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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尼诗 . 卡普尔的雕塑说明了英国有多“土”
Anish Kapoor's Temenos sculpture shows how uncool Britain is

尔狂欢节中的呻吟的幽灵。
我的问题是，当我还是学生时，我在剑桥的 Kettle's Yard 的展览中见
识过卡普尔的早期创作：用灿烂的颜色装饰的简单形状。它们不至于太
差，但对我来说没多大意思。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当代艺术家是斯
蒂 夫 . 贝尔（Steve Bell），他在卫报上发表的漫画会比较有意思，因
为它和我们不幸身处的撤切尔时代有关。除此之外，我也在阅读比如像
Alasdair Gray 和 Martin Amis 的小说。然而，英国当代艺术？它看上去
非常舒适安全。
1992 年，我走进萨奇画廊，看见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游向我的一条
虎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控于一位在世艺术家。我和达米恩 . 赫斯特
同龄，他和我聊起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世界——而卡普尔
却 在旁边滑过，完全打动不了我。

安尼诗 . 卡普尔（左），和工 z 程合作者 Cecil Balmond（右）

对卡普尔的令人生畏，但其实极度传统的雕塑的狂 热，揭示了我们对
当代艺术的理解真是少得可怜。
安 尼 诗 . 卡 普 尔 对 英 国 公 共 空 间 的 殖 民 持 续 扩 张。 今 天， 他 在
Middlesbrough 揭开了新的雕塑作品《圣地》（Temenos），一个吊挂
于两个铁环之间的钢丝——这是他计划在东北方制作的五件巨型雕塑
的第一件。同时，他当然也正处于赢得了替伦敦奥运会设计观望台的新
闻中。在这位艺术家的成功、名望和显著的流行的持续增长中，是否还
存有异议的空间呢？
“他 们说你忘不了年少时的激情”——这是乐队“快乐分裂”（Joy
Division）的唱片封面，每年这个时候的父亲节，音像店的橱窗都会展
示这条真理——但是，对我而言，你也永远忘不了让你感到无趣的东西。
至少对我来 说是忘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注定成为安尼诗 . 卡普

20 年后，我们在这里，卡普尔已经成功地踏上他的红色冲浪板，滑行
于赫斯特制造的浪尖上。当艺评们痛斥赫斯 特时，我们却唯恐被卡普
尔的粉丝排斥而不敢说任何他的坏话。但，事实是，安尼诗 . 卡普尔
是非常平庸并传统的艺术家——是艺术老师理想中的激进。他的艺术缺
乏庞大的对于自我价值的忧虑，当然还有对艺术价值的忧虑。他的艺术
相等于一流的优秀生，大学毕业后便直接得到最棒的工作，从不回头看，
就像位成功人士。
他的雕塑不会惊恐骑兵们。它们在本质上是非常装饰的，一般来说是
华美的，但是它们缺乏深度。在对比他的用色和马克 . 罗斯科（Mark
Rothko）于泰特现代的紫色壁画后，你便可以看出卡普尔和大师之间
的差距。
英国人发现了现代艺术，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什么是现代艺 术，并且
知道它可以是什么——它的真正意义上的危险性和深度在哪儿？安尼
诗 . 卡普尔的教训是，他的成功说明了我们依然在本质上是多么“土”
的国家。

GAMeC 策展人奖新展—
水晶般的假说
来源：artspy 艺术眼

翻译：爱兰编译

展人在国际艺术领域的重要性的关注，鼓励支持年轻的策展人在策展生
涯的活跃时期展示才能。
奖项背后的理念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而是为专业策展的
成长和比较提供一个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伴随着 2005 年奖项颁奖典礼
的是一场两年 一次的研讨会——新晋策展人国际研讨会——Qui Enter
Atlas。
Yoann Gourmel 和 élodie Royer 策划的展览
Yoann Gourmel 和 élodie Royer 此次策划的展览项目汇集了 10 位当代
艺术家的作品，作品探讨着我们看待当下的不同角度和方式，有时候甚
至以一种不合适宜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在当 下时间中的这种方式。如
果说耀眼可以被定义为对现实鉴别能力的缺乏，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置
身所处的充斥着各种速溶知识和图像的超饱和时代产生了一个共有的
当代的耀眼。在这种意义上，当我们想到我们和当下的联系时，这种重
复的耀眼就产生了一种盲目。但是这种盲目，虽是被迫但是必要，它迫
使我们回溯过去，也督 促我们继续前进。

Bojanarcevic 作品

第 5 届“策展人奖”（Premio Lorenzo Bonaldi per l'Arte–EnterPrize）
获得者 Yoann Gourmel 和 élodie Royer 策划的展览“水晶般的假说”
（The Crystal Hypothesis） 于 6 月 9 日 到 7 月 25 日 在 GAMeC 贝
加莫现当代艺术中心的“零区”（SpazioZero）展厅展出。由 FRAC
Champagne-Ardenne 馆 长 Florence Derieux 推 荐，Yoann Gourmel
和 élodie Royer 于 2009 年 6 月 被 一 个 包 括 Whitechapel Gallery 馆
长 Iwona Blazwick、Kunsthalle Fridericianum 馆 长 Rein Wolfs 等 在
内的国际讨论组选中为此次的展览做策划。此次参展的艺术家有 Ulla
von Brandenburg, Isabelle Cornaro, Julien Crépieux, Ryan Gander,
Mark Geffriaud, Adrian Ghenie, Beno?t Maire, Bruno Persat, Clément
Rodzielski, Bojan arcevic。
策展人奖（Premio Lorenzo Bonaldi per l'Arte–EnterPrize）
奖项首次于 2003 年由 GAMeC 在博纳尔迪家族（Bonaldi family）的资
助下颁发的，作为家族对洛伦索 • 博纳尔迪对艺术和收藏的狂热的纪念。
奖项具有唯一性，“它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年龄在 30 岁以下的优秀策展
人，并为获奖者提供策划展览的机会。奖项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大家对策

展览是基于意大利著名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假说”
（Hypotheses）哲学理论，在他的一篇名为“何谓同时代”的文章，
文中阿甘本将“同时代性”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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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入发展了许多
学科（物理，诗歌，现象）中关于视觉与景观理论的定义。事实上，基
于视觉的 神经生理学，阿甘本解释了黑暗并不仅仅是光的缺失或阙如，
而一些类似于非视像的东西，相反，是神经活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感知一个时代的黑暗并不 是某种形式的惰性或消极性。最后他
表示“同时代人，他们的眼睛发现时代的晦暗、其特殊的黑暗中来自世
纪的光亮的人”，直视黑暗是避开被时代光亮弄成盲目的一种方法。来
自所有时代的艺术家经常性的回望过去，来寻找解决当前形势的方法，
以及展望预测未来。
展览名称来源于“冰岛石”，各种不同的方解石演绎着双重折射：放在
冰岛水晶后面的物体被折射出两个影像，跟原来的物体有稍微的偏移，
双重的折射可能是一时的景象；物体的影像呈现出是双重的，那是因为
光通过水晶这个介质时，改变光的传播方向和传播速度，分裂成快和慢
两种光速；其中一个影像比另一个要旧 些，而受速度影响的光束，在
它透过水晶时，被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去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双重时间共存的假设与展览中的作品相呼应，
黑暗和光亮的人物形象，影像的流通，我们看待过去事物的眼界距离，
这些围绕在展览 周围，融入到作品当中。展览将由 Bruno Persat 等创
作包括配乐，由艺术家根据作品创作相应的文本说明。
阿甘本中文链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098992/

沃夫冈 • 蒂尔曼伦敦回
顾展：
一切与虚无
Rhythm, pace and surprise … a detail from
Wolfgang Tillmans's Morning (2009)

蹩脚的发型、静物、天上的金星，艺术家 沃夫冈 • 蒂尔曼（Wolfgang
Tillmans）什么题材都拍摄过，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些题材挂在一起
过。这次，阿德里安 • 希尔勒（Adrian Searle，卫报作者）在一个新
近的回顾展中发现了它们。沃夫冈 • 蒂尔曼的新展览是一个关于差异的
世界：人的身体与大楼；鸡蛋托盘与突尼斯民居；拍下世界万物与拍下
完全空白。展出包 括了非常即兴的照片或暗房处理过的图像；拥有巨
大的或微小的尺寸；亲密的或疏远的主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人的
耳朵，在他理发的时候被夹在理发剪刀中； 还有一个镜头是来自火地
群岛的森林，树木被光合影缠绕包围。这一切都充满混乱神秘的气息：
尺寸规模的跳跃、蒂尔曼变幻无常的题材、还有他 不同的呈现方式（巨
大的相纸被用大铁夹悬挂着，其他的作品被用胶带粘贴在墙面上，还有
的作品就靠在有机玻璃盒上）。不过作品还是凝聚着一种韵律，充满节
奏 感和惊喜。对蒂尔曼来说，摄影可以作为一种记录，记录下我们所
观察到的和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它还可以作为绘画：粉红色的田野，加
上摇动， 让人想起皮肤的特写；还有由蒂尔曼的打印机里散落的尘埃
构成的抽象画面（这也让人想到德国艺术家 Gerhard Richter 的抽象作
品，它们也是有关于摄影与绘画之间，关注与无意义之间的联系）。蒂
尔曼的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接近单色，仿佛是一间空旷房间里落在墙上的
倒影，或者像夜晚高速公路上一道迷幻的闪电。看着这些景象，有时候
不难不让人想到 Ellsworth Kelly 或 Raoul de Keyser 的绘画。展览中有
一幅静物，在窗台上一些小东西的集合：一个七叶树果实、一只橡果、
一把钥匙、一些镜头、一些不锈钢的用来拉 伸你的“蛋蛋”的性玩具
（至少我认为他们是，当我问蒂尔曼的时候，他成我为色狼，我想没
错）。另一处，有一幅一个裸体男人跪着的图像，他可能是在祈祷。奇
怪的是，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幅苍白的用墨水或水彩画出来的图画，而不
是照片。即使是这样，这些作品多少还是说明了点什么。蒂尔曼的艺术
结合起来的效果可能像拼图一样使人迷惑，但它们并不是凌乱的拼图。
逻辑隐藏在创作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他的作品中的差异，其自身就是重
点：从画廊墙壁上的像在跳 舞一样的彩色方块（你的眼睛也能跟着跳
舞），到摇摇欲坠，看上去像还没拼凑完的立在一个房间中央的桌子，

桌子上放着叠得老高得课本，报纸，还有画上去的蜉 蝣。这里是一篇
Polly Toynbee 写的关于宗教的文章，来自于蒂尔曼作客座编辑的杂志
《Die Zeit》；那里是一幅关于两个伊朗年轻男人－说男孩还差不多－
的楚楚可怜的画像，他们因为同性恋正要被当中吊死；再往那里，是一
篇蒂尔曼自己的文章，他 作为一个业余天文学家，写了关于 2004 年金
星凌日的内容。那块地板砖在这所有东西里面是干嘛的？它被放在一个
桌子上，难道象征精神失常的工业舞台上的空白的一块？如果艺术能够
谈论世界，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何处是界限。什么应该被包含？什么
应该排除在外？有时候，特别是在摄影展里，你可能从一样东西走到完
全不搭界的另一样东西前，只为了找一些淫秽，色情，或者仅仅是新奇
的事物。蒂尔曼尽他的力来阻止这种漫无目的的游荡的发生，他不断给
予我们可以被从不同角度靠近和观察的图像、图画群、以及物体。对某
些艺术家来说，把一件事情做好已经是足够的了，但是摄影，比绘画更
甚地，可能有各种预料不到的事件发生。这次展览中最大的愉悦，就是
把不同记录和不同声音都融合得恰到好处。我上一次看的蒂尔曼的大展
是在 2008 年的柏林，名字叫《更轻》，但是当我走在展览中是，我感
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重：展厅里放满了东西，很难掌握到每一样的逻辑。
很多时候，回顾展通常就会掉入这个俗套，而这 次，Serpentine 画廊
做了更轻盈的削减，空间对作品的编辑作用就像艺术家对作品的作用一
样。蒂尔曼的作品在两天前刚刚被悬挂和摆 放好，但是在周二晚上，
艺术家又突然决定要重新安排部分展品。对艺术家来说，他的作品在放
“对”之前都是“不对”的，只有放“对”了，才是至关紧要的。但 是，
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当大批的观众涌入房间，摆放时的完美视角全部丧
失了。蒂尔曼作品中的极端差异性，以及各种不同的冲印技术，从各种
角度来看，都造成了一场绝佳的展览。这里有健康美好的图像，也有肮
脏的传真纸和复印件，描绘了森郁的爱丁堡灯光，以及高光相纸上上海
华丽但令人不安的夜晚，夜空的深绿蓝色是他在暗房里调试出来的，假
得一点都不像是天空。世间事物似乎都集中到这里了，这里包含了一切
风格：你要抽象吗？这里有。你想看性感 的，或者粗犷的么？这里都有。
他想要一切，为什么不能呢？

“时间的同志”
关于当代艺术的当代性
作者：Boris Groys

Felix Gonzalez-Torres, Untitled
(Perfect Lovers), 1991. Clocks,
paint on wall. overall

Mausoleum, Moscow, since
1924.

Francis Alys, 排 练 的 政 策 ,
2005, 录像 , 29’54”

来源：e-flux

翻译：关超群

Le Corbusier 绘 画 在 Eileen Gray 白
墙上 E-1027

1. 目前
“当代艺术”的名称来自于它表达艺术的当代性而这个不光跟最近做出
来或展示出来有关。所以，提“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含
义“什么是当代？”怎么展出当代？
当代这个概念可以被理 解成目前，现在在这里。在这种情况艺术如果
很真实的话就显得真的很当代，比如它能够不收到过去传统和未来成功
策略的影响抓住和表达目前的存在。但是，同时我们一直习惯某一种对
存在的评论，尤其是像 Jacques Derrida 的说法：他证明了目前被过去
和未来受到影响，证明“在”的中心是“不在”，而且历史，包括美术
史，不能被解释为一个“一些现在的进行”，按照 Derrida 的说法。
但除了 Derrida 的解构理论分析之外，我想要往后退一步而问：我们怎
么对目前现在和在那么感兴趣？ Wittgenstein 也已经讽刺他的哲学同事
在沉思目前而不管他们的事情和日常生活。对 Wittgenstein 来说，对目
前的被动沉思，就是我们马上拿到的东西，是一个被上 学传统指定的
非自然性娱乐，它忽略日常生活的流那个溶入但不强调目前的流。按照
Wittgenstein 的说法，对“目前”的兴趣只是哲学性的也可能是艺术性
的是一种‘职业变形’、一种应该被哲学评论医疗的上学病。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跟我们现在这个讨论有关。我们日常生 活经验里
‘目前’是怎么表达出来就是当‘目前’是上学考虑或哲学评论之前？
现在，我感觉“目前”障碍我们在我们日常（或不日常）计划的进行，
是一个防止我们从过去到未来的顺利转变的东 西，是一个障碍我们的
东西，取消我们的希望和计划的更新和实现可能新。我们也不得不说：
是，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我们现在没钱、没时间、没精神、来把它实
现出来。或者：这个传统很好，但我们最近我们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而
没人想要继续这样做。还有：这个乌托邦真的很美，可惜的是现在没人
相信乌托邦，等等。 “目前”是我们决定压低对未来期望的一个片刻
或者决定放弃一些过去的传统来通过现在和这里的这个窄门。

Ernst Junger 说过现代主义计划和规划的时代叫我们用很轻的行李旅游
（mit leichtem Gepack）. 为了在目前的窄路上继续往前走，现代主
义放弃了一些太重的东西，太充满了意义、模拟方法、大使传统标准、
道德和美学标准，等等。现代主义的简化论是一种生 存的策略，针对
目前的痛苦。艺术、文学、音乐和哲学都因为扔了不需要的行李所以
20 世纪的时候生存。同时，这些轻松的负担也反映一种隐藏的超越它
们及时效 率的真实。他们说明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传统、希望、才能和
思想而继续做计划。这个真实也让现代主义简化论在不同的文化有效通
过了文化边界也相当于通过了目前的限制。
所以，在现代主义的时代，只能间接地发现这些“目前”的权利，通过
在艺术上（总的来说在文化上）留下 来的简化论痕迹。这样的“目前性”
在现代主义背景里被看成一个不好的东西，一个为了未来需要超越的东
西，一个减速我们计划的实现的东西。有一个苏联的口号 是：“时间，
前进！”两个 1920 年代苏联作者 Ilf 和 Petrov 就讽刺了这个现代口号成：
“同志，快点睡！”。
还真的是在这个时代，人还更希望睡着路目前在过去的时代睡觉而在发
展的终点、未来来了之后才睡醒。

个推迟。Søren Kierkegaard 问过当耶稣的同一个时代的人会怎么样，
他就回答：我们就会怀疑耶稣是一个救赎者。因为耶稣在过去的一个背
景所以基督性被接受。其实，Descartes 也把“目前”描述成一个怀疑
的时间 一个可能会引导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未来的怀疑。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在也在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因为我们
这个时代就去重新考虑而不放弃也不拒绝，但分析和考虑现代计划。这
个复议的原当然是俄罗斯和东欧共产党计划的放弃。在一个政治和文化
方面，共产党计划控制了 20 世纪。有冷战、西方的共产党派、东方的
异己运动、发展革命、保守革命、关于纯粹和政治艺术的讨论 在大多
数情况下，这些计划、项目和行动都被它们的极端连接在一起。但现在
可以也应该完全复议它们。所以当代艺术可以被看成一种跟现代计划复
议有关的艺术。 可以说我们现在在一个怀疑、推迟的时代生活一个无
聊时代。Martin Heidegger 把无聊性解释为我们体验‘目前在场’的能
力。‘目前在场’体验整个世界而觉得它的所有方面很无聊、对这些目
标不感兴趣，就像在当代计划背景下一样。

关于现代计划的犹豫主要跟对这些计划未来失去信心有关。典型现代
主义认为未来是永久的包括上帝的死亡之后，包括对灵魂永生信仰失
去了以后。一个永久艺术收藏的概念很明确地说明这些：文献、图书
馆、和美术馆保证了一个永久性、一个代替复活和 永生宗教信仰的永
远性。在现代时代，作品集替代了灵魂作为自己的一个可能永生方面。
Foucault 把这种时间被积累而没有被丢失的现代空间叫成异托邦 . 从
一个政治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谈到现代乌托邦作为一个时间积累的后历
史性空间，“目前”的结束性被完整计划的永久性弥补了：一个作品或
一个政治乌托邦。当然，这个弥补不含一个产品的制作时间当产品最好
完成了，它的制作时间就不存在了。但是，产品的制作时间被现代里的
历史叙事弥补了，用一种赞美这些为了未来工作的艺术家、科学家或革
命家的叙事。
但今天，这种坚持我们工作效果的永久未来失去了可能性。美术馆变成
临时展览的空间而不是永久性收藏的空间了。未来一直被安排好文化趋
势和时髦的经常改变让一个作品或政治计划的稳定未来不太可能。过去
也一直被重新写名字和事件出来、消失、再出来又消失。目前已经不是
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转变，而变成过去和未来不停出现、没人控制的
历史叙事的一个永久重写。我们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些历史叙事明天
会跟今天一样不停的出现而我们会一样用一种怀疑的方式去看它们。今
天我们就呆着在一种永远重复自己、不引导未来的一个“目前”。我们
失去了我们的时间，不能够安全地投入它，积累它、不管是在一个乌托
邦的范围或在一个异托邦范围里。永久历史可能性的失去引起非生产性
的现象、时间浪费。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乐观一点的角度去面对这
个时间浪费，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多余的时间作为一个保证我们生命一直
准时的时间，不属于现代经济和政治计划工作框架的价值观。

3. 过度时间
如果我们看现在的艺术平台，我觉得有一些所谓的基于时间艺术反映当
代情况反映得最好。这是因为它把非生产性、浪费、非历史性、过度时
间一个被暂停的时间（按照 Heidegger 的说法），做成主题了。它捕
捉和说明时间里发生的活动，但不引导任何完成的产品。如果这些活动
生产一个产品，活动和效果是分开被介绍的，它们不完全投入到产品里
而被它包含进去。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没有完全被历史过程吸收的过度时
间例子。

2. 怀疑
当我们开始怀疑了我们的计划，怀疑或修订它们，“目前”、“当代”
变成很重要，也对我们来说很中心。这个是因 为当代性由怀疑、犹豫、
含糊构成的－为了长期思考的需要。我们想要推迟我们的决定和行动以
便花更多时间分析、思考。而这就是当代性一个长期的、可能永远的一

比 如，Francis Alys 的 Lupita 之歌（Song For Lupita 1998）. 在这个
作品里，我们能看到一个永久持续的活动，没有任何效果也没有任何产
品：一个女的从一个杯子倒水到另外一个杯子和反过来。我们面对一个
纯 粹、重复性的时间浪费一个超越任何魔术力量、超越任何宗教传统
或文化标准的长期仪式。

我们也会想起来 Camus 的”Sisyphus” 一个原始当代艺术家 , 他不
断地重复一个没有目标和无意义的任务为把一个岩石滚到一所山上，这
个就可以被看成基于时间的当代艺术。这个非生产性做法，这个重复
性、非历史性形式的 过度时间，对 Camus 来说是我们叫“寿命”（
“Lifetime”）的真实影像一个“生命意义”、“生命成就”、历史意
义不可约的时间。重复的概念在这里很重要。当代基于时间艺术的相关
重复性为跟 1960 年代的行为比较最大的区别。 现在一个带资料的活动
不算是一个独特、单独行为一个在现在和这里发生的单个、真实、原型
活动。其实，这个活动自己是重复的包括它被记录（比如被录像拍）之
前。所以 Alys 设计的重复动作也就是程序的、客观的任何人可以重复它、
记录它、再重复它。这里，活人跟他的媒体影像失去区别。一个生物和
一个死掉历程的反对被原来的历程性、重复性和没有目标的人物的动作
模 糊掉。
Francis Alys 说过排练时间也一样是一个浪费的、无目的时间，它也不
引导任何效果、任何终点、任何高点。他举一个例子，他的录像”排
练的政策”（Politics of Rehearsal 2007）关于一个脱衣舞蹈家的排练
在某一个角度是一个排练的排练，舞蹈家引起的性欲望是满足不了。在
这个录像里、艺术家讨论关于这个排练，他把它的剧本看成为现代主义
模式，永远不兑现承 诺。对艺术家来说，现代主义的时间是持续现代
化的时间，永远不完成真正变成很现代的目标、也永远不满足它引起的
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化的过程就被看 成为一个需要纪录的浪
费、过度时间尤其是因为它永远不会引导任何效果。在另外一个作品里，
Alys 介绍一个擦鞋的工作作为一个不生产任何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工
作，因为擦鞋的时间不会引导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价值观要求的具
体产品。
但也就是 因为这样的被浪费、暂停、非历史的时间是不能积累也不能
被产品吸收所以可以重复的客观和可能永久。Nietzsche 也说过唯一能
够在上帝的死亡之后、超越之后想象无限的办法，是通过永恒回归。
Georges Bataille 把重复的过度时间、时间浪费主题化，作为逃避过程
的现代思想的唯一办法。Nietzsche 和 Bataille 一定看重复作为一个自
然的东西。但 Gilles Deleuze 在他的书里“区别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1968) 认为重复是人造的，反对所有的自然东西、活着、
改变、发展包自然定律和道德定律 6。。所以进行重复可以被看成为把
生命的持续打断，通过艺术创造一个非历史 性的过度时间。而这个就
是艺术真正的可以变成当代的一个点。

4. Vita Activa 生命能力
我 这 里 想 用“contemporary” ( 当 代 ) 的 另 外 一 个 解 释。Contemporary ( 跟 - 暂时 ) 不一定是‘目前’、‘现在、在这里’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跟时间在一起而不完全是准时的意思。”Con-temporary”
用德语是“zeitgenössisch”, Genosse 的意思是“同志”，所以 contemporary – zeitgenössisch 也可以被理解成“时间的同志”跟时间合作、
帮助时间碰到困难的时候。而在我们产品 - 趋向的当代文明的条件下，
当时间是非生产性、浪费、无意义就有问题。这样无效的时间就不属于
历史叙事，也有可能会完全被删除。这个时候，基于时间艺术可以帮助
时间，合作，变成一个时间同志因为基于时间艺术其实是基于艺术的时
间。
当然， 传统作品（绘画、雕塑、等等）也都是基于时间，因为在它们
被制作的时候就作者会认为它们是持续的一个长期时间，尤其是如果它
们进去一个美术馆或一个重要私人收藏。但在基于时间艺术，时间不
是一个稳定的基础；更是一个基于时间艺术记录由于无效快失去的 时
间 一个纯粹生命的特点，或，按照 Giorgio Agamben 的说法 “bare
life”
但艺术和时间之间关系的变化也 改变了艺术的暂时性。艺术不在了，
再也不创造目前的感觉也不属于‘现在’，就是不属于现在和这里的特

点。其实艺术开始记录重复的、不定的、可能永久的目前一种一直在的
目前，也可以持续到未来的目前。
一般来说一个作品被理解为一个包含整个艺术的东西，也是马上能看到
的东西。当我们去看一个艺术展览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展出的东西
绘画、雕塑、摄影、录像、装置都是艺术。单独作品当然也可以通过不
同方式涉及到一些它们不是的东西，比如一些真实世界的物品或一些政
治问题但不会认为它们是涉及到艺术，因为它们自己是 一个。不过，
这个传统理解是一个误解。除了看作品之外，今天艺术空间也让我们面
对一些跟艺术相关资料。我们看图片、绘画、摄影、录像文字和装置 就是说跟平时的艺术媒介一样的东西。但在艺术纪录 / 资料的情况下艺
术再也不通过这些媒介被展出。因为艺术资料本来不是艺术。光涉及到
艺术，艺术资料就证明 艺术不在，艺术被藏起来。所以比较传统电影
和当代基于时间艺术很有趣来理解我们的生命怎么回事儿。
自从开始，电影就认为可以用跟传统艺 术不一样的方式来记录和代表
生活。的确，作为一个运动的媒介，电影经常说明它超越其他媒介。
电影坚持现代信仰的（vita activa） 生活能力 或‘生活静观’（vita
contemplativa） 的优越性。它接近 praxis 哲学或 elan vital 气，以及
欲望 ；它也面对了一些想法，当马克思或 Nietzsche19 世界末和 20 世
纪初把欧洲人类的想象力给烧掉了正好电影变成一个媒介了 。这个是
被动静观被物质力量运动替代的时代。Vita contemplative 生活静观很
就被看成为一个理想人类生存方式，后来被歧视和放弃了，在现代时代
被看成为生活的一个弱点，一个力量缺少。电影就在生活力量里的角色
很重要。自 从开始，电影赞美快速运动火车、汽车、飞机以及表面上
的所有东西刀片、炸弹、子弹。
电影是运动的一种赞美但跟传统艺 术形式比较它引导观众到一些极
端物理非运动性。当我们看展览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运动，但在一
个电影院观众就坐着在椅子上。观众的情况其实很像生活静观 (vita
contemplativa) 的一种讽刺，因为电影就是生活静观也就按照 Nietzche
的评论一个困惑欲望、个人主动力的产品、一种代偿安慰以及一种个人
无法摄影现实生活的迹象。这些当时是很多现代评论关于电影。比如
Sergei Eisenstein 当了一个榜样因为用了一些美学打击、政治宣传来
刺激观众、让他从被动、静观状态醒过来。
现代主义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专门针对静观、针对观众状态、 针对群
众被动地看着现代生活。通过现代主义我们可以感觉到大众文化被动销
售和行动主义反坑政治、美学和两个混合在一起。进步、现代艺术也反
对这种被动销售就建造出来，不管是政治宣传或商业庸俗气。我们知道
这些行动反应从 20 世纪早期前卫到 Clement Greenber ( 前卫和庸俗艺
术 )，Adorno ( 文化产业 )，或 Guy Debord （场面社会），他们的主
题一直到现在参与文化相关讨论 8 . 对 Debord 来说整个世界像一个电
影院，人与人以及人与现实生活之间有距离，所以过一个被动的存在。
但在二十世纪的转换时间，艺术进去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大规模艺
术制作而不只大规模艺术销售。做一个录像而在网上上传变成一个很
简单的事情，任何人可以这样做。‘自我记录／资料’今天变成一个
群众做法甚至 于一个群众鬼迷心窍。当代交流工具以及网络系统列
Facebook, MySpace, YouTube, Second Life 和 Twitter 提供给人一个
介绍照片、视频、文字的机会而且跟后概念主义作品包括基于时间艺术
很难去分别。这个说明今天当代艺术变成一个群众文 化实践。那么现
在我们要问的是：一个当代艺术家怎么能够克服这个当代艺术的成功？
或者说，一个艺术家怎么能够在一个任何人基本上能变成艺术家的世界
力生存？
我 们也可以谈到关于当代社会作为一个场面社会。但，我们现在不属
于像 Guy Debord 描述的被动观众而是群众艺术家。为了在群众制作的
当代背景里让自己突出来，一个艺术家需要一个能够观看所有的大量艺
术制作而做一个美学评论去 分别在这个群众艺术家里一个单独的艺术

家的旁观者。但当然这样的观众也不存在原来可能是上帝，我们已经被
通知上帝去世了。如果当代社会还是一个场面社会，那么社会像一个没
有观众的场面。
同时，场面今天静观生活 － 跟以前很不一样。静观的主题再也不能依
靠永久的时间资源、永久时间观点这些是柏拉图式、基督教、佛教传统
里静观的期待。当代观众是移动的观众；他们基本是旅行者。当代静观
生活跟活跃循环有关。静观这个做法跟没有目标的重复动 作有关比如
跟美学评论目标没有关系。
传统里，在我们的文化，有两种基本静观方式让我们控制我们看图片的
时间：展厅里的固定图片以及电影院 里的固定观众。但当流动图片在
美术馆或在展厅里被放着两种方式就有冲突。图片会继续流动但观众也
是。作为一种规则，按照一个普通参观展览条件，基本上不可能从头到
尾看一部电影或一个录像，如果它的时间长度很长的话尤其是如果展览
里有几个这样的作品。并说这样的尽力也不合适。为了看一个完整的录
像，我们必须要么在电影院里看或坐在电脑前面看。看一个基于时间展
览的目 的是为了看一个作品、在看它一下、在看它一下但不是为了从
头到尾看。我们就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静观变成一种循环。
基 于 时 间 艺 术 在 展 厅 里 是 一 种 凉 快 的 媒 介（cool medium） 按 照

Marshall McLuhan 的说法 9 他说，热媒介引导社会分裂：当你在看一
本书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在一个集中状态。在一个标准展览里，你一
个人从一个作品到另外一个作品，平衡集中 － 跟外面现实有距离，在
一个内向孤单状态里。McLuhan 认为只有电子媒介列电视能够克服单
独观众的孤单。不过，McLuhan 的分析不适合今天最重要的 电子媒介
网络。刚开始，网络像一个凉快媒介，可能都比电视还要凉快，因为它
引诱用户参与。但坐在电脑前面用网络的时候，你是一个人的而且很集
中。如果说网络有一种参与方面，它跟一个真实空间一样的有一种参与
概念。这里和那里，任何进去这些空间的东西被其他参与者发现，引起
一些反应，等等。但这些活跃参与也只在用户的想象力发生，让他的身
体一直不动。
去比较的话，一个包含基于时间艺术的展览空间很凉快因为它让人关注
一些不需要 或不可能的单独作品。所以这样的空间也可以接受各种各
样的热媒介文字、音乐、单独图像然后让它们凉快。凉快静观没有任何
美学评论目标或选择。凉快静观只是一个观看动作的永久重复，一个缺
少足够时间通过静观做判断的意识。这里基于时间艺术 说明观众无法
吸收的永久浪费、过度时间。同时，它也从静观生活把现代迹象的被动
取掉。所以我们可以说基于时间艺术的资料把活跃生活和静观生活的区
别删除掉。基于时间艺术把时间缺乏变成过度时间说明是一个合作办、
一个时间同志一个真实的当代。

没有 艺术家的艺术？
文 /Anton Vidokle

来自：e-flux journal #16 翻译：关超群

Anton Vidokle 是一个艺术家、策展人也是 e-flux 网站创立者其中之一。

1 － 超越

现在大家都知道策展工范围作超越布展和照顾作品。现在策展人做的比
这个多得多：他们通过选择视觉的效果去管理艺术实验，提供给艺术家
产品一个框架和一个背景，他们也管理费用、宣传和价格。策展人也追
收藏家、赞助、美术馆保 管人，招待公司执行会以及跟媒体、政治家、
政府官僚合作；就是说，他们是艺术制作者和我们社会的权利结构的中
间人。

策展实践靠着艺术制作的存在而且支持它的进行。艺术家在没有策展
人的情况下可以一样做艺术，但如果没有艺术，当代艺术的策 展人就
无业了。所以，那种在策展的过程当中试图“制作”艺术和艺术家，
最后也就变成一个尴尬的事情。比如上次 Documenta 的时候，策展人
Roger Buergel 请了著名厨师 Ferran Adria. Adria 肯定是一个天才厨师，
但也不一定说明他的才能或 Buergel 造的框架能够把他的烹调手艺转成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按照 Buergel 展览开幕之前说：

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个讲座的新闻稿描述了策展人的角色像一个在文
化和领域之间有知识、透明的代理人 ：一个文化制作者。并说，好像
艺术变成“策展”的一个种类。
“策展文化”的讲座目标为把策展一个超越展览制作实践放在一个多领
域和多文化背景里以及探索它作为一个产生、调解、反映实验和知识的
真正做法在艺术和科学实践形式之间，技术、形式和美学都出现了，可
以把 它们总结成“策展”的概念里跟电影或文学的功能差不多。
超越“展览制作”的需要不应该是说明策展人的工作要取代艺术家作品，
也不应该变成一个作者的强调性让艺术家和作品变成策展概念的一些
简单角色和道具。这样的方向很容易把艺术空间缩小以及破坏制作者：
艺术家。

" 我请了 Ferran Adria 因为他成功产生自己的美学而在国际平台上影响
力很大。所以我对这个感兴趣，而不管人们认为这个是否一个艺术问题。
很重要的是艺术智力不一定通过一个特殊媒介反映出来，艺术不一定是
摄影、雕塑、绘画，什么的，也不一定是烹调手艺；不过，在一些情况
下它也可以变成艺术。"
这些在一个一定的情况下是对的，但指的是什么情况？ Buergel 涉及
的“莫中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烹调可以被认为成艺术？这个
烹调在 Documenta 没有变成艺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Adria 的烹调
手艺本来没有收到艺术系统的支持；在这个情况其实可以提到 Rirkrit
Tiravanija 做饭的作品。即使他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他还被看成为一个
艺术家。他做的饭的质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的介绍方式是一个做饭
的艺术家。要去分别作品里用某一个活动的艺术决定以及通过展览指定

什么是艺术的策展人权利。
另外这样的用策展权利去控制艺术空间的例子是圣保罗双年展。无论是
否一个对双年展危机的批评，当时策展人说整个双年展是没有艺术。后
来因为担心一些艺术专家不愿意来就改了概念。这个空虚变成局部性的：
只有 Oscar Niemeyer 双年展楼的第二层保持空的，一楼就变成一个公
共广场，像古代希腊的广场以便让人在那里见面、交流、讨论。不过，
当有一些当地的涂鸦艺术家 决定去二楼做涂鸦，策展人就很官方地把
他们给抓住了，然后让她去监狱两个月。。。
这个意外也让我想起 Tiravanija 的另外一个作品。 90 年代初的时候在
纽约有一个人去了他的展览开幕而开始在墙上仍艺术家本来打算用的一
些鸡蛋。当时没有人让他走或停下来。这个人也自己离开了画廊。
另 外一个可以提出的例子是“Curating Degree Zero Archive” (“零
度线策展文献“) , 一个像艺术装置关于“策展研究”的巡回展。由策
展人主办的，这个活动就在一些由策展人控制的机构巡回。问题不是关
于策展人是否应该有文献然后是否应该公 开，也不是关于这个活动是
否有趣；而是管理展览的那些人这样去借用原来给艺术的空间和基金资
源来像作品一样展出自己的资料。他们网站上还写了主要取代艺术 家
作品原因之一是独立作品的解散：
自从 1960 年代艺术世界里文献变成一个普通媒介。有一些文献是由艺
术家或收藏家创立的，也有一些是由策展人创立的为了公开他们的资料
库和选择标准。这个想法来自于独立作品概念由于新文化记忆形式的需
要以 及对美术馆的评论的解散。

Greenberg，写关于一个作品的文章比把这个作品做出来更重要。能想
象原以为脱离了评论者的暴政的艺术家发现只是请抗改变了，会很难受：
原来有两种互相比赛的权利评论家和策展人现在只有一个人物而不能克
服他 !
并说，我们是否肯定这样的策展模式会不会影像艺术家的位置？对一个
艺术家来说，恶梦剧本是管理人克服工人而开始自己做作品，或者控制
艺术制作过程让人感觉艺术家是冗员。对文化工厂主人来说不管是私人
的或官方的如果艺术家，历史上一个本身不听话的团体，被一个收服从
权威的、经过训练的团体替换的话，而且如果制作费能够减少劳动力就
会很方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方 面就会省很多钱，而会需要拥有自
己制作产品版权的团体被一群工作人员替换。

3 － 策展人作为制作人
去年我被邀请参与费拉德尔斐亚的一个关于“策展行动主义”讲座，其
中一个参加者讨论关于她在一个纽约艺术机构的时候收到工资为了做一
些行动主义工作。当我说为了参加一个游行拿到钱的人不算行动主义者，
但是受雇于的人，观众看上去很尴尬。我主要目的不是关于钱的问题而
是说明现在做一个冒险 的职业其实也不够，你可以把你工作做得很好，
真心地投入进去，然后感觉自傲，但你不要去想更新它的本质，把它介
绍成一个行动主义活动、文化制作或艺术制作。

策展是一个职业而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人不是自由的而为了一个机构或
一个客户去完成任务。是一个职业，不管是跟机构有关的策展人或是独
立策展人。职业的意思包 括机构权利、安全保证以及做一些活动的权利，
也会包括某种机构作者性但对我来说不包括对一个作品的权利。

其实，与策展工作和艺术制作之间的边界有关的讨论是策展人自己也参
与的一个讨论，像 Michelle White 跟策展人 Nato Thomposon 说：“我
也觉得文化制作者这个说法，除了我们最近的一些特殊情况，更健康也
更诚实来说明策展人的当代角色。这个名 称反映合作的复杂性在一个
展览被安排的时候，这个合作包含收藏家、总监、理事会成员和展厅布
置的可能性之间的一些复杂经济官方系统以及一些管理问题。肯定 超
越策展人／艺术家的关系。同时，在做一些特定地点计划和办展览跟艺
术家合作很重要来制作一些意义，我在这个时候就怀疑了我的投入程度
在美学和概念制作过程。所以，我在想把这个平衡位置叫成制作人是否
危险？ "

有一些艺术家有时候也当策展人，但总的来说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像
工作人员和管理的关系：像工人一样，艺术家认为他们的“管理员”，
就是说策展人，不是很了解他们在控制的艺术，艺术 家认为策展人
很自我也很无知，而且他们不会管理（艺术）工厂也欺负制作人（像
Godard “Tout va bien 一切都好”电影里的香肠工厂一样）。无论如
何真的有很多怨恨，跟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艺术家对评论家的怨恨很接
近。很多艺术家从著名艺术家到年轻艺术家感觉策展权利和自傲缺少控
制。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对艺术家来说很危险。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怎么谢绝一个邀请你参加展览的策展人，但同时感觉这个策展人希望通
过这个合作推广自己，下次是不是就不会被邀请参加活动？即使这样的
活动包含一些社会性和政治性深刻的 意义，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会发
展成策展人属于他代办艺术家作品的作者之一。我真的觉得很多艺术家
肯定认为这样的合作跟一个策展人为了产生某种意义很没有必要。我认
为这样的做法很不受欢迎也无根据的，尤其是如果心理知道这个人是一
个有权利、关系去加入或推出作品。

对艺术家来说，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属于现代和当代艺术史的一个事实。
艺术家从来没有从任何机构或工会工人得到过好处、时间、和改善的工
作条件。艺术家，作为艺术家，一直是 独立制作者，平时没有工资、
失业保险、或合同。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很小心不要把一些艺术能力作为策展工作。以前这样
的做法过去很多，也包括一些总的“文化工作”类型，他们也带一种艺
术学院或文化管理去用他们的想法。如果艺术家被期待谈到社会、经济、
文化等等，没有说过策展人来替代艺术家的能力作为一个社会评论，我
们放弃艺术家角色的评论功能也把艺术的作用缩小。

2. 职业方面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俄罗斯的“艺术家工会”。不过，看
Rodchenko 写的信 就知道这样的工会更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办法：
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工具，这样的理想当时就不包括 Rodchenko 这
样的作品。所以，他没有拿到任何支持而於贫困中死去 . 当时在所谓
的“自由世界”，Mondrian 在纽约也於贫困中死去。两种理想结构都
无法提供任何安全感，不管艺术家是否有名。
90 年代，策展人的声望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跟一些更开放的理想、地
理政治学、经济转移列福特主义或后福特主义有关。好像这个社会位
置上的意义增加跟艺术评论权 利的下降有关，策展人除了在美术馆的
权利也加上去评论权利。也可以说由于 1960 年代艺术评论者的位置太
夸张所以后来变成越来越边缘性。当时对一些评论家 来说像 Clement

如果有艺术评论，艺术家作为主要独占的角色是要保持的。我说独占的
意思，是一些制作条件让艺术家能够决定作品的方向、主题和形式，以
及他们用的方式而不是机构、评论家、策展人、学院、收藏家、画廊家、
观众等等来定。可能这些现在都理所当然，但历史上艺术方面的自决性
一直被宗教、贵族、公共口味等等，反抗。对我来说，这个独占在我们
现在对艺术的理解的中心：一个不可简化的元素被认为成“艺术的自由”。
我想“独立策展人”的上升跟最近 这几年文化领域的私有化平行。策
展人和艺术机构的主要权威来自于代理公共利益以及对观众负责越来越
变成被自我利益控制的私人代理人。所以他们开始用一个有官方特点的
外表，同时也保持某种客观性在判断艺术的时候以及对观众的义务。

我最近意识到艺术制作技术越来越底就是说对观众来说如果放在它们
展览环境外面就越来越难认出展览也变成一个很特殊环境，通过展览艺
术就被看成为艺术。光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把一个东
西放在一个展览里就变成艺术，而不是艺术家自己。 但对我来说这个
看法不对：最需要做的是通过发展新的网络系统以便让艺术跟观众接触
（通过教育、出版、宣传，等等）发展新的艺术空间，而不是坚持已经
存在的艺术机构以及让展览不朽， 就像艺术唯一的命运一样 .

4 －艺术家当策展人
同时，也有很多艺术家使用了策展和主办的一些工作方面， 当策展人。
刚开始是对存在的不合适机构的一种回应，因为机构对艺术家有敌意或
不存在一样引起了 1970 年代很多艺术家自管理空间的创立或者对一个
特殊紧急情况的一个回应，列 ACT UP 和 Gran Fury. 按照 1980 年代
的时候 Group Material ( 材料群体 )，Martha Rosler 和其他艺术家说
明，策展也有时候变成艺术进行的一部分，就像任何社会形式或活动
类型。比如，Martha Rosler 的 If you lived here（如果你在这里生活的
话），就是应对她当时被 Dia 艺术中心邀请来做一个展览而缺少了一个
艺术机构的支持。Rosler 感觉最好的解决方式是把自己的位置调整为
一个策展人／主办方像一种单人机构而不是一个单独艺术家。后来这个
想法的效果变成一个关于房子和无家可归的一系列展览，参加者为艺术

Tout va bien （ 一 切 都 好 ），Jean-Luc Godard
Jean-Pierre Gorin, 1972

家、建筑设计师、行动主义者以及一些群体。整个活动变成一个种子作
品而影响了很多艺术家列 Rirkrit Tiravanija, Renee Green, Liam Gillick,
Jeanne Van Heeswijk, Marion von Osten 等艺术家。
一样，在 Paul Chan 的作品 Waiting for Godot in New Orleans （在新
奥尔良等待果陀 ) 很多人忽略了 Chan 作为艺术家跟作品的关系：他没
有写这个话剧、没有导演、也没有演。背景主要为马路。Chan 艺术投
入主要在花好几个月在一个当地初中学校上课，跟当地社区和组织造了
一些关系就是说，创立话剧制作和话剧受欢迎的主要条件，然后保证拿
到的利益的一部分留着给当地需要的一些地方（不是文化领域）。
我感觉艺术家通 过投入自己在一个平时没有被认为成属于艺术领域的
社会形式和进行范围里能够扩大艺术空间 , 但策展和机构试图重新定一
种艺术的背景或把艺术总结成一个文化制作形式而效果是反过来的：他
们把艺术空间收缩和艺术家的介入能力缩小。
一个艺术家能够追求一种独占性，而为了这么做除了制作作品之外也需
要产生合适的条件以及宣传方式。有时候，这些条件的制作影像作品制
作到自己变成作品了。这些不应该跟策展人职业模糊掉。作为一个艺术
家，我就不会试图给策展人提供一个解决办法；他们自己需要提供一些
跟艺术家独占没有冲突的思路方式。

和

Rikrit Tiravanija, 无 题（ 自 由）, 1992,
303 Gallery, 纽约

Mona Hatoum:
艺术、肥皂以及巴勒斯坦失地
翻译：关超 Le Corbusier 绘画在 Eileen Gray 白墙上 E-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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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勒斯坦工人在堆纳布鲁斯肥皂。
2.Mona Hatoum 作品：
纳布鲁斯肥皂上画了地图。

Mona Hatoum 在贝若特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庭出生。目前生活和工作
于伦敦。1996 年东耶路撒冷的一个画廊总监 Jack Persekian 邀请了
Mona Hatoum 去巴勒斯坦，当时是她第一次去了巴勒斯坦。她现在又
跟 Jack Persekian 合作，在贝若特展出一个用纳布卢斯城市肥皂制作
的新作品。Jack Persikian 在贝若特艺术中心叫了这次活动“Nablus
soap”（纳布卢斯肥皂）。涉及到 Mona Hatoum1996 年在东耶路撒
冷 Anadiel 画廊展出的作品“Present Tense” (“现在时态”，Tense
也是压抑的意思 )。当时作品由巴勒斯坦纳布卢斯的传统肥皂制造的。
贝若特艺术中心办的讲座接近了一个行为表演。 Jack Persikian 边讲
话边投影耶路撒冷、Mona Hatoum 的图片以及一些以色列－巴勒斯坦
相关冲突的地图。纳布卢斯肥皂以及巴勒斯坦失地艺术总监解释怎么
Mona Hatoum 刚开始想到在巴以隔离墙外面做一个装置。她原来打算
按照两个虚线布置一些金属块。让观众刚开始感到迷惑，然后当接近
装置的时候就感到一些威胁感。
Persikian 讲 1996 年 Mona Hatoum 为了来画廊第一次来巴勒斯坦。
她当时住的地方靠近东耶路撒冷的 Damas 门而必须通过古城市场去画
廊：“她每天就买一个当地的传统特色”然后有一天，Mona Hatoum
买了纳布卢斯的肥皂。Persikian 边讲边播放微笑、带着肥皂的 Mona
Hatoum。当她在画廊制作她的装置的时候，她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耶
路撒冷城市以及认识了一些人。有一天，她看到奥斯陆的巴以协议相
关地图［这个 1993 年的协议指定巴勒斯坦的独立］，她当时就意识到

巴勒斯坦的失地。Mona Hatoum 换想法，决定用这个地图作为出发点，
反映这个失地问题。她就想到把这个地图在画廊的地上和肥皂上画出来。
相当于“我把这段历史洗掉”。
Mona Hatoum 就把纳布卢斯的肥皂铺在地上，在上面用红色头的镇
指定地图的轮廓 . 开幕那天来了很多人。一个以色列艺术家问 Mona
Hatoum，如果要比较的话，她怎么会把肥皂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
一起 － 涉及到当时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脂肪经常被用来造肥皂。“
Mona Hatoum 回答 :“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从一个很遥远的角度去看
事情，再也不能比现在远”对 Persikian 来说，这个回答说明 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这段历史对一个巴勒斯坦人和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很不一
样。他很了解这些历史阶段，而他看肥皂的时候就更想到纳布卢斯，过
去几个 世纪这个城市几次被侵入了，而也被以色列打击了。讲座的时候，
Persikian 也说明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和一个巴勒斯坦人来说历史和物
品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两个人民很难互相了解对方的艺术。

« 艺术世界不会改变以色列的政治 »
Persikian 也就说明 Mona Hatoum 改作品想法的象征：从一个通道／
陷进到一个地图。“我后来就意识到 Mona Hatoum 感觉到没有接近和
平的通道，只有墙。” Persikian 总结： “我认为艺术世界不会改变
以色列政治。只有以色列人能改变事情”

市场的力量当我们讨论 艺 术 的 时 候， 讨
论的是什么：关于 Bravo 的 “艺术作品”
文／ Tom McCormack 来源：Moving Image Source 网站 翻译：关超群

在 Jonathan Franzen 写关于当代社会里文学的位置的文章“何必？”，
作者说每次有书试图批评现代社会，针对的读者是本来分享同一个想
法的人，他说：“当代艺术平 台一直提醒我们当艺术家开始讲大道理
的时候，事情变得很糟糕”。这样的评论是那种歧视我们文化里无所
不在的“艺术平台”。艺术好像一直很容易被嘲笑的，而 这个笑声经
常 跟 某 种 反 感 连 在 一 起。 看 Michelle Orange 对 Harmony Korine 的
“Trash Humpers”写的报道：“最后我能肯定 [Trash Humpers] 会
在 Whitney 的白墙上投影的：一个给白种人喝白葡萄酒的背景，自己
很吃惊自己惊讶了。”这个我得承认，是一个很聪明的宣传方式，把
艺术世界跟空白（白墙）、种族偏见（白种人）和古典主义（白葡萄酒）
连在一起。同样类型，Mike Hale 在写关于 Amie Siegel 电影 DDR ／
DDR 的报道说：“偶而 [Siegel] 感到需要证明她从美术学院毕业的”。
我还真不知道一个美术学院毕业的证明是什么样子，但 Hale 好像很开
心电影里这种现象出现得不多。Todd McCarthy，原来 Variety 的记者，
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批评尚卢哥达、贾樟柯、佩德罗科斯塔、贝拉塔
尔以及其他他所谓的“高档艺术精英”电影导 演的文章。“［哥达］

以及其他导演的观众真的构成一个私人俱乐部，只接受一个非常有限的
会员名单”。这个句子很有趣，因为他反映怎么对“高档艺术”的反感
能变成毫无道理地妄想性。那些“私人俱乐部”和“很有限制”的说法
接近苏联政治局风格，感觉他谈到的作品不是公开的一样。如果以上的
例子都跟电影有关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吸引几乎所有的人的媒介，电
影是一个引起最多的文化相关争论关于口味、位置和接受性的媒介，这
种争论也被另外一个主流媒介引起的：小说 （就是 Franzen 提到的）。
在当代道德社会里，流行性也开始有一种道德的感觉。当一个东西很流
行，如果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应对道德上的可耻行为，感觉
大众喜爱带某种解脱功能一样。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只有部分人喜欢的
东西，这个东西变得道德上可怀疑的。我们一直不能接受只有部 分人
喜欢一个东西；这些人变成一个“有限的圈子”、“一个团体”、“一
个生态”、“一个私人俱乐部”。我们就被扔到接近 McCarthy 的妄想
思路方式。对当代艺术的反感也就是这种思路方式的例子和极端情况。
艺术被看成为一种黑按游戏而参加游戏的是除了强调自己位置、没有目

标的自封精英。
当 Bravo 宣传了这个项目：
“艺术作品：下一个优秀艺术家”，一个 Project Runway 风格的电视
节目，我跟很多人一样很吃惊。这个节目提出了几个问题：
1）按照现在当代艺术的海量类型，什么样的艺术家会被选择？
2）他们在这个 节目里会谈到什么：比如，评委会谈到什么艺术问题？
3）观众、记者、等等会有什么样的反映？我的回答就引起了一些更有
趣的问题，比如 1）这个节目有什么奇怪？ 2）为什么电视上谈到艺术
是一个问题？ 3）我为什么会觉得真实电视节目和美术放在一起会引起
一些煽动、分裂和启发人思考的反映？
Gawker 媒体的人，对当代艺术最有反感的人，最早提到“艺术作品”
节目，当时的标为“我们对 Bravo 新节目“艺术作品”保持怀疑。“我
们基本上看 Bravo 的所有的节目但这个肯定不好卖”。第一，他们提
到的问题是：艺术家，不像设计师或厨师一样，他们涉及到的范围太大
了，很难去评论他们。为了回答以上的问 题，我先就不谈这些了。“艺
术作品”参赛者的确用很多不同的媒介，但节目的人处理这个问处理得
还可以而总的来说比赛足够开放来接受不同类型作品。Gawker 列了另
外四种关于“艺术作品”反感的可能性：这些艺术家参与了这个电视节
目以后不会认真地被对待，没有任何艺术世界里的人会看这个节目，当
代 艺术本来是“垃圾”，以及艺术世界是“骗人的”。
可能不算是四个不同的批评，而是一个总的批评分成不同的程度。我
觉得 Gawker 认为不 会有艺术世界的人看这样的真实节目跟他们认为
艺术世界是骗人的有关；这两个信息造成一个难题。关于艺术世界，
Gawker 说：“巴塞尔的乱伦世界和西切尔 西画廊平台都不欢迎外来
的人。他们支持那种排他、威信的感觉以及很多钱足够让人富有。”他
们还说：“艺术世界是骗人的，跟他们造的艺术一样。再也不是创造
一些美学或客观方面好看的作品。”当然，说一个东西“客观上好看”
相当于说一个东西“客观上太红”，但不管大概能理解他们的意思。
Gawker 写，
“我不会去说这个节目里的人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但，真是，
什么样的艺术家会这样参与一个电视节目？”这个句子很有 趣。艺术
和艺术家有什么东西会让这个句子文化上很明确？为什么 Gawker 提出
“什么样的艺术家”会参与真实电视节目？一般来说人不会去问什么样
的商业人 或什么样的厨师或设计师或模特儿或演员，等等，会参与真
实电视节目？（不够有趣的是，可能会有人问什么样的人会参与这样的
节目）。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这个 节目为什么会让人吃惊。有一个总
的想法关于艺术家，人一般来说认为他们是反坑者，他们反坑什么？还
有，有一个总的想法关于艺术纯洁性，但跟什么比较的纯 洁？我觉得
有一个说法构成艺术的当代焦虑。这个说法也构成了 Gawker 的假设关
于艺术家位置应该比这样真实电视节目高也构成了 Gawker 这样歧视艺
术家和他们的世界：市场。
最让人对艺术节有反感、最让人不光不喜欢还恨艺术是艺术超越资本主
义定的市场的说法（经常明显或含蓄的）。说艺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
外一些参数、另外一个系统来判断价值观。这个说法其实在我们的文化
里有一些很深的根。按照这个想法，娱乐是一种商品但艺术不一样。据
一个例子：人去看电影的时候，当有标准数量的东西爆炸、当基本的点
都在，他们可能会说电影还不错。发生了一个交换而观众觉得值得他们
的钱。但当他们被一个电 影感动，他们觉得他们得到一个超越他们的
票价的某一个东西，一个他们无法给一个价格的价值。然后他们会向他
们的朋友说“这个是一个作品”。我们可以说“艺 术”有某一种独特
东西、离开人的供求逻辑。但这个想法的相反一样也有很深的根在我们
文化里。基本上，有一种艺术不可能跟市场无关的说法，说艺术是市场，
然后经常没有原因地花很多钱（“很多，很多钱”按照 Gawker 的说法），
也说艺术世界比流行文化还要可怕，因为认为自己有某种特别地位所以
更小、更偏狭、更沾沾自喜。

艺术和社会相关讨论很容易引导一些错觉而把艺术地位和市场地位连
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个争论分成四种地位或理想模式：a) 支 持市场，
支持艺术，b) 反市场、支持艺术，c) 反市场，反艺术，以及 d) 支持市场，
反艺术。支持市场、支持艺术的人认为艺术属于市场的一部分，而这个
是好 事情因为市场，即使有一些问题，还是民主的、也产生质量好的
东西。一般来说同意这样的想法的人是离开了学术系统而比较成功的知
识分子比如 Clive James 和 Dave Hickey 他们经常对前卫主义有反感
而认为艺术应该更关注观众；就是说，艺术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足够
投入到市场里去。
反市场、支持艺术的人一般来说认为市场很疏远化、很郁闷而艺术尽量
通过评论市场或通过跟市场经济有距离的价值观实例化呆在市场外面。
1940 年 代 和 1950 年 代， 艺 术 评 论 家 Clement Greenberg 和 Harold
Rosenberg 用不同的方式让反市场、支持艺术的概念在知识分子圈子
里无所不在而因为这个原因，尽管他们的一些说法有点夸张，他们的影
响在当代艺术评 论领域里还很大。在学术系统的当代艺术理论家一般
来说大概反市场、支持艺术。但反市场、支持艺术的主要人物是 Lewis
Hyde. 不像很多学术理论家恶毒地去反对市场，Hyde 的书“礼物”(The
Gift) 讲当艺术在自由市场被卖和被买，它同时也在平行的“礼物经济”
也存在。比如说，当我们买 Dostoevsky 的一本书，我们收到一个有礼
物地位 (Dostoevsky 散文 ) 的东西，我们又付钱买具体的一个物品，
但我们买它的时候不像买一个减肥节食书一样。不是说所谓的“艺术市
场”不存在，但它跟我们从一个作品得到的价值观无关。在 Hyde 的看
法，艺术提供的礼物经济色情本质当市场经济的保守逻辑本质的纠正。
反市场、反艺术的人就什么都恨。他们认为市场让人很郁闷同时认为艺
术很可怕因为太投入到市场里面。当然这些人跟支持市场、支持艺术的
人之间的关系不怎么样。大部分知识分子太不 稳定所以不会参与反市
场、反艺术的理论，但很多煽动情绪，列 Pierre Bourdieu, Bourdieu 用“文
化资本”这个名称来描述怎么趣味被用来在社会里创立一个地位。你对
某些物品有偏爱这个被看成为“文化资本”，跟其他资本一样偏爱给你
一个特殊的社会地位、提供社会迁移性、引导有权利的位置；或，相反“低
级趣味”会让你困在社会里或会造成一种玻璃天花板。整个喜欢和不喜
欢、跟东 西有关系的生意变成市场，一个由各自利益控制的平行市场。
据我所知，没有支持市场和反艺术的伟大知识分子，这个看法一般来说
认为市场很好而艺术很垃圾。找这样的例子也不会很费劲，其实反对前
卫主义以及认为艺术市场太小的支持市场、支持艺术的人已经进去这样
的思路方式。一般来说人也不是那么 清楚地属于一个类型。可能有人
会用反市场、反艺术的感觉来批评 Jeff Koons 把他说成一个行商的玩笑。
个体会按照他们对某一个作品的感觉和当时市场的情况调整自己的看
法，这些看法在我们的态度对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位置很重要。
“艺术作品”是这些看法的一个战场，不光因为真实电视节目本来是市
场的产品而且这个节目的比赛是市场的提喻法。这个就说明很多关于
Gawker 对这个节目的反应（好像是大部分人的反应）。有一种讽 刺
关于“什么样的艺术家”会参加这个节目，因为平时人认为艺术家是反
市场、支持艺术的人。也有对整个项目主题的讽刺因为平时流行话题跟
支持市场、反艺术和 反市场、反艺术感觉是混在一起。并假装反市场、
支持艺术的艺术家傲慢、沾沾自喜态度引起的反应强调这些感觉。同
时，我觉得人一直期待艺术家是反市场、支持艺术的人，所以会有“什
么样的艺术家”这种问题出现。当艺术家不是反市 场、支持艺术的人，
我们感觉我们被欺骗了。整个关于艺术和市场的争论属于一个更大的讨
论，就是我们是否有抵抗市场吸引力的价值观。
这种讨论不尽尽涉及到知识分子小圈子理论，或马克思主义老师和
Friedmanite 同事之间的讨论。据一个例子，在 Salon 杂志里，策展人
和评论家 Glen Helfand 问 对“艺术作品”的总歧视是不是反映对美国
中部的歧视。另外一个人（马甲叫 Conversing with a hairdryer）回答

说：“艺术生意是一种生意。它包含品牌、营销、聊天、性和所有的生
意世界平时需要的东西。”马甲 Vibrocount 写：“艺术 世界是关于钱。
当艺术家知道和接受这个，他们在画廊办展览。好艺术很少是一个原
因。”马甲 Bernbart 加：“艺术不应该在一个比赛环境做出来”。然
后 jhillr64 写“我认识很多对自己作品很认真的艺术家，也认识很多对
艺术很认真的画廊。。。两变都很清楚最后游戏的效果是什么。。。卖
作品为了赚钱 ？”
在 Salon 杂志上，Heather Havrilsky 的“艺术作品”的看法这样开始：
“我羡慕艺术家。但我还得想，这些充满理想的小白羊这样跟真实电视
节目的肮脏、屠房混在一起，这样让肉商把他们的狂言切掉，把他们的
大摇大摆态度撕下来，把他们的脆弱自我撕破，是对吗？当然是的，他
们就应该这么做。” 我们应该怀疑 Havrilesky 关于羡慕艺术家的说法
她好像也只歧视他们。她要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小白羊”），
要么很恶毒（“狂言”、“大摇大摆态度”、“脆弱自我”）。但她证
明她很流行，因为 即使“艺术作品”变成她最近看得比较多的节目，
她只歧视艺术家和真实电视节目，把它描述成一个“切”、“撕破”
的“屠房”。她后面写“我可能会觉得评委的 评论不公平或傲慢或很
烦，我可能会忽视 China Chow 的角色，一直强调自己是在一个“在一
个收藏家家庭出生”的贵族（嘿！我自己也是，我的奶奶收藏奶酪盒和
橙汁瓶盖！），我还很开心我没在一个艺术画 廊里，穿着高跟鞋、跟
一帮无聊的、带着句贵围巾的人喝着白葡萄酒。我很开心我不用弯着背
以便看布上的画点，我知道我也就像这些傲慢、做那种批评家表情的傻
瓜。我不用去听“这个颜色真的很有感觉！”或“这个有点让我想起
Vermeer 这种黑暗色。”或其他这种 101 美术师呕吐物。
艺术到底有什么东西让我们那么讨厌艺术爱好者？有一些很有趣的片
段。有一个是批评电视，说电视提供一种社会的替换以及把一些其他社
会情况插入到观众的生活里 去。可以回答，人当然知道真实生活和电
视的区别，然后没有人会试图去互相换这些。但 Havrilesky 说她在追
求替换这两种情况而这个让她很满足。她提 到她很讨厌的一个社会情
况（在一个艺术画廊里）然后说更接受电视节目的选择（艺术作品）。
那么回答 Havrilesky 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讨厌艺 术？”我们可
以先说文章明显地反映 Havrilseky 谁和什么都恨。所以这个是她喜欢
看这个节目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享受看艺术但不用去喜欢或承认。你
不用喜欢这个节目（是真实电视！），你也不用喜欢艺术，你不用喜欢
参赛者（他们原来参加这样的真实电视也是为了狂哭！）你也不用喜欢
评委（他们要么很“傲 慢”要么很“烦人”）。
“艺术作品”的主人是一个艺术收藏家、导师是一个拍卖商、其中一个
评委是一个画廊家和一个画廊总监都不是很让人吃 惊的事情；大部分
参与艺术品买卖的人因为心理需要都是支持市场，支持艺术的人。唯一
的节目比较成功的地方是让 3 次获得普里兹奖的 Jerry Saltz 作为评委。
但任何了解 Saltz 文章的人也不会很吃惊。Saltz 的经历是一种对艺术
厌世、切合常理的态度，跟人说任何人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当艺 术家。
节目的其中一个任务之一也是让艺术讨论看上去好玩，而这个就是基本
上 Saltz 一直在做的事情。
“艺术作品”的评委通过一些简单的 片段（像广告一样）被介绍，最
后变成一个很模糊的效果。导师 Simon de Pury 说“我看艺术就有一
种物理反映。我一般来说能够在一秒种以内判断一个作品是否好”。这
样的说法就是给观众听，让他们感觉是一个很容易接受的东西， 是一
种策略 : 以追求轰动效应为特点的 . 讽刺的是这样的轰动效应也是一
种势利的形式。这段话里好玩的是没有多少当代艺术相关信息。还不用
说这样去评论“优秀”的艺术很不好，连这样评论“好”的艺 术也不好。
比如，Andy Warhol 的 Brillo 盒子就是 Brillo 盒子的一某一样的复制品。
De Pury 要么会说 a) 这个不是好艺术或 b) 所有的 Brillo 盒子是好作
品。当然，这个也是 Warhol 玩这些问题的做法，但我们都不用通过这
样 Warhol 的列子去理解 de Pury 的可笑性。

De Pury 怎么会去想关于独创性相关问题？一个衍生作品，甚至于一个
盗版，在 de Pury 世界里会一某一样（而且很危险，因为他通过独创作
品拍卖作品赚钱）。这种轰动效应追求明显地针对反艺术的人，让他们
平静一点。
其 他的宣言就听上去没那么可笑，因为他们说得比较少。Saltz 涉及到
浪漫主义：“艺术是一种给外面的世界看内部世界是怎么样的。”Jeanne
Greenberg Rohatyn，平时说话方式很特意地带强调性。感觉她每次说
话很累一样：“我只是在找一个让我好奇的东西、让我迷茫的东西，或
给我惊喜的东西。”够公平的。然后 Bill Powers 一直需要斗争去说最
基本的话，说“我们在找一些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世界的艺术家”。
这个节目的娱乐 部分不是艺术相关的乐趣，而是真实电视相关的乐趣。
作为市场的提喻法 , 真实电视比赛节目提供一种有趣的分析和投机方
式。在最痛苦的那一集，参赛者被集合成两个团队来创造一个公共艺术
作品。De Pury 向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但是明天
你们都会单独地被批评。”这个句子反映当代工作场地的疯狂性 : 你原
来合作的那些人，也跟你比赛 来推广自己。在这些展览，参赛者应该
是很好的朋友、支持人、但也是对手、敌人。你的“成功”不光依靠你
在这个比赛能去多远（这个是公布的目标），但也依靠 你对观众能引
起的吸引力（这个是暗示目标）。最后节目也就在考验参赛者的划分能
力；在生活的地方装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然后最后把他们踢出去；
或者， 如果你跟其他人不是好朋友的话就当坏人。
在 Slate 杂志里，Troy Patterson 说出一个很有趣关于“艺术作品”参
加者的挑衅：“知道他们每个艺术家在知觉和本质上是波普的孩子。他
们每个人进行创造过程、完成作品和 做行为像一个给销售者的套餐一
样。他们都是操作员。。。”我们在讨论艺术和市场的时候提到波普艺
术和沃霍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沃霍尔没有提供艺术／市场 谜语的
解决方式，他把问题冷漠地、残酷地戏剧化给一个讽刺的观众看。效果
是观众在沃霍尔的作品里看随便他们想要看的东西。支持市场、支持艺
术的人认为现代 世界里的艺术不但是做有趣的物品也是一种利用媒体
的方式。反市场、支持艺术的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空虚的评论很粗糙。
反市场、反艺术的人也用一种虚无方式看 这些。支持市场、反艺术的
人在这里面看艺术世界堕落的证明。
我不能肯定我是否同意 Patterson 的说法关于参赛者是波普的孩子。有
一个很悲剧的东西关于“艺术作品”，参赛者不一定拥有那种“波普孩
子”的讽刺诡辩。他们不光想要卖自己，他们想要“进步”，想要“发
展”，而经常投入自己做 好作品。
最悲剧的时候是当一个参赛者问了评委：“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你
们作品里希望看什么？”Jerry Saltz 像一个父亲一样摇摇头，而 Ryan
McGinness 说“你问建议就不对了”。像诱转广告一样！你不可能又
当对艺术家的评委而说他们因为他们希望知道你的趣味。但这个时候就
看得出来评委对 那种市场逻辑不舒服 他们很失望被利用为一种“市场
调查”。
最痛苦的时候在第 7 集。China Chow 向参赛者说，“这次比赛你们要
去挖一些很深的记忆。我们想要请你们做一个跟你们当艺术家的第一个
经验有关的作品”。这个比赛反映起码两个很多人希 望在艺术里看的
感觉：暴露和脆弱性。但这种感觉如果是自然地表达出来才真的有意义，
是不是？
让一个艺术家去做关于自己儿童的作品相当于一个夫妇医学家命令你
的男朋友、讲关于自己父亲的问题。没有任何其他目标才能感觉到脆弱
性。如果你跟我讲你的生活的失败经验以便让我上床，那么真的没有太
大意义。
但我们能不能真的忽略目标？这个问题不就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问题，
我们的生活不是完全被我们的无意识目标收到控制？马克思的资本主

义、弗洛伊德的思路、 傅科的权利，等等。我们不就是按照各自利益
去做事情，而我们的利益不最后也不就很庸俗：什么地位、性和控制？
艺术家不是最后真正地尽量赚钱？或作乐？或证 明他们的优势？是否
真的可以免费送东西？
不管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被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看艺术的方式像失

去了对爱情信仰的新情人：我们收到的吸引力没有收到理性思想的影
响。我们说艺术世界是骗人但我们的某一个部分也不得不怀疑什么样的
艺术家会参加 真实电视节目欺诈？我们希望从艺术拿到一些没有任何
目标的经验。就像一个绝望的情妇或一个无可救药的求婚者，我们安排
一些地下约会希望这次他真的会喜欢他的老婆或她不会把手再缩回去。

2011 年
威尼斯双年展不完整名单
来源：Artinfo

翻译：关超群

法国

德国
C h r i s t o p h
Schlingensief， 由
于先是导演才是艺
术家，所以为 2011
年威尼斯双年展原
来做的计划比较特
殊。 德 国 官 员 说
他们打算重新考
虑 Schlingensief
为德国馆做的原
计 划， 看 看 是 否
能 实 现。 德 国 馆
德国 Klink and Bank, 2005
策 展 人 Susanne
Gaensheimer 说他“已经很兴奋地想了很多主题和细节”。今年初，
Schlingensief 描述这个荣誉成一个“荒廖惊喜”, 而说他“在不同的领
域工作过，当过电影、戏剧、歌剧导演、制片人、艺人、人、也包括病
人和耶稣，不用提政治人和演员”。 这个选择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
Gerhard Richter 说这个选择是一个“丑事”。Schlingensief 去世了之
后，Gaensheimer 写：“我们现在得平静地谈事情然后看”。德国馆
由 Ernst Haiger 设计，1938 年由纳粹政府开幕了。这个现象就引起了
一些艺术家的对应。比如，Hans Haacke 1993 年展览包括了希特勒的
一个大照片。

Christian Boltanski 会代表法国在
一个由 ( 以前蓬皮杜艺术中心总
监 )Jean-Hubert Martin 策展。这
个艺术家重要作品为诡异、黑暗装
置，经常关注孩子和一些对世界的
酸性角度。他有一次跟一个人说
“我们有一天是主题，跟我们的虚
荣、我们的爱情、我 们的担心，
然后有另外一天我们突然就变成
一个物品、一对垃圾。”法国会在
法 国 馆 祝 贺 100 年 历 史。 法 国 馆
1912 年创立、由 Faust Finzi.

法国 Les Registres du Grand-Hornu, 1997, Installation
英国

加拿大
加 拿 大 选 择 了 综 合 媒 介 艺 术 家 Steven
Shearer。1968 年 出 生 的 Steven Shearer 最
近这几年参加的展览不多，2008 年跟 Daniel
Guzman 在纽约新美术馆参加了一个展览。加
拿大国家画廊总监 Marc Mayer 说“在他的波
普文化表面下面，Steven Shearer 作品其实很
复杂也有洞察力”。Shearer 合作画廊包括美
国美术、意大利杜林 Franco Noero 画廊和瑞士
苏黎世 Eva Presenhuber 画廊。加拿大馆由意
大利建筑设计公司 BBPR 1958 年设计。加拿
大自从 1952 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加拿大 Steven Shearer, ‘Man Sitting’ (2006)

英国“The Coral Reef”( 珊瑚礁 ), 装置 , 2000 年

英国文化
协会选择
了装置艺
术 家 Mike
Nelson 来
由 Edwin
A l f r e d
Rickards
设计的英国
馆 展 出。
Nelson 主
要作品为一
些大规模装
置，两次列
入特纳奖决

选名单以及参加了一个 2001 年双年展的时候的一个群展。2008 年，泰
特美术馆出售了他的一个作品 , “The Coral Reef”( 珊瑚礁 ),2000 年，
这个作品将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在英国泰特展出。Nelson 的展览可能
会比过去 Steve McQueen 2009 或 Tracy Emin 2007 复杂一些。

关于 The Coral Reef (“珊瑚礁”)
进入 Mike Nelson 的“珊瑚礁”相当于进去一个平行世界。房间、门、
走廊都露出居住和时间的痕迹。这些痕迹反映互相冲突的理想和信仰系
统。Nelson 世界涉及 的主要人物与政治和经济中心无关，而是脱离全
球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人。作品题目涉及到黑暗表面以下的复杂、
脆弱系统像珊瑚礁一样在正统性海以下。

冰岛
Libia Castro 和 Olafur Olafsson
( 不是 2003 年代理丹麦的 Olafur
Eliasson) 会 2011 年在冰岛馆展
出。 他 们 从 1997 年 开 始 合 作。
Castro ( 西 班 牙 ) 也 属 于 那 种
代表一个跟自己国籍不一样的国
家（去年德国馆也一样被英国艺
术 家 Liam Gillick 代 表）。 冰 岛
1960 年开始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今年是冰岛馆的 50 年周日。
冰岛 Ferdinand 的神话 , Malaga, 2002, 摄影
网站： http://www.libia-olafur.com/

爱尔兰
2011 年威尼斯双年展各国策展人任命又有新进展，爱尔兰刚刚任命
了雕塑家古尔邦 • 沃克（Corban
Walker） 为 2011 年 双 年 展 的 艺
术大使。沃克的作品以大型雕塑
和装置著称，经常使用玻璃片。
最 近 在 曼 哈 顿 下 城 的 LentSpace
和切尔西 FLAG 艺术基金会举办
的 沙 克 • 奥 尼 尔“ 尺 码 很 要 紧”
（Size Matters）展上都收入了他
的作品。目前正在展出的包括温克
勒曼策展研究实验室的“沉思的反
射”展，该展由画家乔伊 • 加内特
（Joy Garnett） 策 划。2009 年 爱
尔兰的代表是艺术家莎拉 • 布朗
（Sarah Browne） 和 加 雷 斯 • 肯
尼迪（Gareth Kennedy）。
曾 任南都柏林郡议会艺术官的佩
斯画廊总监艾米丽 - 简 • 柯万
爱尔兰 Zip, installation, 2004
（Emily-Jane Kirwan）被任命为爱
尔兰国家馆的政府专员。

艺术家网站：http://www.corbanwalker.com

以色列
以色列艺术家 Sigalit Landau 被
以色列运动部和文化选上来代
理 以 色 列。Landau 2008 年 在 纽
约现代美术馆做了一个个展（由
Klaus Biesenbach 策 展 ）， 她
当时展出了一个很迷人的录像，
拍了自己跟西瓜漂浮，以及一个
录像跟自己玩一个刺铁丝呼拉
圈。1995 年她获得了 Wolf Fund
以色列 Sigalit Landau, 铁丝呼拉圈 Anselm Kiefer 奖，专门推广年轻
, 录像 , 2003
艺术家她当时 26 岁也获得了以色
列文化部的奖。由 Zeev Rechter
设计，以色列馆 1952 年被创立了，它有三层构成的。1966 年由建筑
设计 Fredrik Fogh 调整。.

意大利
意大利文化部长 Sandro Bondi 选择了 Vittorio Sgarbi 作为意大利馆策
展人。他原来当意大利文化次长，他 2002 年由于试图选择澳大利亚
出生的美术师家 Robert Hughes 作为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引起了很多
批评。他也因为说当代艺术是一个“专政”，所以受到媒体的关注。
Sgarbi 有一次跟记者说：“我经常战斗 我所谓的‘艺术嘿 , 社会’我
支持少数派，我支持多元论”。.
日本
日本艺术家束芋 ( 原名田端绫
子 ) 被选上来在第 54 届威尼斯
双年展代表日本。日本馆策展人
为大阪国家美术馆策展人 Yuka
Uematsu。35 岁 束 芋 主 要 作 品
为一些录像投影，内容为把传统
的木头浮世绘 转成怪异、光亮
环境。艺术家也经常用不同的媒
介，也关注漫画，用一些跟家里
日本浴堂 , 录像装置 , 2000
平静有关的影像 － 一个假的幻想 －
去引诱观众。她在艺术节会展出一个关于“穿越 - 加拉帕哥斯特征”
主题的作品，这个特征的现象为一个国家为了针对全球化的特意退出。
2001 年束芋是参加横 滨三年展的最年轻艺术家，2000 年获得了 Kirin
当代奖。纽约 James Cohan 画廊公布了她会在 2011 年威尼斯双年展
代表日本。
新西兰
新 西 兰 艺 术 家 Michael
Parekowhai 被 选 上 来
代 表 新 西 兰。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杂志写：
“最近这几年最合适［的
决 定 ］“。Parekowhai
2001 年 获 得 新 西 兰 艺 术
基金会奖，也在奥克兰大
新西兰 Kapa Haka 保安，雕塑，2003
学 Elam 美 术 学 院 当 副 教
授。他的雕塑由找到的物品构成 － 经常含一种幽默的效果。去年，新
西兰馆展出了 Judy Millar 和 Francis Upritchard, 引起了 114,000 观众。

解密“今日猛于虎 II”

他们掌握着自家球队的胜负之数，在半场休息的时间告诉家人或朋友，
下盘该追谁，终场比分押几比几。即使这样，他也未必会赢，因为赌博
公司比他的控制能力更强，赌博公司还会用金钱把他打倒。
在巴西的和阿根廷的贫民窟里，顺处可见光着脚丫踢球的孩子；在非洲
的热带草原上，我见过一个骨瘦如柴的黑人孩子，球性赶的上马拉多纳，
可他告诉我从出生一直到十二岁才真正穿上足球鞋，他唯一的愿望就是
到欧洲踢球，五大联赛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但他没有去成，他因为
长期营养不良患上了白血病，13 岁不到就被埋到草原的沙堆里。
被球探“经纪”到欧洲的球星们并不是每个都成为罗纳尔多和巴蒂斯图
塔，有些坐上两年冷板凳，踢不上几场球一年挣不了几万欧元，可一旦
成为赌博公司的“眼线”，他的收入将成倍的增长。他本人拿着赌博公
司提供的黑金，给朋友提供赌博公司的情报再添一份，财源滚滚，上场
的欲望就越来越小厂。他的黑金从那里来？赌徒的投注经过赌博公司的
运作所得来的赢利，比不上球星公开的年薪和奖金干净，但至少是摆脱
了贫穷。
什么是伸展式赌博
伸展式赌博近年来越来越流行，尤其适合于渴望以少量投资获得最大回
报的赌徒。
伸展式赌博的计算方法在赌博领域中可以说是最刺激的一种，因此，其
危害也就越大。
赌徒能够从第一个进球。每一个红黄牌？。每一个角球中获得不同的收
益或损失。这与固定率赌博不太一样，伸展式赌博更加危险‘。
伸展式赌博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方式。玩伸展式赌博要求赌徒必须有足
够的支付能力。提供伸展式赌博的公司通常需要赌徒先在该公司存一笔
押金。而且确定你的可能损失不会超过所有的押金。
一般来说，伸展式赌博不适合于普通的赌徒。因为伸展式赌博的确非常
“危险”，当然如果你蠃得多、蠃得快，同时能够负担得起损失的话，
伸展式赌博是提供这种刺激的最佳赌博方式。
郑国谷书法
固定赔率赌博的？点就是固定 (fixed), 你在进行下注前已经能够知道
准确的收益或损失。
外星人踢飞盘口
世界上的球星都喜欢往欧洲跑，因为欧洲钱多，还因为欧洲的赌球公司
多。有赌球公司，球星挣钱会更容易。我认为球星里有好多“赌星”，

亚洲盘玩法（ASIAN HANDICAP）
同亚洲人发明了麻将一样，在足球博彩方面亚洲人亦发明了独特的亚洲
盘玩法。在投注方式上，网上足球博彩横扫了电话足球博彩和现金足球
博彩，而在赔率和盘口的计算方法上，亚洲盘玩法（ASIAN HANDICAP）
作为一种新锐的足球博彩方式已经可以与传统的欧洲盘玩法（FIXED

ODDS）分挺抗礼。
根据国际体育赌博协会的 2000 年统计数据显示，无论输中国澳门和
新加坡的合法足球博彩业，还是东南亚非常盛行的非法赌球业，其中
98.5% 采用的是亚洲盘玩法。亚洲赌徒对欧洲盘玩法压根就不感冒，东
南亚地区的足球博彩交易额占全球足球博彩交易额总量的 40%，而且潜
力巨大，这使得许多盯着亚洲这块大蛋糕的欧洲足球博彩公司纷纷增设
亚洲盘业务，比如威廉 . 希尔和 INTERWETTEN 酒增加了亚洲业务，丹由
于对亚洲盘玩法熟悉程度不够，其亚洲盘只有半球或半球倍数的让球，
所以欧洲足球博彩公司尚未对亚洲地区的非法赌球业构成威胁。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业已火爆的足球博彩业无疑是一次革命，加上
手机 WAP 功能的逐步普及，使投注者随时随地可以下注。国际体育博彩
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已合法注册的体育博彩公司已经逾千（其中
95% 设有足球博彩项目并有自己独立的 制作精美的投注或投注参考网
站），这还不包括各式各样不胜枚举的非法外围（粤语，即地下赌场的
意思）赌球公司，作坊和网站。
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可以反映足球博彩的疯狂程度：

陈再炎书法
下面来详细介绍一下亚洲盘的玩法。
赌球猛于虎
（1） 亚洲盘
亚洲盘的英文名简称为 ASIAN HANDICAP，亦称为 HANG CHENG , 是通
过让球让比赛双方实力均衡的一种足球。博彩方法。其核心是让球率
（HANDICAP），而让球率俗称盘口。相对于欧洲盘的固定性，亚洲
的盘口具有波动性。
（FLUTUANT），赌徒实际投注时的亚洲盘盘口与博彩公司先前开出
的初步盘口（基本盘口）很可能有很大出入。亚洲盘的另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是赔率（通常也称为折扣），英文简称为 ODDS 或 PRISE ,
国际足球博彩简述
一、 现状
国际足球博彩，简单的说就是根据各个国际足球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对
全球的各种足球赛事进行的博取彩金的行为。当今国际上足球博彩已掀
起狂潮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现择其要着简述之，以管窥全豹。
（一） 火爆疯狂的程度
根据总部设在拉斯维加斯的国际体育赌博业协会、英国博彩独立仲裁委
员会 the lnde---pendent betting arbitration service (IBAS)\ 网络博彩委
员会 the Internet Gaming Commission (IGC) 这三家国际博彩也三巨
头提供的 2001 年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足球博彩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体
育博彩方式，有 4 项指标可以说明足球博彩火爆疯狂的程度：
1 经常进行足球博彩业的投注入口（不包括赌外围球的人口）达到一亿
人以上。
2 足球博彩涉及的范围和项目多种多样，而每个项目的玩法亦花样百出。
3 进行足球博彩渋及的金额达到 1000 亿美元（更为庞大非法赌球金额
未计算在内）
4 足球博彩网站的点击率仅次于色情网站，网上报注成为 2002 年全球
网络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二）飞速发展的足球网站

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这个直径 21.6-22.6cm，压力
0.6—1.1 个大气压，重量 396-453 克，由 12 个五角形和 20 个六角边
缝制而成的足球，更能让人痴狂不安，忘乎所以，让人兴奋快乐，喜出
望外，让人痛苦焦虑、乐极生悲，全心投入的了
它突破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种族差异，几乎在所有的国度受到喜爱
和推崇，在全球它带动了上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值，并且以每年超过 2 位
数的速度增长；在中国，它也是未来最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之一，这一点
从去年的十强赛期间沈阳五里河的疯狂可见一斑。
阳光下面有阴影。巨大的利润就像一块香甜可口的奶酪，在吸引着正牌
食客的同时，也会招致苍蝇蟑螂之类害虫的“光顾”。赌球，又称“赌
波”，就是这样一支苍蝇。
笔者早就听说过赌球，1997 年刚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记者
后就听说过。5 年光阴似箭，再来调查采访，其规模达到的惊人程度还
是绝对出乎意料，可以说被惊着了。
整个世界杯期间，中国足彩的销量为 8 亿元人民币，被有关人士沾沾自
喜地成为天文数字，但在同一期间，仅广东赌球底下投注额就有 200 亿
之巨。而成都、北京、上海、沈阳、长春、武汉、湖南等地，赌资亦达
数亿。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湖南郴洲，经由体育局出面组织赌球。在公安
部门的一次突击性搜查中，当场缴获现金 300 多万，总赌资达 1000 多
万元。而在武汉，6 月 26 日，警方一举端掉的一个“赌球公司”，其
交易总量竟然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杯期间，警方共摧毁赌球
窝点近百个。其涉及人员之多，赌资之巨，均是前所未有的。这仅仅是
冰山一角。
赌球猛于虎，笔者采访过一个通晓各类赌种和技术的“老赌徒”，他曾
感叹的说，在所有的赌博中，只有赌球这种方式最刺激，最有意思了：
“他妈的赌球比女人更有魅力”（“老赌徒”语，本书在后面的章节中
将介绍此人）。他是以哪些人性的弱点为基础而如此有“魅力”？

精华

艺术家最后的阵地 :
人文主义
一、挤压在社会中的艺术家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自然状态下热只能从高温物体转向低温物体，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如果要逆转必须通过外部做功。

“如果没法被吸收，就会以破坏的形式达到新的平衡”。后来 1789 年
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人民把他们的皇帝推上了断头台，这是破坏的极端
表现。这，同样与布鲁诺的遭遇形成对比。

这就可以说明人们会不自觉地从比自己更有知识的人那里获得知识，而
要从貌似“不如自己”的人那里获得知识需要一个自觉的主动行为，须
要外部的功才能实现——即谦逊。
这一定律对于社会学的启示还有那些呢？
石青在“低级景观”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对此问题有所涉及。
石青装置作品 2
系统就是体制，如果体制内某股力量的涌动对体制的稳定造成足够的压
力，那么体制的应对策略将“至关重要”。

石青装置作品 3
石青装置作品 1 火山
我们看到石青以火山爆发为主题设计出的装置，应对火山喷发，采用疏
导岩浆进行分流的策略，其结果是岩浆从别的地方流出来。这个例子暗
示，社会系统 [ 体制 ] 内的力量在涌动的时候，系统如果不能“消化”
这些力量的话，“火山喷发”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喷发的方式来达到系
统的新的平衡。这个过程中破坏往往具有破坏性。

在石青的作品中自然科学定律可以通过一个桥梁来过渡到社会学，那就
是石青的装置作品 2，这个作品上部分是山，下面是具有传统意义的古
罗马的引水桥。自然与人文的过渡性思考在这个作品中得以体现，因此
石青说：通过破坏的方式来平衡 [ 见作品 3 罗马引水桥）。

石青说：“当体制内出现一些力量时，体制就应该把这些力量吸收。”
1678 巴黎科学院曾向社会征集论文，要求能说明光的性质，征集的初
衷是要进一步讨论牛顿提出光微粒学说。惠更斯应征向巴黎科学院提交
了他的光学论著《光论》。然而惠更斯论述了光作为一种波并详细论
述了这种波的一些性质，这与当时已经名声显赫牛顿的微粒学说并不相
容。科学院还是小心地将论文先给牛顿过目。
最终惠更斯获得了当年的大奖，理由是：“该年轻人严谨而出色的论述
了光的一些性质”。
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惠更斯自主探索光的性质，而巴黎科学院也没有
因为惠更斯的理论与当时的权威相左而忽略其价值。这，与布鲁诺的遭
遇形成对比 [ 当时 70 多年前 (1600 年 )]。这种语境下这种差异是指人
文主义。

石青装置作 3 局部

二、做空艺术的艺术家
人文主义触及到了社会体制的时候却不会像科学界那样冷静，石青说：

陆兴华先生前几日在《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当代艺术？ - 陆兴华讲稿 胡志明小道》[ 文见 Art-ba-ba 论坛 ] 中称有一些现代艺术家在“自我
做空”[ 即通过艺术实践来陈述艺术实践自身价值的自我消减，笔者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在后现代纷纷做空现代的今天，并置多空筹码，而
石青这次展览的作品则是一次自觉的“做多”行为。

石青说：“这些绘画都是地质考察的一些手稿，这些手稿和地质考察是
一体的，是一个整体”。

因此在石青看来，在社会的体制中，艺术应该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
在仅仅艺术圈自给自足的小循环。

石青做多的是：单纯的探索、结构性联系和思考；
当“科学”变成“科技”之后，“手稿”也就变成“绘画”了。我想石
青也许不希望“当代的艺术”还是“当代艺术”。

石青做空的是：工具理性、功利主义。
石青的系列绘画 Geography before politics，试图再现了一系列地质考
察中的手稿形式的绘画。这些绘画作品并不是为“艺术”而作，而是作
为地质科学考察的记录形式之一。提示我们想起达 • 芬奇关于植物学、
解剖学、机械和建筑的手稿；也提示我们想起，远古的陶器即是当时的
炊煮和生活用品；和简约优雅的明式家具。我们再看看今天的艺术，是
否会有一丝反思呢？陆兴华先生明鉴的是——正是做空？

显然根据石青关于社会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同构解释，石青在思考社
会体制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当下的敏感话题。正如陆兴华所言：当
代艺术是关于“当代”

的艺术。石青与还在跟空的艺术家不同的是，他已经找到了做多的内容
和理由。

三、赌徒和疯子一样的艺术家
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的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几种精神：

绘画作品：聚水

1，独立思考；
2，不断地探索；
3，跨越时代和非时代的禁区；
3，被批判和自我批判；
4，以不同的形式展示他认为其他人应该知道的事情。
我们看到，前 3 点和赌徒差不多。赌徒的绝望一定是没有资本，而不在
于输掉多少钱。这是一份狂热。而当代艺术家唯一担心的也是没有创作
品，而不管他的作品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批评。传闻某位当代艺术家目前
唯一的希望就是房子尽快拆迁，这样就可以有资本做更大的作品。
“我认为中国艺术家除了没有钱，没有大的工作室，什么都有，而且什
么都是最好的”[ 顾德新，1989 年 8 月 6 日，见《85 新潮：中国第一
次当代运动》]。今天，这种没有钱和工作室的状况在资本运作和媒体
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有所改善。没有变的是艺术家的赌徒精神。

绘画作品：矿石

前面列出的 4 点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家和疯子的行径差
别甚微。在某一时期艺术家就是疯子。如果这样的话，前面说的布鲁诺
就是疯子，因为他居然想证明地球不是众星之中心，达 • 芬奇也是曾被
认为是疯子，因为他居然锯开人的头颅只为找到“灵魂的居所”。想必
梵高的出现为艺术家是疯子提供了压轴性证据。

艺术与物性，第一部分：
布勒东的球与杜尚的胡萝卜
来源：e-flux 翻译：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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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view of the “Good Design”
exhibition at MoMA, 1951–1952.

现代艺术中，逐渐增长的与日常用品相似的艺术物品进一步冲击了艺术
与其在艺术与物性之间建一堵墙，艺术品应当被分析为如此一头科幻的
怪物。假如物体被命名或归类，部分系统的物体，物性对如此规定性的
物体属性是抵制的。假 如我们将艺术品看作或多或少于其他形式的物
品，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夸大或盲目崇拜这些区别的一种动机，而是
看做一种远离分析艺术品与其他物体之间复杂交 错关系的立场，并且
是将检验这些艺术品看作是对这种关系的质疑与转换。
物性在现代理论中的主要倡议者是布鲁诺 • 拉图尔，针对此他揭示
为“二元论可怕的漏洞”，这种说法标志了现代性。现代性傲慢的项
目是基于社会与自然，主体与 客体的二分法的。这使现代“纯粹的艺
术”成为可能，主体的胜利，自然的归属以及思想深渊的非现代。但是
在这种纯粹的二分法之下，存在一种否认持续性的混合 型的网络，现
代二进制，“批判性”思想通过对这一持续性的否定而存在，这个“半
客体”与“半主体”的词是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或处于这两个极端
之下。 “在这一独立的特性下，现代区别于前现代：他们否认对诸如
半客体之类的进行概念化。在他们的眼中，混合产生了恐惧，而这种恐
惧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以 疯狂净化的方式进行避免。”就像所
有的好的漫画一样，拉图尔对于现代性的描绘同样在形态上体现出某些
特点，甚至夸大了清晰性。而且，像所有好的不好的漫画一样，它是单
方面的，是自我 服务的。如果我们仔细观看现代理论以及艺术实践，
那些重要的逃离于主观与客观的静态二分法的尝试是十分明显的。重新
对这些进行检验将有极大的乐趣——这不 是为了创造某种通向呈现担
忧的梦幻古老的线路，而是为了对各种时间的局限与不足的潜力形成回
应。例如，对杜尚式的现成品做矛盾性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专注与 现
今的争论——使这样一种历史现象转变为当今一种不合时宜的干预。例
如格林伯格与纽曼这样的评论家与艺术家对现成品的拒绝被描绘为一
种对于种类塌陷的害怕，一种对于身份性，以及艺术品变为另一种普通
物品的害怕。除了这种 我们认为保守性的批评之外，19 世纪 60 年代
兴起了另外一股反杜尚的潮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包括丹 • 格雷厄姆，
罗伯特 . 史密森以及丹尼尔 • 布伦，而且最重 要的是他们不同的批评

the auction catalog
André Breton. 42, rue
Fontaine, 2003.

观点中相同的是关于杜尚自己的艺术实践本身，在它仅仅确认和探索
存在着的艺术世界结构以及他们的定义权利方面是保守的。明显的，
对于 杜尚艺术作品的设想是完全基于那时兴起的艺术制度理论来进行
解释的，这些艺术家感觉杜尚仅仅利用艺术制度去重新将物品定义为
艺术品，使它们的范围，它们的 拜物教似的诱惑，它们的价值多元化。
就想罗伯特 • 史密斯所说：“在杜尚那没有一种可行的辩证法，因为
他仅仅是与这些疏离的物品做交易，并且赐予这些物品一 种神秘性。”
这样的评论毫无疑问是基于杜尚在 19 世纪 60 年代对于他的现成品
艺术的商业化，以及伴随的 Schwartz 的版本，新达达的扩散以及新表
现主义的作品，累 积以及组合。这种类型的艺术品是为惨淡的科学所
定制的，并被称为艺术制度理论，根据如 Buren 以及 Smithson 等艺术
家称这种理论帮助了艺术品的繁 衍。但是，假如我们离开 19 世纪 60
年代接受杜尚这一视野，尤其是 19 世纪 30 年代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那对于现成品的反响，物体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有趣。黑格尔将现代
艺术分为两部分来看，一方面，一种“现实主义者”的倾向可以在“客
观性”的角度呈现物品的表面，另一方面，一种“精神化”的强项将
极为强调主 观。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杜尚的现成品在探讨主观关系以
及精神与物质方面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变为一种极大的担忧：当他们
将他们的活动至于“服务于革命的地 位”，由此进入一种与派别极为
困难的关系中，而他们的团体则声称去变现和实施一种辩证的物质主
义，而且相对于仅仅是可疑，将超现实主义者的理想化更多的集 中于
梦想与视觉上。这些超现实主义者企图去证明他们的方法是确确实实
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在辩证的物质主义的框
架内，只有唯一一种方 法来解释世界与思想之间的关联。”假如辩证
的物质主义可以导致进一步的落实，那么这种关系将是首要的。超现
实主义所服务的革命中有一个问题包含了黑格尔与 马克思文字片段的
拼接，这种拼接使黑格尔作品在法国的惨淡出售与其完整作品在苏联
的火爆销售形成对比，由此告知我们“五年计划是基于辩证法而产生
的。”在 页面的中间有一条描绘黑格尔的死亡面具；精神已经变为泥
浆。如果将黑格尔作品的价格与销售数量看作适合于阿拉贡对于世界
中事物精神影响的线性描绘，那么死 亡面具则把事物复杂化了。就像

19 世纪的一个过时的浮雕一样，这是超现实主义者的卓绝的物品，但
是它很难在现代艺术中运行，除非有人为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将它制
度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超现实主义艺术品变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
对杜尚作品的侵占。超现实主义的作品被设定为产生一种冲击，给与观
者一种冲撞，这种冲撞使他们 与杜尚更加“无乐趣”的关于现成物品
与思想的整合分离开来。但是，超现实主义者看的很清楚的是，正如
David Joselit 所说，杜尚的现成品是一种矛盾的物品，封闭在作为物品
与作为标志物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永久的博弈。”签上了杜尚的签名的瓶
架——有时被称作 Hedgehog——变成一种双重的，一种视觉化的双关
语，将杜尚所喜爱的“主义”（色情主义，象征突起的阳具）与他神秘
的几何主义和 N 维关注的引用结合 起来。从表面来看，这一物品保持
了原装，但是它却是被分解的，融入与杜尚语词中的意义网络。当安德
烈 • 布勒东的庄园被拍卖，其中一件被拍卖的是一件卓绝的符号似的的
物品：一件预言者的水晶球，它曾在 1933 年被用来阐释布勒东的“自
动化信息”。

基于“平等”的，而且符号价值是基于“差异”的，后者服务于前者：
商品 A 与 B 的差别在价值中体现出来，而价值是受制于交换法的，因
此也是受制于平等 法的。拜物教的胜利——商品作为一个活性剂的胜
利——导致了物品标志超越了它们原有的历史及轨迹。它们存活于纯粹
的符号领域之中。它们是否帮助了这些现成 品以及超现实主义者的作
品如同包豪斯的家具大发展或包豪斯的螺丝刀同等重要？

1925 年在他的“Lettre aux Voyantes”中，布勒东已经阐述了命运预
言者或者“预言家”，这些人已经被现代科学边缘化：女士们，今天我
的想法完全被你们所耻笑。我知道你们将不再敢使用我的口吻，不再计
划计划使用你们那全能的权利，除非在悲伤的“合法”限制内。我可以
看见在 我的思想之眼中，你们居住的房屋，在第四层，有一个或多或
少远离与城市的区域。布勒东央求“女士们”是时间丢掉她们的消极，
并且回收他们适当的 地位。这个水晶球，要比人们基于卡通片或漫画
为基础想像的要小，它诉说了崇高的理想与平庸的暴力街区的算命之间
的相同的歧义。一个视觉物品的例证或者一个 作为象征的物品，水晶
球同时是一种欲望的物质化以及物品的去物质化；一个合适的超现实主
义的物品。

超现实主义者是否以区别与远离商品——物体的方式蛊惑我们将杜尚
的现成品看作“物化”欲望的学习对象？在给 Walter Benjamin 的一封
信中，阿多诺描述了辩证图像的后一种概念，这种图像看起来似乎像
强调本雅明对于超现实主义者的亏欠：阿多诺陈述道：“如果事物的使
用价值消亡，”这些远离的中空的食物可以被新的主观性所掌控。然而
事物变为主观意图的“图像”，这没有消灭它们的物性：辩证图像保留
了片段，以及疏离事物 与意义的整合。阿多诺没有企图去根除事物，
他的退缩也变为不是来自与混合物带来的恐惧；由新的主观意义所掌控
的消亡的事物变为一种“准主体”，除了由准自 然“必要性”统领的
工业生产构成的错误的客观性之外，提供了对世界的一瞥。这种观点在
现今需要被重新记住，现今我们被如此的“准主体”的工业化模式所环
绕，在这之中编码差异创造了一种通用主体，这种通用主体到达了错误
客观性底层之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粉饰外层。人们怎样原理这些现成
品的局限并且保留制作 物品和准客体的程序，做到远离现代商品局限
这一点呢？

最后一个主要的超现实主义展览，“超现实主义在巫术‘领域’的
入侵”，在 1960 年举办于纽约，同样也是杜尚与布勒东之间的最后一
次合作（在过了将近 40 年后，它导致了两个人的相互疏远，一直至布
勒东逝世）。布勒东决定用一个神话的“巫术”的列表来设置展览，这
与杜尚的新写实主义风格的，由玩具链，中标， 真的鸡所组成的环境
显然是对立的。目录以杜尚的另一个贡献为特点：一个电器标志的浮雕
再现，一个叫做 carotte 双面的红色锥体，这个锥体定义了法国烟 草商
的商店。作为一个“虚拟的”现成品，它没有真实的体现为一个三维物体，
这种存在于二维与三维之间的浮雕拥有一种与杜尚 N 维猜想的明显的关
联。在 19 世 纪 60 年代早期的语境下，它同样承认了现成品已经变为
自我的图像，资本主义已经将自身转变为一片符号的海洋。烟草商的标
志使水晶球看起来像一顶老帽子。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老的三维的烟草
商的锥形标志被图画的，二维的版本所取代；这一过度揭示了杜尚选择
是物体快速的被遗弃，但是却允许他相较于新版本而言以 更有趣味的
方式玩味维度。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杜尚的现成品避免了一个超
现实主义者对于遗弃物，对于过时的商品，对于 Walter Benjamin 的第
二帝国的巴黎的残余，以及对于现代神话拒绝的玩弄；
当然，现成品也没有构成达利的龙虾电话方式的拼贴。曾经存在于超现
实主义者艺术品 中的推动力，这要少于格林伯格和纽曼极端的极端和
公开化，意在建立和强调差异——通过用一种精神的，主观的标志灌输
其中，将这些物品与“平庸的物品”区分 开来。
然而很多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强调他们的“象征性功能”，现成品则不是
这样的。讽刺的是，在这一意义上，在一个古老的幌子的前提下，他们
以自己的方式预见了商品的未来：他们宣称丰富的商品在 20 世纪末及
21 世纪初带来了编码的独特 性。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这变为一种物品
的标志，这种标志将引导 Jean Baudrillard 通过补充与他的符号价值概
念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种类来分辨资本主义中的基础性的改变。引
用包豪斯的家具，伴随着它的“功能主义”已经变为一种样式与标志，
Baudrillard 有效的在符号创造了交换价值以及商品拜物教注意拜托幻像
变为现实的循环当中使经济理论化。然而 Baudrillard 指出交换 价值是

David Joselit 已经将现成品“在作为物品与作为标志的地位之间的
转变”与现代经济中物质商品与非物质网络的紧张关系相等同。但是，
作为标志的现成品是杜尚 其他的物品以及言语所创造的解释体系中的
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现成品确实是标志化的商品以及“真
正存在的拜物教”的模范。艺术家对于先在的物品的 消费以及利用它
们创造新价值是以纯粹的符号手段进行呈现的，而且在不同的经济体系
中现成品的轨迹是模糊的。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我们似乎回到了出发
点——拒 绝神化了的现成品，而且对日益集中的商品化过程复杂化。

确定的是，可以说任何一件现成品将不可避免的由它外层相关的
处于编码化秩序中的位置所标记。在它的愚钝的物质主义中，它常常
是潜在的事物，而这中事物可以 说：是一处废墟。在她的图像系列
Detitled (2000) 中，Barbara Visser 挽救了现代设计图像，通过将在废
墟似的情景中来展示它们（在不同的废墟似的情景中，每一个图像都有
各自的特性。而且，这是不是评论家与艺术史 家的任务，将物品中的
艺术潜能发掘出来，在一种它们对于同化与物品秩序的抵抗的方式中。
假如我们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来回答，那么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是否这种尝
试可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尝试。即使我们尝
试通过分解和将其复杂性及矛盾性归于中心的方式去帮助这些新的现
成品，但是这样的操作还 是遗漏了现成品逻辑的完整的结构限制，就
想由它们的数十年之久的粉碎性的成功所带来的那样。像杜尚和超现实
主义者所实践的那样，阿多诺的言论由于关注与对于存在事物的给定的
新意义，所以也是有局限的——通过消费物品产生意义以及最终价值。
当然， 这样一些非物质劳动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与结构的，
但是它们仍然保留了对于杜尚甚至是更多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盲从。对
于在主观与客观辩证中（标明了 突变的商品）所有的产生的和变动的
要素，它们保留了相当大的抽象与理想主义。如果一个人想远离对于符
号体系的探索，来探究现成品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位置， 这样一项任
务——无论是在批评性写作还是在艺术类的实践中——都必须探索现
成品的逻辑。现今，经济的社会和生态结果神话了生产，而这已经蛊惑
了我们，现成品的局限在它干预物品体系时已经相当明显。与此同时，
苏维埃生产主义的神话，通过 MOMA 中所列举的“好设计”类型的占据，
已经在数十年间变得模糊，而且又呈现出新的重要性。

相对关系
——皮力谈策展经验
题： 海外华人艺术家，再回到中国做展览的时候，如何呈现作品。当
被媒体镜像折射出来后的意识形态问题。
关注的原因： 这一代出 征外国艺术家艰难的在国外打拼，找到他的语
言。 十年、二十年后，回到故乡找到一种与自己本土文化对接的关系。
2008 年开始，海外华人艺术家展览呈现的视觉方式，策展方式，对我
们产生的影响。
另：网上对于博物馆的功能，对于海外归国的艺术家展览的争议非常有
意思。
以下展开

艺术到底是干什么？
它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过得更幸福的， 揭示出 社会的问题，表达出我们
对社会的看法。目的是要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而在这个时候，早年对
社会媒体工业批判的王度不见了。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任意能够对个体
的话语和命运去歪曲的一个人。 观众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
对这些芸芸众生。
而像这种作品，在欧洲、美国是绝对不可能制作展出的，只有在中国会
发生，就像库哈斯的 cctv 大楼。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艺术家面临的
问题是 一样的。

事件一：库哈斯的 ccav 大楼
库哈斯，左翼的建筑师。他对全球建筑的体制有非常多的批判。我对他
以及他的建筑非常的尊敬。 但他到中国来接受中国 cctv 这个建筑的设
计，我本人有非常多道德和政治上的障碍。cctv 在 21 世纪已经不是一
个单一的楼，而是一个新世纪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已经作为一个主流
的，宣传的工具，去服务的。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建筑的试验场。 最
有意思的是他着火了，我们却不能灭火。我们有这个楼，却没有保护它
安全的措施。当我们把一种海外的艺术的话语置入到中国来的时候，他
会面临一种什么问题。

事件二：艺术家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我喜欢他的一个作品是：1996 年蔡国强最早在嘉峪关上放烟火。他一
直在颠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他用爆炸、烟火摧毁作品固有的形态、
以及美术馆的界限。艺术 上的实验也变得非常有意思。
十年过后，我们看到另一个蔡国强。 从孤独的站在嘉峪关上的蔡国强，
变成盘旋在北京上空的 28 个脚 印。 当举全国之力在办奥运会的时候，
以奥运会的名义摧毁了很多老百姓普通的私人生活。 摧毁了城市生活
正常的秩序的时候。当一个 艺术家在为树立起官方形象而作宣传的时
候。 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艺术家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在为奥运做烟火以及为国庆做烟火的时候，不断给我们提示出一个问
题：当艺术家在政治上的一种姿态、对现实社会的怀疑。他离开这个社
会，等 10 年后回来的切入点是什么？ 这是海外归国艺术家给我们的
第一个问题
当然他可能是反讽，但是反讽没有明确的提示出来的时候， 那跟政治
上的谄媚是一 样的。它折射出一个策展的重要问题：当一个艺术家成
功到一个程度，他不断在制造巨大景观的时候， 道德底线，文化意图，
在哪 里。策划人要思考的是如何把这些呈现出来

事件三：巨大景观使得我们走向当代艺术的反面
王度，雕塑艺术家，89 年被迫害，进监狱，避难到法国。他一直关注
的是媒体，媒体对人的影响。媒体工业对人的控制。 2008 年，王度在
阿拉 里奥画廊做了他第一个展览，请了很多工人，用批量打石头的方
式， 把所有奥运会的建筑做在上面，当绚烂的开幕式和新闻照片都完
结了以后， 我们再看到的展厅现场， 这些工人为了一天 140 块钱每
天工作 8 小时。没有任何保护。 而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种环境下一周
左右，我们的肺就完了。跟煤矿工人一样

同样，蔡国强的农民发明家，也是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整个媒体的宣
传基调是，艺术家又一次赋予普通人，或者草根 群众一个完成梦想的
机会。 把农民的发明梦想赤裸裸的暴露在工业社会体制里面，我觉得
就是一种谋杀。这种谋杀，跟工人在粉尘环境中，毫无保护情况 下为
了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愚昧的工作着是一样的。
在这些当代艺术作品中，连确定一种人的价值，一种对人的基本的尊重
都没有看到。相反， 利益的驱动，使得艺术家去创造一种宏大景观，
使得他们走到了当代艺术精神的反面。

事件四：艺术家的价值在哪里？

张洹，当时他在东村厕所做的行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非常激进
的政治态度
从上面看到一种人的权利的反思。
但是我们看到他从外国回来以后，他的叙事结构都变了。他用香灰作画，
做雕塑。 他拿了 512 地震的火车，出来呈现。而那么大的动作只是为
了证明，多难兴邦，自然的力量的强大。
艾未未同样也做了汶川地震的作品，他把孩子的书包挂上慕尼黑的巨
墙。在 一个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他的工作变成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人文的态度，一个艺术家拿自己的全部职业生
涯。去追求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的 真相。
再看到张洹的作品，我们在上面看不到他的道德观。艺术家反而在急于
制造一种当代艺术的景观，然后跟媒体去交流。 引发我们思考艺术家
的价值在哪里？
蔡国强在年前在台湾跟台湾艺人蔡国强，林志玲一起做了一个泡美术馆
的展览。 但是不管 做得多大，我们有那么多美术馆，双年展的时候。
我们要思考艺术家究竟要干什么。 艺术家在一个公众机构里面做展览
的时候，他去宣传、与媒 体打交道的时候，他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当你
是反讽而没有有效传达出来的时候，你的态度就是谄媚。但如果当代艺
术不能够提供一种批判的眼光和价值观 的时候，离当代艺术死亡的时
间就不远了。
而恰恰是策划人，做这一行要面对的问题

光州双年展在韩国开幕暨策展人专访
来源：ARTINFO、Artspy 艺术眼 编译：关超群来源：ARTINFO、Artspy 艺术眼 编译：关超群

国光州报道——第八届光州双年展在上周五开幕，以囊括全球艺术的
雄心吸引了国际艺术界各路门派赶赴光州，一览此处的艺术盛况。“新
博物馆（New Museum）”的当红青年策展人马西米利亚诺 • 吉奥尼
（Massimiliano Gioni）担任本届双年展策展人，此人最近在“新博物馆”
策划的一场展览将整座场馆中充满乌斯 • 费舍尔（Urs Fischer）的作品。
本届双年展一反传统的双年展文化（汇集最当红、最新锐、最年轻），
致力于呈现一份 20 至 21 世纪生命 / 生活的详尽的视觉图谱，有 如穿
越图像而生。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7 日。
本 届 双 年 展 的 组 成 方 式 很 是 奇 异： 将 从 布 鲁 斯 • 瑙 曼（Bruce
Nauman）到王广义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收租院》这类作品，以及
画廊圈外的器物放在一起展示。展览旨在探讨是什么将人与图像、图像
与人维系在一起。
ARTINFO 对策展人马西米利亚诺 • 吉奥尼进行了专访。
能请你对这一主题略作解释吗？
好的，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主题与艺术本身一样古老，如果你相信那个
古希腊神话，说绘画的发明是为在爱人逝去前留下他的形象。早在远古，
图像就被用以留存某些我们惧怕失去之物——对罗马人来 说，
“imago”
一词指的是死者的面部模型，用以在肉体消失之前保存其面容。所以，
一方面这是非常有雄心却又至为简明的主题，因为它与艺术自身及图像
保 存我们惧怕失去之物的功能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我们如今生活在
一个图像泛滥、被图像污染的社会。是故本次展览试图理解我们如何处
理泛滥的图像与它们原初强 度之间的空间。这其实意味着什么？这意
味着这个展览主要着眼于图像如何生成，如何分布，如何被再利用，如
何被发现和生产。这组织起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展览， 展示了不同的个
案，这些个案从人物摄影到宣传图像，到商业摄影和文物（如墓葬俑）。
所以这个主题展览对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理想或当代博物馆式的理想进
行了探 索，呈现我们与图像间关系的不同样例。
你选择的艺术家的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末至当下，其中最早的作品创作
于 1901 年，最晚的则完成于今 年。你曾说你相信图像生成、共享和
交换的方式使艺术家们已失去了传统的中心性。你是否觉得这种转变发
生于整个世纪，因而用展览将其囊括？若如此，你能否举 些艺术家的
例子解释你的意图？
是的，我认为艺术家们已失去了中心性。我的意思很简单。在中世纪，

甚至到拿破仑时代（简要地说），艺术家们 有必要为教堂、帝王或政
权生产图像。艺术家为自己而创作，但他同样也是图像的唯一生产者。
平均每个人一生能看到的图像数量非常有限，这些图像通常都由艺术
家生产。当然艺术家很不同——你知道，在 15 世纪做个艺术家与今天
做个艺术家不一样——但艺术家是图像的生产者。而今天，图像作为媒
介，由广告商、电视，乃至消费者自身所生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说，
大批泛滥的图像其实是由不是艺术家的人们生产的。这一转变很有趣，
这种转变促使艺术家们对自身重新定位，却也同样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
更加边缘化，或更 加被迫处于临界状态。因此这是一种大概发生在 20
世纪的转变，因为在 20 世纪，整个图像产业诞生了，从影视到娱乐，
如此等等。你知道，在展览中有作为商业 广告而生的艺术品的样例，
也有艺术的样例，比如用作意识形态宣传的《收租院》。所以我认为展
览中有很多样例，你遇到的图像或从艺术进入其他领域，或从其他 领
域进入艺术，我希望借此能够理解在称为“iconosphere”的图像界中
如何重新确定艺术家的地位。
参展的墓葬金器和官方囚犯照片 在双年展中出现显然是非同寻常的。
你为何决定让这些物品参展？它们与其他艺术品有何关系？
嗯，我觉得没有太多为什么。首先，如果你想理解 图像如何构成，以
及它们的功能，你就不能只看艺术作品。这不只是我的理论——许多艺
术史家、图像学家和学者都相信，如果你想理解图像，艺术只是这些图
像中 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看其他领域很重要，看看别处发生了什么，
你可以比较，比如商业摄影或战后绘画或电影和广告等等。其次，我觉
得这一主题至为重要，不能 仅仅交给艺术。我相信艺术家在我们社会
中的功能很重要，因为他们能够教我们如何处理图像，而同时，这一问
题比艺术本身走得更远。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生 存的问题。你知道，
我们是唯一能够制造图像的动物，许多年来我们已知道我们并不是唯一
具有语言的动物，其他动物其实也有语言。但我们确实是唯一能够制造
图 像的动物。所以，我们的图像生产和消费远远超出艺术的范围。我
认为想要真正理解我们与之的关系，我们必须拓展自身的视界。最终，
我想做一场不寻常的、我从 前没见过的双年展，所以我对边界做了一
些拓展。你知道，展览中有很多艺术品真的很棒，而也有些物品较难定
位，但我认为其强度不逊于艺术作品。我希望由此， 各种各样的人都
能与展览产生联系。如今艺术只在画廊或艺博会上展示，我想我们需要
重新将艺术置入更广义的文化环境中。艺术不只关乎艺术，艺术关乎整
个文 化，我们需要将其放在这一关系中审视。
这是你首次在亚洲策划如此规模的展览，你感觉在这里策展与在欧洲和
美国有什么不同？
我开玩笑说我觉得是意大利人发明了双年展，而现在我觉得亚洲人做得
更好。这就像亚洲人发明了面条而意大利人将其转化为某种他们自己的
东西。所以如今到了“回 收期”。我觉得这种体验（装置的品质）非常棒，
非常、非常激动人心。
你希望观众带着什么样的感受离开展览？
你知道，我最 喜欢的展览是那种能让我有“下次就看不到了”这种感
受的展览，这是我希望他们带着离开的感受之一。其次，我希望……展
览标题是《万种生命 / 生活 （10,000 Lives，一译“万人谱”）》，
我希望公众能够在其中找到一种他们认同的生命 / 生活。这并不只关乎
在展览中的生命 / 生活，还关乎来看展览的生命 / 生活。

超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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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色彩，他曾经说：“在舞蹈中最让我触动的是它是一种产生某种事物
的方式，同时又没有产生任何物质性的事物”。他的作品曾经在很多重
要的机构展出过，其中包括伦敦的 ICA、泰特美术馆、巴黎东京宫、路
德维希美术馆、沃克艺术中心等，2005 年他代表德国参加了威尼斯双
年展德国馆，2006 年获古根海姆美术馆的雨果·博斯奖 （Hugo Boss
Prize）提名，2008 年 Nicola Trussardi 基金会为他在 Villa Reale 别墅（米
兰的最有名的历史建筑之一）举办了他在意大利的第一个个展。
作品简介：
《吻》（Kiss）
提诺·塞格尔 (Tino Sehgal)

生平及创作简介
生于 1976 年的英裔德国艺术家提诺·塞格尔（Tino Sehgal）素来以“场
景”艺术、“情境”艺术出名，与传统的油画、雕塑、老电影之类的可
记录的有形的艺术形式相比，Sehgal 的艺术创作反其道而行之，可谓
独具一格。在信息过剩的时代，Sehgal 通过非物质的形式制造一种氛
围和情境。他创作的基本素材是人们说话的声音、语言、运动的过程和
观众的参与，其间不涉及任何有形的物质，艺术家也明确提出其作品是
没有文字文本，没有手写的记录，没有目录图录，也没有图片，即意味
着他的作品不能以任何方式来记录。而这种创作方式使他的艺术有着转
瞬即逝的特性，不是传统的行为艺术，更多的是现场的演出。
Sehgal 的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家通过口头传述，精心编排，邀请观众
参与表演，在各个艺术机构的展览空间中实现的。创作的前期是精心策
划的排练阶段，Sehgal 挑选适合其作品的“阐释者”（interpreter）（亦
可成为“表演者”），然后对其进行相应的训练；而展出期间，艺术家
则退回到幕后，整个作品完全由那些阐释者和观众在其概念基础上即兴
发挥实现，观众参与到其中，与阐释者间相互影响着，不同观众的不同
的即兴反应，都是一件不同的作品，这也是作品所要产生的效果，而任
何形式的记录，包括摄影、摄像、文字等都是被禁止的。为此，有人说
Sehgal 的创作甚至称不上是艺术品，因为它是无形的，没有实体的，
我们也姑且称之为一种“特定场地的场景表演的艺术”或是“创设情境
的艺术”吧。

刨光了的地板和挂满了各种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古典画作的宏伟辉煌的
房间，法国城市南特内庄严的（Musée des Beaux-Arts）美术馆中，
在一个空空如也的美术馆展厅中，一对男女在地面上相拥相吻，但看似
好像没有什么激情；耐心点观察，你会发现他们接吻的情景跟 20 世纪
30 年的一部经典电影中的场景一样，他们穿着便服，缓慢地移动着，
像一对树懒在练习交配。从一个地方看去，男的手放在了女的臀上，而
她的头则对着一架根本不存在的摄像机，这不禁让人们回想起杰夫·昆
斯 和 La Cicciolina 在 作 品“Manet Soft (1991)”（ 取 自“Made in
Heaven”系列），更让人想到奥古特罗丹（Auguste Rodin）1886 年的《吻》
或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1908 年的同名作。

谈及 Sehgal 的艺术创作生涯，也许人们会更加惊讶，Sehgal 从未进入
任何一家艺术学院学习相关的视觉艺术，在获得了德国洪堡大学的政治
经济学学位，又在艾森学习舞蹈。他的父亲，Sehgal 家族的一员，年
幼时从巴基斯坦逃离到英国，随后成为 IBM 的一名员工，他的母亲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一位家庭主妇。Sehgal 出生于伦敦但是大部
分时间是在杜塞尔多夫和巴黎度过，2000 年开始才投身到艺术领域，
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现居柏林。

这对舞者亲吻了一段时间之后，另一对舞者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这时，
前一对表演者中的女舞者突然喊道“Tino Sehgal”，然后男舞者紧接
着道“吻”，女舞者再道“2004 年”，之后慢慢退场，而第二对舞者
则继续他们刚才的表演，继续拥吻。展览持续六周，每周六天，每天 8
小时，这些经过 Sehgal 训练的舞者轮流出现在展厅中，持续表演。这
就是 Sehgal 的成名作《吻》，有人称之为“活的雕塑”、“活动的艺术”
（living sculpture）。

并非艺术相关专业出身，但 Sehgal 大学所学专业为他的创作增添了不

《吻》第一次展出是在 2002 年，之后每次参与的舞者不同，展览空间

的不同，带来的演绎效果也不一样，看似相同的作品实则大相径庭，这
件作品还参加过横滨三年展，今年早些时候也在古根海姆的展览也展出
这件作品。

轮大厅似乎更适合展览，螺旋式的斜坡，给人递增递级的感觉，而阐释
者的年龄也随着螺旋式空间的上升而增大，整个展厅似乎是为这个展览
或说是这件作品量身订造的一样，展厅与作品的完美结合。

在横滨三年展上，Sehgal 在日本和室房间里演出的舞蹈《吻》，六组
舞者轮换着，每组男女两人，他们始终相互抱着在地上有序地相拥相吻，
他们的动作每 16 分钟重复一次，每两小时换一次舞者。只要不影响舞
者的表演，观众可以坐在舞者的旁边，欣赏着这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的
艺术表演。

《这是太当代了（This is so Contemporary）》

舞者表演的时候，Sehgal 就抱着手臂在展厅周围晃荡着，监视着那些
想要拍照的人，不想留下任何形式的记录，这也是其一贯作风，甚至三
年展的图录上，属于 Sehgal 那一页的介绍也是空白的，对此，Sehgal
如是说，“我创作的作品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吻》就是这样
一件艺术品，它比那些物质化了的‘东西’有趣的多。”

2005 年，Sehgal 代表德国馆参与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这件作品令人
印象深刻，是一件极具幽默色彩，甚至带有荒诞趣味的作品。当观众进
入展厅之后，一群工作人员（经过训练的保安）突然围绕着他们开始边
跳舞，边大声唱到：「这真是太当代了、太当代、太当代」(OH! This
is so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即使是搞不清楚
状况的观众，很快也被这种荒谬搞笑的气氛感染到，捧腹大笑…….
这次 Sehgal 仍以对话、舞蹈或身体移动做为创作的素材，而拒绝使用
任何文字与剧本来说明或安排展览，在这种迥异于一般作品的呈现手法
中，Sehgal 只提供给工作人员一个简单架构，其余的便由观众和工作
人员在架构的基础上即兴自由的发挥，作品也由这种互动和现场的实时
反映而完成。

永不固化，不受物质的干扰，无形的，流动，这就是 Sehgal 作品的特色。

《这个进程（This Progress）》
2010 年 Sehgal 在纽约 Guggenheim 美术馆所做的作品“这个进程”，
艺术家把古根海姆螺旋式宽敞空旷的展览空间空置起来，把美术馆
里德所有作品都搬走，只留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yod
Wright）设计的空旷的涡轮大厅，使之变得更空旷悠远了……
没有画、雕塑和诸多媒体装置的展览，空旷的展厅中，依稀只有寥寥几
个艺术家称之为“阐释者”（interpreter）的表演者和前来参观的观众，
观众和表演者间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对话成为了展出的作品。
当观众步入空荡白净的涡轮展厅时，就会碰到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会
主动向观众介绍自己，并称这是 Sehgal 的作品，邀请你跟他 / 她一起
来，如果你答应他的话，他就会问你“进程（process）”是什么意思，
当你回答完了，小孩子会将你领到一个年纪稍大点的人（阐释者）跟前，
并将你的回答转述给他，然后年龄稍大的人学生会继续问你问题，你继
续回答，如此反复传递着，这些事先安排好的阐释者们一看就是有意按
照年龄排列起来的。继续沿着博物馆的斜坡往上走，你遇到的阐释者的
年龄也随之增大，到最后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 Guggenheim 美术馆
的最上面等着你，他也是最后一位阐释者，他会告诉你“这件作品叫做
《这个进程》。”而你的展览旅程也就结束在与这位阐释者的讨论中。
整个展览就是观众和“作品”间的对话，而“作品”则是不同年纪、不
同职业的“志愿者”，亦或可以说是接受了 Sehgal 培训了的阐释者，
他们引导着观众，又受观众答案的影响，观众与他们的对谈中感受到了
与陌生人密切交往的愉悦，这些互动和言语构成了这件充斥着美术馆螺
旋式空间的作品，他们间的这种即兴互动缔造了这个展览。整个展览亦
是对一种创设了的情境的再现，再演绎，而 Sehgal 创设了这样的一个
情境。创设情境，而这些情境则是否定了博物馆和画廊环境的传统情境，
将重点放在了不断变化的姿势和过往经验的社会细微差别，而不是物质
物体事物。仅仅依靠人的声音，身体的动作和观者的参与去实现。
虽然这件作品第一次是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进行，但显然古根海姆的涡

《那个物体的目标（This Objective of That Object）》
五个“阐释者”背对着展厅入口站立，观众进入展厅后，他们背对着观
众并包围着他们，先是窃窃私语，之后音量慢慢提升并异口同声道：“这
件作品的目标是变成此次讨论的目的”（“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is to Become the Object of a Discussion”）， 如果观众没有什么反映，
他们就慢慢地滑落到地面，如果观众说了些什么东西，他们就邀请观众
和他们一起讨论关于哲学的问题。这里的“object”和“objective”是
一个双关语，即指代“目标”， 又同时指代“物体”。观众来美术馆
是来寻找欣赏“艺术品”，Sehgal 显然知晓观众的这种心理，但此时
展厅里却没有观众想要的“物体”，有的只是讨论的 “目标”。
《这是新的（This Is New）》
作品中，一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向参观者大声朗诵当天报纸的头条新
闻，只有参观者有响应才会引发一系列的互动，比如说观众问这是什么
作品，那么作品的名称和作者会被口头报出来；这样的一问一答就成就
了这件作品，有人参与到这件作品当中，甚至会不禁发笑，更有人不禁
嗤之以鼻，称其为“不是作品的作品”，但却秉承了 Sehgal 一贯的风格。

《胜利 / 失败（This Success/This Failure）》

作品中，几个小孩在一间空房间里面玩耍，他们试图吸引更多观众参与
到他们的游戏当中，在一段时间之后再决定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Tino Sehgal 行为作品 , 舞蹈家每天在地上极缓慢蠕动翻转 ......

“明天” 首尔，韩国 "Tomorrow", 2007
《这个是宣传（ This is Propaganda 2002 年）》
依旧是美术馆的保安，他唱着一首歌：
“这个是宣传／你知道／你知道”，
重复了两次，然后观众进来后，他就说出作品题目和创造时间。Sehgal
依旧以对话为展览主轴，在空空如也的画廊空间里，只有工作人员与观
众的移动与对话在持续着……

Tino Sehgal 的行为作品，他邀请几位韩国本土舞者每天每人 2 小时轮
流在展览空间表演，他让舞者们体验 Dan Graham 作品“Roll,1970"
和 Bruce Naumam 的作品“Wall-Floor Positions,1968"，让他们再用
身体与舞蹈表达自己对那两个作品的感受，并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作出
即兴变化。

《这个展览（This Exhibition）》
作品中，参观美术馆的观众会被讲解员引领到办公室，然后观众告诉工
作人员，他／她是来看西格尔展览的。其中一位工作人员会开始和观众
攀谈看似无关的话题，说到兴高采烈时，突然停顿，其他正在处理事务
的工作人员也立刻停顿在那个时刻，仿佛时间凝固了，几秒钟后，一切
恢复了正常，如同什么也没发生一般，他们继续攀谈，直到观众恍然大
悟。整个过程中，观众从最初迷惑到质疑再到若有所悟。同样的创作手
法，观众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与观众的互动成就了这件在美术
馆空间中展示的作品。
Selling out (2002)
一位背对着观众，身着西装的男子突然转身面向我们，不言一语上演起
一段脱衣秀；当男子渐渐脱下衣衫，最后只剩下一小块贴身衣物时，舞
者突然喊出一串 “Tino Sehgal, Selling out, 2007”的口号，而表演就
此结束，男子也开始慢慢穿回衣物；这事观者可上前与之交谈，舞者会
告诉你：“Tino Sehgal 邀请了四位舞者（两男两女），每日轮流在不
同的时段，在观者进入展场后开始脱下衣衫，知道身上只剩下最贴身衣
物时，喊出作品的名称，这就是他的作品。”

不让一些事情在你面前发生，反而学
Bbruce 和 Dan 跳 舞 以 及 其 他 东 西”
（ Instead of allowing some things
to rise up to your face, dancing bruce
and dan and other things 2000）

2010 年 9 月光州双年展作品

颇具挑战性的收藏
Sehgal 的作品可以说是无形的、流动的，没有实际的物质存在，没有
实体，没有记录，这种与传统上截然不同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创作方式，
是否意味着他的作品就没有交换价值和收藏意义了呢？
对于喜爱 Sehgal 作品的藏家来说，收藏其作品，无疑是一大挑战。而
Sehgal 的这种创作也无疑向整个艺术收藏抛出了一大难题。然而，纽
约现代美术馆（New York MoMA）以五位数字的价格收藏西格尔的《吻》
显然已经证明了 Sehgal 作品的收藏价值，也肯定了 Sehgal 的创作。
作品买卖的方式也独具一格，没有书面合同、说明、收据，完全依靠口
头约定，西格尔直接和藏家面谈，一般包括五条协议：作品必须通过
艺术家授权并经过训练和合作的人来实施；价格决定作品的表演次数和
版本；每次演示的展期最短为六个星期；期间不能使用任何手段记录；
最后，如果买家要转手出售作品，必须和新买家一样签订口头合同。每
次的交易都不会有记录，不会有任何的衍生品，这就使得每次的买卖都
大费周章。现代美术馆新媒体部总策展人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是作品《吻》的授权人，他称当时现代美术馆共召集了
包括律师、公证人、西格尔代理画廊负责人、美术馆的收藏部和注册部
等相关人员在内的 12 人聚集一堂，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议。
没有记录，没有实体文本，藏家买到的不是一件具体的作品，而是这个
‘情境场景’的一个表演权，换句话说，赛格尔口头卖给收藏者的是一
个“场景剧本”，而收藏者需要自己寻找演员表演。如今这样一个表演
权的市场价格，已经高达 2.5 万至 7 万欧元。
按 照 同 样 的 方 式， 泰 特 美 术 馆 也 在 2005 年 以 3.99 万 欧 元 买 下 了
Sehgal 的另一件作品《这就是宣传》（This is propaganda）。泰特美
术馆的当代艺术部主管凯瑟琳·伍德（Catherine Wood）称， “它从
某种意义上，证明了瞬间的艺术能与一幅画或一座雕塑一样，在人们的

脑海中留下强烈并且持久的印象，这样一来，记忆本身便成为了一种产
品。”对于作品的买卖，Sehgal 称：“我挑战的是以物质生产交换为
目的的经济基础，和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及当代社会现象。”

对我来说，这个很当代的相当于一个装置，一个向你前来再离开的有三
度墙的装置。但这个空间由三个人在一个庆祝情绪构成。
LF: 但双年展像第一个（？）是当代艺术，而对我来说是看怀疑这个的
事情，你知道吗，像演出一样？（→原文不清楚）

结语：
Sehgal 的创作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他精心策划“阐释者”的每一
个动作和每一句台词，然后根据阐释者和观众间的即时互动和不同反
应，随时发生着改变，而这些变化正是这种艺术的独特之处。较之于传
统艺术，Sehgal 将创作的重心转移到和观者的互动及通过这样的互动
来阐释哲学、政治、文化等抽象概念。他的作品演出徘徊在时间的瞬息
间，穿梭于空间内外；置身于舞者的肢体和言语里，逗留在观者的记忆
和体验中。

艺术家语录：
“在舞蹈中最让我触动的是它是一种产生某种事物的方式，同时又没有
产生任何实体的事物。”
“我的艺术最初是关于创作一件与众不同的作品。艺术品一直是实物的
形式，艺术的创作方式也不断地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着，从最初石洞壁
画到如今的网络艺术。我想要楔开这种逻辑，用技术这种纯粹技术水平
层面上的媒介，证实没有实体的作品也可以永存。”
“有人可能会说我的作品，像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和任何表现方式——包
括褒和贬。它证实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进程，但是它改变了进程的物质偏
见，这就是它受批判的一面。我所感兴趣的是，一件产品是怎么被生产
出来。”
“我的作品可以如此精确的被定义，纯粹是基于言语——行为理论上的
特性，这也是它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的不同寻常，特别是被藏家或是博物
馆收藏是，这些作品是用证书来证实的。没有一种物质可以被称作是“情
境存在”，我的兴趣所在就是让人么回想起存在于一个情境中的一个行
为和一个场景。”

TS: 这个是作品的一个理解方式，但说实话我对双年展没感兴趣到我
想到去批评它或把它拆了。当然，有一种对艺术平时制作方式和模型（我
认为是有问题的模型）的批 评。我的意思是因为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模
型所以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很当代的时候，我自己其实知道它所有
的理解方式而这个可能是作品的比较神秘的方面，它 能够反映你的任
何想法也反映我对当代的解释；我是否提到的是这个雕塑；我是否提到
的是双年展；我是否说它们大部分都老了但还是当代。我们当代因为我
们用当 代科技。我的作品可能是双年展的最‘老’的作品，因为这个
技术很老，绘画时代之前都可以做出来。如果你认为我的作品是一个当
代艺术作品，那么我就成功造成 这个方程，“当代性相当于用当代科
技”。这个对我来说很有趣，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因为不需要了解它，
它自己发生不管你是否理解。
LF: 你跟 Thomas Schutte 分享一个展厅，你们是不是商量了看怎么分
空间？
TS: 我们商量了，但我当然不知到他的作品会有多大。这个是他的决定。
LF: 另外一个作品叫“条换”；跟前面那个作品不一样。你可能觉得只
是一些穿制服、站着在那里的人，但当你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问你对
经济的看法。
TS: 他们要给你 Giardini 门票的半个费用如果你能够卖东西给他们。
比如说一个人进去，然后买方向卖方（就是观众）说，“你有一个可以
卖给我的东西但你不 知到是什么，我希望你卖给我，你是否愿意卖？”
另外一个人要么说“Ok 我有东西要卖”，要么不说。然后是一个游戏，
如果卖家因为对其他问题列艺术、伊拉克战争之类感兴趣而不卖，买家
就说“对不起，你没有提供东西给我，所以我 不会付钱”。如果他们
有我们觉得很可笑或其他类型的想法，但还是回答问题了，他们就要提
供‘产品’就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看法。
LF: 你当时需要培训他们了吗？

Tino Sehgal 访谈

TS: 当然。我花了四天时间跟“这个很当代”，我也跟“条换”的人见
了两次面。

来源：声音艺术杂志 － 第 23 期，第 4 章和第 24 期第 1 章，2005 年
LF: 你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选择他们吗？
Lucia Farinati: 我想问你关于德国馆的作品：这个算是当代的还是反抗
你对那种不需要夸奖的需求？
Tino Sehgal: 对我来说，谈到一个东西是对夸奖的一个好评论。所以第
一件作品是三个美术馆保安，当你进去展厅的时候他们开始跳舞、唱歌
“哦，这个真的太微妙，当代，当代”用了这两个词之后他们就离开，
每次唱得有点不一样。
LF: 你怎么选择人？
TS: 我原来找了一些 40 到 55 岁的人。我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保安，因为
他们保护物品所以很重要；他们自己也像物品，而不照顾人。然后他们
从这个物品的状态发展，一直有一种运动。
LF: 所以可以说你作品里物品相当于空间里的身体。
TS: 我觉得物品可能是人在做的工作，而不是人，是他们在做的事情。

TS: 要求他们比较聪明然后也能够说一点点外语。“这个很当代”找的
是在这里附近住的、有一种美丽的人，“条换”的人来自于威尼斯，而
比较优秀、学术。
LF: 这两个作品是否反映你的背景：舞蹈、经济？
TS: 我的确是为了同样一个原因学了舞蹈和经济，因为我对其他制作
方面也感兴趣，跟舞蹈和经济不一样。我对我们社会里制作一些不一样
的东西这个方面感兴趣而我学 了舞蹈和经济就是一种解决方式因为他
们的制作方式不一样而且有一种制作和拆的同步性。你做一个东西而这
个东西留下来或离开，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作品里都有这 些感觉；他们
反映我作品的两个极端。

Raqs Media Collective

Raqs 媒体小组

Raqs 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
作者：邹爱兰 来源：artspy 艺术眼
在 ISEAR，Raqs 被授予科文组织数字化艺术奖（the Unesco-DigiArts
Award）
Raqs 媒体小组不仅仅是艺术家组合，他们还作为策展人，为许多重要
展览策展：2006 年 Raqs 为德国斯图加特的艺术馆策展“关于区别”
（"On
Difference"）；Raqs 的成员还为 Manifesta 7 与 2008 年夏天在意大利
Trentino-Alto Adige/Südtirol 举办的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策展。
Raqs 媒 体 小 组（Raqs Media
Collective）

Raqs 和 Sarai 的不解之缘

左起：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 (Shuddhabrata Sengupta），吉比什·巴什（Jeebesh
Bagchi）, 莫妮卡·纳如拉（Monica Narula）

Raqs 媒体小组于 1992 年由理论学家、媒体人、艺术家吉比什·巴
什（Jeebesh Bagchi， 德 里 , 1965）, 莫 妮 卡· 纳 如 拉（Monica
Narula， 德 里 , 1965）, 舒 德 哈 巴 拉 特· 森 古 普 塔 (Shuddhabrata
Sengupta，德里 , 1968) 三位艺术家在印度德里共同创立的，当时三
位成员刚从德里著名的 Jamia Milia Islamia 大学的多媒介研究中心毕
业，Raqs 是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中的一词，原意是指当“反
复修行的苦行僧”进入轮回的那种状态；Raqs 还是一个用于描述舞蹈
的词。
当下，印度的当代艺术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世界交流着，Raqs 媒
体小组作为当今印度多媒体艺术的先驱，从它建立至今一直都在印度当
代艺术舞台上活跃着，它将摄影、影像和装置艺术结合于一身，他们经
常挖掘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主题，他们的家，印度的德里（Delhi）也经
常成为他们作品的主题，他们也从印度当地的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在
Raqs 媒体小组创立的随后十年中，他们的艺术实践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了，在媒体历史和研究、批判和策展、档案和数据、文化实践和开放的
公共空间，新媒体和数字艺术，摄影和图像设计，网络和网络文化等之
间不断地尝试着结合。
2001 年 Raqs 与 Ravi Vasudevan 和 Ravi Sundaram 两位研究员合伙
创办 Sarai，新德里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词“Sarai”或
“Caravanserai”是颇具历史根源的，在莫沃儿时期它指的是为商队和
旅客修建的驿站。“Sarai”本身对研究新德里都市生态学就很意义。
对 Raqs 来说，Sarai 提供了他们一个可以自由地去创作跨学科的多样
化作品的空间，并让城市和多种媒体的实践方式不断融入其中。
Raqs 媒体小组参加了许多重要国际性博览会。2002 年，Raqs 媒体小
组被邀请去参加第 11 届卡塞尔文献展，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每 5 年举
办一次。这也是 Raqs 媒体小组继续当代艺术世界实践活动的开始。他
们的作品在影像中很明显地应用了集体一起的组合背景，但是在视频或
图片、文本、声响、软件、表演、雕塑和所有能找到的事物间的对话过
程更复杂、诗意。
Raqs 还参加了 2003 年和 2005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利物浦双年展，
广州三年展等，他们创作的很多作品都可以在其网站上找到；2004 年

A/S/L :2003，录像、声音、图片、文字、模拟聊天室对话记录、尺寸可变
Raqs 的三位艺术家本身就是印度 90 年代学习纪录片和交流传播的学
生，2001 年巴什、纳如拉、森古普塔和新德里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的桑
德拉姆和瓦苏德文两位研究员共同创办了 Sarai 空间，是非盈利组织创
办的一个项目，亦是“关于当代媒介和城市构成的研究、创作、对话的
一个空间”。
Raqs 和 Sarai 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提出主题，提出观点创意，另一
个则去执行。Raqs 提出想法，Sarai 则提供一些实际或虚拟的空间对
Raqs 的想法进行实践。Sarai 为 Raqs 的艺术实践提供了很多研究室，
其中包括在 CSDS 的研究室，那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访
问学者；Raqs 还与其他艺术团体合作；自由软件的开发、应用和发展
也成为 Raqs 和 Sarai 的研究项目之一，如 OPUS 平台，所有的这些不
仅将城市和国外分散团体有效地联系起来，同时还将数字媒介流动的敏
感性整合在一起。
在录像和声音装置 A/S/L(Age/Sex/Location 中（质疑为一个基于文本的
独幕剧电子影院），聊天室的记录构成了一个电子拼贴图，其中包括呼
叫中心的女员工和病人之间的对话的真实电子记录，背景是一位女员工
咽喉的图片，音频在英文口语的节奏中来来回回，呼叫中心作为镜像世
界中一个角色，让我们对世界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劳动意味着什么，在
一个地方，横跨了整个空间。

个创作共享的平台。在 OPUS 中，人们可以展示他们自己的作品，任
何人都可以对其作品公开进行修改，此外，他人通过带入新的材料、实
践和新的见解观点来干预和改变别人的作品，是对作品再创作的反思与
批判。
TAS，2003， 多 功
能 结 构， 条 板 箱，
计 算 机， 投 影 仪，
纸 张， 声 音， 人。
装 置 现 场， 沃 克 艺
术 中 心， 明 尼 阿 波
利斯。

OPUS 中的录像，图像，声音，或文字…….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运用，
编辑或者重新传播，它清楚地表达了修正的信条——Raqs 的复制非分
层法理论 ——在这种理论当中，没有任何衍生工具，因此没有主源，
只有新的变化。OPUS 是被看作是一种数字化的“实验室，文化或艺
术作品不断增长的实验室”，在 OPUS 的底下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承诺，
赋予其开放资源创造力和合作能力的权利。
OPUS 是大众对作品再创作的一个免费的网络空间，OPUS 项目让人们
重新认识了网络，将原作者、文学、艺术和创作的传统观念转变了，还
有一个对公众领域或文化领域不断增加的需求，允许人们参加各自批判
性的对话当中，他们的作品，也经历了一个分享、合作和批判的过程。
OPUS 网站：
http://www.opuscommons.net；http://opus.walkerart.org。
OPUS 作为一个自由开放性资源平台，拥有众多的在线用户，它没有
艺术作品所具有的被拥有的权利，可以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作品，
但是 OPUS 对匿名大众的开放性资源，在大众内部所产生的特别意义对
Raqs 来说非常重要，OPUS 在文化创作和艺术普及方面的两个突出点：
一是 OPUS 是自由文化运动的虚拟平台，大众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
二是它汇集了众多全球艺术精英，OPUS 让他们跨越了国界的界限，超
越了固有的领土限制，享受着文化的自由，也可以说全球化的一个缩影。

临 时 自 动 的 Sarai（TAS: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Sarai），
Raqs 为“How Latitudes become Forms”做的项目，灵感来源于哈
基姆贝（Hakim Bey）的“临时自动区”（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一个即兴创作的，可以给随意搬移的装置，是对从一个地方
移到另一个地方的一个永久结构的尝试，形成了一个人的避难所，电脑，
文本，纸笔，软件，使用的灵活性以及在使用者和生产者之间角色转换
的可能性，操作者和观者，主人和客人。在这个空间的配置中——所有
的参观者被鼓励去和作品及他人一起参与到作品中去，成为作品的一部
分。
Raqs 用作品进行了具体性的讨论，通过艺术家作品产生出思考的方式，
这样的创作更多针对伦理性的参与，而非美学领域的介入，Raqs 分析
性的构建通过调查、写作、策展、编辑、摄影和纪录片拍摄过程的形成，
对平凡性进行了审视。
TAS 是一个物理空间，一个为参观者探索网络艺术而设计的方案，其
中介绍了来自 7 个国家的艺术家他们那些基于网络的艺术创作，包括
Raqs 自己的作品 OPUS（无限意义的开放式平台 [Open Platform for
Unlimited Signification]），与 Sarai 的多位研究员共同合作的。

OPUS
OPUS 试图与全世界的媒体实践者、艺术家、作家和广大大众建立一

相关作品
逃离（Escapement）
2009 年 7 月 8 日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在 Frith Street 画廊举办的展览；
时间随着地球的自传而流逝，日复一日，日分割为小时，小时又细分为
分钟和秒钟，他们一直走着，不会因任何事情或事物而停下，永不停息。
为了与时钟保持一致的脚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一直用时差来表示不同
地方随地球自传而产生的差异，与其他地区相比，总会或多或少稍早一
段时间或稍晚一会。
轻柔地隐藏在某处的滴答声在我们脑中回响着，被我们加快的心跳和加
快了的生活节奏所切分了。昼夜的节奏（起床和睡觉的时间，工作和休
闲的时间，对着阳光和星星的时间）变得混乱了，当数百万张脸庞发现
他们自己面对着不停息的弥红灯，早已将昼夜颠倒。该睡觉的时候却清
醒无比，饥饿也被刺激填饱，梦想和警觉的时刻也被对心底的恐惧和遥
远战争的了解腐蚀掉。
逃离，当可能的时候就逃离。在这个展览中，Raqs 引用时钟，情绪，地理，
想象和时区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同一时期？生活在这些时期，在这
些沉淀下来的时数中，在不断累积的分钟中，在这些成倍增长的秒钟中，
这里，现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Time book 计时簿
2007 年 9 月 1 日至 2008 年 1 月 20 日，在匹兹堡床垫工厂（Mattress
Factory, Pittsburgh）所做的展览；
材料 ; 用电线杠子，投影仪，不锈钢丝网印刷釉，屏幕上打印丙烯酸
瓷漆，数字喷墨的镀锌钢板。数字屏幕，玻璃纤维绝缘，绘画。
“由警报器标记的时数，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厚重了。”
（选自“Time Book”的“Ceasural 1”）
每个工厂都有一个计时簿。计时簿是衡量一名员工的工作时间价值的一
个量度，对员工工作效率的一个考察。作为一个工厂的记忆机器，它记
录着小时，分钟及薪资间的关系。

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证据的五个部分”，在 2003 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
出的作品。一件由五个屏幕组成的影像装置。作品反映了关于失踪人
员，城市神话，转型过渡，测绘和网络等。五个屏幕的标题分别是“失
踪者”“行凶者”“行凶现场”“踪迹线索”和“动机”- 承诺给刺激
惊险小说的最终一个真相明了的定局，在小说中，事实的真相总是藏在
迷雾重重的假象或是超现实的诡异底下的，而且总在最后才显露出来。
但是在这件作品中，Raqs 请观者来分析这起犯罪事件，从五个屏幕的
不同陈述中，寻找证据以及线索。
在“行凶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被神秘抓伤了脸的“猴人”，住在德里
工人阶级社区的闹鬼区中，据说是有实例依据的，当年有类似的事情发
生，还被报道了好几周。或许城市是真正的罪犯，我们开始意识到它的
种种面孔——失踪人口的告示，城市街道地图，人口统计，管道，铁路
轨道，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用侦探质疑的眼光审视着，我们越接近，
那五个屏幕就开始变得越模糊了 , 似乎真相也是如此。正如影像所说，
这个闪亮的城市就是所谓的“动机”，亦或是“行凶者”？作品没有给
我们答案，我们不太确定谁才是罪犯；它只是呈现了大量的城市密集度，
让我们想象到与之相关联的事物，而且似乎没有了不会给人强烈的恐怖
感的可能性叙述了。
自建立以来，Raqs 媒体小组的创作很多都跟所处的地域相关联。德里
这座城市经常成为了作品的主题，在他们探索现代性的过程中，他们经
常展现了一个与南亚就更广区域的神话和历史的坚定关系。但是，他们
一直不肯贴上“印度”的标签，他们对多元文化，身份，国籍和世界各
个地方最近发生的事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去找寻阐述自己个人和社会
历史的其他语言，也可以说，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阐述着自己对
社会及历史的理解。
作品图：

一根已修复好的电线杆在空间中适时地曲成一条对角线，从树桩电线杆
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散落在各处，像密语，耳语，又像工作时的声响。
在一片火热的橙色中一件令人好奇的装饰物在不锈钢的树桩上闪闪发
光，仿佛记忆着钢铁工人失去的休闲时间。蜿蜒的不知道通往何处的纹
路，或许经过了那些叫做和谐，产业，企业，经济的城镇。在最后一声
鸣响过后，时钟停留在了那一刻，一个怪异的照明盘旋着接近地面。计
时簿在弹性记忆和感性失忆之间保持平衡。
从入口进入空间，挂在墙上的是四个不再工作的时钟。每个时钟的把手
都有 1-9-8-6 这几个数字，正是当年有许多家钢厂都关闭了。旧的电线
杆与地面成 60 度的姿势摆放着，电线杆的一端点着地面，另一端顶在
了天花板的房梁上。一只灯泡挂在了电线杆的最顶端，却几乎要垂到地
面上了。除了电线杆，从房梁上垂下来的一不锈钢片——上面是钢铁工
人绘着的一幅丝网印制橙色图案。窗户的下部分是工业管道和锈渍的丝
网印画，窗户的上面部分仍保持的很清晰明朗，很好地反映了山坡上空
的美好景色。一个纯银幕放映着在一个废弃了的钢铁厂中拍摄的一张图
片的多种角度的画面。在钢片上的投影包括 1930 年代 Carrie Furnace
和 Homestead 作品的档案照片。另一件将图片同时一分为二的作品，
另一半就像是一扇窗户的框架——上半部分是投影，废弃旧工厂在大
自然广阔的领域中显得那么渺小，而废弃的工厂最终也会在大自然中消
融；下半部分是显示的是过去工厂的滚滚黑浓烟席卷了整个天空的画
面。入口右侧挂着一个长方形的铝制长板，上面附着 19 幅关于一条路
路面的丝网印画。最远的窗框的下班部分呈现着一扇破裂的窗框的丝网
印画；而窗框的上半部分是匹兹堡高耸入云的大厦的一个清晰剪影。
在 Mattress Factory 对 Raqs 的采访中：“我们对记忆的脉络纹理最感
兴趣。它是怎样排列的，有哪种节点和标记——像电线杆。它不仅仅是
一个平滑的建筑物，时间将它分层了。这件作品，记载了很多我们试图
去了解匹兹堡的不同方式，也许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匹兹堡不一样。我
们收集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印记的纹理。我们正在试图做的是呈现一
个思考，一个在任何事物表象的臆测上的揣度。”
作品图：

Wherehouse

The Things That Happen When Falling in Love

受 BALTIC 当代艺术中心的委托，Raqs 创作了装置作品“The Things
That Happen When Falling in Love”作品来源于 Raqs 媒体小组 2009
年春季在泰恩塞德（Tyneside）的经历。
部分雕塑，部分诗歌，部分冥想，这件装置作品采用他们经历中发现
的图片，连续的画面体现出丧失亲人的哀婉情感和对失去的思念。跨
越了地域或文化的界限，这些情感将整个世界结合在一起，穿越了遥
远的距离，拉近了距离，创造了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
Raqs 的装置作品将图像和文字交织在一起，来描述船舶和人们的运动。
类似于“分析”“评估”“分类”“缓和”和“索引”的词，被用来
描绘推动船舶横行广袤海洋的狂风，亦描绘了恋爱过程中感情的波动。
用寻找来的照片和电影片段，Raqs 创作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爱和劳动
被全球的力量束缚、分散了。生活的方式消失了，又在其他的地方重生，
例如造船业，就从英格兰北部迁移到印度西海岸。像岸上的情人告别
在帆船上的爱人，世界注视着自己的历史渐渐流逝。

Wherehouse 是一系列图像，物体和计数可能性的集合，为了展现一
个对当下某个时刻的揣度研究。它构建了一个对在一个世界中的时间，
记忆，运动，停滞和位置的反映集合，而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被迫放
弃了家，而其他人可以看作是被当前位置的稳定所束缚着。这个组合指
示着我们所居住的物质世界中的停泊处的脆弱，以及我们对自己命运脆
弱的信任。它通过一次与在布鲁塞尔的街上被遗弃的事物进行的持续互
动，通过对记录的已知经历和对向欧洲移民（很多人都被拘留了）的反
馈书写着这个指示。

作品图：

从印度当地文化中汲取的创作灵感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of plan

适时的调整很有必要的，计划也需要改变。突发事件，问题，难以抑制
的需求，软弱无力的借口，强烈的愿望，行程半途而废，降落在野外木
制平台上的飞机，像火葬柴堆上的寡妇尸体。航班停飞了。发动机生锈
了，推进器也显得无能为力了。无法实现的碎片堆积在人们热切期望的
表面上。时间好像停止了，飞机盘存着，安静的坐着让一次对话开始，
这是计划的一个改变（There has been a change of plan）。
相关作品：

Unfamiliar Tales
“不熟悉的传说”是一组图文双联画，以“最可怕的孤独如何被战胜”
和“等待冰雪消融的漫长过程是怎样度过的”命名。作品以摄影作品和
在硬塑料表面刻字的凸镜再创作为特色。文字内容是很短的两个故事，
刻的是两个新的本生经（Jataka）的传说，内容长度一样。
本生经的传说经常包括动物和普通百姓，通过一个通俗的成语，表现出
成佛或启蒙有一个普遍的潜力。一只猴子，一只鸟，一个工匠，一位洗
衣妇——每个都可以是一个佛。因此，我们认为，佛也可以是一片自由
的天空和一辆愉快行驶的自行车。
“不熟悉的传说”将这种启蒙的普遍存在的潜力作为它的一个支点，为
了叙述行为的两种模式，这种行为大致体现了“非自我”的状态——一
种感觉性的方式定位在它的本源与利用独立的网络和围绕物质宇宙不
断变化的性质的存在之间。作品提出了关于天空的一块缺失和朝着成佛
而冻结的自行车的旅程中的各个时刻。这些时刻对今天什么是解放的一
个典型例子。

The Reserve Army
The Surface of Each Day is a Different Planet
泰特展览“Art Now”的其中一个板块“Art Now Lightbox”。Raqs 影
像装置作品 : The Surface of Each Day is a Different Planet
这件影像装置，结合了在伦敦和德里收藏中的历史图片、配以录像，动
画和音频背景，流传的故事，历史的碰撞；骨架，身躯，脸庞和字迹模
糊的手稿；拥挤的人群和集体的行动。公开探讨和反纪录片，这件作品
检验着集体性和匿名性一直是怎样存在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后殖民和
全球化条件下促成了身份和权利的持续危机。

材料：玻璃纤维重塑 Ram Kindar 夜叉和女夜叉像，钢丝饰物及纸钞；
大小：5 英尺，4 英寸 X 2.5 英尺，2 英寸 X 2.5 英尺

Yaksh）放在银行大门口。在印度神话中，夜叉是护法，为众生排忧解
难，还守护着那些隐藏的财富。在石头基座上雕刻了两尊不朽的雕塑，
一尊夜叉一尊女夜叉，作为印度共和国财富的守护神。Baij 在僵硬的石
刻上留下了两个问题：财富如何防护？出于什么目的？
时至今日，守卫和门将的雕塑成倍的增长着，越来越多的夜叉出现在印
度。但是 Baij 的问题在这片欣荣中静下来，被人们逐渐忽视了。Raqs
的“后备军”，将 Yaksha 和 Yaksh 造成跟普通大众一般大小，将他
们从石头基座上搬下来，玻璃纤维和沙子代替了石头，让他们自由的在
世界范围内工作，带着纸钞做成的子弹带和带刺钢丝的腰带，守护着财
富。
策划过的展览：

The Reserve Army
材料：玻璃纤维重塑 Ram Kindar 夜叉和女夜叉像，钢丝饰物及纸钞；
大小：5 英尺，4 英寸 X 2.5 英尺，2 英寸 X 2.5 英尺

Raqs 还作为策展人，为许多展览策展，如 2008 年伦敦蛇形画廊“印度
公路”(Indian Highway) 群展；2008 年，Raqs 为“Manifesta 7”的
“The Rest of Now”单元做策展；2007 年伦敦沃特曼斯画廊（Watermans
Gallery）策展“建筑景观”（Building Sight）等。
2008 年 在 蛇 形 画 廊 举 办 的 介 绍 印 度 当 代 艺 术 家 的 展 览“ 印 度 公
路”(Indian Highway)，展览邀请了 19 位已于国际艺坛崭露头角的印
度当代艺术家之外，Raqs 也在场中自行策划了另一场“展中展”。展
出作品范畴相当广泛，摄影、装置作品、大型雕塑、网络艺术与录像艺
术等均包含在内。策展人之一、同时也是蛇形画廊执行长的欧布什特称，
“印度公路”做为展览的主题，灵感来自“信息超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一语，主要想反映出快速变迁中的印度当代社会──
无论是连接各大城市的高速干道，或是串起城市与乡村间的郊区网状乡
间小道，皆扮演着促进印度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角色。
Raqs 如此描述他们策划的“展中展”项目：
我们邀请了那些过去二十多年为纪录片做创作的影像艺术家，他们的作
品不断反映当下生活。我们邀请他们来回顾这些影像产生一种“历史景
观”，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当前焦躁不安的现状，根本性的冲突和
前所未有的机遇等方面来展开。展厅是和 Hirsch 和 Müller 共同设计的，
旨在创造一个身临其境的环境，让人们感受处于物“之间”的状态。
Raqs 媒体小组的成员身份多重，艺术家，媒体实践者，策展人。研究
员，甚有人称他们为“文化进步的催化剂”，他们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国
际上重要的艺术博览会或是知名的艺术机构中。他们的创作融合了当代
艺术，历史探究，哲学思辨，研究和理论，经常以装置，网络和媒介对象，
表演等形式出现，创作媒介多样化，从不拘泥于一种形式。Raqs 的装
置作品都是是具有挑战性的。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对现代性的持久的矛盾
心理，极少涉及艺术创作的一些既定主题 - 进步，发展，民族国家等，
他们的作品更愿意继续停留在一个略带诗学且不可捉摸的水平上。

“后备军”是 Raqs 颂扬印度现代雕塑家 Ram Kinkar Baij 所做的项
目，在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印度储备银行委员会在得到
Baij 的同意后，将他的两座雕塑，一尊夜叉和一尊女夜叉（Yaksha 和

Raqs 的网站：www.raqsmediacollective.net

Joseph Kosuth
约瑟夫·孔苏斯
“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国际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本身作为我们的
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变形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
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唯一的地理渊
源，我们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时间的位置——这个世纪，而不是定
位于大地上的某个地方。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文化——麦当劳、可口
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由于各国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他们最终
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有意义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
于我们。”——约瑟夫·孔苏斯（j.kosuth）
约瑟夫·孔苏斯是美国“概念艺术”祖师。观念艺术在 60 年代中期出
现的时候，对西方艺术和这一艺术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制度持一种寻根
问底的批判态度。观念艺术最重要的实践者们，比如约瑟夫·孔苏斯
（Joseph Kosuth）在 1969 年发表的两篇影响重大的文章中将观念艺
术定义为“哲学之后的艺术”（art after philosophy），它开始审视艺
术的角色、地位以及人们赋予艺术品的意义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它探讨
交流的界限以及现存各种视觉语言的内在同一性，它还试图测量到底在
多大程度上，艺术冲击力是来自视觉效果而不是精神或思维的力量。
它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传达某一观念而不是制造“永恒”的艺术品方
面。它还关注对艺术创造的制度性的限制：艺术品是如何成为这个日益
腐朽的商品社会的附庸，并进而成为某种风雅或者所谓的“文明”的象
征；艺术市场作为艺术面向公共领域时的调节者所起的作用；限制普通
人成为艺术家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不断制造无聊“奇观”的文化产
业的功能，以及赋予某一媒介（比如油彩）特定意义的牢不可破的陈规
陋习。
约瑟夫．孔苏斯在 1965 年创作《一把和三把椅子》，表达了如何把艺
术的视觉形式直接向观念过渡的思路。这个作品是由一把真实的椅子、
这把椅子的照片，以及从字典上摘录下来的对“椅子”这一词语的定义
三部分构成。他想要表达的意义是：椅子（实物）这一客观物体可以被
摄影或者绘画再现出来，成为一种“幻象”（椅子的照片），但无论是
实物的椅子还是通过艺术手段再现出来的椅子的“幻象”，都导向一个
最终的概念——观念的椅子（文字对椅子的定义）。椅子所体现的三个
部分的形态，就是艺术形式和艺术功能的关系的形象的图解。以实物为
依据的图像最终是为了给人提供一种观念，艺术品提供的观念才是艺术
的本质。当你想在根本上抓住艺术的本质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抛弃艺术
的形式部分，直接去抓住观念的部分。根据这种逻辑，对可视的形的轻
视和对内在的信息、观念和意蕴的重视就成了观念艺术的核心。
孔苏斯的另一个作品《钟（clock）》也与此类似。它将实物钟、钟的照片，
和英文 - 拉丁文字典上对“钟”的解释并置。在字典中，“钟”的意义
指向“时间”、“机械”和“客观”。尽管孔苏斯自言这些作品旨在探
索“语言文化学以及欧洲（西方）文化中的‘超语言’' 因素”，但这
些作品仍然具有某种非常直接的观念意味，它们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关于
“现实”和“实在”的非常有意义的观念，促使人们意识并思考这样的
问题。
1966—1967 年，孔苏斯创作了“标语”系列，将自己的观念性语句写

在画布上，作为作品展出。作品《艺术和观念一样观念》（art as idea
as idea）（1967）就是把字典上对“观念”一词的解释抄在画布上。
这种以文字为主体的作品被视作观念艺术的代表作品，因为它们对形式
的抛弃最直接，最纯粹。它们也被称作“概念艺术”（concept Art），
有些作品中的文字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什么观念，只是作品以这种形式出
现的时候，本身就是对传统艺术观念的一次反思，一种质疑：艺术到底
应该是什么，艺术为什么不能是这样？
孔苏斯还通过类似装置的作品来表达他的观念。《信息之家》（1970）
是在一个房间中摆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上堆满了报纸和书籍，他让
观众自己进去读书得到信息。这一作品对于知识的传授提出了一个疑
问：我们应该是被动还是主动的接受信息？另外，他还将我们面临的信
息困境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周围充斥着信
息的垃圾，我们可能在垃圾和废话中浪费着自己的生命而不自觉。引申
开来，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东西而不满足，也许我们需要做的不是
增加，而是清除。
超级访谈：约瑟夫·孔苏斯
来源：纽约《艺术世界》 被访者：Joseph Kosuth ·Leo
Kosuth: 我喜欢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在美术馆你会有一些回顾
展或跟策展人职业有关的群展，你的作品就被用在某一个方面上，有时
候其实也很有用也有趣，而且纽约也就是这样，我的作品也参加过这样
的活动或我的画廊也这样做了，我可能也有这样的 4 个展览左右。可能
也是因为我认识一些年轻艺术家，然后我一直在，其实我感觉我宁可让
我的画廊给其他人。
记者：谁以前也影响了你？
Kosuth：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对我有影响，肯定 Judd 对我有影响，
即使他现在也不跟我说话了。
记者：这个也跟艺术有关？
Kosuth: 不是，我也就是八卦一下。真的有很多艺术家，但很难说，
因为我一说出来一个他变成比其他的重要。
记者：比如 Sol LeWitt 和他的环境作品？
Kosuth: 那肯定，我的一些作品是受到了影响，但是 Sol 还是有些不
一样在评论方面，我也看了很多评论什么的。评论也属于他的工作的一
个方面之一。其实这个也是纽约和欧洲的区别，在纽约如果你这样拿一
个作品它就会被认为成一个有政治性、说难听的话的作品，在欧洲就是
被认为成你做事情的原因。Ad Reinhardt 很重要。我当时很年轻，18
岁的时候认识他。他对我影响很大，不是作品方面，而是他的态度。我
一直很害怕他会变成一个形式主义彩色画家，但后来没有。我看这些作
品的方式也会改变，不管是 Reinhardt 或 Judd 的作品。但这个不是我
们的话题。

记者：Judd 说过“如果有人叫这个艺术，那么就是艺术”，你同意不
同意这个说法？
Kosuth: 不光我同意，我也在尽力发展这个说法。

艺术家在做什么，很多艺术家群体合作，光这个就对艺术市场也很难，
因为本来我们的背景是传统，习惯那种英雄主义和单独的艺术家，集体
作品就把这个系统给弄乱，谁是大师了？谁是英雄？有新的价值观。我
觉得很健康。而且也逼我重新去想很多事情，包括我作品里没有的一些
方面，比如说如果我要设计到其他时代的话。

记者：你怎么发展呢？
Kosuth: 我们还有那么长时间吗？艺术不是一个很绝对的表明形式让
你可以说明是艺术。我觉得可能过去态度、欧洲的传统跟绘画或雕塑，
以及其他这种艺术媒介，弄得很难把其他范围的东西叫成艺术。就是说
当时绘画和雕塑作为艺术的说明。我们后来慢慢发现艺术在另外一个位
置存在，而不光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任何东西如果包含一种意义什么的
也可以是艺术。所以 judd 开始说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也回应了。这个对
话一直在发展当中。我也后来开始说了很多其他的。是一个长期对话。
记者：这个好像已经不算是前卫思路。你会叫这个后前卫？

记者： 你要给我们和给 Leo 一些信息关于你的作品的未来发展方向。
Kosuth: 这种问题我们也不想提了。
记者：这个会很有趣。
Kosuth: 我在试图我的传统、也继续让它发展。怎么样？
记者：后面怎么发展？我本来在想你的词典黑白说明。

Kosuth: 有人叫这个后现代主义。我后来意识到我可能属于第一个时
代，就是因为我们的年龄，也离立体派远，看到对我来说离这些也那么
远，所以觉得不属于这个传统。我对这些东西的关系不一样。可能也发
展了一个新的传统。

Kosuth: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一个作品。

记者：你说 Paul 和 Judd 代表美国艺术的头和尾。

Kosuth: 不重要。我也只做了一个。我在 Eindhoven 美术馆 5 月份的
时候有一个展览。我在试图在环境里工作，发展一些跟美术馆无关的新
意义。这样东西的意义跟在展览里的意义就不一样。这样说出来就把作
品特色化了或总结化，我这样说了以后我很有可能到时候就不会去做
了。但这个也就是访谈的问题。也是回答的问题。

Kosuth: 一直听起来像在大理石刻出来一样。
记者：就是
Kosuth: 那么我取消这句话。是美国艺术的一种想法。不是说是不对，
但应该提到一些其他。

记者：我知道，但你当时说当摄影变成一个传统媒体的时候你会放弃这
种东西。你现在作品是怎么发展？录像有多重要在你作品里？

记者：也就是一个锻炼 (exercise)
Kosuth: 锻炼 (exercise) 或摆脱 (exorcize)

记者：Leo 你也说过好像绘画和雕塑方面能做的事情都被做出来了，50
年代末的时候。
Leo: 我也删除这句话。
记者：你没有其他要说的吗？

记者：都是。除非作品是通过对它的评论才有意义了。
Kosuth: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你去做一个东西知道它要失败，
然后你从它的失败就看到一些东西。这个说明其实很让我不满意。这个
问题来自于把你做的东西自然化了，这个没办法。而我越来越反对做这
种事情。

Leo: 没有。
记者：你也说你选择一些画家不光是因为他们是好画家但也是因为他们
是一些新运动的头，你还这么想吗？
Leo: 好像这个已经不准确了。这个方面有点迷茫。好像已经没有什么
头出来了。

记者：很难去谈这些事情，而你很宽容愿意跟我们愿意共享你的艺术和
你哲学。非常感谢！

作品图及文字说明

Kosuth: 迷茫是好的。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当代运动的特点在哪里？
Leo: 明显的是一些 50 年代末、60 年代的好艺术家继续做好的作品，
有一些已经从他们的出发点也发展了。有些人觉得过去的东西更好，但
我觉得反过来现在比过去好。
记者：你呢？你怎么看当代艺术的平台？
Kosuth: 我觉得有一种媒介危机，并我觉得艺术家能感觉到这个，尤
其是因为艺术制作的本质，而且传统的方式好像已经不让他们满足了。
有很多作品我觉得没那么有趣但还是很重要，例如行为艺术或电影……
我也经常上课而我发现一般来说比较聪明的年轻人要么在拍电影要么
在做行为。。。 这个说明很多。很难知道，就是很难去理解这些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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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Kosuth 在卢浮宫的展览，“光在自己的反光里引导我们到最
深的地方，像一个酬谢一样。但只有你会提供需要找的意义”，“无
外表无幻想”，在卢浮宫从 2009 年 10 月 22 日到 2010 年 6 月 21 日。
Joseph Kosuth 在卢浮宫中世纪城壕墙上让观众重新发现这个地方。装
置的题目“无外表，无幻想”来自于 Nietzche 的文字。文字内容请观
众反省、涉及到历史、考古学的关系。艺术家把文字结构做出来：“十五
个石头，在影子外，这些亮光的词让观众和被观看的更明显。一度墙，
一个通道”。

对话
xx 月 xx 日，艺术眼与 ART-BA-BA 共同邀请周斌、卢征远、陆平原（skp 视频）三位艺术
家在咖啡馆一起谈论一下他们每天的工作。三位艺术家都选择过以每天创作一件作品的方
式工作，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相互交流分享不同的体验和认识，参与讨论的还有孙冬冬、
付晓冬、付瑜、苏文祥、吕静静、赵要等。在分享交流经验之余大家也对这样的创作方式
进行了刨根问底的反复询问，同时也对日常创作提出不少质疑。全文共 4 万余字，详细文
章可以点击链接获取。以下只是简单的内容选段：
主持人：我们很想听一下你们这 30 天做下来，你的很多感受，或者你
自己的体验。
周斌：感受我觉着就有点后怕。因为当初我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比较仓
促。因为我的工作习惯就是对自己带有被迫性，不是太有计划性。也就
是说我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去做，不要去想的太周全。因为太周全的
话，我觉着缺乏很多偶然的东西。包括这个计划也是，当时产生这样的
想法，然后就说可以这么做，就这么干，于是就执行了。那时候实际上
对工作量，还有对个人是不是能够执行，我是没有去想太多。现在回头
去想，实际上它的那种压力是超出我当时的想象和预计，就是直觉的预
计。所以说感觉是有点后怕。虽然我允许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比如出
现今天想不出方案的话，挂一块黑板。
卢征远：我是学院出身，然后慢慢的想要去进入当代艺术的语境，我想
找到一个方法。那么学院的学习经历，会让我始终在做作品的时候，就
有一个标准，这种学习过程总会有一个标准的感觉。其实就想看看能不
能越过表面的这些，所谓的标准和范画一样的东西，就越过这些表面的
规范，能不能进入到自身。实际上当时是挤压式的一种方法，就是希望
能够在紧锣密鼓的这种实践的过程中产生数量比较大的作品。这个过程
中，通过类型的作品，刚开始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有很多模仿的痕迹。
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很表面的，做着做着，随着它的速度
和它的时间，它的量，迅速积累，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比较快的摆脱别人
的影响，慢慢的进入到你的内心，真正自己的东西就慢慢呈现出来，最
早是这样的一个起因。后来为什么实施这个计划呢？我自己做的，就我
自己艺术的系统性更扩散一点。我这个年龄做艺术，我希望自己的。我
是希望自己的系统变得更复杂一点，自己底盘更大点。我会慢慢的采取
收，我想有一个更快的压迫式的工作方法，会让我在一定时间段内有一
个转变。
陆平原：我当时给我自己设立了一个框架，我的这个框架就是说，就等
于说我产出这个作品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我每次去跟不去的这个机会成
本是多少，就等于是。然后就这个框架，就等于说我每天去多长时间，
我今天要不要去，我今天如果不去的话，我能得到些什么东西，具体什
么。然后像这个，就我做了作品之后，在那个作品底下会贴一个小标签，
就是我自己算出来的机会成本，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
了没有。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人觉得每天做的东西，都是单个成为一
个作品的是吧。你们觉得你们这种东西和一般艺术家意义上的，比如说
尤伦斯他们那种单个的艺术作品，你们的单个艺术作品，如果两个放在
一起，这种比较呢？
周 斌：可以比较，但是就是说你必须还原，回到具体的。比如说张洹
正在做的火车的《希望隧道》，那比如说和我的《一粒米》来比，你就
必须是具体到作品。你如果不进行这种比较，没法谈。
主持人：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就说你的作品里保存的最朴实的，最朴素
的那个东西。
周 斌：因为实际上有些作品它是灵感一闪，但是后面都是你长期思考
的。

主持人：那是不是相当于说作品就是灵感一闪呢？
嘉宾女：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每天都要逼迫自己做作品的话，那
这一天如果没有灵感，是不是要逼出一个灵感呢？
周 斌：没有灵感就挂出一个黑板。
卢征远：我先说刚才那个问题，我刚才那个问题，首先第一点，不能从
时间上，就绝对化说你用的时间少，就一定会想的不深入或者怎么样，
这个因人而异，并不绝对化。但是普遍的来说，可能认为思考的时间长
就会深入，反复去想。但是我觉得这个存在一个问题，是你反复去想，
想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艺术家他是灵感出来之后，他去想很多
事情这些东西，想的多的这些事情，是对作品造成一种极高的一个趋势，
还是你想出这样的趋势，或是这样的趋势，不见得一定越想越好，我觉
得是这样的。
陆平原：我有一个想问一下卢征远，你觉得你现在用这个想法去做的这
个作品，本身的，你有没有感觉像某一个人的体系，有这个问题吗？就
是用这种方式做出来的作品，有没有觉得作品的某一个体系，或者某一
种类型的艺术品？
卢征远：我做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去想。
主持人：其实那就是从现在中国的艺术环境来讲，比如卢征远你说隋建
国，他们的那一辈，或者是稍微再上一辈，他们的那种作品对他们的那
种压力会不会迫使你们做这种很轻松的，很随手能做的？
周 斌：我觉着这个一点儿都不轻松，我觉得这个轻松的理解完全是一
种非常强，非常大的误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种轻松，我觉得这不
是轻松。
主持人：你们说的累，我觉得其实你是从 30 天，或者是一个长时间来看。
但是你放到一个，每一天来讲，我觉得相对来讲轻松的。因为感觉现在
咱们这种方式，其实是很像一种手工作坊的方式的。但要换一种方式来
说，我们手工作坊这种方式，是不是上一辈他们的历史感的，或者是庞
大，或者强大的这种给我们造成的一种压力，不自觉所处的一种环境，
咱们又想过这个方面吗？
嘉宾男：谁说的？
嘉宾男：比如说趣味。
主持人：趣味，或者是一种不自觉的。
卢征远：你平时的关注和你整个思想系统不一样有关。因为他们那一代
人，可能对政治，或者宏大的东西可能更看重，我们也会慢慢的归到这
里。因为现在越来越发展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个体的东西。

展览

阳江组：松园—今日猛于虎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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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闭到首阳山中，靠着采掘些野菜度日，最后饿死在山里。成了千古绝唱。眼前满屋的松园错落有致不免掀起了南宋李唐
的传世名画《采薇图》由上臆断今日之猛于虎，为避乱世阳江组造了这园子，息栖于此沉醉在酒色与博彩之中。
错落有致的松树立于展厅，白色的鹅卵石铺地，交错相应，很有曲径通幽的感觉。松树上满满的被浇上石蜡，滴滴答答，冰凌垂悬。俨然如严冬
的北国冬景。按照阳江组的说法造这个景是为了营造一个冷静的环境。傲然的松树如同庄家一样冷酷。只有像傻子一样自乐与其中才有机会在赌
博的最后获利。在松园深处两张会议桌，一堆靠背椅子，凌乱的挤在一起。在开幕的前晚阳江组一行邀约好友于美女一起在此吃火锅下赌盘，啤
酒下肚放倒一片，期间不免勾肩搭背，谈笑风生一片酒池肉林的欢乐气氛。整个过程被剪辑录像，展览的时候投射在展厅的大厅上。而残羹剩饭
也被浇上石蜡，成了永恒的凝固。
在展场的四周是一些用球杆，树枝滴滴答答书写的文章，基本上是和赌球有关系的。有介绍欧洲，亚洲玩法，也有给足联主席的信。从阳江书法
小组逐步到现在书写与足球一直是他们的最爱。在去年松江的书写资本论的球赛到今日猛于虎。细看之处处处都充满着隐喻与象征。按小组的说
法艺术如赌球。
阳江组的创作离不开阳江的生活。当面对这个石蜡浇淋的松园，会议桌吃火锅，赌球，书法，听上去很像一个妙趣横生的轶事，细细品尝之中更
像昨夜酒醉，清晨醒来之后的失落。昨日之事只如片段在于牵连不起来。走进旁边小屋一黑一白，一暗一明。黑暗的屋子贴着那晚赌球输掉的记录。
满满一串据说是输掉了 5 万多。而亮堂堂的白屋子只有了了两页，看来只有 2 个人赚了。按郑国的说法，赌球是傻子才能赢的游戏。由此可以推
断所来博彩之艺术家之中没有傻子！

网友评论：
[23 楼 ] guest 2010-9-2 20:30:15 引用 Bobo 收藏 回复
阳江组的视野如此之小 ，这另我失望至极，
后生之辈的团体组合，他们更先天的开始这类趣味玩法
作为长辈们除了用这种一加一的引喻之外，还有何建设性的，作为艺术家责任的发现与思考？
今日也许是猛于虎，但是今日是怪兽当道的年代，虎又算的了什么？
这难道就是阳江组的局限？
至少在艺术上，这种简单的组合早已不能满足我们，即使足球带动了你们的 hi 点，但是你们通过足球想表达的艺术还未达到这个效果，
组合不等于消解，希望看到更有力量的重构。
[25 楼 ] guest 2010-9-3 22:38:43 引用 Bobo 收藏 回复
阳江组的视野如此之广 ，这另我惊喜至极，
后生之辈的团体组合，他们因阳江组而开始这类趣味玩法
作为长辈们除了用这种一加一的引喻之外，还是有建设性的，作为艺术家责任的发现与思考？
虽然今日是怪兽当道的年代，虎始终是百兽之王！怪兽又算的了什么？
不能拿这些来局限阳江组！
至少在艺术上，这种复杂的组合已能满足我们，足球带动了 hi 点，你们通过足球想表达的艺术已达到这个效果，
组合不等于消解，希望以后继续看到这么有力量的重构。

佩斯北京

伟大的表演现场

美国 Bravo 有线电台正在选择下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时候，我们的佩斯为
我们选择了伟大的表演。GREAT!ARTIST!GREAT!PERFORMANCES!
这不是一个关于行为的回顾，这是一场盛装的秀。偌大的佩斯被隔掉一
半，30 多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挤在一起，像庙会一样热闹。一场有关“行
为”的当代艺术群展 ——“ 伟大的表演”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在佩
斯北京开幕。此次展览汇集三十多位当下最活跃的艺术家，以“ 行为”
作为一个视角来阐释当代艺术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发生发展的状况。展览
展出 9 0 年代以来在创作中带有“行为意识”的一些影像、装置、绘画、
摄影等作品 , 这种“ 行为意识”的形成与同时期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
醒有关。艺术家在创作中将这种自我身份认证的迫切需要转化为一种与
身体有关，并带有表演、夸张、戏剧、甚至颇具荒诞性的艺术形式，其
中所蕴含的这种行为意识是一种鲜活的、自动的、与本能相关的内在精
神。并且，这种行为意识在表演、表现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仪式感，它
既是严肃的，也是荒诞不经的。它演化成为一种非限定的、动态的、不
确定的精神形式。这种仪式感具有一种独特的感召力，而这种感召力正
在启示一种新思想的萌生。

网友评论：
[17 楼 ] guest 2010-8-29 18:35:22
下午刚看回来，佩斯这个展还挺像样儿的 ~~ 就是看起来挺累 ~~
[22 楼 ] guest 2010-8-30 3:06:29 从完全靠圈内资源滋养的行
为艺术中挖掘市场可能 , 这个展览是一个测试吧 .
[31 楼 ] guest 2010-9-2 14:57:36 张洹 VIDEO 不常见，不错
[34 楼 ] guest 2010-9-3 10:44:01 建议大家去现场看看 . 很多
老作品又被重新解释了 . 中国也能有这样的展览 !
[42 楼 ] guest 2010-9-14 16:52:10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展览，展览虽然有点挤，但看得出策展人的功力，
这是一个有深入研究和深入认识的深入阅读的展览。这十几年来
沉淀又被放大析出的作品。这也是中国缺乏的展览。冷静中隐藏
着内在强烈的爆发力。只不过在这个浮躁时代，很难引起足够的
深度共鸣。其实当大家从喧嚣中冷却下来，可以看到艺术家原本
强烈的原始力量得到了另一层的升华。这是艺术本身的力量之间
互文关系的结果，展览像一本书。

泰康空间
51 平米项目 10 号卢征远展览现场
泰康空间 51 平米项目 10 号卢征远同学带来的是他最近一个月以来每天做的一个小作品。说起这每天一次，患此病的还不止一人，798 的周斌已经
快要结束这个计划了。不久以前上海的陆平原在奥沙画廊也实施过这样的方式。周斌是被他困在展厅里面，利用力所能及的发现创作，陆平原是
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

当然三个艺术家虽然创作方式很接近但是相比各自想法还是很不一样的，具体的各自感受也就只有各自自己知道。卢同学说的是他想在这样每天
的强迫里工作。
日常批判哲学是提出过要让日常艺术化，从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循环中不断矛盾，而解决的一瞬间即如节日化的状态才是这个日常批判哲学所倡导的。
日常批判革命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革命。从宏观的来说重复之后的节日化才是最先有社会的批判的一个触及点，以此来化解
日常生活的异化。所以和达达比起来我们现有的日常化艺术远远不及他们，严重缺少态度。
空虚的宏观总让人难受，那么面对展厅的这些作品又是怎么样？出去了作品旁边简短的铅笔介绍，谁还能体验出其中的小小智慧？作品与这个说
明或者与这个行动谁更重要？另外按艺术家的说话每天的结果都算作一个艺术品，可以单独成立，如此一个艺术品的成立是否过于武断，而且整
个行动方式又该至于什么样的位置？究竟是作品是主体还是行动是主体？
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日常小制作式作品的泛滥从另外一个层面说也反应了上一代艺术家大历史观，求大求深刻求意义下的一种偏激后的失败。当
然也可说是年轻人在强烈市场标准模式下做出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那么这样更是说明艺术圈从上到下整个循环系统的整体失败。因为无法衔接，
各自陶醉在各自的快感里面。

网友评论：
[13 楼 ] guest 2010-7-18 19:21:39
艺术应该不是说随便弄个什么东西，给它加上个道貌岸然的文字解释它就合理吧？ ？ ？展览前言写的挺好的，但作品的确挺差啊
[15 楼 ] guest 2010-7-18 20:35:55
nokanolive: 刚刚看了，比较松散。至于文章说到的日常批判，我认为展出作品所谓日常性只体现在材料和艺术家“一个月以来每天做的一个
小作品”的创作时间表，谈不上什么批判，至少不是批判日常本身。 ( 今天 03:33)
nokanolive: 说到日常性，我比较倾向“必要性”的观点，而这种必要性不是自然而言的，（虽然我们往往把生物学的需求和生活的“必要性”
混爻）而是从主流文化话语和的资本生产带来的产物，Henri Lefebvre 有撰文论述。 ( 今天 03:48)
[25 楼 ] guest 2010-7-20 13:26:13
对比一下人家同样是“《30 天——周斌计划》每日新作品更新”里的作品，周明显比卢高一大节啊
[46 楼 ] guest 2010-9-18 10:12:34
呵呵 ~ 历史证明，凡是越受争议的艺术家，越是创新的艺术家。争议，证明他打破了人的惯性和习性思维观点和思考方式 ~
所以，卢老师会发展的更好，有问题才有进步吗 ~ 呵呵 ~ 支持卢老师！

泰康空间——51 平方项目第二次会议：
参加 51 平方展览的艺术家谈他们的创作、作品与感受
会议主持唐昕：其实最早做这个项目，从我个人来讲，初衷就是因为我对这拨年轻艺术家太不熟悉了，我个人太不熟悉了。因为不熟，也平时
没有一块玩，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距离比较大。所以这是我最早想做这个项目个人的初衷，是想了解这拨人的生活状态、创作的想法，还有方
方面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定为一年，展览频率加快，这样一年能出来差不多 15 － 18 个个展，也就是能包括 15 － 18 个艺术家。这样的规模，
能够相对有一定的代表性。
会议主持苏文祥：我觉得大家都是参与者，参与之后再对这个项目的看法提些意见，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还有后面做的艺术家都会有帮助。这
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上次说起过的，大家现在的创作，就是跟日常的这个关系。现在好像好多人在提，我记得我们上次是想要说什么，是不
是有点像小制作啊。包括接下来卢征远那个项目，跟这个方式都非常有关系。上次因为刚谈到这个就要结束了，就嘎然而止了。所以我觉得今
天可以接着说。
原文链接：http://www.art-ba-ba.com/mainframe.asp?ForumID=8&lange=cn

UCCA 王郁洋 & 胡向前 《有机体》展览
开幕：2010-9-25 16:00
时间：2010-09-25 至 2010-11-12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有机体》是 UCCA“由……策划”系列的最新项目，策展人刘韡向我
们介绍了年轻人胡向前和王郁洋。他们都擅于运用各种媒体、实验技术
和恰到好处的幽默来挑战艺术和美学的常规。
王郁洋的《呼吸》是一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同样在“呼”和“吸”。
在被人类使用磨损多年后，这些没有生命的机器是我们忠实的同伴：它
们住在我们家里，服务和娱乐我们，和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王郁洋
让他们呼吸，得到激活。
在影像作品《多余的知识》中，胡向前尝试凭借从《生存手册》中看到
的知识在旷野生存 15 天。你可以想象什么会发生，当这个生活在城市
里的男孩，尝试靠一本商店里购买的手册，构建庇护场所，寻找食物，
区分蘑菇是否有毒。事实证明，“知识指导实践”谈何容易。”
——杰罗姆 • 桑斯，UCCA 馆长

策展人前言
这次展出的两位艺术家王郁洋和胡向前，他们都充满活力，有各自不同
价值观和艺术风格。
在我看来王郁洋的工作更多的是以艺术和社会学的逻辑和角度来完成
人类对于科技的梦想或欲望，这一切在他的艺术系统里是真实的。胡向
前每个作品都是对社会现象和制度以及自身有独立的理解和触动而产
生的，他用肢体和青春活力来呈现社会生活中的黑暗面，当然也有光明。
他们同时指向了我们对于社会机体更复杂的思考。
我们不想完全独立两位艺术家，如展览题目《有机体》一样，我们希望
得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和呈现形式怎样产生联系从各自不同的
角度指向共同的问题，调动我们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理解力，这也许就是
现在有机体的构成模式，同时也是我们想呈现给大家的，这个不是答案，
更象是一个错误的节点。希望它能提供给我们自己和观众更多的思考空
间 。
——刘韡， 策展人

图片说明：
王郁洋，继续他的呼吸机系列。这次一些绿皮的冰箱洗衣机，收银机，
一个白色立方体柱子和沙发上的一堆书以及复印机的一堆“旧皮囊”组
成。上面的文字颜色都是描绘上去的。（图 w1/w2）
胡向前是两个录像。一个是以前的两个穿着红点绿点美其名曰红绿灯的
看上去很像的两人在人行道上舞蹈。现场是双频播放。另外一个是新
作品，《多余的知识》。两个电视机挂在一个柱子上，内容是他花落
15 天在山里按生存手册的生活的一个记录，包括抓鱼、取火等……( 图
w3/w4)

网友评论：
[9 楼 ] guest 2010-9-26 16:17:40
少年老成这样。套路感太强了。
ucca 下的展览就是那种西味儿太重，本来还有点儿劲儿的东西，往
里一阁，全是一个味儿——流行，亮丽，小资万岁感太强。值得大
家深思。
与此相比，还不如画廊展览来的直接干净。ucca 赶紧的，怎么着也
得开辟一块“脏地儿”，不要让艺术家们的成功方式都是一样的。
[14 楼 ] guest 2010-9-27 15:50:59
多余的问题是馆长和策展人指定作品的形态，我们理解的给新艺术
家的空间实际上不大，当然新艺术家也有不参加展览的权利，可是
谁都需要朋友和机会不是吗？骂的痛快当然是好事，希望骂人的哥
们自己别成自己所反对的。

长征 - 胡志明小道巡回排演 第一幕
2010/09/04--2010/11/14
长征空间上海双年展巡回排演第一幕“胡志明小道”在众人的好奇和质疑下开幕。之前的实地行走提出了很多问题：历史感的缺失、全球资本主
义陷阱、对个体性的迷恋、艺术与社会的伪区隔、艺术和政治的真联系。胡志明小道最关心的似乎不是艺术能够或应该承载多大任务，而是希望
把所谓的“当代艺术”推到某个极致，哪怕艺术不再是它自身。
最吸引眼球的是刘韡伤筋动骨的大型装置《这仅仅是个错误》（2010）。整个展厅既像工地，又像一座自成体系的微型城市，力量感十足的几何
线条充满肃杀之气，老窗棂式的浅绿木料又为全场补足了人情味。但对了解他过去作品的人一眼就能认出许多熟悉的形式和材料，而题目又叫“这
仅仅是个错误”，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到底谁错了？过去的刘韡？还是此处的一切？
汪建伟的作品由三部分组成。一段画面静止的录像，屏幕上就一句话“我们从来无法确定我们的相信，我们只能相信我们相信”，其他部分包括
像心电图一样参差的乒乓球桌和前段时间方家胡同剧场做背景的四幕录像。
张慧的作品《空地或晴转多云》（2010）名字抒情，做法也让人心疼，基本就是把路上的手稿用灰色丙烯颜料层层覆盖，只留下彩色边框。在像
水纹一样晕开的灰色上，隐约能分辨出几张笑脸，据长征员工介绍，这是国航广告上的形象。而吴山专的马蹄形公式《想象力等于透视乘以投射
乘以云的三次方》（2010），上方是星空，下方是物流水管，透视线变投射线……
没顶公司《蔓延 20100904》（2010）里的彩色海绵块和小太阳灯箱据说是分别来自漫画和英国石油公司商标。陈界仁这次没有创作新作品，而是
把旧作拿出来跟大家交流，虽然讲的是台湾，其实说的是历史认知。
从两个月前的行走到今天长征空间排演第一幕，再到十月上海双年展，甚至更远的将来，胡志明小道能产生多少问题？扔掉多少包袱？最终是否
会消灭（个人）天才，推出（集体）英雄？还是能通过话语和创作的持续交锋刷新现实？我们拭目以待！

文 / 杜可柯 来源：artforum
去政治化
——长征计划—胡志明小道
文 /Arttrain
在艺术国际的视野下，对于个体和整个民族来说“当代艺术”是一把双刃剑，而显然，长征空间的这次展览试图从这场宏大的博弈中自觉地边缘化。
当长征计划工作小组踏上胡志明小道的时候，就进入了历史的现场。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艺术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行业，20 世纪，一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体系演变为金融体系的时候，艺术的价值就转变成了价格。
那么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价格崩溃，这场没有硝烟战争理所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在介入了艺术。艺术家们曾经面对过挑战过和迷恋过这个还在迷失
我们的战场，这种迷失是士兵对战场的怀念。
有理由可以和应该“去政治”，于是就有了长征计划。
原文链接：http://www.art-ba-ba.com/mainframe.asp?ForumID=8&lange=cn

没顶作品

吴山专作品

汪建伟作品

陈界仁作品

张慧作品

刘韡作品

网友评论：
[9 楼 ] guest 2010-9-5 13:48:45
这年头这么做展览的太少了 , 是长征几年下来做的最明确的一个展览 , 作品嘛 , 只是总体的部分 . 好些差些不重要。
[14 楼 ] guest 2010-9-6 16:26:17
没有排演 只有演员，论艺术家表演的内容与工具
这次胡志明小道的展览 很明显前卫艺术家的自觉终于开始了，他们统一开始自觉的与传统“当代艺术”创作拉开了距离，艺术更明显的工具化，
而价值非艺术本身，内容也非直接被艺术表现出来。艺术成了一种职业更新的工具，价值更明显在与艺术家本身，也就是演员本身。
这是我看了胡志明小道的感受
[16 楼 ] Arttrain 2010-9-6 17:25:40
艺术言说什么？还是言说须要艺术？ 这次在长征空间的展出了 6 位艺术家的作品，通过阅读现场文本，得知这次展览的主题是由“政治”为
轴心——左边是，历史、社会、权力，右边为缺失状态——的不对称结构。 作品是艺术语言，还是艺术就是语言？
作品的形式上有手搞式的速写、布面作品，装置、影像、行为（表演）。将当代艺术植入政治表达的时候，未使艺术或政治产生新的可能，而
是可能的政治生活。艺术生活就是政治生活？
[18 楼 ] guest 2010-9-6 21:00:56
重要的是重新出发，由此要搞清楚所在地和目的地，但不管怎样这些人已经出发。
[25 楼 ] guest 2010-9-9 12:12:14
没有逃离艺术家个人的逻辑，还是自个耕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高士明也是一样
[28 楼 ] guest 2010-9-9 21:53:18 在都找不着北的时候，他们在找，可以啦
[36 楼 ] guest 2010-9-15 6:21:32
胡志明小道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展览吗？如果是展览我想应该比展出的状况好，如果不是展览，应该是什么呢？展览可以被看做是小道回来之后
对行走、对话、研讨、反思的提炼，从作品的形态和出发点看，并没有看出和行走之前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唯一构成关系的是行走促成了这
样一个展览。

香格纳画廊十年后的有效期现场
如果可能，世间万物都可以被标上有效期，从某一时间点开始到另一时间点结束。这些时间长短不一，重要程度不等的有效期，每一段本身都具
有双重隐喻：既彰显着当下的鲜活有效，亦警示着世事的生灭无常。对于徐震（没顶）、杨福东、杨振中三人来说，这种宽泛的意义指涉，则成
为一种共同却又自由理解世界的方式。
2000 年的“有效期”，充斥着三位艺术家年轻时的冲动、激情、欲望与梦想。那些影像媒体作品的实验与探索，以及从中涌现出的快感与力量，
似乎可以穿越时间的樊篱，而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有效期 2010”与其说是延续，不如说是挑战。周遭的艺术语境，艺术家们的创作观念、表现手法，甚至身份皆有转变。如何面对新的境遇、如
何重新找到各自安身立命之所在？现场的作品带来了艺术家们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杨振中的作品保持着一贯的幽默和反讽，几十个任务统一角
度的微笑在一个瘫软的红五星下显得格外冲突和矛盾，这种国民幸福感是杨振中一直在寻找和表达的？

徐震到没顶公司的转变不仅仅是身份以及操作角色的转变，作品也带来了强大的转型，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新的开始。
“蔓延”系列的多次亮相后，
这次带来的是更抽象的蔓延，作品用很西方式，标准式的当代艺术形式阐述的仅仅是一个生产模式的概念？这些抽象作品大多色彩艳丽炫目，内
容时而抽象时而具象，表达着这种荒诞的当代感和不安感，据说内容来源仍然离不开以往的政治漫画系列……
杨福东这十年更像是在酿造一瓶上等的红酒，他的语言在自己设定的亚电影范围内更加成熟，7 屏的录像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摄影，而陈列的
摄影作品与其是说静帧，不如说是叙事的电影，这在 10 年前还是预想不到的。

网友评论：
[4 楼 ] guest 2010-9-11 14:44:03 总记得从前杯酒。持手相卫十年
久。 数天涯，依然骨肉，几人能够？更不如今还有。
[6 楼 ] guest 2010-9-15 21:52:27 都过了有效期了，过期了。
[8 楼 ] guest 2010-9-16 9:07:16 那你说几个没过期的名字来听听。
[15 楼 ] guest 2010-9-28 22:08:20 这三人做到这份上，充分说明
了国内当代艺术体制的脆弱性和单一性。

罗伯特 • 巴里 (Robert Barry)：

单词与音乐

罗伯特 • 巴里 (Robert Barry) 个展《单词与音乐》将在英国格拉斯哥的
公共行会空间（The Common Guild ）举办。
巴里早在 1967 年就放弃了绘画，开始创作基于现场的装置作品。他的
作品往往具有极端的隐蔽性，曾创作例如无线电波与心电感应等装置作
品。此次个展巴里延续了自己的一贯风格，偌大的空间中我们能看到的
只是银色单词，包括窗户、天花板、墙壁、地板上都可以看到这些仿佛
是随意贴就的作品。
伴随这些文字的是现场视屏中美国艺术家 William Anatasi 弹奏的钢琴音。
视屏中 Anatasi 背对镜头，当他弹奏时巴里的“单词”重叠于屏幕之上。随之而来是另一段影像，车水马龙的大街
与世俗的生活， 然而言语和场景未能揭示（要表达的）叙述。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场钢琴独奏会，但当曲终人
散之时，误会已经酿成；言语还在被重复；正常状态再次被强调。
这些单词本身毫无意义，像普通物体一般可见，可触，但当观众走入展厅，置于空间，聆听钢琴的天籁之音，此时
才可以感触这些作品所赋予的私密性。巴里说：“相比用文本来传达思想，我更善于用单个文字来表达情感，空间
中的文字是我最好的叙事方式。”

《标准三围》

纽约女性群展

Olympia Scarry 作品，《口水》，2010

艺 术 家 Xaviera Simmons 作 品，
Whatever the Cost, I’ll Pay
in Full (2010)

纽约 Half 画廊女性艺术家群展《标准三围》（Normal Dimensions）
本 周 三 开 幕。 策 展 人 Neville Wakefield， 展 出 Carol Bove, Olympia
Scarry, Xaviera Simmons 和 Susan Collis 四位女性艺术家作品，展览
将持续到 2010 年 8 月 13 日。
Olympia Scarry 的个人背景非常有趣 : 高中之前，曾在瑞士，意大利，
法国居住，之后在纽约天主女子学校就读（LADY GAGA 校友），从
这里毕业后不久就开始了职业艺术家之路。Scarry 的作品往往来自于
自己日常使用的物品，通过展现物品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来
重新定义这些物品。她展出的作品是用 500 磅的动物脂肪做出白色的长
方体装置。Scarry 以前的作品大部分用金属材料制成，这次的作品却
截然相反。
Carol Bove 出生于瑞士，现生活，工作于纽约。她的作品被认为是
对上世纪 60，70 年代艺术运动的再现。本次展览她带来两件作品，
《Untitled》(2009), 《Woman》(2010).

Susan Collis, 《 亲 爱 的 幽 灵 》（Dear Ghost,
2010）

《Untitled》(2009) 是一块钉满羽毛的木头悬挂在黄铜架子上，让人不
禁联想起贫穷艺术运动（Arte Povera）时期作品的影子，贫穷艺术运
动是与美国极简抽象主义（minimalist ）运动同时开始于上世纪 60 年
代的艺术运动。作品《Woman》是表类似于人体的垂直结构作品，中
间悬挂着一片公孔雀的羽毛。
Xaviera Simmons 是纽约本土艺术家，她参展的作品，Whatever the
Cost, I’ll Pay in Full (2010)，一件复印版画作品，描绘一只白色猫头鹰
嘴里衔着一只小老鼠。
Susan Collis 的作品往往用极为珍贵的材料来重新制作日常的物件。
2004 年的一件作品《The Oyster’s Our World》由珍珠母，人工珍珠，
淡水珍珠和钻石打造而成的长筒丝袜，本次展出的两件作品延续了同样
的风格。作品《我们将要在一起》是由红玛瑙，碧玉，缟玛瑙做成的三
颗钉子。《亲爱的幽灵》，是一件镶嵌在墙上的白金制成的 U 型物作品。

Claire Fontaine
公司北美
MOCA 个展
Claire Fontaine 法语意为“清泉”，是来自巴黎的艺术家共同体（酷
似没顶）。“清泉”公司首场北美个展于 2010 年 6 月 3 日—8 月 22 日
在迈阿密当代艺术美术馆 MOCA 举办。“经济”是此次展览的名称，
比较怪诞，展出作品囊括“清泉”从 2006 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艺术“产
品”，雕塑，油画，视频，霓虹，文本，形式多样，其中还包括一件为
MOCA 展览专门打造的电影与视频作品“移动影像工具箱”。
2004 年“清泉”公司起了现在的名字，也是一家法国造纸公司的名称，
并把自己定位为“现成品”（ready-made）艺术家。“清泉”公司的
艺术实践扎根于集体协作与质疑社会改变的可能性之中，由众多“助理”
来管理生产“艺术”。
展览作品包括：
“网球雕塑”2009 年，地板装置作品，组成部件包括遍地裂开的网球，
以及网球中诸如发夹，袜子，电池类的小物件，这些小物件在监狱里可
是硬通货，比 Dollar 还好使。这件作品反映了美国监狱中的一个尽人

皆知的故事，利用网球来隔空传物，达到运送物品的目的。
"In Change", 2006 年，是一件把金钱转换成武器的作品，把 12 个 25
美分硬币切割成锋利的刀片放入盒子之中。
“Untitled (Missing) ”，2010，尽管是一把失去杀伤力锯开的猎枪，却
让人产生一种坐立不安的危机感。
“Recession Sculpture (American Gas) ”，2009，是一件利用真空
的工具让燃气表的字数逐渐缩小，以达到节省能源消耗目的的神奇装
置。
压轴作品“移动影像工具箱”，包含了一系列曾经对 Fontaine 有过
深 远 影 响 的 电 影。 包 括：rinh T. Minh-ha’s Reassemblage (1982),
Barbette Scroeder’s Koko: A Talking Gorilla, (1978), East of Paradise,
dir. Lech Kowalski, 2005; and D’amore si vive, dir. Silvano Agosti,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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