻，“风格”时尚中的存在将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血有肉的常任
而非 mannequins（用来献祭无形上帝的那些牺牲者）辨认出这种存在
本身并选择选择把这种风格（的服饰）添加到自己的衣橱之中。
因此，时尚时间，在构成上先于自身，同时，作为后果，也总是来得太
迟。它总是以一种“尚未”与“不再”之间不可把握的门槛（开始）的
形式出现。正如神学家们暗示的那样，很可能，这个星丛 (constellation)
这种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时尚，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是服装的
神学签名，它来自于亚当和夏娃在原罪之后缝制的，以无花果叶织成的
缠腰布形式出现的第一件衣物。（确切地说，我们穿的衣服并非源自植
物制作的遮羞布，而是来源于 tunicae pelliceae，上帝——根据《创世纪》
3: 21[3]——在把我们的祖先驱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给他们的用动物皮
毛制成的衣物。）无论如何，也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个“现在”，这
个时尚的全新时代 (kairos) 是不可把握的：“此刻我处在时尚之中”这
个句子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主体作出宣告的时刻，他就已经处在时尚
之外了。因此，时尚中的存在，如同时代性一般，使某种“安逸 (ease)”，
某种异相的 (out-of-phase) 或过时的 (out-of-day) 存在的特定品质成为
必要，在这种品质之中，我们的相关性在其自身内部包括了一小部分的
外在之物（这些东西在自身之外），以及不合时 (démodé) 的、过时的
存在的影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十九世纪巴黎一位优雅
的女士，“Elle est contemporaine de tout le monde”，“她是所有人
的同时代人”。
但时尚的时间性 (temporality) 还有另一个使之与同时代性相关的特征。
沿着当下用以根据“不再”和“尚未”来划分时间的同一个姿势，它同
时也建立了一种与这些“其他时间”——当然是与过去，但也许，也是
与未来——的奇特的联系。因此，时尚得以“引用”，并以引用的方式
使过去的任何时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古典主
义或帝国风格）变得再次相关。因此它也就能够把它冷酷地分开的那些
东西重新聚拢——重新召唤，再次唤起并重新把生命赋予那些已经宣告
死亡的东西。
6.
这种与过去的奇特关联还有另外的一面。
同时代性通过首先使当下变得古老 (Archaic) 而把自己铭写在当下之中。
只有在最现代、最新近（的时代）中对古物的标记和签名有所感觉的人
才是同时代的。“古老”的意思近似于 arkhé，也即，起源。但起源不
单位于编年时间的过去之中：它与历史生成 (historical becoming) 同时
代且不断地在其中运作，就像在成熟机制的序列 (tissue，织物 ) 中继
续活动的胚胎和成人心灵生活中的童年那样。这种定义同时代性的远离
和切近，都基于这种对起源的接近——后者没有什么时候比当下搏动的
更厉害了。从大洋彼岸而来，在黎明时抵达，第一次看见纽约摩天大楼
的人的人即刻就能感觉到这种当下古老的面容，这种和废墟一道的临
近——911 不受时间影响的影像已经把它明显地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
文 学 和 艺 术 史 家 知 道， 古 代 与 现 代 之 间 存 在 一 种 秘 密 的 姻 亲 关 系
(afﬁnity)，这与其说是因为古老的形式看起来对当下有着特别的魅力，
不如说是因为（进入）现代的关键，隐藏在无法追忆的缘故和史前的历
史之中。因此，衰落的古典世界转向原始（世界）以便再次发现自我。
先锋派——随着时间的过去，它迷失了自我——也在追求原始和古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下的进入点必然以考古学的形式出
现；然而，这种考古学不向历史的过去退却，而是向当下那个我们绝对

无力经历的那个部分的回归。因此，（残余的）仍未经历的东西，不断
地被吸回起源，却永远无法触及起源。当下，不过就是这种在一切被经
历的事物中未被经历的元素。而阻止人们进入当下的，正是出于某种原
因（因其创伤性的特征，过度的切近）我们未能经历的那些东西。对这
种“未被经历之物”的关注就是同时代人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成
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的回归。

在编年（时间）的意义上使不确定的（基督再临 [parousia]，发出重点
确定且切近信号的基督回归，尽管不是一个可计算衡量的点），同时，
它还具备把一切过去的时刻置入与自身的直接联系，是圣经历史上的一
切时刻或片断成为当下（因此亚当——通过他人性才接收了死和罪——
是给人类带来救赎与生命的弥赛亚的“模范 (type)”或预表）的某种预
言或预示（保罗偏好的术语是 typos[ 预表 ]，图表）的独特能力。

7.

这意味着，同时代人不仅是那些在感知当下黑暗的同时把握那注定无法
抵达的光线的人；他也是在划分和插入时间的同时，有能力改变时间并
把它置入与其他时间的联系的人。他能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阅读历史并
根据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来自其意志，而是出于一种他不能不作出回应的
紧迫的必要性来“征引历史”。就好像作为当下的黑暗的那不可见的光
把自己的影子投向过去，结果，为此阴影所触及的过去，也就获得了回
应现在之黑暗的能力。当米歇尔 • 福柯在写到他对过去的历史探究只是
为他对当下的理论探究所投下的影子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也许也是这
样（也是沿着相同的思路来思考）。类似地，瓦尔特 • 本雅明也写道，
包含在过去影像中的历史索引，指示的是那些只有在其历史决定时刻才
可能合法的影像。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成败，也就依赖于我们对这种紧迫
和因应作出回应及成为同时代人——不但与我们的世纪和“现在”同时
代，还要与我们世纪和“现在”在过去文本和文献中的预表同时代——
的能力。

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通过
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 (dishomogeneity) 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那
些言说“我的时代”的人事实上也在分割时间——他们把某种停顿和中
断写进时间。但确切地说，正是通过这种停顿，通过把当下插入线性时
间惰性的同质性，同时代人才使不同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运作。
如果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打破时代脊骨（或至少在其中发现
断层线和断裂点）的，恰恰就是同时代人的话，那么，他也在此断裂中
造成时代与世代的会场或遭遇。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比保罗在经
验并对他的兄弟宣布那种最卓越的同时代性——即弥赛亚的时间，与弥
赛亚的同时代存在，确切说来，保罗称之为“现在的时间 (time of the
now)”(ho nyn kairos)——时的姿势更具典范意义的了。这个时间不但

当代艺术
是只在展出时才被看作艺术的那种艺术
作者：陆兴华

1- 装置获得了艺术的地位。图像在其中失去了艺术的地位，但装置整
个夺回来的艺术地位，反而更多。
美术馆正在让位给装置：美术馆原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动的装置，现在，
它成了让各种满世界旅行的装置驻留和展出的剧场。策展在其中所起的
作用是：不让装置成为图像癖和图淫狂的场所，不让展览和装置仅仅成
为美化艺术品的自治、独立之价值的工具（格罗斯，
《艺术权力》，57 页）。
2- 装置不光是由图像 / 文本或其它形式构成，它还主动利用了空间，使
它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空间是一个生活空间。将图像放入装置是要将
它铭写到生活中，就像我们通过叙述，来到时间中营造生活，将故事讲
活；在装置中，我们在空间中营造生活：本来是一种技巧的制品，没有
现场，没有上下文，一进入展览，它就被种活，有寿命，有灵光了。装
置是庇护所，给艺术文献重新披上光环（《艺术权力》，68 页）。

被展出的艺术品只是潜在的可被展出的物品而已。什么是当代艺术？当
代艺术是只有在展出时才被看作艺术的那种艺术（94）。所以说，今
天的艺术的最小构成单位，已不是作为物品的艺术品，而是展出物品的
各种具体的空间；展览和装置的空间，是当代艺术的最小构成单位。当
代艺术不是作品和艺术家的总和，而是许许多多特殊的展览和装置空间
之间形成的那种地形。装置因此是吸收了所有的传统艺术体裁，一口鲸
吞了它们的那一空间：绘画、设计、摄影、文本、对象、现成品、电影
和录音。
4- 装置就是我们新找到的总体艺术。它就像是电脑操作系统的将多种
媒体放到同一个平台上来操作。装置就像是微软 Windows 开辟出来的
那个运行空间。

现场，这就是某一历史事件的此时此地。装置：所有被放入的文献和制
品，所有的复制品，也都成了此一历史虚事件中的原作。装置是要从复
制品里淘洗出原作来，去韵味，复韵味。现代艺术里，艺术品的原创性
并不由质烊之特性来决定，而是由上下文和历史现场来决定的了。原创
性是可变和万变的。原创、有韵味和活着，是同一回事儿。

5- 装置是艺术家所表达的物之间的主观秩序和主观关系，用它们去置
疑和挑战存在于现实中的那些秩序。说大一点，装置就是艺术家跳出来，
要与美术馆所代表的册封和统治秩序单挑。说得更大一点，装置是艺术
家孤注一掷，要用自己用里的这个小小反堆，来终结资本主义全球景观
国家装置的统治，就是德波尔说的“拔它的插头”。装置是艺术家绑在
自己身上的人肉炸弹。康拉德《特务》里“教授”一生在做的，就是这
样一个一步到位、同归于尽的装置。

3- 于是，我们必须重问：什么是艺术品？照上面的这种策展哲学来看，
格罗斯说，我们只好这样回答：艺术品就是被展出的物品（94）。不

6-apparatus 是统治我们的装置；installation 是艺术家自己主动去营造
出来的装置。

我们原来都是假杜尚主义者
作者：陆兴华
一出美术馆，它们就刺眼、尖锐并令我们狂喜了。这让我联想到阿甘本
说的我们如何用“艺术”去与全球景观决斗：将被全球资本主义俘虏去
的女人的皮肤、孩子的微笑、奶奶的诗意言说，爱人的令我消魂的姿势
“展出”五分钟，使它们出了美术馆后对我成为惊天动地地新和美的东
西。这就是策展，就是亵渎，这就是艺术行动的根本。认为一个艺术家
花几十年的功夫的修炼后终于做出一个让我们百看不厌的图像来，这就
是艺术追求了，这看法是太老、太反动了。你在努力追求，你想要达到
手法和风格的完美，制作出无价之宝，这没问题，但你这是在争手工匠
里的大师位置了，与艺术何干？做手工匠是多么光荣的事儿！能卖那么
多钱，被炒到如此地位！但你不满意，你一定要拿“艺术”做你的最后
护身符，就像省委书记了还要读个博士来显示自己的水平是一样了。
2- 这里就有这样一桩小事对艺术家成了天大的事儿：艺术家手工做出
的制品，并没有额外的特权，也只有在展览的时刻，才成为艺术品，拿
出展览空间，它们就又成了物品（福柯称它为 artifacts，算是也给了它
一种暧昧的认识论、本体论地位：工艺制品，泛制的文明物）。我们要
知道，杜尚其实是还在暗示：艺术家用不着列出已知来求证或开宗明义
或三段论式地做艺术品了，展览是拿着现成品也就是任何可到手的物品
做做就行了，而且，有可能，用艺术家的造作之物去展览，反而会拖泥
带水（这观点是我的一个大胆推测）。展出的作品最好是现成品，不要
去碰艺术家像煞有介事地做出的“艺术品”，那样做出不了强烈的效果。
1- 杜尚发动的是一场艺术的共产主义革命。他的行动由这样几个动词
构成：剥夺、没收、充公、集体化。格罗斯形象地描述了杜尚的革命，
或者说，“艺术”无神论，或者说艺术公有制：艺术家的尸体冷却后，
艺术品里并不带有艺术家的体温，有体温也担保不了作品的永恒的自治
的价值。作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的很早阶段里就死去，死过很多回了。
艺术品里决没有一种只属于制作者或艺术家个体的“有机因素”，认为
有这样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杜尚之后的
马克思》）。一切图像都是平等的。艺术家之间是平等的。艺术家与策
展人之间是平等的。艺术品与各种制品和形式之间，是平等的。展厅里
的艺术品是与现实里的俗物平等的。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到了杜尚手里，才真正完成。格罗斯也指出，
马勒维奇这样的先锋艺术家，比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家更激进，更先锋，
更不恋物，更不怀旧。马勒维奇认为鲁宾斯如果你非得要保存，也必须
被烧成灰，放到药铺的格子里，这样才省地方，人民真的对于鲁宾斯的
艺术发生了兴趣了，反正也能从这灰烬里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用不
着像模像样挂在那里，当作膜拜对象的。

这下子，艺术家们坐不住了：怎么可以说我们手里做出来的不是艺术
品？这个问题我是回答不了。但我料想，他们更回答不了我的“为什么
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艺术品？”这个问题的。是啊，为什么你们
做出来的东西一定就是艺术品了？你们手上有什么魔力可以给作品加
上这样的光环？你们是生活在什么时代了，敢这样继续自以为是？你们
不是都很赞赏杜尚的吗？
3- 到此，引蛇出洞计划就成功了：原来大家都是嘴上杜尚长杜尚短地
这样寻寻开心的，真的要你们杜尚一把了，你们自己先不情愿了。
做艺术的好处是，你们可以先在理论上大胆一把呀，像做数学一样，至
少将表面文章做好做通，用石灰粉刷白的，虽然自己并不一定是去亲身
执行的。就是这样地理论上澄清一下，离真正的土改和造反还很远，我
们的艺术家就怕吃亏，就不干了，哪里还能指望他们冲到前面了。你从
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是多肥重的既得利益者了！
假杜尚主义者有百害而无一利。

杜尚说，你们要艺术么，那么，就这样做：拿一个普通的俗物，在一条
人为的界线两面晃一下，界线那一头，它成了艺术品，到了这一头，它
又谢天谢地成回了物品。成回物品那有多好！干吗一定要去做没意思的
艺术品？让物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安静地去成为它们的本色也就是物品
吧，签上达芬奇的名字，是为展览用的。选择是与创造平等的。采集和
选择就是创造。
没有一个艺术家敢说这场杜尚革命是神马都是浮云的。但是不是敢领受
这场革命的后果，那就不好说了。
格罗斯对杜尚的解释令我大大地吃惊：展览之外全是俗物，哪怕艺术家
拼力做出来的、上面带着他们的体温的作品！只有展出或被观众关注的
那几分钟里，它才是艺术品。拿出美术馆（泛指任何展览场所！！），
它们就又是俗物了，但是，因为它们被杜尚拿过了，签过名了，所以，

4- 杜尚式艺术行动冲破了知识版权的限制，至少冲破了艺术家的身体
对于他们的作品的神秘有有机纽带。艺术家的身体也同样异化了，是与
网上粘贴着图像的网友的身体那样异化了的。当代艺术是在资本主义经
济的核心区里搞共产主义集体化（《杜尚之后的马克思》）。在今天，
艺术场域成了以前的那些解放计划、参与式实践、激进的政治态度和乌
托邦激情的收留地。
在现实里还搞不了，那么，先在当代艺术里搞！搞不了文革的毛主义，
那么可以搞搞数码式毛主义、艾未未式毛主义！先可以在当代艺术里搞
搞毛主义？
但你们说，当代艺术是我们艺术家的身体和语言圣化的场域，我们岂能
让你就这样来搞集体化和公有制下的图像平等。

超级资料

ZIAD ANTAR
ZIAD ANTAR
Ziad 安塔尔 1978 年出生在黎巴嫩的赛伊达。他目前生活和工作在巴黎
和贝鲁特。2001 年获得农业工程学位后，他开始做摄影和录像工作。
2002 年，安塔尔执导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从那时起他为阿拉伯语新
闻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安塔尔经常调查一个充斥着战争和暴力的世
界。
弹拨鼓是一种中东的手持鼓类乐器，常以独奏方式来表现表演者在节奏
和速度灵巧方面的功力。在安塔尔的录像作品《肚皮弹拨》中，拍打的
不是鼓皮，而是男性的胸膛，我们看到一位男人在淋浴间拍着他湿淋淋
的身体，打出节奏。在淋浴间这种即使不具音乐天份的人也敢放声高歌
的地方，安塔尔安排了这出孩子气又未经刻意安排的戏码。安塔尔刻意
不用嘴巴传达人类语言的复杂形式，而选择了这种在语言之前、滑稽而
又难以捉摸的声响，让身体透过这种基本、全世界都了解的语言来发声，
虽然似乎有所不足，但又令人感到十分愉悦。
在作品《东京之夜》中，一群农夫在乡间空旷无人的草地上牧羊。随着
农夫靠近镜头，忽然他们跳离了日常生活，彷佛灵光一现，每个人说着
「Tokyo」( 东京 )，但其实东京还在千里之遥。当然，这是在艺术家的
指示之下，才会有这种完全不合理的话语。整个景观是典型的地中海东
南方干燥的乡村高原，与人口超级密集、令人肾上腺素升高的东京市形
成可能是最强烈的对比。观众可能会发笑，但这个笑话其实是安塔尔和
这些农夫之间的小秘密，将观众孤立在外。他们在镜头下的角色从被记
录的对象转换成为演员，对所有相关的人形成混淆的效果，包括他们自
己。同时，他们说「Tokyo」的时候，并不代表他们想去东京，甚至不
代表他们对东京有任何兴趣。「东京」成为无限重复的剧本，虽然带来
无限联想，但同时却也虚无飘渺、遥不可及。
专访 Ziad 安塔尔
- 有多久你一直住在法国？
－我搬到巴黎，并在 2001 年经常访问贝鲁特。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
说我感到有一种归属感，令我有更多驱动力去花更多的时间。我被委托
从 2004 年到 2006 年做一些纪录片，但我主要还是做录像和摄影。
－在访问贝鲁特期间你做了哪种纪录片？
－主要是政治性的。
－你的作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不断遇到针对我的作品题材的问题。 我没有特定的主题，我主要
关注的是视频媒体。 换句话说，我所感兴趣的媒介是视频，以及如何
以生产为工作视频。所以我的影片作品可以有任何给定的 ' 主题 '，而
拍摄什么就是他们的核心概念。我的影像作品不属于生产前研究项目成
果的过程，涉及征求意见的方式转换成图像。相反，他们是生产产品，
工艺，每个工作是一个思想及其创作。
－你学过电影？作为调查中的视频什么是你的利益？
－我研究电影 2 年多，但对于我参加的电影学院不满，他们并没有真

正对录像艺术感兴趣。 然后我走进数字艺术。从那以后，我在东京宫
和巴黎美术学院做了一个居留项目，我在制做录像上有了想法。我的
第一个动力是做纪录片，但是因为很长时间的访谈我结束了拍摄电影。
与此同时，我发展我的录像作品。可以说，我觉得在视频里更自由。事
实上我的录像作品开始被推广和法国机构一直支持我视频工作的选择
有关。
－你现在在做项目吗？
－我现在做的项目里没有视频。
－在录像艺术的历史中，我能想到的是那些被调查的录像和作为媒介电
影的名单。一些艺术家们把自己限制在他们自己里，以生产他们的作品，
和你制做录像的方式，在一个序列里，也是一个限定。
－我觉得限制或约束是因为视频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媒介，每个人都被
广泛使用相机。 这就需要引进不同类型的创意到这一媒介中。 这同样
适用于摄影，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并有不同的现实和背景。如果
我们观察摄影历史，它开始作为一个非常专业和生产身份的私人手段。
之后大规模的在社会中试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视频也是在类
似的轨道上。 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把自己的工作，因为限制而
作出必要的或基本的条件 - 例如有一个照相机和电影 - 是不够的，而是
应该开始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你有参与过居留项目吗？
－在 1999 年和 2000 年我参加了一个由黎巴嫩电影和电影制片人阿克
拉姆 Zaatari 和 Mahmoud Hojeij 题为交通视频研讨会，在贝鲁特。 他
们对我非常有影响力，尤其在我最后的实践中。我目前正在做沙迦艺术
基金会的居留项目。
－交通视频研讨会是什么样的？
－这次研讨会的形成由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艺术家，以及录像艺术放映所
组成。 除了知识性，理论部分，我们还传递相机做一分钟的录像。
－由此产生的电影工场有没有涉及后期制作？
－编辑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是另一种创作形式。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宁
愿做一个单次或一个场景的场景序列，连接了淡入和淡出，以及制定的
标题。例如，东京今晚（2003 年）是由三个序列后，又增加了一个。
虽然我不反对编辑，但我比较喜欢用最少的编辑工具，把后期制做的处
理变成一个简单的汇集在一起的有背景工作的主体。
－您的视频作品各有不同的主题。 对我来说 , 它感觉像是你在熟悉的
环境下制作出了一个陌生的感觉，例如东京之夜（2003）。
－我做了大约十五个影片，它们都与我周围发生过的事情有关。 在西
澳 （2004 年）我拍我的侄女和侄子唱歌。 首先我主要是拍一些和我
周围有关的，同时尝试着说明我所熟悉的东西。 我也喜欢选择做限制
低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作品需要一个非常低的生产预算。 你可
以以某种方式和 arte povera 联系起来。而这方面是一个优势，可以从
制作公司申请获得资金或项目的支持。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要求一个
1000 欧元的录像作品制作费比 15,000 更容易，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在
小规模的制做工作。

－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
－我尽量避免国际艺术市场围绕身份的讨论而尝试保持自我的实践，或
对来自“新兴”国家的一些艺术家感兴趣。 我的兴趣是如何继续做录
像工作，我的主题和从“发展中”的国家的新兴话题没有直接关系。

实风格。换句话说，拍摄自己的马铃薯种植，农民的辛勤劳动与此相关，
图像等，将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 我想打破与一见钟情无关的东西。
这种明显的不相关也涉及回到一个事实，即生产食品，其消费的基本手
段是不同的。劳动是非常社会的，我证明这种差异的方法是采用健美运
动员训练用的土豆。

－让我们专注于你的录像作品，陆地德波姆代特雷（2009），一部你
最近在巴黎 galerie almine rech 画廊展出个展的部分作品。 这件作品
描绘了熟悉的物体，同时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关系，即土豆，旁边一个奇
怪的关系组成该对象，即利用土豆作为健身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食品。
你能谈谈两个方面合并的工作吗？
－我试图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它涉及的是土豆的照片前系列（在
运输，储存，种植等不同阶段），在欧洲的一个土豆的贸易文件的形式，
产生了从一个洲到另一个经济和政治关系（例如，在这个意义上，在黎
巴嫩种植的马铃薯是来自于从荷兰购买的种子）。 该摄影项目是在接
手五年的过程中发生的，而我在北欧和黎巴嫩之间旅行。 在那个系列
中录像作品是从一个照片开始的。 这是用 8 毫米胶片拍摄的，并强调
工作中的土豆大多是由家庭和亲属耕地的事实。 因此，他们的耕作是
通过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家庭成员组成的。 使用 8 毫米电影，我想反
映出记忆概念是和具有特殊意义的（家庭，本质的）工作 / 一起生产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开始我感兴趣的是录像。我家有一台摄像机，但是当时我年轻，没有
对艺术的兴趣，而且对艺术了解也不多。不过在我研究工程之前，我已
申请了艺术系。因此，我真正开始参与艺术时我还在学习，是通过我的
研究生助教奖学金开始做视频制作和电影制作的。这就是我在黎巴嫩的
居留项目里如何参与了阿拉伯形象建设和会见了吕克 moulene，对我
来说那是一次有意义的邂逅。

－在陆地德波姆代特雷是健美运动员，在这里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想这是我的倾向，通过个人解构游戏，导致其性质发生了变化的纪

－你和图像是什么关系，对你来说什么是你的形象？
－一个形象是一个想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的力量和机构，电力政策 ...
－农业和农业企业，有时可超过银行赢利！ 我作为一名农业研究员，
而且是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受培训的工程师，个人认为，农业拥有力量。
在我的研究中，我曾在田里工作，也为阿克拉姆 Zaatari 工作，在他的
一部摄影和录像项目里做助理工作。

赫克托 . 萨莫拉 Hector Zamora
赫克托 . 萨莫拉 Hector Zamora
赫克托萨莫拉于 1974 年生于墨西哥城，现在在妻子和女儿住在巴西圣
保罗，与艺术家马里拉 Dardot、艾琳一起生活和工作。他的创作包含
各种媒介，萨莫拉介入城市和公共空间的社会和物理结构。他的创作是
对具体社会政治及场域的广泛研究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居民的集体记
忆、神话和愿望的戏谑。

biennale di venezia

他在圣保罗、美国、墨西哥、马德里举办过多次个展，参加过爱知三年展、
利物浦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釜山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重要展览。
2011 年

delirio atopico

圣保罗的空中花园
Hector Zamora 这位墨西哥艺术家，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参与了
Margem Arte Publica 这一共公项目。他选择了在 Tamanduatei 河的上
空挂上一排长青树。
在土地私有和遍“地”黄金的年代，高密度和填方格已成为当代城市最
让人厌恶的地方。拥堵的街道，往往摒弃了绿色。城市河道两旁除了混
凝土大堤，就是快速路或高架桥。Hector Zamora 正是选择了城市河道
这一典型的场所，发挥了他的特长（给城市遗忘的地方添加飞猪、绿光）。
Hector Zamora 的“ERRANTE”，借助钢丝在长 200 米的河道上空吊
起长青树，相对于被车子和混凝土占满的河岸而言，像一种讽刺——偌
大的土地竟然种不下几棵树，树无立锥之地。

Blueprints

2008 年
Cicera
奥克兰艺术节“白噪声”

2009 年
6 of the series potentialities

Every belgian born with a brick in the stomach

妮可 • 沃尔莫斯 Nicole Wermers
妮 可 • 沃 尔 莫 斯 ( Nicole Wermers ) ，1971 年 生 于 德 国 埃 姆 斯 代 腾
(Emsdetten， Germany)，现居住和工作于伦敦。

妮可 • 沃尔莫斯的拼贴画经常由杂志上的香车宝马、红酒、香水等奢侈
品建构而成。

2005 年 入 驻 卡 姆 登 艺 术 中 心， 曾 在 多 地 举 办 个 展： 伦 敦 Herald St
画廊；维也纳分裂派会馆；伦敦 Millers Terrace 画廊；科隆 Galerie
Borgmann-Nathusius 画廊和汉堡 Produzentengalerie 画廊。

她创作拼贴画和雕塑的灵感来源于对建筑，摄影和日常事物的兴趣。她
利用住居的时间研究例如漆面和抛光材质的高端设计和奢侈品。沃尔
莫斯思考这些物品的表面如何投射出个体潜藏其中的欲望。她的研究将
她从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 Anne Truitt 的作品以及可可 • 香奈儿 (Coco
Chanel) 探索珠宝服饰的社会性影响的纪录片，带到了冲浪板的制造过
程。

近期群展包括： 泰特三年展（2006）；资产阶级的颠覆性魅力，范 •
阿贝博物馆，埃因霍温（2006）；环游地球 80 天，ICA 当代艺术中心，
伦敦（2006）；未来有希望，Migros 博物馆，苏黎世（2004）；钉在
墙上的，泰特现代美术馆（2004-5）。
妮可 • 沃尔莫斯
“双面沙盘”
S1 艺术空间

展览地点：Georg Kargl 画廊，维也纳
展览名称：公共雨炸薯条 (Public Rain Fries)
时间： 2008.11.14 – 2009.1.11

雕塑作品《双面沙盘》(Double Sandtable) 生动地验证了这点。它包括
两个相连的铺有细沙的沙盘桌；集合了模型办公用具，巨型烟灰缸和自
控雕塑于一身。沙堆上丢弃着香烟头，看上去仍像是在几何框架内截取
自沙滩风光的一部分，只是为实用而被拉升到桌面的高度。
一方面，这个桌面烟灰缸可看作是对现代形式主义雕塑美学（大多会制
造出样式精美的烟灰缸）和外观重于功能的现代设计伪饰的嘲讽。另一
方面，沃尔莫斯的作品当然不仅限于仿制和嘲弄，她完全着迷于现代功
能性设计的美感，尤其是其扭曲而极其白话式的表现方式。
几乎同样道理的，对待抽烟这一奢侈地浪费金钱、时间和健康的行为，
沃尔莫斯的方式是庆祝功能主义财产的荒废。 当这些现代观念的意义
和用途再次被攫取并面临消耗殆尽， 便会辐射出一种新的奇特的可能
性。

选用在其他环境中为人熟知的某种材料，一件艺术品于是被加载了引
发形式内容之间关连性的参照。在此意义上，沃尔莫斯在其作品中
重新质疑了工业生产和设计的妥协。在由 Richard Artschwager 设计
的 Georg Kargl BOX 空间的个展中，她以一种油料打底加配一种带饰
覆盖地面至与肩齐高的墙面，这种带饰的物质性和形式指的是所谓的
“Rautenblech”。一种用在仓库、卖场进入口和其他交通高峰地段的
抗水防滑的铝制结构。类似油基标示出公共空间，实现建筑的构建。
它椭圆形表面的结构设计并无自发的个性， 完全服从其功能性需求。
这个构造被沃尔莫斯运用到她的作品中；个体元素被挑选并改良成独立
样式，让人回想起自然、树叶或雨滴等植物形态。这种个体元素的去处、
分离和重构改变了我们对它们的看法：人们进而开始去研究他们美学和
功能性基础下的谎言。

在妮可 (Nicole Wermers) 的拼贴和雕塑作品中， 视觉吸引的来源与现
代设计、建筑和商品文化的外观分离开来。 与后者的基本使用和消费
语境无关， 这些视觉刺激作为纯粹令人着迷并不带任何诉求的欲望本
源而被呈现。 然而他们的原始功能仍然潜藏并依稀可见， 欲望的错位
于是得到了更有意识的体验。

日常事物设计的重要性问题，比如工业设计，贯穿于沃尔莫斯的诸多作
品里。功能性和物品的系列生产似乎不符合美术的自发性。当沃尔莫斯
斟酌实用性和美感关系时，她恰好重议了这个方面。她作品中对形式和
材质的痴迷不能被忽略，而材料的标准在论及功能时被标记为一种特殊
的耐久力，如抗刮、可洗，但画廊最终的展示效果被证实材料表面非常
敏感，最轻微的触碰就能使其发生变化。

亚特·祖米卓斯基 Artur Zmijewski
亚特 • 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1966
年出生于波兰华沙，是一名视觉艺术家、电
影制作人和摄影师。1990-1995 年期间他在
华沙美术学院学习，后来在全球举办过电影
短片和摄影展。从 2006 年起他还是波兰左
翼杂志 Krytyka Polityczna 的编辑。
他的个展《如果它就发生了一次，就像从未
发 生 过 一 样》（If It Happened Only Once
It’s As If It Never Happened） 于 2005 年
在 Kunsthalle Basel 举办，同年他代表波兰
参加了第 51 届威尼斯双年展。除此之外，
他的作品遍及在世界各大知名展览及盛会。
出于对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生活规则的关注，祖米卓斯基创作了一系列能
够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他的宣言——Applied Social Arts——从两个
方面对他的行为加以了肯定：艺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生产知识的方式；
艺术有助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相比，艺术很少基于一种知识
的形式加以利用。祖米卓斯基强调了艺术能够在脱离审美领域的前提
下，将自己表现得与创历史性的东西和知识的生产分离开来。
亚特 • 祖米卓斯基在他的毕业设计“40 szuﬂad”“
/ 40 Drawers”
（1995）
中，创作了一部以图书馆的分类橱柜为对象的回忆录。在每一个抽屉
中，他都放置了一些扭曲在一起的、赤身裸体的人的照片。要打开抽屉
是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同时，他将观众置于了一种偷窥狂的角色上。
同 样 的 情 况 在 作 品“Powsciagliwosc i praca” / “Temperance and
Work”（1995）中也得到了处理。在这件作品中，祖米卓斯基本人和
Katarzyna Kozyra 成为了照片中扭曲在一起的那两个人，形成了“一
种奇特的扭曲形状”。祖米卓斯基说：“这是一种性爱姿势，两个人互
相以新的方式爱抚对方，以寻找全新的愉悦体验。当然，这种煽情的象
征手法显然用错了地方…”
祖米卓斯基 1996 年的影像作品“Ja i AIDS”/“Me and AIDS”刻画了
对艾滋病这种绝症的恐惧感，以及在与其他人进行亲密交流时的担心。
在影片中，有两个裸体男人和一个裸体女人，他们以全速相互追赶、相
互碰撞。“要知道，与其他人的碰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他说。
脱 离 了 男 女 交 互 的 题 材 后， 在 作 品“Ogród botaniczny / ZOO”
（“Botanical Garden / ZOO”，1997）中，祖米卓斯基将关于动物园
里的动物和有心理缺陷的儿童的影像资料放在一起。这些影像资料描绘
了他们与这个社会的孤立，同时对这种描绘方式表示了质疑并将它们
放置在窥淫癖的环境下，祖米卓斯基就身体上的束缚、力量提出了质
疑。这些问题随后在电影和照片系列中都有所发展。在作品“Oko za
oko”/ “Eye for an Eye”中，祖米卓斯基刻画了一些没有四肢的残疾
人的形象。在照片中，他们的四肢被身体健全的人的四肢代替了。因此
就出现了一些长着很多双腿和很多脑袋的奇怪的生物。另一种影响是当
健康的人与残疾人交谈时所出现的令人尴尬的场面。电影中有一个镜头
描绘了一个女人帮助一个男人洗澡，而那个男人没有脚和手指。“Na
spacer" / "Out for a Walk” 是一部关于在康复中心的下身麻痹患者的

电影，这些患者在强壮、健康的人的帮助下不断进行康复训练。这种残
酷的经历需要双方的巨大努力。
1999 年，祖米卓斯基再次把焦点投射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并渲染
了政治和社会意味。电影“Berek”/“The Game of Tag”（1999）描
绘了一群不同年龄的裸体男女在一起玩捉迷藏的场景。知道电影的最
后，人们才会发现这群人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地点进行拍摄的。其中
一个是在中立地带，另一个则是在前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中。祖米卓斯
基将这种体验比作是一种治疗方式。
进入 2000 年代之后，祖米卓斯基依旧在继续着他的艺术旅程。电影
“Karolina”也许是祖米卓斯基的电影作品中最激烈的一部。电影中的
主角患有骨质疏松症，每天都处于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她服用了越来
越多的吗啡，这缓慢地宣判了她的死亡。
在电影“KR WP”（“Kompania Reprezentacyjna Wojska Polskiego
/ Polish Military Color Guard”，2000）中，与力量相关的问题以一
种不同的方式回归。电影中，一队穿着制服的士兵走在行军途中，随
着电影的发展，他们最后走到了一个封闭的房间中，赤身裸体。“这
种效果充满了喜剧色彩。整个体系不再对他们加以控制。他们重新获
得了他们国家化的身体，他们的身体也不再属于他们了。”“Sztuka
kochania” / “The Art of Love”（2000）则是为了展览“Sexxx”而
创作的，描绘了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和其它一些疾病的老年人企图移情的
现象。
另一部描绘了渴望从身体的疾病中解脱、但却遭到失败的电影是“Lekcja
spiewu” / “Singing Lesson”（2001）。祖米卓斯基用一群聋人组成
了一个合唱队，并希望他们能够在华沙的 Augsburg-Evangelican 教堂
中表演。尽管合唱队的指挥做了很多努力，但他们唱出来的确仍然是一
些毫不协调的声音。
在电影“Itzik”中，祖米卓斯基利用了一些历史事实和宗教信仰来解释
大屠杀为什么要给予犹太人杀害阿拉伯人的道德权利。“Lisa”则讲述
了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德国小女孩，她认为她是一个被纳粹杀害的犹太
小男孩的化身。“Nasz spiewnik”/“Our Song-book”则是属于个人
回忆的。祖米卓斯基询问了那些很多年以前就离开波兰的老年人，试图
唤醒他们对当时的歌谣的记忆。当他们都是试图出记忆的迷宫时，由过
去带来的耻辱出现了。这三部电影都描绘了过去的沉重经历给如今生活
在以色列的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在 2005 年第 51 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波兰国家馆的主要特色当属由祖
米卓斯基制作的新电影“Repetition”，这也是他事业发展的一个制高点。
这部影片再现了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菲利普 • 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教授在 1971 年领导的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该心理学实验研究了当人们处于监狱环境下的行为。
这一实验由一组志愿者分别扮演“犯人”和“看守”的角色，它的目的
在于分析两方面的结果。第一，决定人类在处于一个新环境下的行为的
模式；当拥有相同背景的人被迫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扮演不同角色（“犯
人”和“看守”）时他们不同的感觉。菲利普 • 津巴多教授的这个实验
原本打算持续 2 个星期，但却在几天之后由于意外情况被中断了：两

组志愿者都开始出现了通常被看做是病态的行为模式：虐待、暴力、羞
耻感。
祖米卓斯基试图准确地再建造一幢与当时的监狱相似的建筑。通过一系
列的甄选程序——包括心理测验和考试，这是为了排除那些心理不稳定
的候选人——祖米卓斯基最终确定了 7 名犯人和 9 名看守。整个房间
装上了威尼斯式的窗户（单面镜），整个实验过程由 5 部人工操作的
摄影机以及多部支持夜视模式的工业电视摄影机录制了下来。除了犯人
以及看守外，这个实验的其他参与者包括心理学专家（能够在事态变得
危险起来时终止整个实验）、一位曾经进过监狱的犯人以及一位研究监
狱体系改良的社会学家。祖米卓斯基的这个实验持续了 6 天。
将这个实验进行重演，而没有顾及到现代科学会认为它过于危险——而
另一方面来说又很有效。无论你正好赶上看到影片的开头，或者半当中
插进来，都会被它过于真实的画面吓到，这些画面中充斥着虐待、窘迫、
侮辱、愤怒，特别是人们恐惧的目光——这些都让这个实验看上去非常
本真，完全不像一个游戏。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试图尝试创作“Repetition”这件作品了，他参考了
与暴力和种族隔离有关的审美学，这在他迄今为止的作品中算得上是最
复杂、最富有挑战的作品。这位艺术家通常扮演一种“实验室科学家”
的角色，例如：一个由听不见的孩子们组成的合唱班试图合唱 Bachs
cantatas（Singing Lesson）；被截肢者和体格健全的人形成一种身体
上的混杂（An Eye for An Eye）；一群赤身裸体的人在一个前纳粹死
亡集中营的毒气室中玩捉迷藏（The Game of Tag）。尽管这个实验中
途被打断了，某些规则也阻碍了它在科学领域中的再现，祖米卓斯基对
人的控制欲的观点仍然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中广为引用。通过这次再现，
祖米卓斯基认为艺术使试验脱离其科学环境、并强制其对普通人的问题
进行探索的能力来源于现实。
Democracies（2007-）表现了祖米卓斯基在关注场景搭建的过程中的
一种转换，当然，它仍然保持了其质问社会规范的立场。这件作品包含
了过去三年间，他所记录的公众集体抗议、庆祝和哀悼等活动的文件资
料，从支持波兰颁布禁止堕胎法规的游行，到对 2008 年欧洲杯半决赛
德国 VS 土耳其的现场直播。最近的一次是在格拉斯哥，16 个屏幕分
别挂在房间中的四面墙上，坐在中间的观众则被每个屏幕上各自播放的
电影淹没在了一片嘈杂声中，这个试验研究了在多个游行和仪式同时进
行时，每个人对这种情况的反映以及会产生的思想活动。通过这件作品，
祖米卓斯基提出了疑问：大众采用的表现方式是否暗示了民主？在一个
更加根本的层面上，这件作品表现了至今我们仍为之争取的民主的正确
性。
2007 年他在 documenta12 展示的电影阐释了社会实验的主题，给他赢
来了大量的听众。Zmijewski 煽动波兰反政府的群体，发起了一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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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符号的冲突。他就人群的行为制造了实验室模式，用以测试社会状
况以及沿袭状态。他自己表示，作为一名艺术家，他通过梦中的方法、
想象、职责、冒险与重复，拓宽了科学知识的领域。
在 2009 年的 Democracies 作品中，他把自己从他的作品中分离出来，
动用新的志愿者，拍摄了一系列的纪录短片。他使用了许多不同国籍和
运动的符号，所有的剪辑都阐释了在欧洲的不同地点，类似于以色列和
西岸，人们对于示威、游行，或重新定义的历史战役都很有热情。在这
些有序和无序的人群中，祖米卓斯基始终把重点放在对“人 2009 年末
至 2010 年初，祖米卓斯基在 MoMA 做了一个名为《Project 91》的项目。
还是本着对历史和社会原因所造成的长期创伤的兴趣，这个项目展示了
他一段时间以来的作品集和，包括一个在电影院和剧场内的新的影像项
目。
他 2009 年的影像作品《Sculpture Plein-air》在此首映，记录的是一个
工作室的情况。艺术家集合起参与者来，让他们创作“艺术”。 祖米
卓斯基挑选了 7 位在波兰的艺术家，让他们和钢铁工人一起在 Swiecie
这个小地方创作艺术。这是个与当代艺术世界隔绝的地点。在一个公司
机构出资的前提下，这两组人选在一起创造出了装置和雕塑作品。
这个项目是模仿 1960 年代在波兰 Elblag 艺术家与工人的跨界合作来做
的，项目的灵感是没有阶级的乌托邦式，让艺术创作灵感和工业技术相
结合。在这个再度分裂的时期，祖米卓斯基强调了历史、政治将人们划
分开来的事实，并试图寻找这个状况是否可以被改变。
2010 年 12 月 23 日，祖米卓斯基当选 2012 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策展人。
他发起了一份倡议，希望艺术家们在 2011 年 1 月 15 日之前提交他们
的作品，作品中需要加之他们的政治倾向。尽管艺术准则要求艺术家们
的作品不应该涉及他们的政治立场，然而，祖米卓斯基却认为政治构成
了我们共同的需要，因此，所有的作品本质上都是政治的。通过利用自
己身为策展人的身份，祖米卓斯基故意与艺术方法论背道而驰。人们对
他的决定将会带来一个怎样不同的展览抱以极高的期许。
2011 年 2 月，祖米卓斯基的图书发行会、展览兼艺术家座谈会“Trembling
Bodies”在 daadgalerie 举办，会上为观众呈现了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
今对波兰的电影艺术、祖米卓斯基的电影作品及其表演、摄影的记录。
就算在今天来看，这在德国也算是罕见的。祖米卓斯基的这场对话时间
范围定在 1993 年至今，谈话对象是那些与波兰“Critical Art”运动有
联系的艺术家们，它记录了 1989 年之后波兰的一些历史性改变。祖米
卓斯基的谈话伙伴分享了一代人的特别经验以及一些艺术创作的特别
方式：牺牲自我的意愿、选择的自由以及不甘心妥协的信念。这本书的
主人公参加了一次对抗，而这场对抗则是围绕改变政治现实、定义一种
政治语言这样的生活的各种不同部分展开的。一种社会性的运动被创造
了出来，它之所以与艺术相似，则是因为它是由艺术家建立的。事实上，
它更是一场暗示了另一种社会变化模式的理性和政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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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未来的节日 2 月 23 日艺术家讨论部分
地点；没顶空间

吴建新 : 我想问一下 , 这种艺术家群体策展，自发地、自主地策划，上
海譬如说像杨，徐震他们早期的那种比较半地下半公开的展览，可能
在前几年已经做的比较多了。像这种可能在理论上不是特别充分，但
在行为上已经做的很多了。有几个人的，也有群体的。那么你觉得这
些东西跟现在你所提出的这个有什么差异？
陆兴华：我觉得没差异，艺术家本身应该也是很着急的，这个展览是
会影响他的，或者是操纵他的，理论上讲就是把这个事情明确。如果
你交给策展人去做的话，照我现在的理解，你就是把作品交给他了。
这个时候策展人就成了你的作品的作者了。把这个明确化，我们也考
虑到了大背景，重要展览、国际展览，就是在那些职业策展人操纵的
情况下，那么艺术家他的能量在哪里呢？刚才说，他们早期在地下很
随意地弄弄也是很原创的，这恰恰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艺术家参
与的话，跟职业策展人是一样的地位。
金锋（小）
：事实上也都是艺术家在策划。我们这里没有职业策展人在场，
尤其是上海。上海一直也“见”不到批评的人，也“见”不到职业策划。
陆老师刚提到一个并列和相互寄生的问题。我在想，如果要去除身份
差异，强调对话，强调的是不同身份的组合，那么回到人人都是策展
的话题上来，还在说差异（共同体内部）的话，比如说艺术家做策展
人和艺术家做艺术家，艺术家根据某种原因参加某个展览和参与策展
项目有什么不同？现在是否从原来的互相取暖到了把差异跟心态放到
小组中去的时候了？
陆兴华：如果你说国家馆，又要反对身份政治，又要反对差异性的玩弄，
这个很矛盾嘛，为什么还要搞国家馆是不是？我觉得这背后很大一个
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国际艺术？世界艺术？类比的，我们认为世界
文学是讲得通的。歌德讲的嘛，一开始是在拉丁与欧洲中心的世界文
学，那么后来把亚洲放进去。为什么世界文学是说得通的？因为语言
之间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诗人的语言和身份障碍是他们的力量，只
有在那个范围能发力。但是当代艺术没有这个语言和身份障碍，你可
说有一点，那是在个人交流上，是作品层面。一个艺术家可以很轻易
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艺术家，太容易，于是会廉价。我的看法是，不
可能有一种世界主义艺术的，因为你一开始做就是在做世界主义艺术，
你没有像文学一样，比如诗歌就很简单，就像北岛说你们英国人看不
懂我们中国人自己会理解的东西，这就有身份和语言的保护了。他有
这个界限在里边，保护诗人的独特性。艺术家玩弄这个民族身份，是
没有得到保护的，所以我认为玩弄这种东西是很假的。我们反过来问
国家馆这个装置怎么玩？你还弄个并列的国家馆，还暗示你台湾和大
陆的艺术家合起来搞一个小组，身份不同者把他们拧在一起，多重叠
合在一起的小组，容易被选上，这跟弄超女选拔差不多了，条条框框了。
这里面的意识形态一塌糊涂，根本得不到辩护。这个是国际双年展到
现在为止一直在里面作祟的。这个东西已经病得没治了。应该到下一
届没人会这么弄了。但这对我们中国艺术家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是命题作文呀，要用这个成问题的原则打你分的啊，你从不从？
金锋（小）：从您这个问题上引伸下去的话有没有国际艺术的这么一

种东西，和台湾和大陆的身份差异等等，回到我们现在的角度，现在的
艺术家有没有身份差异的自觉？这个差异是不是起作用的？甚至要问
一下我们有没有上下文？因为可能要问一下这个废墟是什么？才能反
过头来说什么是判断标准。
我们可能更关心身边的事情。刚刚陆老师谈到 Tintoretto 是人的光相互
映照，草率的构成，他有助于艺术家的上下文串联，采集灵感或是创作。
这方面可不可以联系在一起呢？
陆兴华：策展人暗示艺术家这样去弄对不对我很怀疑，我觉得不应该。
策展人认为像 Tintoretto 这样的人，文艺复兴以后不到一百年能够把这
个大的传统逆转到一下找到新的道路，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个机
会吗？我也怀疑。我觉得可能没有的。你想搞这种复辟，改造，革新也
是值得探讨。刚金峰老师讲台湾大陆艺术家玩这个身份差异还有没有意
义？我个人感觉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周啸虎：杨那次去美国跟墨西哥人做的那些是他们组织的配对？那这个
事情怎么操作的呢？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呢？杨振中： 那是一个收藏家
也是一个活动赞助人发起的，她找了一个墨西哥艺术家，希望他可以和
我在一块儿做个什么事儿。然后我们通过 email 讨论了很久 。他是一
个在美国读大学，然后又回到墨西哥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我们 email
讨论了很久，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要干嘛，两个人在一块儿到底能做什
么？最后说我从中国带点东西过去，他从墨西哥带点东西过来，他做作
品用我寄给他的材料，他从墨西哥寄材料给我，我在这儿做，然后看看
能发生什么。后来呢，发起这件事的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干脆都跑到美国
来吧，你们一人一个行李箱带到美国来碰头，然后再看看发生什么。
陆兴华：赞助人他没有意识形态，他没有来规定你。他很自由的。
杨振中：最后到了美国两个人碰头，像讲座一样围了一圈人坐着。我们
一人一个行李箱，当着很多观众的面，我们分别从行李箱里一件一件拿
出东西来交换，变成一个礼物交换仪式。但是中间我们还涉及了另外一
个东西，我从国内拍的一些照片，还有一些是网络上下载的一些图片，
他也带了很多照片，我们把这些照片也交换了。现场投影打出来，交叉
解读，比方说他的照片很多我看不懂就猜。我带给他的照片，他也来猜
测，互相误解。最后这种所谓互相了解其实是互相误解。也可以说是用
误解的方式来相互了解，这个现场过程挺有意思的。
周啸虎：从最后总结出来，所谓配对是更深误解。 到一个地方给你几
周时间，你可能会针对这个地方的人文，或者是一些你关注的东西来下
手，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去做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是针对那个地方做
的，未必会对那个地方的文化产生多大的影响。到后来只能归纳为我怎
么做变得很重要，只能回到艺术内部来讨论，至于说是不是切到了他的
要害，有些要害也只是表面性的东西。
全 文 见：http://www.art-ba-ba.com/mainframe.asp?ThreadID=48550&
ForumID=8&lange=cn

“未来的节日”3 月 9 日探讨收藏稍显消极
石青：我记得 L 说过这样一个观点，陆老师的博客里好像也提过：我是
一个收藏家，我的审美、趣味、倾向其实是可以影响艺术家的，我想要
什么样的作品，这信息会通过各种渠道散出去，艺术家会有意识无意识
地根据这些来制造作品，所以我才是艺术家，因为想法是我的，而艺术
家只是帮我完成而已。刚才陆兴华说过早期收藏家有这样任务的：扮演
一个文化收藏者。这一代的文化最后被物化成一个结果，归到我这里收
藏，所以我是文化结果的持有者；按照上面的说法，今天收藏家的身份
发生变化了，不再是一个文化结果保管员，而是一个艺术家了，套用格
罗斯的说法，把策展人替换成收藏家，那么后者也能通过收藏艺术家作
品来生成一个新东西了。这里想听听陆兴华和管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陆兴华：我觉得这样做也倒未尝不可。这是因为艺术家没力气。刚才讲
的是，收藏家被迫成为作品的收留人，他们提供文化上的权威性。相当
于说是一个流浪儿收养机构，你要证明文件我给你签一个，你没有身份
证号我给你写个保证书。收藏家提供这样的（行为／服务）也是临时偶
然的，他和国家美术馆的地位和名望担保不一样。
管艺：你说的是个权利问题。好像尼采说过类似这样的一句话，一句对
收藏说的话，算是艺术的悖论的话，他说艺术或者文化生产者生产了
这东西，生产出来但是你的被接受的对象恰恰是富人（指没文化的有钱
人），所以说这是艺术的悖论。它的趣味和“沙龙文化”时期的都是
在女主人客厅里发生的一样，就像我们看到的莫泊桑的小说中说道的，
画家爱上了女主人，女主人也很欣赏这个画家，这个富人的圈子里这些
女人们都在捧这个画家。他描述的是一个现代主义马上就要到来了的时
刻，最后到了晚年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报纸上，他被对立者批判，骂他是
腐朽的、惰落的代表，左右艺术家创作，跟沙龙时期的女主人是一个意
思。就是这个趣味不足以说明什么，而这确确实实是那样。比如说艺术
家王鲁炎，他的收藏就很好。作为一个有钱的文化采购者和惺惺相惜是
不一样的。包括很多文学家也是这样，并不单是艺术家。很多文学大师
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去赏识。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如果按照一

般画廊系统那种公共趣味培养，还有一个投资回报的培养那就是另外一
回事了。说到国家和个体这种关系，如果我们中国的美术馆体系很健全，
它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像英国的文化交流协会做的收藏一样，他们是不
管好坏的。我算了一下，15 年还是 20 年收了 8000 多件东西，几百个
艺术家。反正他们进来了，方法也不算高级，但它那样的方法起码记录
了历史，没有断裂的，你出来的人我都收进来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应该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历史只是那个时期（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时期）
的历史。那个时期的历史它不能以个人意志去选择作品的。这是集体意
志，国家来选的。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去选择。就像一个美术馆，馆长上
来以后也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作品的。所以，大量的东西就流
在民间了。我想还有个原因是七九星星美展、八九艺术大展，星星美展
示威游行了，八九艺术大展的枪声又似六四的预言。我们官方认为这类
当代艺术是反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一直处于一种打压（的情境）。所
以中国的美术馆系统是没有收藏的，每个人不敢冒这种风险。当然这个
不仅是一个艺术内部的问题，而是面临整个当代文化是否被认知认可的
问题。
徐震：聊点其它的吧，中国的收藏品、中国的艺术更惨。
周啸虎：一开始希客进来有帮助一些艺术家的起步，但是同时有很多意
志很不坚定的人开始吻着他的气息，（石青：投其所好。）来制造作品。
这种关系是很不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责任还是在于艺术家，他自身就是
没有那种很明确的方向，被影响了。这应该是种不健康的关系。
胡介鸣：这就是种导向作品，没有健康不健康。
周啸虎：但这就像打仗一样总有叛徒。这就和艺术家有关，被导向的话。

全 文 见：http://www.art-ba-ba.com/mainframe.asp?ThreadID=48677&
ForumID=8&lange=cn

电影之外，艺术之内——深度对话乌尔善
在电影《刀见笑》上映之前，艺术眼与导演乌尔善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
挖掘他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与艺术圈千丝万缕的
关联，展示出一个在电影之外和艺术之内的乌尔善。

谈“后感性”，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展览
艺术眼：谈谈你在后感性那一段的事情吧。包括在艺术圈的经历对你现
在拍电影的风格上的一些影响。
乌尔善：我是因为跟一些老师互相看不惯，被美院开除之后，才去考电
影学院的。正好招广告导演那个专业，所以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当
时我上学的时候，杨福东正好毕业，他想了解电影方面的一些东西，他
就来电影学院，住在我的床上。他就霸占了我的床，然后我只能回家睡。
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我因为跟邱志杰、杨福，还有刘炜、石青他们过往

比较密切，所以就参与了后感性的这种小组织。后感性好像是九九年，
正好我电影学院刚毕业。我在外面工作是做一个广告导演。就是拍一些
美女、好吃的、卫生巾之类的广告。然后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展览的机
会和空间。所以孙原找到他们楼下一地下室，我们第一次的后感性，《异
型与妄想》那个展览，就是在一个地下室做的。然后就留了一些案底。
后来又跟他们参加了后面几次后感性的展览。所以现在做电影之后，也
是跟他们有一些藕断丝连的关系，有一些不清不楚的，但是一做电影工
作比较忙，所以没参加他们再往后的活动，也有点遗憾。当时的艺术，
我觉得好像更加简单，大家都处于本能和表达欲。艺术眼：我记得最后
的一次后感性是不是在北影厂？
乌尔善：对，北影厂摄影棚，那是我安排的。那一次是 24 小时的作品。
还有之前一次狂欢的，也是我安排的，在电影学院那个小的摄影棚中。
艺术眼：你参与的最后一次展览展出的是什么作品？

乌尔善：我展出的都是跟蒙古有关的，像太空游牧计划。当时做了几个
雕塑和一些图片，关于蒙古人如何在外太空生存的一些作品，那是两年
以前了。叫“China、China、China”，在佛罗伦萨和英国的一个大学
做的一个展览。 谈艺术家们在影片中饰演的一些角色艺术眼：你最早
拍的影像作品是小刘炜当演员的那个开火的短片吧？
乌尔善：那很多年了吧？ 2003 还是 2004 年的，比较早。那时候小刘
炜还风华正茂。没有钱请演员，只能从身边这些人里面找一些替罪羊。
那个片子其实就是关于赌博的故事。两个人在赌博，然后互相射击，杀
人，但每次杀的都是自己人。他们都中枪什么的，刘炜演黑帮。
艺术眼：还有张慧的肥皂剧。
乌尔善：对，张慧主演的肥皂剧，是 2003 年非典时期拍的。90 分钟的，
他演的是 4 个故事里的一个。演一个患失眠症的中产阶级人物，然后
由于自己的压抑，导致了变态的行为，杀死了楼上的几个姑娘。他演得
挺传神的。我观察他很多年了，我发现他就变态。可是他有时候说，我
就是失眠。
艺术眼：我觉得张慧看起来就是挺文质彬彬的。

乌尔善：对，但是乐趣也在这上面。你想《刀见笑》的成本在 1 千万以里，
但是我下面马上做的《画皮》就已经达到了 8 千万到 1 个亿。这个成
本如何在市场上回收，这是作为一个导演来说，要直接面对的问题。艺
术家可能可以不负责任地做很多事情，因为它需要得到的是欣赏，而不
是买单。但电影在票房上如果失败的话，意味着一个非常直接的挫折，
就是你可能下一部电影投资会困难重重。它是一个硬指标，跟艺术不一
样。这是我从 03 年、04 年
——当时在做一些个人的电影之后——
我突然有的一个转变。我有一次去天文馆看到一个短片，十几分钟，叫
《神奇的宇宙》。看完之后我特别感动。
这个电影什么故事都没有，也没什么思想，它就是给你带来了一个全新
的体验。我突然觉得电影是否一定要强调思想啊、哲理啊，或者什么的，
这是不是电影存在的意义。如果我要跟人探讨思想，我是不是应该去看
书，是不是不应该看电影。所以当时，05 年，我跟我女朋友说我突然
觉得我知道为什么要做电影，而不是做比如当代艺术，或者写一本哲学
的书，或者写一本人类研究学的书，或者说我想去电视台拍一些社会问
题的节目，去改变这个社会现象。而是说电影带来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独
一无二的。它可以创造一种虚拟的经验，在这个经验里面，你可以把你
的情感和思考装进去。所以我说我想做商业电影，因为商业电影才能有
这种创造体验的感觉。

乌尔善：这种人最危险。你看着可能比较粗暴的这些人，其实挺健康的。
凡是看起来非常文质彬彬的，非常和善、拘谨和自我控制力很强的人，
我觉得都是变态的，一定要小心。这是 2003 年，当时非典的时候，没
什么事儿可干，广告业也都停滞了，当代艺术还没有那么商业化，所以
大家都没什么事儿。就用这个机会拍一个短片。

谈电影的娱乐性和非布道性

写了 4 个故事，也是跟李振华在飞机上聊天的时候，瞎聊出来的。然
后就请这些朋友帮忙演。然后把它拍完了，就参加电影节。釜山电影节，
还有什么欧洲的日内瓦电影节，得了一些小奖。但现在我不是转向做商
业电影吗？对电影节有点兴趣不大了。因为我觉得电影还是要影响更多
的人。在电影节里放，还不是电影真正的呈现空间。

乌尔善：我每次看什么法制时空、焦点访谈，我觉得都比我们现在所拍
摄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更尖锐，而且涉及问题的本质更直接。它们能够真
正地介入到现实里面去，去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些不完美的东西。电影的
思考跟它们相比，反而显得懦弱。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想做商业电影。
我想创造一种全新的体验，在这个体验里，去传达一些精神层面的观点。
但是首先是体验，因为我在电影院里面所体验到那个视觉、那个音响、
那个黑暗空间给你带来的体验，的确是其他的展厅艺术带不来的。

谈艺术与电影的区别
艺术眼：那你觉得艺术呢？

电影在创作的时候更接近于一个厨师，首先观众是一些有娱乐饥渴的
人，他们希望吃饱，他们有饥饿感，所以首先要求这顿饭的口味如何，
而不是来看病的。基本上电影院观众都并不是买票来看病的，觉得精神
上有什么问题了，我面对社会有一些思考上的困境，需要你这个大夫帮
你把把脉，做诊断开个药方。

乌尔善：艺术，比较自由。
艺术眼：它会不会也是像电影一样，应该影响更多的人？
乌尔善：但是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它还是更加个人的选择。影响不一
定以数量取胜，影响重要就可以了。它不一定要多大的范围，但是可能
对被影响者的质量要高一点。
电影其实是文盲的艺术，电影是杂耍场，底层人对这个东西的兴趣、热
情，让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社会性和公众性的交流空间，电影不会回避一
个面对市场、面对投资的回报。你做艺术的话，你成本很低，画一张画。
当代艺术可能在慢慢提高成本。但这个相对于电影来说，还是特别小。
所以如何面对最普通的公众，然后怎么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境里面交
流，是另外一个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只是选择交流者，而是说我要面对
这些人做你的创作，你如何跟他们建立一个交流顺畅的渠道。这是我这
么多年一直在琢磨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变得可
以理解，变得有趣味、有娱乐性。你要在一个不那么正经、严肃和学术
的状态下面，表达你的观点，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也是
做了这么长时间，有一点经验，或者有一点狡诈。
艺术眼：电影是受资金控制的，很特别，一套一套模式化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跟做艺术是相反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身份的区别很明显，作为电影创作者来说，就是请客吃饭，
而不是布道，或者给人看病。所以你如何在一顿饭里面做得色香味俱全，
口味美妙，再加上你还有一定的营养，是一顿健康的饭，这个还挺重要
的。它不像请艺术空间里面的这些人，他们本身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
题，自己带着很多的疑问和好奇心，来到展厅里面，希望得到教育，希
望得到什么启迪。所以电影创作如何要带着除了兼顾口味之外的营养，
这个分寸变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但做纯艺术的时候，你不需要调节这些
东西。

谈艺术现场感和电影体验感的必要性
艺术眼：从你们在跟汪建伟他们做戏剧和后感性的那些表演之后，你就
一直特别在意体验这种传达方式了？
乌尔善：对，因为后感性基本的观点就是现场和体验。如果没有体验艺
术，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当时后感性出现是反对那些枯燥艺术和观念
艺术的。99 年的时候，它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你要在现场有所感觉，
你要被现场所触动，这也是后感性对当时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当时
创作上有很多的观念艺术和方案艺术，那也是我最讨厌的一种艺术。所

以我个人来说，也倾向于你要用这个时间占满我的体验，我才觉得我这
个时间没有浪费。无论是戏剧的方式，还是表演艺术的方式，或者电影，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被覆盖，我被你的表达所覆盖。我不希望我去琢磨
你这个方案写的什么东西，我不喜欢这种感觉。电影也一样，因为我被
《神奇的宇宙》这种东西改变，我就觉得我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坐这十几
分钟，这个意义是什么？是因为它给我创造了这个体验。这个体验，我
走出电影院，我没有。我走出电影院，我可能看到的就是平淡的现实。
但是在电影院里面，它所创造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我愿
意为这个体验花钱，或愿意买这个体验。
艺术眼：《刀见笑》还没上映，已经有很多媒体评论了，什么口味都有的。
乌尔善：我觉得咱们不怕人看。裸奔也是有身材的，也是我实践一种我
自己对电影的看法。你可以把一个电影拍得好看，有娱乐性，同时对
电影语言直接方面也有突破。另外你也可以表达一定的深层的观念。因
为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复杂和多意，这是我对电影的一个体会。
你从娱乐的层面看很多电影，也挺娱乐的。比如说《阿凡达》在中国卖
13 亿。我觉得它应该卖 13 亿。
这样的电影太好看了，我看了好几遍。它娱乐性很充分，有一个非常感
人的故事，然后它又是 3D，达到这么高的一个视觉体验的程度，这个
电影工艺本身的技术标准提升得很高。另外它所表达的故事主题，我也
觉得是一个真理级别的。你可以说，故事太俗，但是我是觉得，真理就
是挺俗的。它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纯朴的文明怎么反抗贪婪，人性的
贪婪。我觉得真理就是一遍一遍地不断被阐释和现代化的。同时它也有
很多时效性。
谈“文盲艺术”与“精英艺术”
艺术眼：你现在还会关注艺术圈吗？还会看你那些朋友的作品吗？

因为他们看到的中国电影只有两类，一种是新现实主义，大量的在电影
节放映的，关于一些中国的妓女、民工，这些比较现实的题材。而电影
形态基本上也是一种新现实主义形态的电影。
还有一类是香港做的一些类型电影，基本上是一些打擂台的功夫电影。
所以《刀见笑》比较特别。我们只是觉得做一个突破，做一个尝试，但
是没有想到像福克斯这些好莱坞的大公司，他们会喜欢这个电影。所以
意外地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前所未见的中国
电影。
因为他们之前对中国电影的印象其实也就停留在李安这些导演的水平
上面。不是水平，就是对美国观众来说，是一个餐前小菜，或者是一个
饭后甜点，不是主食了。所以他们有些意外，中国还有这样拍电影的，
他所用的电影语言很新潮，他们一些年轻的导演也在玩拼贴，玩结构，
玩一些比较另类的、形象的试验。
然后里面用的拼贴，现在美国一些新的导演也在玩这个。但是玩得没我
狠，所以他们有一点出乎意料。这个效果我已经挺高兴了。一是让他们
改变一下认识，我们中国并不土。另外如何应用到这个大众的艺术里面，
这是一个尝试，并不是只有那些老导演在拍的那种商业电影，我想给他
们看到一些全新的东西。
艺术眼：你刚才说现在电影很多都是从先锋电影里面吸取了很多东西。
那中国现在那些做影像的，算不算做先锋的电影呢？比如说杨福的作
品。
乌尔善：杨福最近的作品我没有看。他最早那个《陌生天堂》我看过，
最近的我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我一直认为，在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和在
美术馆里放映的电影是两个概念。因为在电影院里面你要运用电影院本
身就是一个材料，它的荧幕、它的声响和它黑暗的空间。

乌尔善：很少。其实我自从投身到这个文盲的艺术之后，就比较少关注
精英的艺术了。我个人的观点比较极端，就是我认为这些艺术跟电影相
比，它已经过时。电影相对于纯粹的绘画，它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其实
电影也过时了，我觉得未来的艺术是互动游戏类的，它创造的体验更直
接。我不是游戏迷，但我能够感受到游戏的力量有多大。

但是在展厅里面，是另外一种，全白的，大家都站着，它们观赏状态的
差异是非常大的。我认为那些文学的、小品的、二人转的电影，那都不
叫电影，因为它是对电影院空间的极大的浪费。

艺术眼：你还有心态去做给精英看的作品吗？

电影院给你带来的体验是这个巨大的荧幕、音响、环绕立体声，它给你
的材料是不一样的，你要运用好这个材料创造的体验。但是纯的展厅艺
术和舞台艺术，它其实考虑得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没法类比。

乌尔善：暂时没有。这两三年，因为工作太忙了。你做电影，就基本耗
尽你所有的能量，无论是创作力还是体能，因为这个工作量太大了。这
么相比，做纯艺术创作其实还是挺娱乐的，挺舒服的一个工作空间。有
助手，现在画一个草图就可以，很多助手帮你去画，你在下面指导一下
就可以了。

谈电影与影像作品的原创性
艺术眼：你刚才也提到，你的电影其实也是在追求一个原创的创造力，
你现在想的这个创造力是相对于什么来说？
乌尔善：相当于对中国电影。因为我觉得近几年，中国电影都是跟风的、
抄袭的、翻拍的。质量都比较低劣的、山寨的。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就是只想复制之前的成功，或者你看到一个新的电影以后，就知道它是
抄国外哪一部电影的，这个痕迹特别明显。就是中国自己的原创力量，
自信心没有。我希望做完一个电影的时候，能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我没
有看到过的电影形态。
《刀见笑》就是这样的。很怪。美国人看，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电影？

艺术眼：那相当于说，现在不存在于先锋电影这个门类了？
乌尔善：我没这么说，这是你说的。我觉得有，肯定是有。它肯定在电
影的这个语法里，这些方面有它的突破。但因为我没有太关注，所以我
没什么发言的权利。因为我不关注这种展厅的影像。我觉得电影就应该
在电影院里看。如果在展厅让我看一个电影，我只是把它当成影像艺术
而已。
艺术眼：国外一些艺术家的电影作品也上院线，比如史蒂夫·马克奎恩
的《饥饿》。
乌尔善：因为中国的电影空间跟欧洲差异还是挺大的。欧洲有很多非盈
利机构，它有基金会，它有电影节，它有很多文化赞助的艺术文化者和
收藏家。但是在中国并没有这个，现在收藏家都挺功利的，买完作品马
上就要卖掉，基本上都是以投资、回报这种模式来介入到艺术创作里面。
尤其电影这种非常功利的创作，很简单，你没有票房，我为什么要投资？
你的明星是谁？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非常现实，这不是说
我喜欢或者不喜欢，是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行就是这样的。你要么就不做，要么就接受。

展览

民生美术馆刘韡个展“三部曲”
正值超级月亮“大闹”地球之日，刘韡用他四处收集来的建筑废料“大
闹”民生美术馆。
进入展厅大门，视觉的第一落点在用废书废报纸夯实后切割雕刻出来的
“城市”上，好像一艘漂浮或者搁浅了的大船，切削的纸屑厚厚的落在
错落的书页表面。视觉的第二落点在刘韡用废木箱包裹起来的门廊，直
耸到顶，非常惊人，刘韡自己的解释是门口原本有柱子，所以用这些东
西把它包了起来。
转进废木箱包裹出来的门口，是“三部曲”之“黄金分割”。早在开幕
式之前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艺术家们就说刘韡这次是在“改造美术
馆”。“黄金分割”这一间，两侧贴近天花板的墙壁被用废木条贴了两
条粗粗的直线，地板中央铺了面积庞大的铁板，上面是四个柜子，一个
比一个高，每一个都可以遮蔽前面一个。
所有人都认为刘韡在展厅视觉布置上非常精到，不光是他用材料让民生
美术馆几乎变了个模样，还在于，从一个厅向另一个厅转折的小空间里，
他也相当认真地进行布置。
“仅仅是个错误”的展厅里，有大家在上海双年展上看到过的大型装置，
它们所使用的材料，就是废弃的门框、窗框、木条、木板，以及少量的

铁板钢板。这些我们身边最熟悉的建材，被重新切割搭建，高耸入顶，
体量庞大，好像一群密集盘踞含义暧昧的怪兽，木条木板上的破损和生
锈的铁钉都被保存，在重新组建时被用长短不一的铁条螺帽穿插固定。
出了这个大厅，转折的小厅里放着一大根被切割过的原木，铁条穿膛而
过，一端贴着一大块斑驳的圆铁。
每个展厅都有题为《冥想》系列的布面油画，颜料很厚，有观众好奇地
用手指按了按，还是软的。很多人对展厅墙壁上通穿而过的木条和边缘
粗糙的黑线表示赞赏，刘韡说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整个墙壁就软掉了。”
另一部曲是“开门”，是声音装置，地面上叠放着几组老旧的电视机，
随着噼啪噼啪响亮而单调的开机关机声，屏幕上出现一条发亮的直线又
立刻一闪归于沉寂。
来宾很多，夹杂着专门从北京飞过来的艺术界人士。这个展览在对材料
的使用和对整体视觉上的把握均被大家所称道。有些在展览前来看过布
展现场的人说，更喜欢布展中的感觉，让人猜测，给不同的人以某种不
能确定的预期，完成之后，就像是一个被固定的结果了。这也正是此前
“未来的节日”召集的刘韡个展座谈上的一大议题——为什么作品一进
美术馆展出就被固定死了？如何打破这个美术馆魔咒？

网友评论：
[20 楼 ] 王兴伟 2011-3-22 11:29:53
刘韡的脑子比一般人少跟弦（与之相对的是汪建伟多根弦）。所以他的
思维更简单、猛、不容分说。引用郑国谷的标题就是“猪脑控制电脑”。
刘韡把所有东西都压缩进他的美学，一种绝对美学，类似法西斯美学。
精确的形态拒绝理由。刘韡的洁癖就像他的秃头，品味就像他的衣着。
[21 楼 ] guest 2011-3-22 11:49:26
@ 策展人顾振清：刘韡有异禀，勇于挥洒并挥霍他与生俱来的敏锐而

敏感。他总能超越常态而洞察人类本身那些细微而本质的集体无意识行
为。也许正是这些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才催生了人们身边每天都在
发生的种种荒诞而又真实的非理性的生存处境。他似乎一贯异想天开，
有过度的想象力。其实他一直在做的事具有内在的逻辑。@ 策展人顾
振清：不管是面对国内社会生活急速转型的现实，还是针对国际间不同
文化力量对抗、博弈的加剧，刘韡特别关切特殊的社会现实与特殊人性
的有趣关联，捕捉到人性在这种关联中脆弱而本能的反应，使作品充满
感性的力量。在他的作品中，观众总能找到新的视角来反观自己，认知

自身不易察觉的弱点和行为的盲目性。
[27 楼 ] guest 2011-3-23 4:42:55
集中显露刘对材料自身属性的秘密和转换魅力没有洞察力。对工艺美校
可以学到的几何构成进行放大和立体化过程中缺乏神性的形式上的感
知力。作品本身没有适度引导观众的联想方位，使展览臃肿浮躁，无码
可解兼故弄玄虚之嫌。不敢面对自己作品而进行口头上的阐释，对工作
缺乏信心，丧失标的，显现自觉认识上的模糊和乏力，落下装修口碑。
匆忙上阵，解构了自己多年搭构的明快的认知系统得不偿失，拆开来分
别参加群展尚可在策略上得分，放在一起啰嗦絮叨，如此兴师动众……
[30 楼 ] 王兴伟 2011-3-23 14:33:11
刘韡的这种类型的作品需要达到一定规模的体和量，否则容易被感受为
奇怪的雕塑。如在松江的展览就是这样，在长征的好多了，虽然也是群
展，空间很独立，作品“霸占”了空间并且与空间连结成一体。就像曼
哈顿的摩天大楼，不是数量庞大单体就会过于突出，而凸显不出形态背
后的疯狂、武断和失控的逻辑推动力。这种程序的实施以极简单的单元
作为基本形态，最高级的规整的金属板同有钉子眼和斑驳油漆的木板条
都可以作为这个形态，这个“基本形态”是一个被指向的抽象概念。
[32 楼 ] guest 2011-3-23 15:37:01
装置“开门”，是为绘画作品做道具的，美术馆的“装修”是为“雕塑”
作品做道具。美术馆的问题是体制问题，这种物理的改变意义并不大。

[34 楼 ] guest 2011-3-23 23:03:18
兴伟同学，一个平面的画家看到立体的画家多少有点吃惊。
[37 楼 ] guest 2011-3-24 23:11:51
王老师的判断很正确，但这样的要求太微妙了。我猜想刘韡的诉求不在
此。他可能已从这样对待作品的要求中脱身，走向更宽广的地方。具体
是什么我也说不出，但至少不这么追求一种精确性了吧。
[39 楼 ] guest 2011-3-25 9:59:30
引用：“作品本身没有适度引导观众的联想方位”错！引导的已经相当
直白，看墙上的大字。再具体好吗？三部曲：三个部分。黄金分割：比
例（比例的仪式 ) 仅仅是错误：切和组合（。。）开、关：形象的出现
和消失（。。）
[51 楼 ] guest 2011-3-29 22:56:52
刘韡的创作是用低技术手段造成一种高科技形式感，伪高科技，伪科学
怪物，是有一贯线索，从陶瓷罐飞船就开始延续的。
[52 楼 ] guest 2011-3-29 23:19:26
要知道撞车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任何作品都可以找到别人
使用过类似的手法。只要不是摆在眼前明抄，尤其是抄大牌艺术家，并
试图获得名利就好。如果用了相同题材，只要拓展出不同的意义或新的
理解方式，最起码别被别人撞飞就好。

占领舞台之“回放”现场

“占领舞台”艺术项目由比利安娜策划，计划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推
出一系列活动。3 月 19 日晚的“回放”，是其中第一个项目。参加“回
放”的几个年轻艺术家，各自选择了当代艺术史上对自己产生了影响的
带有现场性的作品，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

胡昀重新表演了丹·格拉汉姆 1975 年的经典现场作品《表演者 / 观众 /
镜子》。他在靠墙而立的大镜子前站立，讲述自己做的每一个动作，描
述自己所见的观众，某个观众什么姿势、某个观众什么穿着、某个观众
什么表情等等。

李牧的行为《重读约瑟夫·博伊斯——如何向兔子解释今天》，重新演
绎了 1965 年 11 月 26 日约瑟夫·博伊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施梅拉画廊
作的《如何向兔子解说图画》行为表演。模仿博伊斯，李牧的头上贴满
金箔，手臂上抱着一只兔子，随后拿起放置在展场中央的书，翻开一页
对兔子朗读，那些书包括《85 新潮档案》、《后现代之后》等等。
陆平原的行为《一个“现成品”》对 1960 年艺术家 Piero Manzoni（皮
埃罗·曼佐尼）《“神奇的展台”》进行了改动。当年皮埃罗·曼佐尼站
在一个展台上，把自己的身体本身作为现成品，而陆平原则设计了一个
与自己身高体积相似的展台，使它成为了自己作为现成品的阻碍。陆平
原不断向这个展台发起冲击，攀爬，摔倒，企图站到展台上，在多次失
败之后，他终于站了上去。
唐狄鑫《我的描述》重新演绎的是伊夫·克莱因从 2 楼纵身而下的经典

网友评论：
[13 楼 ] guest 2011-3-20 13:38:46
现场的整体节奏很好！都很真诚！
[24 楼 ] guest 2011-3-21 13:38:08
从观众现场效果来看，胡昀的有点平缓安静，不过在他随机描述周围观
众的时候，大家会忍不住跟随他的话语去找那个被描述的人。高铭研的，

作品照片，他张开双臂说“我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然后直挺挺的
扑地摔倒。
高铭研的《滴水事件》来自于 1960 年乔治·布瑞然希特的“滴水事件”
中，乔治·布瑞然希特使不同来源的水滴进所有空的容器。而高铭研穿
着燕尾服，对着话筒仰头将水滴进嘴里，展厅里传出被话筒放大了的流
水声。每停下一次，他便翻动架子上的“乐谱”，然后又喝一次水，直
到把一大瓶水喝完。
王思顺《不存在的真实》来自于激浪派艺术家约翰·凯奇，在一次音乐
表演时，约翰·凯奇打开音乐厅大门，让街道喧嚣的声音在音乐厅回响。
王思顺在现场表演时，拎起行李，走出展厅和外滩 18 号，独自去江滩
或其他地方消遣掉这个夜晚。观众或议论等待，或莫名奇妙，或然后了
悟。

在装话筒的时候，不少观众就已经预设到不可能会是音乐演奏，有人在
猜测“大概是吞咽口水的声音”。李牧的小兔子好像比李牧本人更受欢
迎，而且对它念文史哲艺术书籍，有点老套了。陆平原的作品不错，非
常恰当地改写了前辈而且非常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虽然现
场是唐狄鑫最充分的调动了观众的参与程度，但是他居然反映了自己的
作品集这一点太让人反感了，有点急于展销自己的意思。王思顺的还可
以，就是走得太快了，与此同时，大家也转眼就把他给忘了。

黄奎个展“我的投影在集合”现场
当晚快 9 点的时候，@ 湃儿在新浪微博上贴出第一张关于展览的图片说：
“这个黄奎有点不一样啊。”
所谓不一样，大概是说这是一个十分偏重个人化和内心化的展览。前言
里一句“一次死里逃生的意外”引发了观者对于故事的悬念猜想，黄奎
解释那来自一次从三楼窗口不慎坠落腿部骨折的经验。展览中不少作品
围绕此事件而来：治疗断腿打的石膏，在一个时间长度像一个器官一样
跟随身体；坠落时砸裂开的地板，以下坠俯视的角度呈现；缝了线的伤
口，被冠以“年复一年”这样伤感的名字；在枕上向左向右的头颅，好
像是在辗转反侧；做牵引治疗的双腿……等等等等。与之相伴的，还有
如同日记、记忆、情绪、思虑一样的画面。20 年前画室里的壁上虚影，
与今天躺在上海滩广场地面上的站影。被虚化的 M50，是黄奎本人经
常出没的场所。一支笔画出凌乱纠结的图案又一笔笔抹去。一个背对着
的头颅，一双隐约的手在对半撕毁写满字的信纸——非常私人，非常私
密的影像日记。

展出的是黄奎 2009 年到 2010 年的新作品，数量很多，布满了四壁白
墙和展厅中央搭建的黑色断壁。在一座黑色小山一样的多屏录像装置
《eiπ+1=0》里，黄奎把自己的脸部切割成小块，呓语但是无声的嘴、
眨动的眼睛、耳朵、街道与一级级上升的台阶、夹在手指中的香烟默默
燃烧，大概有 20 多台电视机播放着他的面部局部和日常景观。
企图从小我观照到世界，《概率》系列中的两幅画着肉体上的伤口，却
被命名为宇宙与星的关系。灯箱装置《千世界》系列倒是秉承了黄奎一
直对物理学的兴趣，犹如玻璃球体映照出来的放大、扭曲、变形、抽象
了的投影。不确定的“我”和不确定的世界，不确定的碎片和不确定的
幻影。
就在展览开幕前四个小时，施勇在新浪微博上说：“黄奎这个展览后面
有某种难言的记忆和了断在其中。”他在那幅被命名为《一直试图寻找
一个灵魂的导师》摄影作品前说：“这片草地一定有故事，没故事去拍
它干什么？”

网友评论：
[19 楼 ] guest 2011-3-18 7:58:50
顶大黄。这次跨越真的很大佩服
[20 楼 ] guest 2011-3-18 10:46:18
一次当代艺术版的身体写作
[25 楼 ] guest 2011-3-21 12:50:30

错把个人史当成艺术史了
[27 楼 ] 停云 2011-3-21 18:11:56
你所说的投影是否就是那个超玄论里面描述的：其实世间万象都只是更
高纬度空间中的本体投射在我们四维时空中的虚像？普朗克时间和空
间至今一直只存在与理论上，但我认为今后这个理论肯定会跨界为未来
的艺术领域带来他山之石的。

泰康空间 51 平米项目“16 位年轻艺术家”现场
展期：2011 年 3 月 19 日—4 月 16 日
参展艺术家：蔡东东（蔡卫东）李牧、梁远苇、刘窗、卢征远、马秋莎、
裴丽、苏文祥、王思顺、王郁洋、辛云鹏、徐渠、闫冰、赵要、赵赵
如何看一个年轻人的展览，做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的群展，以及如何做
一个年轻艺术家。借用他者欲望的观点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他人那
里。三个问题归结到一个问题上面，使得如何成为一个年轻艺术家显得
成为了关键。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年轻艺术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观众眼
中的年轻艺术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认为的年轻艺术家？在现状里
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又复杂。艺术一直不停的裂变，更新，在无穷
的新的追求里面，年轻艺术家成为了未知之答案的答案终结者。他们成
了解答一切困惑的希望。或许反过来看，当对艺术家无穷的追求新的欲
望里，艺术家在不停的变而观众却毫为改变。一切改变都是在对同一部
分观众进行的自相残杀的争夺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之中以一种什么样的

立场决定着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创作。艺术家只是一种生存方式已经是
个普遍性的事实。在这略显得残酷的压迫下，作品之后的理性快感或
许只能成为在我安慰的一剂药水，变成浮云不着神马。
51 平米项目之后的这个群展，看起来并不能满足观众对新的寄望，看
上去如千万展览一样平凡。这似乎可以看着一个展览成败的标准。但
是这个成败只是对于观众多了一丝快感而已，对于艺术家而言，一切
都未改变。因为观众是没有改变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在变态的观众
的包围之中如何生存下去成为一个永恒的魔咒。一方面这个魔咒想鞭
子一样抽打进步，另一方面又像地牢死死的禁锢。
顺从与叛逆都是一个妈生的两个儿子。孝敬观众，还是鞭打观众，观
众其实都在享受。无穷的纠结，飞身其外只是一个幻想，万有引力所
谓万有，乃是在此事之上也不可避免。只见新人笑，哪知旧人哭。如
下一叠小菜，略表心意，得闲之时，看官不厌其烦，偶尝一口吧。

网友评论：

有几件作品还是不错的！

[11 楼 ] guest 2011-3-21 20:10:45
凑活的做，做的也凑活

[23 楼 ] guest 2011-3-26 14:19:46

[19 楼 ] guest 2011-3-23 23:14:44

说实在，个别作品还不错，多数稚嫩。在这么小的空间做这么多人的
群战，简直是蛇吞象，掉转个屁股都难，更别说体验作品了。

北京唐人“轨迹”群展
展期：2011 年 3 月 26 日—4 月 30 日
策展人 Curator 杰罗姆 • 桑斯 艺术家 Artist 陈箴，黄永砯，沈远，王度，
严培明，杨诘苍
在还有进入展厅之前，微薄已经疯传黄永砯的“鱼头火车”。从照片上
的确很宫崎骏，但这份童话却并未引来一丝好感。或许是 ucca 的那列
破锈的 512 地震列车已经成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杯弓蛇影，十年
怕井绳。
在看这个展览之时不由的想起旁边常青刚刚开幕的肯德尔个展。从艺术
家年龄和生活背景上看这两次展览有很多相似相似之处。艺术家都充满
社会性的人文关怀。那么这样的关怀与艺术展示是不是就真的只是一种
立体化的“讽刺漫画”已经沦落到了嗤之以鼻，人见人踩的地步？从艺
术的生存角度讲，Boris Groys 的“弱普遍主义”正式现在被津津乐道
的一个话题。而老一代艺术家们英雄式的人文关怀那样肯定的，强大的
历史政治意图与萌萌的文化多元与 DIY 化展示的当今社会，显得那么
不得人心。他们如同父辈一样被青春期的叛逆抛弃。
奇观化作品总带着一种强势的家长似的感觉，这样一来，一方面要么让
观众个体彻底佩服，要么根本连睁眼也不瞧的直接否定与不屑。但是正

当这样不屑渐渐的形成一股风潮之后，表态得到升华，如同符号勒杀实
物一样，一切又变的单薄与平面。此时这种英雄式的人文关怀由于已经
不子啊适应观众需求，是不是就只能退休进入博物馆？他们的历史使命
是不是已经完成？肯德尔在他的展览中说到，他觉得他这样的艺术是要
在 vip 会对那些影响社会的精英阶层产生认识上的改变，哪怕只有 0.5
度。这并无可能，从纽约时报那个评论看是有高层亲口承认过。从这里
也就能隐约感觉这样的艺术似乎更像是一种精英化的艺术。所以面对这
样的艺术恰恰需要的是观众带着一定认识背景作为前提去看和欣赏这
些作品。不是一个简单的从形式的相似性就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和态度
的。就此事而言此时这样的人文关怀似乎又成了对当下消费心态下一种
顽固的不顺畅抵抗。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下的艺术的确变的有趣与好玩，
一种无名的无聊与弱弱的睿智，但是这行为和方式却恰恰失去了宏观下
人文关怀的针对性而不免显得自娱自乐。相信这样的弱普遍性肯定也不
会是能在“剩余的时间”里永恒残存。
现在再回到展厅，这群与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华人艺术家们，他
们以一种庐山之外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偶有湿脚却但很难说有
置身洪流。所以多少感觉有生疏与表皮。这些作品和旁边常青的展览一
样，肯定有着许多问题，但这样问题，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与材料
就能简单概括的。那么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既非精英，以何等角度进入，
看待，批判这样作品？也许光靠感觉肯定是不够的吧？

网友评论：
[7 楼 ] guest 2011-3-26 21:11:49
艺术潮流化，让一切深刻与严肃都变得浅薄艺术家们如何看待这一的作
品，这样作品不好但肯定不是惊呼，一个烂字了得。感觉现在艺术其实
已经断层，个人化虚脱盛行，严重缺失人文关怀。好像一切都只为媒体
而生。
[8 楼 ] guest 2011-3-26 21:50:07
@enfuie： 黄 永 砯 这 个 作 品 名 字， 用 英 文 大 大 地 写 着
“leviathanation","leviathan"（利维坦）是什么意思呢，前一阵子中国
学界老是提到这个，此词初始意义是指“巨大的海兽”，17 世纪的霍
布斯以此海兽为基点所作的政治哲学名著《利维坦》，奠定了现代国家
形态的基石。如此一来“leviathan——nation”就很容易了解了，一旦
提到 leviathan 肯定会让人想到国家机器，而“nation”在这里的意思，
黄永砯是想说“民族国家机器”么？各种猛兽宵小紧紧跟随利维坦这头
巨大的国家机器的步伐前进？黄永砯这个作品想说什么，实在是太容易
让人理解了，联系之前的诺亚方舟系列，看来愈发喜欢用标本。其实作
品感觉很平面，同样的意思，完全不需要直接搬一头“海兽”头过来，
生硬地嫁接在列车头上，且整个作品和展览空间没有任何联系，我只能
说，这件作品的表达方式太过平面和插画式，没有让人深省的余地。运
用标本，是不是因为 Damien Hirst ？但他要知道，第二个再吃螃蟹的人，
是没多大意义的。
[10 楼 ] guest 2011-3-26 22:06:38
感觉上上次的诺亚方舟，到这次的大火车，老黄还是很想在使用材料上
表现出一种 " 老牌资本主义的无奈 "。但是的确有点老了，原因很可能
是互联网改变了世界，对很多东西重新进行了定义和赋予了意义，导致
出现很明显的价值观的断代。对物化的理解同样可以看到吴山专的问
题，去年的上海双年展上的黑色的八卦模块。真的是概念很牛逼，视觉
很糟糕。
[17 楼 ] guest 2011-3-27 2:59:20
@ 鲍栋 我想，这个会议室不是随便做的，按黄的方式，肯定是有来历
的，这是一种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缺点的优点。@ 鲍栋 关于群兽与大鱼
头，这里似乎有双重的霍布斯隐喻：1、“自然状态”即是丛林法则，2、
群体意愿形成的巨兽即是利维坦。群兽的脑袋都集中在大鱼头上，这是

有典故的更确切地说，这个 Milky Way 的展览主题很莫名其妙，这种群
展也没意思，但是展览中的作品确实不错，甚至王度的作品是他最好的
了。 //@ 鲍栋 : 中文名叫《专列》，其实不如叫《利维坦之国》，有人
数过会议室有几张椅子吗？
[23 楼 ] guest 2011-3-27 9:44:13
余极 : 何岸发来短信：我个人还是觉得不错了有成人童话的意思加上车
厢的感觉即有爱丽丝的迷幻又对现实有了黑色的幽默跟拼凑不是一回
事。我回：哇草，认真起来了。一会儿回你。我回：你从这角度看也许
是这里。成人童话感觉是有，我是说拼接，我没说是拼凑。其实我非常
喜欢鱼头冒出的那些凶猛动物的头，这才是童话效果，但它不是童话本
生，是历史和发生学的秩序感，这是我喜欢黄作品的地方，他把握一种
世界秩序的能力。何岸：我喜欢老而弥坚的更喜欢老无所依的最讨厌依
老卖老的。
[33 楼 ] guest 2011-3-27 13:02:15
@ 余极 : 老黄版的诺亚方舟嘲讽的是咱天朝的系统机制，一个原始仿
生的“机头”拖带着一个前工业文明的绿皮车，生硬的嫁接就是我们真
实的写照，与现行的世界格格不入，在未来的灾难面前，难道能指望这
种“错落”来救赎吗。
[34 楼 ] guest 2011-3-27 13:06:26
@ 郭立军军军 : 鱼头安装用时一天一晚，将近两吨。表面加了一层透
明硅胶质感非常的好，上面的兽头全是真的标本。火车内部按照毛专列
打造，整个装修用时６天。
[45 楼 ] guest 2011-3-27 18:43:47
@ 陈劭雄：新装修后的唐人第一个展览，题目很傻（“轨迹”），展
览前言更傻（你们自己去读读）。个人比较喜欢沈远的作品，一如既往
的从民间找出有意思的东西；黄永砯的作品还是那么诡异，我也喜欢。
王度的夸张现实主义也不错。其他的是好是坏你们自己去看看，千万不
要迷信海归派。
[64 楼 ] guest 2011-3-28 19:06:03
知识系统自我满足，缺少自我突破，成功的方式一用再用，被商业化的
系统所裹挟，从艺术实验的理想主义，堕落为收藏性、商品性、纪念性、
观赏性，N 为一体。看来，是任谁也很逃出的宿命。

常青 Kendell Geers 个展“终局”
《NEDKO SOLAKOV - 我怀念社会主义，也许 ..》之后肯德尔似乎对
上一次展览做出了一个让人沮丧的回答，一切乌托邦已经只是残念。处
在一个随时即将致死的危险之中。艺术家很不同意自己被看着是政治性
的艺术家，但是在这些符号中却散发着如此强烈的气息，或许是由于观
众自己对于这些符号的能指过于单一所致吧。
既然一切都是残念，一切又都是浮云，这些艺术品有何意义，艺术家还
要展示什么呢？在展览之前的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上，艺术家说，他很看
总艺术家这个身份，上可通天，下可入地。一方面和 vip 豪门一起吃饭
高谈阔论，一方面又能深入社会底层烟花柳巷。艺术品可以在某一关键
时候改编那些 vip 在决定大多数利益与福祉的时候改变哪怕 0.5 度，这
也是何等伟大功劳。
《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员 Michael Kimmelman 曾写过一篇展览评
论：“ 一 个 偶 然 的 机 会， 我 在 Drawing Center 中 亲 自 参 观 了 Mark
Lombardi 的展览，当时许多前往国土安全部的顾问也参观了这场展览。
他们认为这场展览具有启发意义，并不是因为艺术家所描绘的财务和政
治之间的联系对他们来说很新鲜，而是因为艺术家用一种高雅的方式将
这些完全不相干的信息进行了整理，并且使它们具有了意义，这对他们
的安全工作来说有一定帮助。”
这个案例或许可以作为艺术家的一个旁证。但这同不能改编这里软弱无

力的理由。着完全就像彩票一样的靠碰运气，同时这个示例也说明，
其实那些 vip 高级人士看来，艺术所作的关于社会现实的一些表达其实
不着重点的。或许“真理真的来自误读”。但这也只能是或许。
步入展厅，空气隐约有一股烟味，这是艺术家从非洲带过来一种驱邪
的烟雾，在开展之前在展厅里释放了一些。漫步在镜子上，由于天气
还没转暖，不用担心裙底泻光强了作品风头，明晃晃的倒影世界始终
让人犯晕。艺术家似乎对于“资产阶级的镜子”深有感触，在这个资
产阶级的虚荣的典型中还发现一个认识论的空隙，他发现五角星正看
是关于秩序而在镜子的倒影中已经是邪恶的化身。当然这一切是需要
很多知识和固有符号认识作为基础的。那些高高立起来的油桶，上面
的关于负空间的雕塑，这些玻璃钢的树脂混合物来自这些石油化工产
品。中文的革命在颠倒之后成为喜喜一样的结构被艺术家津津乐道，
当然也会被 vip 收藏家们津津乐道，因为当他们花了大笔金钱购买这
些物品之后，是否可高谈阔论的说着咱们还是如此心怀天下，于是有
了那么 0.5 度的改变？这怎么看上去很像齐泽克笔下的那些跨国公司
NGO 式的公益关怀呢？
于是深深的怀疑这些说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当然排除了以上那些心
怀天下的论述，这些作品还剩下哪部分触动着观众？社会的乌托邦已
经破灭，艺术的乌托邦其实也同意早就破灭……终局肯定不是艺术终
结了，但会是什么？剥离掉这些艺术的合法性又该情系何处？

汪建伟个展“黄灯”第一幕《用赝品等待》
展期：2011 年 4 月 1 日—6 月 26 日
地点：UCCA 大展厅
策展人：杰罗姆 . 桑斯，UCCA 馆长
在重庆有这样的一段经历，乘坐出租车的时候，要是司机看见黄灯不踩
油门飙过去多半会被乘客责骂“你个瓜娃子，干啥子不冲过去啊？”而
后来到北京，当出租车开到路口一见是黄灯便一脚刹车下去，停着不走。
经此两种遭遇，我开始怀疑黄灯存在的必要。
有一天汪老师来到杭州给同学们上课说道“我说这个地方既不存在老师，

也不存在学生，存在一个大家在途中的状态，这既不是一种矫情，也不
是故作姿态。因为我觉得在知识共享的今天，在我们远远未达到这个状
态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可以在这里自称，我可以教你什么，或者说别人
可以在你这里学点儿什么。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处于共识型状态。”
在胡志明小道计划的路程中汪老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叫“黄灯共同
体”的概念。面对绿灯红灯选择与不选择都是一种错误。这种爹不痛妈
不爱的尴尬处境看似一种很特别的状态，在现实生活而言往往却是一种
常态。阿甘本在他的生命政治逻辑里面也有这样的阐释，从法学、政治
的层面讲述一个“例外状态”。

对于此次展览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又费马达又费电，精神与体力双重折
磨的考验。在这几个月里面展览将分成四幕呈现，每次呈现都相当于
一次新的重新布展。所以对于黄灯的整个讨论至少得等到三个月之后
了。戏剧一样的一幕接一幕各幕完全不一样的展示似乎包含了他大部
分的想法与所用的形式。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某个时刻他曾对于
看展览这样一锤子买卖，三个月就只看一件东西而流露过厌倦。所以
不管从理性还是工作的实践经验这种进行中的状态都会成为他的一个
选择。

人有的男人拿着电脑主板一样的东西给一些服务员一样的女性然后装
到一个箱子里面……接着往前『5』，一个工棚一样的场景一排上下铺
和一群工人，『背后 -6』一个法庭的模样有带着假发的法官……继续
往前走『7』，一群人在街边的样子在喝茶打牌，『背后 -8』一个医院
或者诊所的样子一群医生在围着一群男人，似乎是在体检当兵的样子，
好像要脱光了抱着脑袋围着一圈在地上像青蛙一样跳。这 8 个录像的
画面是相互联系的，当上一个画面有人走出而下一个画面同时也会有一
个进入，影像上的人如同展厅的人一样在各个屏幕间穿梭着……

汪老师也曾经说“唯一性”是他终身的敌人，在他以往的言谈中不确
定也是他常用的关键词。似乎从这个逻辑上看，也就很难把他的作品
与所讲述的这些理论有一个很明确的映证关系了。在不确定与非唯一
背后如何找到一个观众可以进入的裂缝？对此各人都保留着自己的意
见。

现场的隔断两角都打着黄色灯光照着天花板，暗黄的灯光配上嗡嗡的机
器一样的电子似的音乐，这就是整个《用赝品等待》的现场。在接下
来的第二幕整个展厅都将改变，将呈现一个用篮球网组成的巨大装置现
场。到时候再继续为大家介绍。
网友评论：

在今天的展览里除去最外面的“边沁之圆”的圆形监狱，里面大展厅
整个被分割成四段，四面墙中间只留大约 2 米左右的空位让人穿行，
在这四面墙的空位上放高清投影正反投射这八部影像，大小和墙面正
好。影像的风格与审美趣味继续着他常有剧场式的风格，当然在画面
中是否能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个或许只有需要他解读了。八部影
像一次的大致内容是：『1』两张乒乓台拼在一起，旁边有人不停扔
很多乒乓到台子上然后有人不停拍打乒乓，『背面 -2』一个审批或者
议会模样的会议的场所……接着往前的墙面『3』，有两个工人一个
在搬运柜子一个焊工一样的工人在焊接一个铁管床，『背面 -4』一群

[4 楼 ] guest 2011-4-2 13:46:47
汪的言论和作品从两个维度，不留余地的满盈的霸占了对自己作品的认
知和感受。所以看了汪的自述就不必看其作品，反过来则不知所云。汪
展览的作品是尽一切他所够能得着的手段让他的作品变的更无趣。
[6 楼 ] guest 2011-4-3 10:40:52
有很明显的突破 , 老汪以前的老问题在这里有明显的转变和突破 . 恭喜 .

记 2011 年 Independent
艺术展：Any Place and No Place
作者：Kyle Chayka（陈颖编译）

在艺术世界中存在许多不同的“部落”。前去参观军械库艺博会、
ADAA Art Show 以及 Pulse 的观众也都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各个艺
博会上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展出的不同作品决定了它们会吸引到不同的
观众。由 Art Forum 组织的 Independent 艺术展充满了后极简抽象主
义艺术的美学原理；尽管它运用了众多空洞的概念论，但对我来说，
Independent 艺术展仍然是这一周我所参观的艺术展中最喜欢的一个。
1，在 Independent 2011 上展出的 David Shrigley 的小狗雕塑此次的

Independent 艺术展在纽约第 22 大街 Chelsea’s gallertland 举行，将
许多国际性的画廊都聚集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开敞空间之中，展览空间依
靠展位的墙进行分隔。而由于缺乏实墙，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雕塑和装置
作品的集中，这使得 Independent 显得比军械库艺博会或是 Pulse 艺
术展更加大气。
这场艺术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几乎未用标签注明艺术家和画廊的名
字，因为要想真正地弄清楚一件艺术品是由谁在哪创作的是一件很痛

苦的事。

2，白色的墙面和黑色的制服。Independent 艺术展就如同冷酷的堡垒
一般，展出的艺术装置是这周所有的艺术展展出作品之中最优秀的。

6，这里出现了更多穿着黑色制服的人，还出现了许多用绷紧的带子加
以弯曲的如镜子一般的表面。这是一件极秒的用暴力创作的作品，同时
也带有一种安定、简洁的感觉。

3，这是由安德鲁（Andrew Masullo）在 Feature Inc 画廊创作的古怪
的形式主义画作。我实在很喜欢艺术家在这些作品中对色彩和形状的运
用，鲜艳的色彩使整个单色的展览空间都变得明亮起来。

7，一根弯曲的黑绳子贯穿了 4 张不同颜色的画布，当然，绳子与墙面
也有所接触。仔细观看并顺着绳子的方向在心中来回描摹是一件非常有
趣的事。

4，左边是 Pratchaya Pinthong 的作品“Mono no Aware”（2008），
右边则是瑞安·甘德（Ryan Gander）一件十分滑稽的作品“Matthew
Young falls from the 1985 into a white room”（2009）。

8，这些作品受到了宜家家居的启发。橱柜上的仿木质表面与顶端放置
的画布上加网印刷的木质图案相映成趣。

5，这件作品的创作者不详，但这的确是一件奇特的作品。一对松果被
放置在一条折叠起来的灯芯绒裤子上，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情感上，它都
会使人联想到秋天。

8，毫无疑问，整个艺术展最使人惊愕的展位当属 The Modern Institute
为维多利亚·莫顿（Victoria Morton）举办的个人展。这位画家在平面设
计方面十分杰出，这幅名为“Provocative Biology”（2010）的画作就

可以证实；此外，她还十分擅长三维空间的表现。

9，这同样也是维多利亚·莫顿的作品。这位艺术家通常在床的床头板上
作画（如图左）；她还用细长的金属线结构来支撑其描绘过的表面，金
属线自身也被漆上深沉的颜色。

11，这个类似于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的塔式建筑是该艺术展上
另一件杰出的抽象主义雕塑。此次艺术展具有如此多的开敞空间因而它
能够对雕塑加以强调，尽管大部分的雕塑作品都十分拘泥于形式。

12，这件极简主义的雕塑与抽象主义结合到了一起。尽管这些作品的
表面暴露了其手工制造的缺陷，但它们也并不具有普遍性。

13，这可以说是这场艺术展上最差的作品。这些带有闪闪发光的眼睛
的香烟人们看起来毫无意义。它们同时还毁了它们背后的画作，如果那
些画作能够被给予更多的空间的话，那么看上去一定会更有趣。

14，一张巨大的纸挂在展厅的一角，它很显然让我思维迭起。它看起
来只是一张被折叠过的纸，但当它捕捉到光线时，却变成了展览空间中
最壮观的一件作品。

15，这是在一个拥有巨大玻璃窗、能够让阳光撒满整个空间的展厅中，
一些小型雕塑整齐地排列在基座上，观众们则在这些基座中穿行，这营
造出了一种美好、微妙而又安定的氛围。

16，这是 Independent 艺术展展厅的屋顶，这里和展厅中一样，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 2011 年新加坡双年展的思考
作者：Marilyn Goh（陈颖编译）
2011 年新加坡双年展“Open House”在不久前向观众敞开了它的大门，
来自 30 个国家的 63 位艺术家为我们带来了 161 件作品，分布在四个
展厅之中。
基于当代艺术实践大部分都受交流和交易这种无条理的行为驱使，
Open House 记录了随之发生的视觉对话，以及当交流的通道被打开时，
观看这种显露揭示具有争议的方面。据此次新加坡双年展的艺术总监
Matthew Ngui 介绍，今年的重点会放在“将城市看作是一个场所和一
个家之上，在这里，艺术能够凭借独特的创作过程来吸引观众，表现现
实。”伴随着优选这些艺术作品的策展客观性（创作理念、内在的情感
推动力以及艺术意图）——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在融合了社会 - 历史、文
化空间及论述的复杂网状物中发挥着作用——Open House 通过将作品
放置在具有象征意味及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中，来融入到当地
的体验之中。
然而，这种特定场地的装置，总是需要作品在涉及到由建筑物的构造产
生的困难空间中经受住考验。如果这些创作以特定场地为导向的作品在
努力增大一些事物的话，那么特别的空间维度与艺术品之间的联系就会
呈现出缺失：一条随意的行走路线与太阳下山前，要观看完所有罗列出
来的景点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并不是说当传统的、划分了私人与公共范围的界限被打破时，这次双
年展也并不打算去研究发生了什么。相反，它做了真诚、但有时又显得
刻板的努力来探究这种情况：比如艺术家阿林（Arin Rungjang）对泰
国移民的劳动者们所做的研究——这些劳动者们用他们的私人体验为
公众消费服务；再比如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的公共花园，建
立起了一种与学生、当地的社团组织和艺术家的对话。在作品“Secret
Affair”（2010—2011）中，伊斯梅尔（Roslisam Ismail）研究了当地
居民消费和饮食习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与私隐有关的、越界了的时刻。

当代艺术主题的主要部分——颠覆、取代以及一个人对艺术的牺牲
程 度 —— 在 其 它 的 一 些 作 品 中 再 次 提 到。 例 如 马 特· 马 利 肯（Matt
Mullican）的“That Person’s work with single bedsheets”（2007）
记录了富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策略以及小说和现实的易变性。斯堪的纳维
亚艺术组合 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 则在 Old Kallang 机场
的飞机棚中，再现了一个老旧的德国仓库。
影像装置在此次双年展中仿佛占据了优势地位，尽管大部分的作品在其
它地方已经公开亮过相。在这里给予这种影像作品的优先权仿佛是一种
是策展上的承认：承认艺术家在视觉表现上不断扩散的膨胀，承认观众
与艺术品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以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画作“Factum I”和
“Factum II”命名，坎迪斯（Candice Breitz）为观众带来了“Factum
（2010）”，这是一件多频道的影像装置，是一系列关于双胞胎的视
频肖像。它探索了推动个性和同一性发展的力量。坎迪斯将一对双胞胎
分开进行拍摄，这使得在视频的双连画面中，每一个人都明显地展现出
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信仰。
影 像 艺 术 所 允 许 的 叙 述 的 分 裂 性 在 Omer Fast 的 作 品“De Grote
Boodschap（The Big Message，2007）”中得到了完整地体现。在
这件 27 分钟的影像作品中，许多 4 个情景连续转化的镜头创造出一个
由反转和矛盾标记出来的世界。作品中纷繁复杂的情节以一个即将死去
的老年妇女为中心——她受到了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的不断折
磨。Fast 在叙述情节的过程中饱受了来自种族寓意的压力。另一个探
索了关于种族、身份和性别关系的作品是 Ming Wong 的“Devo Patire.
Domani（2010）”，艺术家借鉴了 Pier Paolo Pasolini 的“Teorema
（1968）”，他在作品中扮演了一个在遭遇了陌生人之后而陷入身份
危机的家庭中所有的角色。

流亡者的身影：亚摩斯·吉泰个展“痕迹”
享誉国际影坛的以色列导演亚摩斯·吉泰（Amos Gitai）在七十年代开
始拍片。1973 年，以色列奇普尔（Kippour）的战事标示了其生涯的重
大转折：吉泰奇迹地在他搭乘的直升机被轰炸后生还。他 2000 年的长
片《奇普尔》即刻画了这项经历，而他的纪录片和剧情片主题也一贯围
绕着以色列和欧洲的历史和政局，及流离异国者的遭遇（吉泰本身曾于
八十年代驻居巴黎，在九十年代返回祖国定居）。
2011 年，吉泰拍摄了以他父亲为主题的长片《献给吾父慕尼欧·韦洛柏·吉
泰的摇篮曲》（Lullaby to My Father Munio Weinraub Gitai）（以下简
称“摇篮曲”）。吉泰的父亲于三十年代在德国包豪斯学院学建筑，却
因发送政治册子，被控不利于德国人民，而遭到刑囚和审判。他继而流
亡瑞士，最后定居以色列，并设计了受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启发而
发展的合作农场（在以色列称为“基布兹”Kibbuta 的建筑）。亚摩斯·吉
泰在他近期于巴黎东京宫（Palais de Tokyo）的个展“痕迹”（Traces）
（展期至 4 月 10 日）中，则以影片和文件呈现他父亲的生涯和纳粹、
以色列历史的纠结。
“痕迹”展场于东京宫地下楼的废弃空间。偌大、幽暗、弥漫着废墟气
氛的空间里，一部分展示关于吉泰的父亲的文件：他在包豪斯学院时代
的照片、法庭的控诉信函及他在以色列绘制的“基布兹”建筑蓝图等。
此外，现场并投映多部亚摩斯·吉泰的电影片段，摆阔《柏林 - 耶路撒冷》
（1989）的开头——在模仿达达派画家葛罗兹（George Grosz）画作

的布景中，由皮娜·鲍什（Pina Bausch）舞团舞者演出的女性宛如从克
屈纳（Emst Kirchner）的画中走出，唤起二、三十年代的柏林酒馆风情，
该片将描述即将被纳粹统治的柏林，以及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社群；
《自由地带》（2005）的片头呈现女主角娜塔莉·波特曼泪流不止，在
结束一段感情后，即将跨越约旦边境。
展览并反映吉泰的纪录片《以领袖之名》（1994），拍摄意大利独裁
者墨索里尼的孙女雅莉珊卓·墨索里尼于 1993 年终那不勒斯的竞选实况。
此外，许多取自《摇篮曲》的片段以重演的方式呈现法官判决吉泰父亲
的过程、透过打字机列印的罪状，以及位于纽伦堡、曾是纳粹集会地点
的齐柏林集会场的建筑。这些影片的声音随着影像循环播送——咄咄逼
人的打字机声、酒馆里的手风琴声和歌声、跃动的以色列传统歌唱……
每部投影前并以工地藩篱围住，更加深了囚禁的感受。
“痕迹”展从吉泰的父亲这个受战争迫害的个体出发，延伸地指涉从历
史上延续至今的独裁者暴行。展览透过文件和影像控诉的企图也和展
场本身的历史相呼应——二次大战期间，该地点用于囤积掠夺自犹太人
的物品。一如吉泰所说：“我想继续进行和威权的纳粹建筑 对抗。希
特勒占领法国时，他钟爱卓卡德罗（Trocadero）这个地点，他所有的
照片都是在这前面拍的”。由此，“痕迹”展延续了吉泰电影创作的母
题，透过多重声轨和影像的激荡，勾勒个体的和集体的流亡者的历程和
命运。

苏珊·菲利普斯展出全新声音装置 “We Shall Be All”
2010 年特纳奖的获得者苏珊·菲利
普 斯（Susan Philipsz） 从 2011
年 2 月 26 日到 6 月 5 日在芝加哥
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上展示一个
全新的委任声音装置“我们将是所
有（We Shall Be All）”， 与 此 同
时展览的还会展示“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

然后分离多个声音轨道以至于“参观者”在通过一个空间时能够体验不
同的声音。菲利普斯在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谈及她的作品“We Shall
Be All”时表示到：“在城市现代主义建筑的背景下，我认为声音作为
一种方式渗透到空间中，就像机器中的灵魂，并且声音把体验、感受转
化成人类能够接受的表达形式。我同时认为声音还是一个表达人们个性
与共性的方式。在公共场所体验一个单独的、无实体的声音对于一个可
信的观众来说能够产生一种奇特的体验，就像在人群中能够感受到独立
的个体一样。”

菲利普斯涉及行为动作的声音作品使历史、文学以及历史、文学所在地
域的音乐产生共鸣。在其展览上，音响喇叭在中厅播放出“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1999 年），“We Shall Be All”将在画廊的第四
层展示。

苏珊·菲利普斯目前在柏林生活和工作。她最近获得 2010 年的特纳奖
并且于 2010 年 10 月与总部设在伦敦的公共艺术机构 Artangel 开设
了新的项目。她的作品被包含在 2007 年的明斯特引起国际广泛关注
的 项 目 (Skulptur-Projekte) 中 以 及 2008 年 的 卡 内 基 国 际（Carnegie
International）中。她最近还为在哥伦布的 Wexner 艺术中心、纽约的
Creative Time 以及西班牙 Burgos 的 Silo Monastery 制作单独的项目。

对于她的无伴奏合唱录音，菲利普斯故意选择特别的音乐，用声音诠释，

现场艺术盛会 Fierce Festival 在伯明翰举办
陈颖编译
Fierce 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现场艺术的盛会，这场盛会涵盖了几乎所有
的表演艺术，包括戏剧、音乐、舞蹈等等。今年，为期六天的 Fierce
Festival 也于日前如期在伯明翰开幕。参加的艺术家包括了新兴艺术家
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地位的艺术家，他们来自当地和世界各地。
Fierce Festival 至今已经举办了 10 年了。首届 Fierce Festival 在 1998
年举办，当时它的名字叫作 Queerfest。2000 年更名为 Fierce。最近
的一届是在 2008 年举办的，名叫“myFierce”，当时主要的艺术项
目是由网络支持者投票产生的。2009 年 8 月，Laura McDermott 和
Harun Morrison 被任命为新的艺术总监，今年的 Fierce Festival 则是
他们上任之后策划的第一届。
以下是一些艺术项目的简单介绍。
“记录我们的线条（Narrating Our
Lines）”，plan b
从 2003 年 开 始，plan b 就 开 始
利 用 GPS 追 踪 装 置 记 录 下 他 们
去 的 所 有 地 方。 在 这 一 届 Fierce
Festival 上，他们通过收集人们捐
赠的日常活动 GPS 记录数据，创
作了一张伯明翰的活地图。艺术家
们将会呈现出一部以这些数据位基
础的卡通片，还附带对那些参与了
此次艺术项目的人的采访。在此次
演讲表演上，plan b 同时将会介绍
他们正在进行的、对他们每日旅程进行记录的艺术项目，包括文字资
料以及他们的心境。
“ 祷 告（Prayer）”， 詹 姆 斯· 韦
伯（James Webb）
在这件装置性的声音作品中，詹姆
斯·韦伯展示了一个城市以及城市
的自画像——这是一个融合了各种
宗教信仰的地方。韦伯将记录下贯
穿整个城市的各种信仰团体的祷告
声——包括希腊正教、俄罗斯东正
基督教、非洲拥护犹太复国主义、
巴哈教、巫术崇拜等。他的声音装置作品将各种祈祷者的声音、旋律
以及语言记录融合到一起，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声音环境，巧妙地包
围了观众。
“ 老 鼠， 玫 瑰， 鸟 儿（Rat，
Rose，Bird）”， 希 拉（Sheila
Ghelani）
“Rat，Rose，Bird”是一场关于
告别、启程、漫长的旅行以及搜
寻的冥想。这是一场寻找更好的
生活和更美的爱情的搜寻活动，

希望找到一个属于某人自己的、能够安定下来的地方或是空间。
希拉此次创作了一件视觉效果丰富的表演作品，其中融合了环境复合
性、移民以及爱情的理念。
“乐队领奏（Frontman）”，Action Hero
一个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女人穿着亮闪闪
的紧身短裤走上了舞台。音乐声开始变得更
大了。这个女人迷人、性感而又孤身一人。
她大喊：“你是我见过的最帅的观众！”她
和着手上闪闪发光的小手鼓欢快地唱着歌，
微笑着摇动自己的臀部。这场表演包含了所
有摇滚音乐会的元素：演唱者用她的乐器猛
力撞击在地板上，从舞台上一直翻滚到乐池
中；她带动了现场的气氛，最后她淹没在一
片白色的烟雾中。通过一件类似合成器和一
个小手鼓的支持，表演者向观众传达了感染
力、爱情和噪音朦胧的复制品。她将过去的
表演项目与空洞的注视结合起来进行了再灌录、再加工和再释放，逐渐
变成了一种充满无止境幻想的 B-sides 以及嘈杂的回音，它们能够整晚
不停地重复播放。
“Burningham”，EXYZT 在
令人难忘的三月阳光的照射下，
两个特别定制的船形容器被来
自 法 国 的 建 筑 师 组 合 EXYZT
安 置 在 了 Eastside Green
上。 这 一 艺 术 项 目 的 名 字 是
“Burninghan”（2011），
EXYZT 用 黑 色 并 且 厚 重 的 无
衬线体将它的名字绘制到这个
构造物的表面，此外，他们还为这个金属容器添加了一个带有塑料遮
蔽物的木制屋顶。“Burningham”的旁边摆满了木制的桌子、椅子
和长凳，看起来就好像是在一片无穷无尽的绿地中的一个小岛一样。
“Burningham”的功能是用作一种新型的社会空间，在这里，人们可
以自由地讨论这个城市或者举办一些独立活动。“Burningham”在
Fierce Festival 上开放的那一周将举办一些研讨会、即兴表演以及一场
宴会——它的创作者打算将这件艺术项目一直保留下来，而其本身有目
的的移动设计也意味着它能够很容易地进行搬迁。
“失踪的房间的交响乐（Symphony of a Missing Room）”，Lundahl
& Seitl
“Symphony of a Missing
Room”比喻了一次 21 世纪的
博物馆体验。这是一件沉浸式
的、自我指认并且能够引人思
考的作品——可以说，它既是
一件艺术作品，也是一场行为
表演，渴望能够颠覆并且挑战
当代观众在这种最具有历史氛

围的环境中——即博物馆——所具有的起中介作用的敏感性。这件作
品实际上是一次受到了向导的旅行，它既是一次围绕博物馆所进行的
集体旅行，同时又非常的个人化。观众们通过无线耳机中执行者们的
指导，开始了一次横贯该博物馆中真实和想象空间的旅程。通过对多
感知错觉及双耳声的利用，作品使观众的注意力脱离了可见的有形世
界，而转移到了对自我、时间和空间的新的感知中。
“Departure and Human
Salvage”， 多 米 尼 克· 约 翰 逊
（Dominic Johnson）
这件表演式的装置作品演示了世
界最著名的纹身艺术家之一亚历
克 斯· 宾 妮（Alex Binnie） 在 约
翰逊的左手上进行纹身的全过
程。这件作品延续了约翰逊对伤
口的表现和装饰、灾难的不朽画面以及身体改造的支配关系的研究。
整个过程伴随着一种特别成熟的声音设计以及三位表演者为我们带来
的壮观的演出。整场表演在开始“Human Salvage”游行的时候达到
了高潮——这是一次壮观而又沉浸式的深夜俱乐部游行表演。约翰逊
的这场表演作品表现出了转瞬即逝的事件与那些从中保留下来的事物

之间奇妙的关系。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美丽而部分被遗弃的空间中时，注
意力立即就集中到了约翰逊的身上——他赤裸着上身坐在一张桌子旁
边，他的手臂慢慢地被纹上一系列抽象图案。这实际上像是一种追寻路
线的表演或者说是行为。被纹在约翰逊身体上的那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
会保留很久，也就是说，纹身能够从死亡中幸存下来。在过去，还曾有
人将死人的皮肤剥离下来并进行展示，这是将它看作一种对那个人的有
形的记忆。
“Veer”，Eltan Buchalter
艺 术 家 Eltan Buchalter 在 此
次 的 Fierce Festival 上 创 作
了一件公共介入物，穿行在其
中的行人能够在 Birmingham
City FC 和 West Bromwich
Albion 之间快速到达。
这件作品的特殊性只能在一
天被揭示出来。Buchalter 试图通过这件作品，来探究我们是如何穿流
过公共空间并与其发生相互作用的，他同时还探究了当我们的环境受到
干扰时会发生什么事。

朱利安（Julian Hoeber）作品展在 Blum & Poe 画廊
陈颖编译

洛杉矶艺术家朱利安（Julian Hoeber）的最新作品展日前在 Blum &
Poe 画廊开幕。在此次展览中，朱利安将首次展出一组全新的抽象主
义画作“The Execution Changes”，一件模块化、看起来仿佛能够无
限扩张的座位装置“Endless Chair”，一对受传统夏克式家具设计启发、
有成年人尺寸大小的摇篮“Hisand Hers”。
“The Execution Changes”和“Endless Chair”都表现了油画和家
具设计在一个范围更大的开放式项目中最初的重复。“The Execution
Changes”中的油画以字母数字混合的编码进行命名，它们都以特别
的标线为参考进行构思设计，以水平线、垂直线或是对角线为轴线进
行描绘。这种严格的创作策略是以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大多数的
概念艺术为基础的，最值得注意的便是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绘制

在墙上的画作。与勒维特类似，朱利安采用了一套固定的创作方式，
决定了作品初始的结构。然而，朱利安允许自己自由地凭直觉进行创作，
故意地从一种理性的体系中寻找不理性的东西。
“由于我的系统并没有为有限制的实施方式发展形成一个标准，因此，
我有责任表现得好像我在这方面也没有标准。将我的作品称为概念艺
术有点类似于一种技巧的项目，因为概念艺术约束的就是技巧。”
正如在这几件展出作品中所证明的那样，朱利安通过强调物体的触觉
和心理上的暗示来撇开高和低、概念和形态、艺术和技巧之间的区别。
他试图将概念化的策略（精神）与肉体的欲望结合到一起，希望由此
能够创作一些经验上的（肉体）要点，并最终满足他希望能够“将两
者完美地融合到一起”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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