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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艺术的思考：
来自

Lady Gaga
报道的亮点评论

来源 : ART FAG CITY
翻译 : 张涵露

关于 Lady Gaga 艺术成就的一篇报道帖子引发的一系列读者评论很值
得我们一看，这些评论中，话题的范围包括了从艺术和其他一切事物的
萌生一直到 Gaga 的作品中概念的评价：

者和“吸收者”（和“卫生巾服装”联系起来）。在她身上除了具有的
流行明星气质（同样的气质可以在麦克尔 • 杰克逊、大卫 • 波伊、格雷斯 •
琼斯、玛丽莲 • 曼森等人身上发现），还具有一定的现 / 当代艺术气息。

Howard Halle: @Paddy 从今天来看，Lady Gaga 和玛莉娜 • 阿布拉莫
维奇（Marina Abramovic，70 年代行为艺术家）还有多少区别？我的
答案：零。

她 这 身“ 卫 生 巾 服 装 ” 可 以 和 卡 洛 莉 • 史 尼 曼（Carolee
Schneemann）的“内部卷轴”（Interior Scroll）表演有关，但只是一
个视觉暗室，一种回应。仅仅因为她一直提到沃霍尔，在赫斯特（Hirst）
弹奏蝴蝶钢琴，现在又和 Koh（Terrence Koh，华裔加籍艺术家）一起
在博物馆表演游玩，并不能使她自己加入艺术家的行列。

Art Fag City @Howard 我觉得这正是她在 MoMA 穿的卫生巾服装和她的
样子的有趣之处。
至于你说的区别，我觉得在于作品销售的方式，展出的地点，以及最重
要的一点：它们如何被体验。所以说就算你可以把它归为艺术或者其他
任何类别，我们体验艺术的层次有很多种，而且这些不同的层次将一直
保持不变。我们如何体验 Bravo 电台的艺术真人秀节目和我们如何体
验节目中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pbd: 我们会注意到她那卫生巾服装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它粘在她那标志
性“流行”音乐的最外层，这音乐实在很糟，但却深得媒体的亲睐。
Gaga 她自己也一定知道她的音乐一文不值。我们要相信，她自己也在
忍受着自己的工作—录唱片和表演，这两样是我们唯一所能知道的她的
产出，也是她能够穿着疯狂的戏服表演疯狂的角色的平台。这就解释了
她为什么穿那些服装，我不确定 viktor & rolf（他们为她设计了那个说
电话的录音带中的服装）是否能为此辩护。我们也忽略了她的曾经的故
事，她作为一个一直徘徊在流行乐界门外多年的艺人，给别人写歌，被
签约，然后又被节约，这些都发生在她作为一个还没有那么魅力四射的
角色时。
我们知道，那些看见了东西就宣称“这不是艺术”的人，在最后总是会
在辩论中输掉。同时，让我们用看待担待艺术的标准来看一下 gaga 她
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在艺术被创作和被理解的当代背景下，这两者是不
是有些共同点？ Gaga 有没有利用各种模式和充满概念性的方式来制造
她的作品？她当然没有。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她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
歌曲中。这就像 Kayne West 宣称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流行艺
术”一样，让人笑破肚皮。
所以可以肯定一点，我同意 paddy 认为 gaga 是一个艺术家，但只因为
艺术家这个词太过宽泛。把她与阿布拉莫维奇相比是没有意义的，至少
阿布拉莫维奇还有点女性主义风采。
Jesse P. Martin: Lady Gaga 是一个流行明星，她是时尚和潮流的模仿

我喜欢 Lady Gaga，我欣赏她对于现当代艺术的肯定（比如说她在
Paparazzi 录影带里面穿的机器人 / 小儿麻痹症服饰，就是从弗利兹 •
朗的电影《大都会》中借取而来，而且她还欠了 Leigh Bowery（澳大
利亚行为艺术家）很多人情，等等）但是她本身还没做到超越一个流行
歌手的角色。她用尽才思和材料，像服装设计师一样把它们转化为可穿
的可用的商品。
@Halle: 阿布拉莫维奇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尽管她在《欲望都市》的
露面把事情搞复杂了），我认为 Lady Gaga 还没到能与她相提并论的
程度——就算你说青菜萝卜各有所爱，那也只能爱其中一个。
Howard Halle @everybody 上次我说 Gaga 和阿布拉莫维奇之间的区
别为零，我的意思是：艺术世界正在被巨大的娱乐产业无情地吸收进去，
再也回不去了。
Paddy 你可以说艺术是被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的，比如说在 Bravo 电台
上面和在画廊博物馆里就不同；Jesse 你可以说阿布拉莫维奇的意义和
Gaga 的缺乏意义是不同的，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前面已经提到
过，但我想重申，真正重要的是：过去被我们视作为艺术的一些东西，
如今已经被转金钱转变成为了面向广大观众的商品和消费。
蒂姆 • 波顿（Tim Burton）的展览成为了 MoMA 历史上参观者人数排名
第三的一次，在这之前只有毕加索和马蒂斯的展览超越了这个数字。我
想这对 MoMA 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这里每个人也应该同
意，这样一次展览的收入是可观的。
不管我们对于阿布拉莫维奇作品在艺术史上的意义的看法如何不一致，
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她的回顾展是建立在一个对于观众数量的假想
上。于是，她的表演的核心内容，再加上名人露面的电影、flickr 页面，
变为了一次明星竞技。另外，年轻、体态轻盈的裸体演员们也是她重回
舞台的重点看头。
同志们，这绝不是意外啊，不仅仅在博物馆世界中发生，还在画廊中。

比如说，纽约画廊周，TONY 是官方的媒体赞助人。用我的方式来描述，
如果我还能从中赚到点银子的话，那里的情况简直就是自助式的。对此
我感到极度的不适，但我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情况和问题所在。
这些种种的最终产物，是将画廊应该如何运作（如何应付那群付钱的精
英客户，换句话说，收藏家）与博物馆 / 美术馆应该如何运作（它们的
应付对象是任何人）区分开来。事实上，艺术市场已经在改变现状。以
前，收藏家们会来到画廊，买下作品，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而是美术馆在赚钱。但是，每个月画廊里展示这些作品的人工努力和金
钱成本还在，它们究竟是为了谁而挂在那里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画廊
又怎么在行业中生存？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pbd: @howard 我认为，在我们以往认为是艺术的领域中，只有一小部
分被金钱化，被推向更广泛的受众，而且这一小部分，是已经被熟悉为
主流品味的那一小部分。你说的没错，艺术作品现在在画廊以外的地方
被呈现和买卖交易，我也很好奇事情会继续往怎样的方向发展，但是，
现在已经是后娱乐产业时代、网络时代了，事情要另当别论。
Colin LaFleche: 第 一， 这 一 切 有 什 么 意 思？ 谁 会 在 乎 Biesenbach
（MoMA 策展人）有没有认为 Lady Gaga 是艺术家？至少我就不会。
第 二， 事 情 好 像 是 这 样 的，Biesenbach 先 邀 请 了 Koh， 然 后 Koh 再 邀 请 了
Lady Gaga。
第三，在艺术和表演之间硬要画上一条界限是可笑的，原因之一：MoMA 不是
第一次举办表演性的展览了。
第四，把什么才能归为艺术加上一些限制要求不仅仅是傲慢的行为，而且，
Paddy，就像你说的一样，那样阻止了人们对艺术进行实质性讨论
第五，为什么这个博客那么着迷于 Lady Gaga ？
pbd: 我对于你说的第一、第二、第五条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于另外两条，
我绝对有超越 Lady Gaga 事件的解释：
关于第三点，你玩弄“艺术家”和“表演者”模糊的定义是更加可笑的，事实上，
这两者有太多交集了。大多数商业音乐表演者，它们的目标和背景和当代艺术
家们相差太大了，而且，关于后者，Lady Gaga 完全没有发言权。
第四点中，就“什么是艺术”画上界限，与就“哪些作品具有出了通常我们认
为是艺术的举动和背景而哪些没有”画上界限，使不同的。我认为我们绝非生
活在一种单一文化中，我相信我们的文化，是由一系列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所组
成，并由此被定义的，这些关联，也定义了当代艺术。就算 Lady Gaga 的作品
用有任何微小的方面让人联系到当代艺术，这些方面也不一定是她自己的主意。

她只是作了曲，而剩下的一切工作，就是机器的产物了。这一点都不阻止关心
流行乐历史的人们进行“实质性讨论”。
我们没有理由阻止 Lady Gaga 在任何地方表演，就像我们没有理由阻
止电台播放 Martin Creed（爱尔兰行为艺术家）乐团的音乐。但是，他
的乐队和他的行为艺术是不同的（我问过他），就算他们是从同样的程
序系统创造出的。我们当然可以把一样东西归类，但是，这里的讨论出
了“是，不是”以外，就没有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Gianni Schneider: Lady Gaga 并不具有革命性，她也不算当代艺术。
我本身并不是 Lady Gaga 的粉丝， 但是我认为，这里作为一种现象的，
并不是她的服装，而是这些服装在世界上巡演，并被无数次搜索和观看
的事实。
这很有趣，她创造并发掘出了并非新闻纪录性，也不是好莱坞式完美的
图像，却被百万人分享。为什么这种“挪用”被用在艺术中的话被认为
是重要的，而在流行音乐中就被认为是派生的、不好的？为什么 Kelley
Walker 可以在无数博物馆中展览，而 Lady Gaga 就被认为是模仿的？
你在艺术以外的世界从来看得到 Kelley Walker 么？不。艺术界以外的
人从来在乎这些么？不。
再次申明，我不是 Lady Gaga 的粉丝，但我所见到的，对于观众来说，
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Biesenbach 怎么评论 Gaga 是由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很多事
件的决策人，他的言行将影响到“什么是艺术”的历史。而当代艺术就
是由大约 15 个这样的决策人组成的，那么我们更加要听他怎么说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够使当代艺术家们考虑到观众在艺术创作中起
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美术馆和“艺术界”有时介入得太多，有时
介入得太少，它们限制了观众和得到展览机会的艺术家的数量。艺术不
能仅仅是被放在博物馆，或某人的工作室的东西，而应该是真正处在这
个世界中的。我认为她是“中间层面”艺术的典范，并且把这种艺术应
用到了流行乐领域。
pbd @gianni 我觉得事情和你说的正好相反。Lady Gaga 巨大的消费
量是很不有趣的。至少，相对于打架的狮子，度假者们挤在西尔斯商店，
或者人们点燃自己放的屁的景象，比 Lady Gaga 的形象有更高的点击
率，而且这些景象并没有商业意图让人们去观看。我认为你觉得有趣的
是扁平化的销售的影响和其与观众的关系，而不是 Lady Gaga 这个人。

女性主义的春天： MoMA 举办女摄影家
作者：HOLLAND COTTER 来源：纽约时报 翻译：张涵露

（A photograph, “Untitled,” by Julia Margaret Cameron,
left, from about 1867,“The Manger,” right, by Gertrude
Kasebier, from 1901, at MoMA. ）
“不管内容是什么，这些照片都是政治性的，因为相机背后是一个女人，在她们按下快门的瞬间，她们
正在做一件女人在当时才刚刚被允许做的事：利用技术来选择和控制这个世界的景象。”
在艺术中，“进步”是一个令人怀疑的词。
但 也 不 是 总 是 这 样。1995 年， 画 家 伊 丽 莎 白 • 默 瑞（Elizabeth
Murray）在 MoMA 举办了一场集体展览，这是 MoMA 一系列“艺术家自
选展”中的一次，展出的作品都是从永久陈列中挑选出来的。默瑞是这
系列展览中的第一位女性发起者，她挑选了 100 副左右的作品，并把它
们压缩在大厅的空间里面。她选出的艺术家们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
女性。这场展览，“现代女性”，成为了 MoMA 的史上第一。

现在，十年过去了，默瑞女士也逝世了近三年，美术馆里的性别比
例也经历了实质性的变化。今年春天，我们迎来了两场以女艺术家
为主题的展览：“女性视觉：现代摄影史”（Pictures by Women: A
History of Modern Photography）和另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思想与物质：
40 年代至今的另类抽象”（Mind and Matter: Alternative Abstractions,
1940s to Now）。与此同时，一本又大又厚，充满了具有思辨性论文
的书也将问世，它的出版花费了好几年，这本书的名字叫《现代女性：

勒 维 特、 朗 茜， 迪 安 － 阿 布 斯（Diane Arbus） 和 南 － 戈 丁（Nan
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的女性艺术家》。
Goldin）的作品集中了来参观展览的大部分人群，但是最深刻的观看经
另外，著名的玛丽娜 • 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回顾展也还
在进行当中 , 还有琼－乔娜斯（Joan Janas）的非凡的装置作品《奇迹》 验，却来自一些重来没遇到过的单幅照片，比如玛可塔－乐斯卡科娃
（Mirage）；莉－邦特科（Lee Bontecou）的整洁的雕塑展将持续一 （Marketa Luskacova）拍阴沉的、格林童话一般的斯洛伐克乡村敲钟人；
简－莫托萨米－阿什（Jeanne Moutoussamy-Ashe）镜头中的像匆匆
整个夏天；同样精彩的有玛雅－德伦（Maya Deren，美国著名女导演，
一瞥留下印象似的两种种族构成的南非；玛丽－贝丝－爱德尔森（Mary
前卫电影带头人）的电影项目。
Beth Edelson）的全部是女性人物的“最后的晚餐”；还有甘杜拉－舒
尔兹－爱尔道伊（Gundula Schulze-Eldowy）拍的她自己被一名愤怒
展览中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女性艺术家们的作品，比如四楼一座露易－布
的柏林女人袭击的情景。
舒阿（Louise Bourgeois）的雕塑向人们展示了当时欧洲现代主义巨大
的影响力；再比如莉－洛萨诺（Lee Lozano）的一幅巨大的画占据了
四楼大部分的公共空间，都充分体现受了当年默瑞女士展览启发的策展
理念。
MoMA 的摄影部门一直擅长于收藏女艺术家的作品，这次带来的“女性
视觉：现代摄影史”展，几乎实现了其标题所包含的巨大承诺，呈现了
历史。
这次展览包括了来自 120 名艺术家的 200 副作品，展出回溯到 1850 年
英国摄影师安娜－阿特今斯（Anna Atkins）的一幅植物印刷图像，那
时候摄影还几乎没有历史，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为来自摄影部门的
策展人 Roxana Marcoci，Sarah Meister 和 Eva Respini 把作品按照年
代顺序展出，在开场的展厅中，随着朱丽娅－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和吉尔特露德－卡丝柏（Gertrude Kasebier）的
照片，我们得以全面窥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面貌。
卡 梅 隆 是 英 国 人， 卡 斯 柏 来 自 美 国， 她 们 两 人 都 热 衷 于 拍 摄 母 亲
与 孩 子 的 题 材， 卡 斯 伯 还 花 了 很 多 时 间 致 力 于 拍 摄“ 草 地 上 的 午
餐”(déjeuner-sur-l’herbe) 式的玩耍场面。以摄影为生的卡斯伯被当
时已经很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斯帝格利兹（Alfred Stieglitz）先是强烈
推荐，然后又贬低，她懂得了很多行业规则，这其中缠绕着许多性别潜
规则。
正如那个年代的许多摄影师一样，她在这份职业上边学边做，要学的有
很多。与她同时代的弗朗西丝－本杰明－琼斯顿（Frances Benjamin
Johnston）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在琼斯顿的混杂的，有些另人不安
的“汉普敦相册”系列照片中，你可以感觉到一个艺术家试探照片拍摄
的伦理限度，在她的情况里，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看待不同种族的难题。
她从未明确指出，但她的作品总能在对这个问题过渡强调和视而不见这
两种极端中找到平衡。
在这些早期的摄影作品中，我们隔着一种浪漫而模糊的薄雾看世界，这
种软化了的模糊意味着视线的天真无邪。但在新的一个世纪中，这种薄
雾被驱散了，图像的焦点变得清晰且锋利，就像在蒂娜－莫多提（Tina
Modotti）拍摄的子弹静照；或者像爱尔莉丝－宾（Ilse Bing）的神秘
有趣，仿佛是分身似的自拍照；又如玛格丽特－布可－怀特（Margeret
Bourke-White）拍的大熔炉一般的底特律。它们看起来都像是工业力
量的写照。
展览拥有许多来自二三十年代的优秀肖像照。没错，玛莎－葛兰姆
（Martha Graham，现代舞之母）的大部分作品的神韵都收入在了伊莫
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给她拍的肖像照中，但是，任何
一个摄影师，若拍摄这名舞蹈家那忧伤痛苦的面部表情，都能获得高质
量的图像。但是只有一个人能给出柯劳德－卡恩（Claude Cahum，法
国女艺术家）的面目的正确评定，那就是卡恩她自己。穿着男式服装，
剃了短发，看着她自己的相机，就像个合不拢嘴的乡巴佬。
到了三十年代末期，我们告别了卡恩的巴黎，来到了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跟着多萝西亚－朗茜（Dorothea Lange），见见非法移民母亲和被摧
残的女儿们。我们又看到几十年以后（但在同一个展厅）的破败但色彩
丰富的纽约街景，多亏了海伦－勒维特（Helen Levitt）的来自街沿的
冷静的眼光。

（self-portrait by Claude Cahun）
不管内容是什么，这些照片都是政治性的，因为相机背后是一个女人，
在她们按下快门的瞬间，她们正在做一件女人在当时才刚刚被允许做的
事：利用技术来选择和控制这个世界的景象。
控制世界的景象：拍摄、编辑、打印，曾经是，目前同样也是一种内
在的政治活动。不管你拍的是什么，你发出你拥有了现实的宣告：“这
应该是这样，”“这很重要，”“这是我的。”出于这个原因，展览
中一些女摄影师拍摄的乡村后院的景象，和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霍沃迪娜－平德尔（Howardena Pindell），以及本次展览
年龄最小的艺术家芮秋－哈里森（Rachel Harrison）等人拍的具有非
常激进主题的照片是同等重要的。
MoMA 只提供一个简短扼要的概述，然后你就被由自身产生的主题带
领着参观，随着暗藏的政治性，我忍不住发觉这些照片中的情感振动，
而不是“人类一家”（Family of Man，六十年代 MoMA 举办得一次著名
摄影展）式的人文主义，更像是这社会上女性的现实“一家”，我感觉
到一种来自拍摄对象（多数为女性）与照片之间、对象与摄影师之间、
摄影师和她们自己的影像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我想重申，现在距离女
人们刚开始被允许、并且被赋予途径创造现实主义自画像，只有很短的
一段历史。
默瑞女士说到 1995 年的“现代女性”展时，认为它是一种用其他人
的作品来定义她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人类的方式。从 MoMA
的馆藏中她挑选了来自五六十年代的人物：格雷丝－哈迪根（Grace
Martigan）、琼－米歇尔（Joan Mitchell）、邦特科女士等等，她们对
她来说，在一个对于女人来说很难寻求艺术入口的时代，都是极佳的榜
样。
对于当时的展览我曾写过一篇评论，常理来说，我是不愿意重读我写下
的东西，我也不记得有哪次自我引用过，但是在这里我想在这里重复当
时那篇评论的最后一段：
“‘现代女性’是一种依旧受到质疑的精选展的粗略形式，默瑞女士比
谁都懂得这种将已经有了界限式存在的艺术分开重新组合的方式可能
带来的风险。从目前来看，女性艺术周围的坚墙已经从内部开始被拆除。
就算只因为为外人提供了一瞥这坚墙中的富饶这一点，默瑞女士做了一
件对的事，而且做得漂亮，她把艺术推向了一种新的高度。”
对我来说，这些文字说得仍然是实话。那些坚墙，随着我们朝着未来的
行进中，仍然在战抖、分裂、崩溃。让我们记住这位艺术家，她正好也
是一位“现代女性”，她朝着坚墙上重重一击，改变了世间景象，创造
了历史。
（“ 女 性 视 觉： 现 代 摄 影 史” 展 览 将 在 MoMA 的 Edward Steichen
Photography 展厅，当代部分在 Robert and Joyce Menschel 展厅持续
至 8 月 30 日）

泰特练摊 ---《没有灵魂出售》
[ 楼主 ] 非卖品非卖品 2010-5-24 0:43:16
周啸虎在上海邀请一名“疯狂英语”教师来到英国，教英国志愿
者学员学习中国的“疯狂英语”。“疯狂英语营”作为周啸虎又一次
训练行动，置换了场所和教学对象，改变了原有教学行为关系的含义。
疯狂教师充满激情地煽动，英国志愿者群情亢奋，现场围观者也都跃
跃欲试。离开母体的英语在中国经过“特色”加工，手舞足蹈地回到
了它的输出国，局面颇富联想。课后，周啸虎又安排摄制组对英国志
愿者逐一“突袭”采访。

2010 年 5 月，从 14 日到 16 日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举办泰特
10 周年庆独立艺术节—“Not Soul For Sale”。有 60 个国际艺术机构
获准练摊争奇斗艳。另外还有一个 30 分钟发布项目，参与机构轮番利
用音影媒体，在涡轮大厅正前方舞台尽情展示 30 分钟。同时各参与机
构设计制作一个海报。
5 月 15 日下午 3 点中国艺术家周啸虎炮制教学行动项目“疯狂英语营”：

周啸虎作品：疯狂英语营在泰特门外演练

艺术家周啸虎（右）

约翰 • 范德比克纽约个展
来源：Saatchi Online
翻译：张涵露

展览信息：
Johannes VanDerBeek:
Another Time Man
8 May - 12 June
Zach Feuer
New York
在他第二次位于乍克 • 富尔画廊
（Zach Feuer）的展览中，约翰 •
范德比克（Johannes VanDerBeek）用光和别的材料以不同的方式反
映了例如变形、时间的流逝、梦境、以及破产等等的大主题。随着参观
者对于他的作品的了解的深入，他们能够理解到，整个展览由梦境来诠
释，而且各种不同的元素，以搞笑鬼马的方式，成为大道理的替身。参
观者们还应该将他们的想像力中时间的范围扩大，在此生、来生、以及
历史中，感受逐步凝聚的色彩、光亮以及材料。
进入展览空间，观众们将看到一些家居用品以及空白的肖像，暗示着不
久前刚刚有人在这里。这些微小的占位符同时也表现了作品是面向任何
人任何事物的。展厅里的作品大多由木头组成，这是一种有生命的材料。
自然光透过窗户照进展厅，形成了各种影子，暗示了一种转瞬即逝的形
式。装有板条的墙分散了这些自然光，支撑了记忆，但同时挡住了从另
一边的大罐子中照出的光。
当你进入主要展区时，迎面的是闪耀着天堂版光芒的大罐子，你立即进
入了来生。在这个光墙的背后是许多漂浮着的小罐头，它们可以被诠释

为是直白的现实（在一扇门背后是另一扇门）或者说是基本的物体背
后都有至高无上的几何规律。在这个部分，材料转变为了刹那消失的
或者透明表面的，让人难以捕捉它们的面貌。展览中有像投影或幻觉
一样的巨大金属鬼怪；有用硬板纸作成的庞大电视屏幕，还带有逐渐
消失的静电信号；还有用卷筒纸、电线、飘木组成的雕塑，这些材料
看起来就像天线和信号，这个印象是由于我们的目光盯着它们背后的
大光球造成的。卷筒纸和硬板纸都是木头的进化，它们经过时间和加
工过程的磨练。总的来说，所有的这些展品都有一个理想的形式：物
质性的极限。这些材料的结合都引导了一种心理幻象，提醒我们，我
们自己的思想才是我们每天吃下去食物的最终产物。
当你走进后面一间展厅时，光线暗了下来，展览变。光谱的密度和含
尘度增加，仿佛时间的重量被压缩为原子粉末。展厅中得亮点就是一
种神气的材料，看起来很重，像石头又像钢铁，但能轻飘飘地浮在墙上。
伴随着作品有一些提供雕塑品含义线索的故事，有点像博物馆中的标
注，但是这些故事太模糊了。这是一个聚集着前一晚历史的地方，仿
佛我们对直觉的理解，它依靠改变过去来维护现在。这个地方还联系
着各种各样的集体幻象，它展示了质疑的邪恶潜力，但同时也展现了
异想天开的潜意识。展厅中还有放满几十年前旧照片和盒子，这些照
片被当作是古代的遗产一样，永久盘旋在造成视觉陷阱（trompe l'oeil）
的霓虹光中。还有一个作品，是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把自己变成一个
假人，只因为他对猪做了一些事。
以上这些都是通过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诠释这些作品的，这虽然不是一
种精确的方法，但是却是一系列分层的比喻，希望能对参观者的视角
提供丝毫的影响。
约翰 • 范德比克 2004 年毕业于科波联盟学院（Cooper Union），他的
作品曾在长岛市的 PS1/MoMA 和 Amazement Park，还有 Skidmore
学 院 的 Tang Museum 展 出。 最 近， 他 的 作 品 被 收 录 在 一 个 名 叫
Trapdoor 的，由公共艺术基金和组织的展览中，地点在纽约布鲁克林
的 Metro Tech Center。

精 华

世说 75：寻找时代的 G 点
——关于许汉威（Terence Koh）
图 / 文：任兰 Wawa
作为《往返：北京 - 纽约现在》多姆斯收藏精选展的开幕式一部分，当
红加拿大华裔艺术家许汉威（Terence Koh) 的行为表演本应该在 2010
年 5 月 30 日下午五点开始，在尤伦斯艺术中心的中央甬道上聚集的来宾，
一直在等待。

的蜜月期。Lady Gaga 参加 2010 年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 (amfAR) 举
办的慈善晚宴时，后者为她设计了被观众戏称为‘掉面缸里’的全身贴
满珍珠的造型，同时还精心策划了 Lady Gaga 当晚的行为艺术表演，
包括在钢琴上站立 40 秒。

在前一天，Terence Koh 其实已经有过一次表演。在尤伦斯报告厅的讲
座上，身穿白西装的他轮流用京剧口音的女性声音，闽南 / 客家口音的
男性声音含混不清地回答问题，无人能明。据说他的父母也坐在观众席
里。最后，一位观众伪称：“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哥哥。”他飞快地发出
了一声怪叫，听起来有点像变调的中文“真的吗？”

在许汉威的 YouTube 个人频道中，有一个名为《88 颗珍珠》的视频，
内容是许汉威和 Lady Gaga 在一起数珍珠，行为很无聊，点进去观看
的人多半是看在 Lady Gaga 的份上。许汉威的其他视频也类似，几乎
总是和一线明星一起做无聊的事。

Terence Koh 是一个明星艺术家，话题人物，时髦人士，沃霍尔的效仿
者，Lady Gaga 的同道。据说他代表了西方亚文化的古怪口味，虽然，
这年头谁还能把 punk 文化和同性恋文化叫做“亚文化”？
他和他的前辈偶像安迪沃霍尔一样，在孜孜寻找时代的 G 点，尽管他
们在日常操作上完全用不着考虑人体的 G 点。Terence Koh 最新最美
的收获是 Lady Gaga——果然是 G 点——他为她设计了“珍珠装”，
她使这些图像及他的名字瞬间传遍全球。4 月 20 日，他们甚至联手在
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场名为 GagaKoh 的慈善演唱会，活动由 MAC 化妆品
主办，旨在唤起社会对爱滋病患者的关注。在此之前，Lady Gaga 拎
着由 Terence Koh 涂鸦的 Hermes 白色 Birkin 包包登陆东京机场的照片，
早已家喻户晓。那哪儿还是一个皮包，那是一块巨大的流动广告牌。
你可以把那些雌雄同体的时髦男孩叫做“时尚界的艺术家”，也可以把
许汉威叫做“艺术界的时装精”。总之，他们都深谙“穿得震撼，才能
过上好生活”(Vivienne Westwood 语 ) 的道理。他们很 Fierce。
“Fierce”一词，在字典上的解释是“人或动物很凶猛”。借电视节目
“Project Runway”走红的时装设计师 Christian Siriano 在自己的书
《Fierce Style》（《造型凶猛》）里，对于“Fierce”一词，给出了
新的定义：“自我感觉良好，特立独行，坚强而自信到近乎残忍。”

Lady Gaga 的这次跨界遭到冷嘲热讽，艺术批评家普遍认为许汉威只是
个拉虎皮做大旗的名人马屁精，Lady Gaga 不是第一个进入他的沾光名
单的明星，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Lady Gaga 总是说她的作品是行为艺术，现在突袭艺术圈并不出乎人们
的意料。但批评家们希望 Lady Gaga 能提高一下品位、远离许汉威那
样的投机分子，在众多值得合作的出色艺术家中，找到合适的拍档。”
在艺术家曹斐 2008 年 3 月 29 日的博客日志里，可以看到以下对许汉威
的介绍文字（转自另外一篇已不存在的博客文章，应为国外杂志译文）：
“目前他 (Terence Koh) 在全世界各地展览、他的作品售价达六位数字，
他的名字总是和最重要的画廊和收藏家连在一起。现在惠特尼美术馆
(Whiten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更给了他一个年轻艺术家最重要的
肯定 -- 美国博物馆首次个展。
柯泰伦斯的崛起，充分说明了当代艺术市场热钱滚滚的盛况。仅仅在三
年前，柯泰伦斯都还名不见经传，唯一可称得上的艺术贡献是一个网站
asianpunkboy.com。但是，到了 2006 年，他在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
展瑞士的 Art Basel 上的装置艺术，成为最被口耳相传的展出。然后，
英国专以炒作前卫艺术市场著称的画廊经理 Charles Saatchi 也开始收
藏他的作品。突然间，柯泰伦斯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据说北京奥运也
已委请他做装置艺术。

这种“凶猛”不仅体现在着装上面，许汉威知道如何引起争议，抓住眼
球。2008 年，英国盖茨黑德著名艺术画廊“巴尔迪克当代艺术中心”，
因展出艺术家许汉威 (Terence Koh) 一个显示耶稣基督下体勃起的雕
像正被法院起诉。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许汉威其它展品包括同样是
“勃起”的米奇老鼠和 ET 外星人雕像。虽然有标语警告展览内容不雅，
但画廊仍收到无数投诉。

柯泰伦斯的身上，包含了许多当代艺术最看重的特质：多元文化、同志、
四海为家，他也毫不讳言他对名利的追求，因此很适合当今这个「收藏
即投资、投资靠收藏」的艺术市场。他在 Art Basel 的作品，据说售价
高达 50 万元，然而收藏家花了大钱买下的，是玻璃柜里摆的一块块号
称是外包了金箔的艺术家本人的排泄物。

“凶猛”风格引发的好奇和反感几乎一样多。Terence Koh 不乏劣评。
在《新周刊》今年四月文章：《韦佐利、许汉威、图尼克、荒木经惟，
他们都是 Lady Gaga 的艺术拍档》中，他被形容为“名人马屁精”、“投
机分子”。
作者孙琳琳写道：“Lady Gaga 和加拿大前卫艺术家许汉威正处合作

柯泰伦斯的艺术，向来有很强的自恋性。他的媒材，包括他的身体排泄
物，因此纽约杂志的文章标题是「柯泰伦斯的精子值 10 万元吗？」偏
偏在这个求新求怪求极端的艺术市场，就是有人愿意花大钱买下艺术价
值和保存期限都不确定的作品，只盼押对了宝，很快就一本万利。
柯泰伦斯在惠特尼的展览，还没有走到这个极端，然而一样叫人目眩。

惠特尼一楼电梯旁的 Anne & Joel Ehrenkranz 展厅里，打出四千瓦的
强光，戴了太阳眼镜的警卫随时提醒参观者，不可走近，更不可直接
对著光源看。如果避开光，在展厅外两侧的角落斜著看，可以看到灯
是架在一个三脚架上，展厅内六面墙，都漆成白色 ( 柯泰伦斯的招牌
颜色 )。美术馆的策展人说，这个作品显示柯泰伦斯艺术观「极简主义
和巴洛克的两个面向互争长短，一种不可知的仪式似乎将要发生，失
落感同时暗示著再生。」其它的艺评提出的解释，包括对镁光灯造成
的名流文化的批评、嘲讽艺术市场的表面热闹等。
然而，艺评也都指出，这个作品似乎和其所嘲讽的对象无分轩轾，同
样是有名无实。纽约时报称赞柯泰伦斯很有天才，也有活泼的想象力，
但「不会在这个作品里看出来。」
柯泰伦斯在接受纽约杂志的专访时承认，在惠特尼展览，所有人都在看，
「如果我失败了，是盛大地失败在整个艺术世界的面前。但是这反而
减轻了我的压力，因为不管成功或失败，这个火花都会很美丽。」”
让我们回到 798 艺术区现场，原定在下午五点开始的行为表演，宣布
推迟三十五分钟，最终在将近六点钟开始。观众被放入表演区域，在
艾未未的水晶大吊灯附近，躺着全身被价值不菲的白色玉石粉末所掩
盖的艺术家许汉威，头和脚露在外面。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他起身，
举自尘土，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向门口走去。
在工作人员的保护和观众、媒体的围追下，Terence Koh 走出尤伦斯
当代艺术中心，左转，沿着门口的街道直行。约一百五十米之后，艺
术家左转，进入一段正在重新铺设路面的道路。工作人员在路的约四
分之一处，拉起人墙，拦截观众和媒体。艺术家独自离开，走到六、
七十米开外，停步。路过的民工纷纷向 Terence Koh 行注目礼。大约
十分钟后，艺术家继续前行，渐行渐远，直至完全消失在观众视野里。
高潮结束，人群中传出了几声或长或短的叹息。
今次在收藏展展出的许汉威作品《哮喘气体》，由 19 面镶镜橱窗组成，
顶端或内部均有焚烧过的微型雕像。展出的空间同样由镜面覆盖，制
造出双重映射的效果。

艺术家 Terence Koh/ 许汉威在行为表演开始时，躺在一堆白色粉末中，
仅露出头脚

许汉威（Terence Koh）

《华裔加拿大艺术家许汉威与同性恋男友完婚》

1977 年出生在北京，在加拿大长大，现居纽约，几年前还是名不见经传，
06 年巴塞尔展览上，他的铜制包金的粪便状装置艺术作品被口耳相传，
引起众多藏家关注。之后，他的作品价格飙升，他也开始在全世界各地
做展览。他的作品风格诡异、华丽中流露出颓废之感，并因前卫大胆的
表现方式而备受争议 .

转自：99 艺术网
华裔加拿大艺术家许汉威（Terence Koh）近日在汉普顿与相恋已久
的同性恋男友 Garrick Gott 结婚。尽管纽约法律并不允许同性恋结婚，
他们还是高高兴兴的完成了这场婚礼。男友 Gott 穿上了白礼服在一棵
树下等着 Koh，而 Koh 则穿上母亲的结婚礼服，乘着独木舟抵达岸边，
婚礼在艺术赞助人及收藏家 Phil 和 Shelley Aarons 的花园里举行，有
约 30 位好友到场祝贺，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及夫人布鲁尼。

新郎和新娘

引来官司的 Terence Koh 创作的一
个显示耶稣基督下体勃起的雕像

许汉威向沃霍尔致敬的照片

网友评论：
[10 楼 ] guest 2010-5-31 10:52:39
时尚艺术家。
[11 楼 ] guest 2010-5-31 15:36:00
听说，许汉威甚至不是真的同性恋！只不过男同性恋把持着纽约艺术
圈的大半壁江山，他为博出位，才假装同志。果然得逞了 ~~~
[17 楼 ] guest 2010-5-31 19:59:29
这不是李宇春和芙蓉姐姐吗
[18 楼 ] guest 2010-5-31 21:19:19
缺少酷儿文化，中国当代艺术咋能进入全球艺术的主流哩？同志仍须
努力，直男可以暂时伪装一下同志，等红了再改回来。呵呵。。。。。
[19 楼 ] guest 2010-6-1 21:43:51
行为老套了点，装置还不错

2010 年 4 月，Lady Gaga 抵 达 东 京 成 田 机 场 时 的 造 型， 她 手 拎 的
Birkin 包上，写着许汉威的涂鸦，日语，意为：我爱小怪物，我爱东京。
涂鸦的继续创作过程，左：许汉威，右：Lady Gaga

[20 楼 ] guest 2010-6-1 22:38:01
在这惊世骇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行为艺术里，最可怜的不是许汗
威，是永远不明白怎样做个 GAY 艺术家的男艺术家们。

奎恩：别说这是一个怪胎秀
作者：Simon Hattenstone
翻译：嘿乐乐
来源：英国卫报 （2010 年 5 月 1 日）
Photograph: Daniel Stier
马克 . 奎恩：“世界已经足够怪诞，所以你也不需要创造什么，你只
需要找材料。”
雕塑“怀孕的男人”，一位在隆胸手术后有着巨型乳房的女人，迈克 . 杰
克逊和帕米拉 . 安德森，马克 . 奎恩最新的展览到底是关于什么？
马克 . 奎恩骄傲地站在他最新做的雕塑旁边。那是一件细致出色、感
性但有点粗俗的雕塑。一个女人正从后面和一个男人在做爱。第一眼，
这只是个简单的奇想，传统性别角色的反转。但是，当你观察这对铜
制伴侣的下方时，你才会意识到不同。女人有着阴茎，而男人却有着
阴道。
五年前，奎恩制作了一系列有关因为残疾而受身体界定的人的雕塑——
最著名的是艾利森 . 拉佩尔（Alison Lapper），没有双手，只有两条
短腿的雕塑展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
中的第四基座上。
今天，他制作的新系列却是有关界定自己的身体的人，他们利用整形
手术以及荷尔蒙将自己变成能够反映出内心自我的东西。

奎恩在查理斯 . 萨奇的“感性”展览中通过作品《自己》（Self），一
个用 10 品脱的自己的鲜血制作的头像雕塑立足艺坛。那是怪诞并华美
的，就像他的其它作品，颠覆了世界。就如与他同辈的艺术创作，是有
关时间和蜕化的——如果将它放在错误的温度中，它将会融化成原始状
态。他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而奎恩却将艺术与科学结合在一起向存在
主义提出质疑。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什么是自然和非自然？
在后来的计划中，他制造了一个低温学的冷冻花园，利用一些在自然界
中不可能长在一起的花卉。
从一个计划演变到另一个计划。那么冷冻花园导致了他最近的幻觉花园
（acid-trip garden paintings），而残疾人雕塑更是导致了我们今天看
到的这些作品。奎恩说道，他的变性主题也是对基本的生物学的一次质
疑。毕竟，所有的胚胎都是从雌性开始的。“是雄性激素让阴蒂变成阴
茎的。所以这是很奇怪的。我们表现得‘好怪啊’，但其实每个人都是
那么变成的。”。

阿拉纳 . 斯塔尔第一次来到工作室察看她的雕塑。当我们从地下室走到
楼上时，我问奎恩是否已经让他那两位年幼的孩子看过雕塑。“没有，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他笑道。他 19 岁的女儿喜欢它们。
“你
看，现在的 19 岁比我们过去的 19 岁还要成熟，”奎恩说道，他今年 46 岁。
因此，在模特阿拉纳 . 斯塔尔（Allanah Starr）和巴克 . 安琪儿（Buck
“由于网络，人们比 25 年前知道得更多。”。
Angel）的案例中，她原来是个他，而他原来是个她，并在一定程度上
他依然是他，而她依然是她，而在这之前，我们甚至考虑到“第三性别” 斯塔尔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人：优雅、性感并聪明。只是她的嘴唇好像
“做”得不太自然。她和她居住在迈阿密的较小并年老的古巴籍母亲一起。
的可能性。
斯塔尔说话的声音平板，但风情万种，她的母亲在一边由于英语不好所
奎恩一直迷恋于人类的身体以及对正常概念的可疑性。“世界已经足
以只能用甜蜜的微笑来回应。首先，他们参观了她与巴克牵手的裸体雕
够怪诞，所以你也不需要创造什么，你只需要找材料。”通过在搜索
塑。“简直棒极了，”斯塔尔说。“天啊，我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会是青
引擎打入关键词“整形手术”和“变形” 后，他在网络上发现了巴克 . 安
铜的。真是不可思议。”然后我们四人便面对面地看着那件更露骨的作
琪儿。巴克知道奎恩的作品并非常喜欢为他做模特的想法。他告诉艺
品。斯塔尔的母亲围绕它，仔细地查看。“非常漂亮”，她温柔地说道。
术家有关阿拉纳，那位和他的方式倒转并和他合作拍摄影片的朋友。
这是成人电影界中的第一个案例。
“那些生殖器，它们在哪儿吗？”斯塔尔问奎恩。他点头。我们跪着察看，
羞怯地直到在雕塑上找到了一个挺立的阴茎。
“哦，是的！它们在哪儿！”
在巴克和阿拉纳旁边的雕塑有猫人、演员帕米拉 . 安德森、迈克 . 杰
她高兴地喊道。奇怪的是高雅艺术与“颓废的欧洲人”（ Eurotrash）
克逊、汤姆斯 . 比提（Thomas Beatie，著名的怀孕的男人）还有成人“巨
既然能那么接近。“我喜欢人们能躺在地上观看它们的想法。希望展厅
乳艺人”切尔西 . 查姆斯（Chelsea Charms）。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
里的观众也会躺在地上。”奎恩说。
重塑自己。比提的原始身份为翠西 . 拉贡迪诺（Tracy LaGondino），

他通过变性手术成为一名男人。但是他却保留了他的女性生殖器并在
2007 年通过人工授精怀孕。他现在正等待迎接他的第三位孩子。他的
白色大理石雕塑非常迷人：像是会见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乔治 . 迈克
（George Michael）。有关大卫的参照是从容的——这不只是在比例上，
而是还有天真单纯的感觉。让这位留着胡子的怀孕的家伙看上去更显
得怪异。无论如何，比提的裤子是不是让这件作品看似更亲密并人性
的——那些皱褶，拉扯的裤裆，一腿靠前的姿势。“雕塑就是有关布
料的褶皱，不是吗？”奎恩说。“利用大理石再现布料的运动是雕塑
的经典主题。”他看着比提的裤子向我们说道。“有趣的是他的比例
将我们放置在孩子和成人的关系中。他将观者“儿童化”了。”

我问斯塔尔她的母亲对于变性的观点。“哦，我的母亲是非常开放的。
非常宽容大度。”那么对于她踏入色情行业有什么意见吗？她将问题和
答案都翻译给她的母亲，老人安详地微笑道，“不，那是阿拉纳的生活。
她应该做她想要做的。”
斯塔尔有一双令人难以置信的棕绿色的眼睛。它们是天生的吗？“哦，
是的——只剩下这个了，哈哈哈哈！”她停顿了一会儿。“嗯，除了阴
茎也是。”斯塔尔，35 岁，她在青少年晚期开始穿着异性服装。做一
个男人就是让她感觉不对。她动了 55 次手术，其中包括 6 刀在鼻子上，

6 刀在胸部上。她的未来计划是什么？“我会继续动更多的手术。”她
咧嘴笑道。她永远都不会摆脱她的阴茎吗？奎恩说如果她这样做就会失
去“卖点”了，斯塔尔在一边点头。但也许还有其它的计划呢，不是吗？
比如组织家庭？“我不想要孩子”她说。“也许等我老了以后我将会为
了老年而恢复本来的状态。”。
穿过房间，那里有迈克 . 杰克逊的头部和手部的雕塑。杰克逊答应替奎
恩做模特，但他在来到工作室之前过世了。雕塑是根据绘画做的。手部
是独立的雕塑吗？因为他的手套是一个符号。哦，不，奎恩说，那是对
罗马卡皮托里尼综合博物馆里的君士坦丁大帝的头部和手部雕塑的一
个暗指。奎恩在剑桥大学学习艺术史。“我热爱古代艺术。作为一名艺
术家，我觉得你会完全被你见过的每件事物影响。你就是把统统都吸收
了，然后再产生其它东西。”。
所产生的东西非常多样的。当我们转移到另一件新作时，我们经过了一
件雕塑，那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惨遭酷刑的囚犯，有一部分是受到戈雅
的十字架酷刑的启发，把腿伸到头上的扭曲的名模凯特 . 莫斯，幻觉花
园——“非吸毒者的毒品，就像我，或者是你母亲能接受的色情图片。”
奎恩说道。
他给我看当巴克 . 安琪儿仍然是女儿身的图片。她有宽阔的肩膀，大骨
架，而且非常漂亮。安琪儿，她出生于荷兰，当我提到漂亮这个词时，
她不安地笑道，“我想你可以那么说——我不知道。我当了一阵子的模
特，但当然不是你所想的一般的模特。他们把我当成人体模型，因为我
并不女性化。我就是不能舒服地呆在我的身体里。我为了减轻这种感觉
而酗酒并在我的少年时期吸毒。我一直知道我想要做男人。”那么他觉
得他会为此做点什么吗？“不…目前改变性别是件大事儿，但是当我在
校的时候，那时还没有有关变性的知识。”他（也是她）和女人有关系
但不被认为是女同性恋。他不被认为是任何人或东西。他有自杀倾向。
“我的父母假设我是女同性恋者。他们很不高兴，因为觉得有位女同性
恋的女儿是种耻辱。”。
15 年前，当他 28 岁时，他变性了。他只动了一次手术——在胸部——
其它的却通过注射睾丸激素。他目前怎么形容自己呢？“一位浅黄色的
漂亮的，充满男子气概的男人。”他用音调依然有点高的语气说道。当
安琪儿变性时，他失去了大部分的朋友——多数是女同性恋者。他们把
他当作是性别的叛徒。总的来说，然而，他说，事情不可能比这更好了。
“我现在热爱我的生活和身体。”他和父母的关系也改善了。“他们把
我当做是他们的儿子。我完全又和家人和好了。”他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呢？“因为我对自己感到高兴，而这就是父母想要的。”。

就像苏醒的维伦多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
切尔西 . 查姆斯和帕米拉 . 安德森像是从同一件增强的有机硅胶剂布料
中剪裁出来的。但是对奎恩而言，女演员使用另一种方式重塑自己。而
查姆斯已经超出了我盯着切尔西 . 查姆斯的乳房。很难不去这样做。人
们必将这个计划叫着怪胎秀，不是吗？“这不是怪胎秀，”他捍卫道。
他听上去很难过。“只有那种彻底白痴的才人会这样想，而实际上它是
非常人性的展览。不是关于怪胎，是关于人性。”。我想，它两者都是。
他知道肯定会有这样的大字标题的，是不是？“我不在乎。我想在今天
的生活方式中是存在极端的，而那些小报就会说他们是怪胎，而他们就
是那些小报的材料。”。
我们坐在工作室，喝茶聊天。不远处是巴克 . 安琪儿仍是漂亮的女孩时
的绘画。安琪儿告诉我，他意识到他的父母最终接受他的时候是当他荣
获变形表演的那一年。“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说‘哇，棒极了——我
有个做色情演员的儿子！’然后，我想‘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现在，他说，他已经从色情行业转为教育。“我在大学演讲。我很喜
欢我的色情工作，但是为了让人们认真地对待我作为一名教育家，我停
止了那份工作，人们对色情行业以及色情工作者抱有一种奇特的观点，
就像我们是没有能力在超出色情工作的范畴上发声的。”。
斯塔尔的母亲说她很高兴阿拉纳已经找到自己了。偶尔，她会发现当她
们走在路上时人们会盯着她的女儿看。这让她很生气。很多人就是那么
武断的。“那么我就盯回他们”，她说。
迈克 . 杰克逊、帕米拉 . 安德森、巴克和阿拉纳、汤姆斯 . 比提、猫人、
切尔西 . 查姆斯——他们都是人类的艺术成品，奎恩说。是的，他制作
了可以填满展厅的作品，但是原始的作品却是由他们自己和外科医生去
雕刻的。“所有的艺术都有关此刻，还有一些永恒。”他看着这些雕塑。
“我喜欢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沙漠里，5 千年后当它们被发
现时，它们能够透露出我们目前生活的社会状况。”。
这个展览能对下一代述说什么？他笑道，“有关变形（transformation）
的可能性。有关人们是怎么建立自己的世界的。巴克的基因说他应该是
个女人，但是他决定不要这样。这是文化战胜了生物学。”。
* 马克 . 奎恩的新作展将于伦敦白立方体画廊展出，展出时间：2010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6 日。.

性别特征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他说。作为女人他被确定是女同性恋者。
作为男人，他目前通常和男人睡。但这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工作需要。
“为
了工作，我大部分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男同性恋，而他们一般不喜欢看到
我和女同性恋一起。”。为了进一步复杂化，巴克目前和一位女人结婚，
她是纹身艺术家伊莱娜 . 安琪儿（Elayne Angel）。
他说他目前百分百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舒服——如果他不，那么他也不会
让奎恩做他的雕塑。他难道就不想要一个真正的阴茎吗（他目前因为睾
丸激素的原因有个阴茎的胚胎）？不，有趣的就是这个，他说，他一直
认为变性的目的就是有个阴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男性生殖器仅
仅是个符号或美容而已。“为什么需要一个没有功能而且也不怎么像样
的阴茎呢？并且，这很有可能会失去你原有的生殖器，这就是我的决定
因素。对我而言，我就是男人，为此我试图向全世界公布——我的生殖
器不能界定我。”。
切尔西 . 查姆斯的雕塑是真人大小并让人消除敌意地小。她几乎就只剩
乳房。实际上让奎恩感兴趣的是她没有任何地方动过手术，除了她的乳
房。“带着这对荒谬的巨乳以及完全天然的脸孔，她就像个幻觉。”他
觉得她漂亮吗？“是一种另类的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非常经典的——

奎恩的成名作，1991 年的作品《自己》（Self）。

图为奎恩在 2006 年制作的青铜雕塑“斯芬克斯”（Sphinx），“Sphinx”
一般意义为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在希腊神话中，
“斯芬克斯”
（Sphinx）
有着令人疑惑的意思，或者是一位让人感觉到神秘的人。奎恩，“我想
下一件作品将会是做一位能被公认为代表这个时代的审美的人物的雕
塑。”。显然，名模凯特 . 莫斯就是那个人物。

2005 年，奎恩于特拉法尔加广场上展示的雕塑《怀孕的艾利森 . 拉佩
尔》（Alison Lapper Pregnant）。1965 年出生的艾利森，被诊断为海
豹肢症患者，她天生没有双手，只有两条小腿。艾利森 . 拉佩尔（Alison
Lapper）是一位凭借自己的意志与努力考上大学，并成为一名艺术家
的残疾人。图为艾利森与她的儿子佩雷斯（Parys）。她的自传《命运
在我手中》“My Life in MY Hands”目前已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
瑞典语、日语及韩语。

本次展出新作，《巴克 + 阿拉纳》（Buck +
Allanah），2009 年。
巴克 . 安琪儿：“对我而言，我就是男人，
为此我试图向全世界公布——我的生殖器不
能界定我。”，巴克 . 安琪儿。
色情演员——阿拉纳 . 斯塔尔（Allanah Starr）。“她原来是个他，而
他原来是个她，并在一定程度上他依然是他，而她依然是她，而在这之
前，我们甚至考虑到“第三性别”的可能性。”

本次展出新作《镜中人》（Man In The Mirror）， 2010 年。

本次展出新作，
《汤姆斯 . 比提》
（Thomas Beatie），2009 年。
怀孕的男人——目前正期待第
三胎的汤姆斯 . 比提。(1)

1

2

本次展出新作，《切尔西 . 查
姆斯》（Chelsea Charms），
2009 年。
“ 巨 乳 艺 人” 切 尔 西 . 查 姆
斯。“带着这对荒谬的巨乳以
及完全天然的脸孔，她就像个
幻觉。”，奎恩。(2)

“迈克 . 杰克逊的手部是独立的雕塑吗？因为他的手套是一个符号。哦，
不，奎恩说，那是对罗马卡皮托里尼综合博物馆里的君士坦丁大帝的头
部和手部雕塑的一个暗指。”，图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头部和手部雕塑。

真实的谎言 TRUE LIES
- 关于 Keren Cytter
来源：2010 年 3 月 Artforum 杂志
作者：Daniel Birnbaum
翻译：嘿鬼妹
词滥调当她的主要材料、她的基础。她 2006 年在一个访谈里说：“对
我来说陈词滥调是一个绝对的真实，就像圣经一样，是一个通过了很多
人的东西，是一个让他们都记得住的一个句子。至少有一个人会相信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靠着这个，他们也会收到影响。我一直说我就是这么一
个人，但没人相信我。”
不管是否讽刺，视觉陈词滥调还很迷人：一个唱片不断地在转、血滴在
一个浴室的白色地上。然后一个爆炸：一个生日蛋糕、一个圣诞树最后
一个转着的唱片。所有的东西都着火。
“Stella!”“我叫 Lucy”. “Stella!”
一个男的在一个浴缸里，他的胳膊流血。浴缸的泡沫飘在空中，窗户开
着，泡沫跟外面的雪混合在一起。室内也在下雪。一个女的近来，抱怨
音乐的声音太大。她是一个陌生人，但也知道情况。她跟这个男的从来
没有见过面，他们是情人。Cytter 的作品都充满了这种明显的谜语和荒
谬： 一个可以被叫成厨房槽池超现实的一种感觉。

几年以内 Keren Cytter 制作了一个总体作品由几十个片子构成：包
含虚构录像以及最近跟她舞蹈团合作的一些戏剧。舞蹈团队叫 D.I.E.
Now（相当于现在死）Dance International Europe Now ( 现在国际欧
洲舞蹈 )。最近在洛杉矶 Hammer 美术馆、荷兰 Van Abbemuseum 展出。
从 5 月 8 日到 8 月 15 日在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做活动。
Keren Cytter 1977 年出生于以色列，目前居住在德国柏林，当艺术家、
作家、导演、舞蹈团总监。艺术家 Willem de Rooij 说“她的作品属于
法斯宾德、卡萨维兹、《南方公园》、《布莱尔女巫》之间的一个范围”。
Keren Cytter 自己就提到塔伦蒂诺、拉斯 • 冯 • 提尔、希区柯克、帕索
里尼以及萨姆莱米，她都收到了这些导演的影响，但“不是说一个比另
外一个好。因为总的来说他们用的还是电影语系。我没觉得他们之间有
很大的区别。”其实应该也可以提到戈达尔，即使她认为戈达尔有一
个爱国主义者和一个很讨厌的青少年的思路方式。那么，法斯宾德呢？
Cytter 说 “我不喜欢坏人，但他片子数量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1970
年的时候法斯宾德拍了七部电影，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
无法想象。但对 Cytter 来说这个节奏即使给人一个深刻印象，也不让
她很激动 —— 她最近十年不到自己也拍了 60 部片子。它们不都算非
常好，但放在一起他们就造成一种新的艺术语系。
这个语系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有胁迫感和疯狂的叙事：不管是用
哪种媒介 - 小说、电影、舞蹈制作 -Cytter 的人物都失去自己故事的控
制。在 2005 年的《梦谈》(Dream Talk) 里已经很明显：一群朋友在一
个纪实电视节目把自己当成人物。在《受害者》录像 (Victim), 2006 里 ,
五个人座着在一个桌子边上，他们在玩一个致命游戏，最后由于游戏规
则，其中一个人物 - 受害者 - 就被强迫自杀。在一些作品里，故事是
循环的，比如《魔鬼的水流》 (Les Ruissellements du Diable, 2008)
里 , 两个主角，一男一女在一个花园里见面，他们互相触摸但同时感
觉是同一个人。不知哪一个人物想象对方，两个都在自慰。一个人的声
音说：“Michelle ( 女主角 ) 意识到她不存在，爱上她的男的也不存在。
Michelle 知道她一直在看这个时刻，永远翻译和介绍这个没有特色的故
事。”
对 Cytter 来说没有什么太假或太戏剧化。她不怕陈词滥调：反过来陈

Four seasons 四季 2009, 16:9 Digital video

在 Cytter 的录像里经常会感觉演员刚刚背了文字。他们很冷淡，演的
方式也很奇怪，也没想把情况的假性掩盖。充满了哲学怀疑，他们很勉
强地说一些可悲的话，列：“血。汗。没有眼泪”，“我答应你，活着
或死的”，“当我想从你嘴巴出来的词我头脑要爆炸”。[…] 当然她
的语言、拍摄方式、句子和编辑都是连接在一起。词和句子经常被重复。
一个人从门走进来，再走近来，等等。镜头也被重复用。她的作品就像
一个有变更和反复的乐谱，而感觉可以永远这样下去。
这个乐谱的概念跟即兴冲动也有关。最近，她开始往另外一个领域发展
– 舞蹈。她跟 Hebbel （以及其他机构）合作，她造了一个发展当中
的综合学科叫 D.I.E. Now （现在死）, 意思为 Dance International
Europe Now ( 现在欧洲国际舞蹈 )；想法是把领域之间的界限破坏掉以

及混合表演者和观众的关系。（他们最重要的表演到现在是 History in
the Making, or the Secret Diaries of Linda Schults, 2009 在 Performa
09 的时候，在纽约厨房表演。一个男的变成一个女的，和一个女的变
成一个男的）。Cytter 经常让主观性不稳定，身份也不确定。她经常
改变人物和他们的声音：大人的声音像小孩子的，男人的声音变成女的
声音和反过来。我们看的那些人物，不光跟周围的人变成陌生人，对自
己也变成陌生人。人和人声的自然关系被取消掉。
这种生活特定环境和条件被定下来以及能够认出来的作品比较少而被
形容成为卡夫卡化。
Cytter 的最近电影抓住一些状况让时刻性和技术媒介、真性和假性、
都合成一种混乱，而这些现象可以在特拉维夫、阿姆斯特丹和柏林（她
主要工作的城市）以及总的来说所有的大城市看得到。在 Cytter 的作
品里日常生活的完整渗入以及真实和演戏之间区别的崩溃没有被判断
成为一种哲学上很激进的方向；它们主要是被提供和耸耸肩（跟世界
大部分大城市的情况一样）。Cytter 认为真实的失去以及超越这个失去
的乌托邦希望已经变成一种陈词滥调和 readymades. 所以，我认为，
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艺术家。最明显的影响应该是 Samuel

Beckett， 20 世纪的一个自我的精萃质问者和声音的解放者，他把固
定的自己溶化到一些深刻的怀疑。Beckett 的《无名者》（1953 年）
和《不是我》（1973 年）的主角在一些自言自语的对话迷路了，把“自
己”的死亡阵痛，但 Cytter 把问题和怀疑解决掉。 没有“我”，只
有偏见的“没有我”，而对 Cytter 来说这个信息不是很绝对也不令人
吃惊。她没有想理论方面做得很颠覆的；她把新的正常戏剧化。
这个方面在 Cytter 的录像“无题”2009 最明显，在 Hebbel 戏剧院
拍的观众在看舞台上和下一个家庭的自我破坏对话。“你为什么恨
我？”“因为你是一个他妈的歇斯底里贱货”“就是这个家庭的血统”。
是一个循环的危机，永远达不到顶点，但一直呆在一个折磨神经的状
态上。有一些恶毒、温柔的阶段以及观众的反应：鼓掌、笑。然后突
然一个人物绝望地叫，以及一些常见的句子：“你不是我的儿子”“别
这样离开我”“你要我做什么”“我们逃走吧”“我想死”。整个舞
台安排引人注目，有时候通过声音就会想起来观众的存在。Stephan
Zielinski 做得声音由猪流感病毒遗传密码换乘四个乐器的音乐做的。
最后结尾像布雷希特的：“跟他说再也不要即兴” – 一种暗示让演
员和观众想起来这个剧本是原来写好的。

2009 年 10 月 “ 神 秘 的 严 重 - Keren
Cytter 个展”
展览现场在 X initiative

艺术与物性，第三部分：
事物的核心部分是我们不知道的
来源：e-flux
翻译：刘莎莎
在 19 世纪 80 年代晚期，汉斯 • 哈克（Hans Haacke）的作品《Broken
R.M…》以及《Baudrichard’s Ecstasy》中，杜尚的现成品受过渡的
形式所支配，而这些过渡形式强调在艺术商品时代对现成品的不确定的
使用：在后者中，一件镀金的小便池放置在一个熨衣板的上方；水从一
个封闭的，自动的环形水桶中抽上来并流过这个小便池。在沃霍尔精明
激增他的商品图像出现后，以及 19 世纪 70 年代挪用艺术对于“图片”
的关注，19 世纪 80 年代的商品艺术再次对物品关注，但是这次使用的
物品中已经消解了杜尚时期标志与物体之间，使用物品与物品被赋予的
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物品在被阐释的开始之初便被编排了，并通
过相互作用下的神学冲动创造其价值。然而，哈伊姆 • 施泰纳巴赫（Haim
Steinbach）的书架以极其优雅的方式证明了这一机制，它们停留在自
己的束缚中。汉斯 • 哈克关于 19 世纪 80 年代商品艺术的客观性言论非
常切合这些工具化现成品的艺术，而且作为一个整体，他的作品本身可
以被看作是一种通过现成品的局限与后果的持续的尝试。

汉斯 • 哈克《Broken R.M…》, 1986
在 19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之后海德格尔
在《存在与时间》中，评论了现代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法。两位作者都
试图对世界中复杂的 situatedness of praxis 做出阐释，但是在海德

格尔那里实践是一个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 Sorge，一种遵从地球冒险
路线的农民关照 Scholle（地球浅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复
古主义者以及纳粹哲学非常喜欢的一个术语）方式的关照。黑格尔回忆
术语“Ding”涉及一种古老的集会方式，并且近几年布鲁诺 • 拉图尔
抓住这个系谱以“关注的事物”的方式而不是“事实的事物”重新定义
事物，作为二分法两端的类客体和类主体。像我已经讨论过的——反拉
图尔——这需要被看作一个在现代性中的关键事物，它将思想者与艺术
家整合在一起（而且明显不只是他们），发现相同时必将非常震惊。

哈伊姆 • 施泰纳巴赫 , Ultra Red No.1, 1986.

继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一句话，并对此产生深思“您是否
是以我卖的东西来评价我呢？”

在这件作品中，物品被放置在社会与政治的网络之中，它不仅仅是一个
标志。记号往往是一个社会与政治的过程。对于这件物品，存在一个概
略的维度，就像这样，在很多意义上，阿伦 • 塞库拉（allan sekula）
和汉斯 • 哈克（Hans Haacke）的很多作品都存在这样一个维度。如果
罗斯勒德作品的维度是主要关于在郊区家庭生活中物品的循环的，那么
哈克很多的作品则是反对艺术空间语境中公司标志的使用，在那里它们
变成脱离现实的标志，而这些标志却是公司关于劳动力或者独裁亦或是
种族政权的使用。塞库拉的《Fish Story》以及其他相关的作品图画了
海洋中以及靠近海岸中那些未被看见的商品和劳工的轨迹。物品和人，
这些尝试，尤其是在哈克和罗斯勒的作品中，来源于对于杜尚的继承和
结构主义的作品，它们正在被同时代的艺术史家，批评家，激进分子以
及艺术家所挖掘。在对于这两种族谱的研读中，这些艺术家恢复了结构
主义者，或生产主义者试图去重新定义事物背后的一些动力。

去年，在名为“社会设计”的系列展的一个展览中，策展人 Claudia
Banz 将维克多 • 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的出版物与贾斯帕 • 约
翰斯的一部分作品结合起来。他把巴巴纳克为第三世界国家设计的一些
便宜，技术含量低的收音机和电视与博伊斯的作品《Capri Batterie》
(1985) 以及《Das Wirtschaftswert-PRINZIP》(1981) 放置在一起，值
得指出的是这个展览微妙的改变了对于博伊斯作品的理解。这些作品被
以通常的方式被展示，展示中倾向于把它们转变为文物，然而收音机以
及电视设计的相似性却将这些物品通常被忽视的方面展示了出来。
肖恩，斯奈德 ,Index, 2009,
是的，适当的东德的这堆没有设计感的无价值的物品已经像许多其他的
现成品一样成为了恋物现象的代表。但是在这种组合的展示方式中，却
开辟了一种新的关联，一种意义上的新的网络形式。
《Capri Batterie》，像 1974 年由锡罐和电线制作的《Telephon S-E》一样，
可能也会与某种有关能量和交流的神秘概念联系起来，但是，这种组合
却强调，将博伊斯的作品简单的看作个人神话的表达将是一种错误。在
一个不同的领域中，在巴巴纳克作品的不同语境中，它们同样也是反商
品性的，而且忽略它们的妥协状态是错误的，而满足于这种研究将是一
个更大的过错。

左 : 维克多 • 巴巴纳克 ；右： 博伊斯
即使我们不将博伊斯看作是退步的和非现代的，然而 19 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很多实践表明对于商业化的批判是与“不断，甚至是疯狂的净化”
极为不同的，而这些实践植根于一些拉图尔意在扔进历史垃圾堆中的传
统批评理论。马撒 • 罗斯勒（Martha Rosler）《Garage Sale》的很多
版本设计了她对于美国郊区超现实主义者的跳蚤市场的版本的模仿，这
些版本正在艺术媒体或者非艺术媒体做宣传，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或
多或少是一场正常的大规模销售，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仅仅是一场行
为表演。但是，罗斯勒却指出这样的安排甚至将艺术围观者变为了一群
讨价还价的猎奇者，它们对充满古怪的以及私人物品的外部角落空间的
结构，以及幻灯片和音响等元素并不太注意。在 1977 年的版本中，罗
斯勒断定一位植根于反文化传统的南部加利福尼亚的母亲，在磁带中扮
演了一个对物品价值和功能深思的形象，“这件物品的价值是什么？我
为什么想要它呢？…我花钱买了这些东西，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我
把它们卖给你一次来挽回我的投入？…为什么不放弃它呢？”这位女士

一种概略的推动力，一种追溯人和事物轨迹的尝试可以在 Sean Snyder
的作品《无题》（Archive Iraq) (2003–2005) 以及其他相关的作品中
看到，它们追溯了在颇有争议的地域，例如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地
方各种形式的商品的流通轨迹。在图片以及影像中，当 Snyde 用卡西欧
或者索尼相机放大芬达罐或者火星酒吧时，这些商品中的“社会关联”
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商业艺术所宣扬的拜物教编码差异。

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是一种追溯物品轨迹以及比较不同生产模式和分
配 模 式 的 方 式。 从 这 个 角 度 看， 阿 伦 • 塞 库 拉（allan sekula） 的
电 影 以 及 汉 斯 • 哈 克（Hans Haacke） 的 装 置《Vergleich über ein
Dritte》(Comparison via a Third) (2007) 是对电影方式可能性的有
利证明。在 Farocki 的例子中，他将它们用于多频道的影像装置上。一
种概略的推动力同样可以在这样的电影作品中被发现，但是，这里，像
类似 Snyder 的作品《无题》（Archive Iraq) 一样，其目的不是在于
对完全透明度方案的据理力争，这种方案将使物品降低为一个为在初见
时企图抓住主权议题的几何点。然而，物品和主体被放置于一个混乱的
位置中，在这样的位置中他们变为有问题的，具有争议的事物和人。当
然，在当代艺术市场中，电影和影像可用性的人为局限使这些物品在它
们自己的权限中变得颇具争议，而且重要的作品，例如 Snyder 的涉及
到艺术家档案的数字化与上传的作品《Index》，强调了这种媒体领域
形式的局限。

哈伦 弗洛克 , 比较三
分之一 ,2007

这 些 由 知 识 产 权 法 强 加 于 商 品 流 通 上 的 局 限 同 样 被 Superflex—
commodities 在一些商品中审查，它们包括 Van Abbemuseum 现今的项
目中，Sol LeWitt 的一件墙体。在低于 Superflex 的干预者以及挑衅

性的行为中，通过收集，调查以及展出具体物品的方式，Agency/Kobe
Matthys 图绘了法律对于物品，图像以及计划所展开的斗争。在安特卫
普，Anselm Franke 近期装置作品的“Animism”的展览中包括了一些
被诉讼的事物，因为非人类所起的作用（机器，动物），例如从赌博牌
到视频游戏，以及关于大象的马戏演出的德国电视广播，人类的权利遭
到质疑。展览空间中装有更多物品的板条箱排成一条线，这个空间似乎
成了一个由 Mark Dion 通向超现实主义的通道。有一部分展出的物品
似乎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古雅，但是 Matthys 的有分类的现成品却逃出了
这种传统恶化似的商品神学（或万物有灵论）念头。

Agency, 万物有灵 ，1992
当然，有一些其它的重要的关于实践的例子，它们试图将艺术作品推向
一点，而在这一点上艺术作品将把自身揭示为反映事物状态的一个特

殊的种类。这里，人们可能会想到 Michael Cataloi 和 Nils Norman 的
“University of Trash”的项目，作品分析了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样
的转变中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在 Ashley Hunt 和 Taisha Paggett 关于
洗衣业和工人的作品中，图绘了世界范围的当代产品运动。这些项目和
实践中的一部分可能比其他的更成功，但是一个它们所共享的重要特征
是他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物品化”地位不是投向，将艺术作品同化到帽
架以及其他任意物品的可怕世界中。然而，此类作品是对我们社会的生
产（不）可见性的干预。如果任何事，与在艺术品种为建一堵墙相比，
它们可以尽可能多地将要求施加到继续现代审美的作品上；毕竟，从
Schiller 和 Jena Romantics 开始，现代审美作品是扩大的，意在干预“生
活的艺术”。
但是，先锋派尝试废除自主的艺术，并认为这种完整的艺术和生活的交
融被评论家误认为是现代主义者召回反映在事物独特性的秩序，或者后
来又尝试将观念艺术局限于一系列作为艺术的自身地位而不是其他别
的事物的建议。19 世纪 20 年代，结构主义甚至依靠他们试图逃脱的实
践与话语局限进军艺术生产——这一范围不久后被 Stalin 摧毁。另一
方面，妥善自我反思的艺术品将不再仅仅是关于作为艺术的自身地位，
关于“艺术自身”的作品。因为艺术表面的自主权被社会化的决定，所
以在世界资本经济中其正面的受外界支配的印记进入生活中的更多领
域以及地球的更多方面，假如艺术作品不是潜在的关注任何事以及每一
件事，那么它的自我反思则是虚假的。

利亚姆 • 吉利克（Liam Gillick）：
艺术与功能的乌托邦
作者：Ernesto Menéndez-Conde
来源：ARTPULSE
翻译：刘莎莎
艺术的社会性就是它反对社会的本能运动。——阿多诺，审美理论（1）
这个群体体就是一个设计优于外部世界的环境。——利亚姆 • 吉利克，
Literally No Place (2)

利亚姆 • 吉利克 , 三个观点和短期方案 , 2008.
在过去的 50 年间，英国艺术家利亚姆 • 吉利克在他自己的个人展示作

品与文字描述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行关系，他的很多展览都会伴有书籍出
版，通常这些书籍都会与他的彩色板子，文本雕塑，建筑结构，音像以
及设计一起在展示中呈现出来。对于近期在芝加哥当代艺术馆举办的回
顾展——“三种视角与一个短片”来说，便有一本题为《利亚姆 • 吉利
克的意义》的散文集一起发行。将近有 17 位学者尝试对吉利克的作品
进行解读，或者从一个较为广泛的话题背景下提供关于理解其作品的种
种暗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亚姆 • 吉利克的意义》可以被看作是
展览的目录。尽管这次吉利克的文本没有包含在这个诗集中，但是展示
与文字之间的平行关系依然是他艺术活动的个性标识（在芝加哥当代艺
术馆的这次展览同时伴随有一个学院收藏的策展项目，这也是吉利克的
创意）。去年，当回顾展在欧洲的一些学院展出时，当时便出版了《所
有的书籍》，这是他自 1994 年以来出版的所有剧本和小说的合集。
对于艺术家自身来说，低估文字与展示的同一性是错误的。（Gillick,
2006 167）然而，这种平行关系似乎可以看作是艺术家活动的一种自
我意识（Gillick 160-161），也可以看成是他艺术创作的核心。这些书
不仅仅是补充材料，也绝不是关于其他不同领域的创作。从另一个方面
来说，吉利克的展览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关于他作品的展示。虽然我们可
以将他的艺术作品以及书籍进行分别理解，但是将吉利克的艺术创作分
割开来或者低估这整个艺术活动的结构则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欺骗人的
方式。文本与图像之间存在的这种平行关系，在他作品的结构中是非常
精确的，他敢于在展示、小说、剧本、以及他写的文章中去寻求一种对

话关系。
自从这种对话激发人们去探索他整个创造活动的关系，这一奇特的活动
便将吉利克变成一名“密闭似的艺术家”。因而，观者或者读者便要从
大量的资源以及表达的意义中试图去创立一种连贯的体系，这是极具挑
战性的。这项看起来不可避免的挑战也是吉利克作品中最值得受赞赏的
智力冒险之一。

吉利克为其撰写了文章而且也作为一名艺术家参与其中，而这就可以看
作是关于以上思想尝试的一个例证。在《A Viable space》中，艺术家
们将画廊看作是一个探索、打发时间、观看以及创作的地方。（Gillick,
2006 103）

但是，这种解读必须是开放的，因为在探寻统一的过程中，甚至是
关于他这种异质领域的创作中，经常有争论观点的存在。如 Julian
Stallabrass 所言：“吉利克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提供可能性，而不
是设定一种位置。”吉利克的作品通常是隐喻的、暗示性的、甚至是神
秘的。但是，这种密闭的特性在自身的权利范围内表现的非常明确，至
少根据阿多诺（Theodor Adorno）理解艺术的社会共鸣的方式是这样的。
就如《艺术理论》的作者所言：
“密闭似的作品带来关于展示中需要承受的更多的批评，在社会批评的
背景下，将自身投入到一种和解的形式。”（145）
这些字写于 40 多年以前，但是作为一种反抗当代艺术的方式，在理解
艺术可能性的方面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在一个后乌托邦世界，
像阿多诺指出的那样，当处理艺术作品中社会冲突以及艺术与社会之间
存在最肤浅的关联，及时解决方式匮乏，而且在一个妥协变为真正的压
抑（Jameson 110），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无处可去的时代，它们尤
其与现今相关。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缺少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
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范例，或者可以为这种不一致指明方向。自
从社会主义在东部欧洲的没落，所有进步的思考的冒险想法都被驳回，
而且被看作是“共产主义”，或一种关于压迫性的、专制的现代主义的
联想。
在吉利克的作品中，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时暗示了关于乌托邦主义
似思考的批评和重新定义。在他的小说《Literally No Place》中，他谈
论了关于捕捉“群体的思想，一种能真正可行而且有效的、功能性的、
理性的群体。”（Gillick, 2009 204）他同时坚持一种“群体性，而不
是共产性。”（Gillick, 2009 206）他的一些艺术实验便指向这种经验。
代替乌托邦，吉利克提出了一种发展了的观点“功能的乌托邦”，它可
以在贯穿展示的始终，而且将是展览结构中的本质。一个“功能的乌
托邦”是一个参与的乌托邦。它必须建立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且真正
拥有一个更好的时期，而不是仅仅提供一些实验建筑的舒缓图像或是
一个不伦不类的互动框架。”（Gillick, 2006 282）替代关于未来的项
目，功能的乌托邦是一种对现今的转换。当展览持续的时候，艺术院校
自身可以看作执行这种“功能的乌托邦”的地方。在这个收藏展览《A
Viable space：Der Umbau Raum（Klünterhous, Sttugart, 1996）》上，

利亚姆 • 吉利克 , 撤销生产 , 2008
在很多方面，功能的乌托邦都与现代主义相关联，从新造型主义到包豪
斯（很多包豪斯运动的成员，例如约瑟夫．亚伯斯，Kurt Schmith，以
及马歇 • 布劳耶都可以看作是吉利克的前辈），但是表达的目的却极为
不同。与现代主义观点不同，艺术不是指向与生活的结合，而是意在与
社会体制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
通过诉诸于密闭的特性，或者通过创造西班牙学者 Peio Aguirre 称作“难
以理解的社会形态”（5），吉利克利用艺术活动来创造一种社会批判，
这种批判包含了探索社会交换的其他方式。他将艺术置于社会的对立
面，然而，与此同时，也将艺术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
作者简介：Ernesto Menéndez-Conde，杜克大学 2009 届博士生，专
业方向：拉丁美洲文学。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审美艺术形态以及图像理论。
他已经与纽约苏富比合作，并在纽约、西班牙、哈瓦那以及迈阿密的杂
志上发表文章。

作者：乔纳森
琼
. 斯（
）来源：英国卫报（
Jonathan Jones
年
2010
月
5
日
4 ）翻译：嘿乐乐

特纳奖：半生不熟的提名
2010

今年特纳奖的 4 位提名艺术家中只有苏珊 . 飞利浦兹（Susan Philipsz）以及安吉拉 . 德拉克鲁斯（Angela
de la Cruz）是比较有价值的选手。统统都不够好。
什么，没有班克西（Banksy）？在今年特纳奖提名名单公布之前，有些流言蜚语说这位用漫画描述自己的文
化世界的涂鸦艺术家的影片新作《礼品店的出口》（Exit Through the Gift Shop）将能达到竞赛标准。鉴于此，
泰特英国的总监佩内洛普 . 柯蒂斯（Penelope Curtis）回应说，今年并没有艺术家拒绝提名，所以，或许评
委们从没认真考虑过他。然而，他们是应该考虑：虽然对班克斯的狂热有点讨厌，但他今年已经在他的作品
中加入了新的幅度，这证明他可以是为今年的特纳奖增添激情并值得考虑的聪明的艺术家。而事实是，特纳
奖的确需要一些激情。
从表面上看，今年的提名似乎就像去年的（表明立场：我是 2009 年的评委）。它有相似的折衷权衡并认可比
较安静、严肃的艺术家。安吉拉 . 德拉克鲁斯的绘画装置，利用了三维雕塑与欢乐的颜料之间的紧张感，这
也许会让她荣获与去年的获胜者——壁画家理查德 . 赖特相等的荣耀。然而，就如赖特，声音艺术家苏珊 . 飞
利浦兹简直就是出色的苏格兰艺术界的产物。她创作的装置将不同的歌曲放置在从海滨住房到克莱德桥梁的
公共空间内。
耳石小组（Otolith Group）制作矫饰、学术的艺术影片，内容涉及从塔可夫斯基到德利达的所有东西。他们
的粉丝可能会将他们的作品视为多元文化的“艺术之神”，然而这样说仅仅是为了唤起其消化困难的乏味感。
但是，对我而言，真正差劲的部分是最后这一位，德克斯特 . 达尔伍德（Dexter Dalwood），他的作品也许
会让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申请“天资移植”的人。在新工党依然非常酷的年代里，达尔伍德尝试过，他受过
考验，但还是被拒绝了，他曾经是目前已被遗忘的查尔斯 . 萨奇在 1990 年代晚期的流派“新官能写实主义”
（new neurotic realist）的领袖。他那油腔滑调、非常平庸的画面和今天德国的年轻画家或英国的老画家们的
绘画不是一个等级的——并且，作为一名绘画艺术爱好者，我宁肯特纳奖不要提名画家。
特纳奖是关于寻找并奖励卓越的才华，它应该使我们相信提名名单内至少有近似天才的人物。今年名单内的
两位人物，耳石小组和达尔伍德，我对他们是非常有意见的——他们是距离天才最远的人物。这就剩下最后
两位比较有价值的竞争者了，飞利浦兹还有德拉克鲁斯（从下注的角度上来说，飞利浦兹是很不错的一注，
并且能在展览大门开启的当儿俘获很好的想象。）然而，4 位提名人中只剩下 2 位像样的是远远不够的。

安吉拉 . 德拉克鲁斯的绘画装置，《可以穿了》（Ready to Wear），1999 年，局部。

出色的苏格兰艺术界的产物？ 2010 年，苏珊 . 飞利浦兹于苏格兰 Lowland 创作的声音装置。

矫饰、学术的艺术影片 ... 耳石小组于 2007 年的影片《Otolith II》的截屏。
卫报网友说：
EmilyWolf （4 May 2010, 12:26PM）
多元文化“艺术之神”听上去挺有趣的。
littleelv （4 May 2010, 12:32PM）
我的确很享受你那该死的评论，尽管这里面有很多该死的错别字。
飞利浦兹应该会很感谢你的支持，然而，达尔伍德的那些让他去做“天资移植”的作品，我相信会让他恨不
得把自己吊死。
卫报的审稿编辑岗位有没有空缺？
我非常赞同你对班克西的观察，特纳奖已经很久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争议了。
LeeWoods （4 May 2010, 12:32PM）
至提名艺术家：
你知道，现在还不算太晚，去理查德 . 赖特那儿抽取一片叶子——忘记你所有的过去所学，并且去尝试生产
真正漂亮的东西。世界将会原谅并忘记你过去的所有罪行，人们都爱痛改前非的罪人。 :-)
damandblast （4 May 2010, 12:36PM）
对那些从艺术中获取灵感的人们来说，特纳奖总是能让人感到沮丧的。
petrifiedprozac （4 May 2010, 1:03PM）
又一年的平庸之旅。
特纳将就像奥斯卡金像奖，从最优秀的平庸到比较难忘的，可悲地让人彻底想不起。
有谁记得去年的赢家，更不用说前年的了？
blancmange （4 May 2010, 1:57PM）
安吉拉 . 德拉克鲁的作品直接抄袭了 Steven Parrino 的作品，这位艺术家在 5 年前去世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
就 Google 他吧。
Arethusa （4 May 2010, 1:15PM.）
回 petrifiedprozac：
我就记得所有自 1984 年的冠军。当然，这就是我。
精彩的理查德 . 赖特去年赢了——他彻底值得。
petrifiedprozac （4 May 2010, 2:39PM）
回 Arethusa：
Hmmm~~ 我相信你是集邮者吧？
理查德 . 赖特就像一卷墙纸那么有趣。我相信这和品味有关。
tomando1 （4 May 2010, 3:33PM）
我是这两位艺术家的学生，德克斯特 . 达尔伍德以及安吉拉 . 德拉克鲁斯。我看过达尔伍德在 Heddon St 和
Kings Cross Gagosian 的两个展览。我觉得这两个展览在视觉和观念上都非常令人振奋。我的父母最近在 St
Ives 看了他的展览，他们也很喜欢。

我想安吉拉 . 德拉克鲁斯是冗长并乏味的。她只有一个想法，据我所知，并做了 12 年之久。
如果让我在他们之中选择，对我来说你的判断是错误的，她才是最没有天分的。
glynluke （4 May 2010, 5:09PM）
我再也不想在艺术中听到有关“录像”、“装置”或是“录像装置”的字眼，或者是“观念”——这意味着
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观看此类“作品”的标签而不是作品本身。
提名艺术家：
苏珊 . 飞利浦兹（Susan Philipsz）

今年 44 岁的苏珊 . 飞利浦兹（Susan Philipsz），她将自己唱歌的声音传递到令人意外的空间，比如超市、
公交车站或者是她最近为格拉斯哥国际节（Glasgow International Festival）创作的项目，在格莱德的三座桥
梁底下。

苏珊 . 飞利浦兹，《大家都来了》（Here Comes Everybody），2008 年，声音装置，长度：8 分 42 秒。
安吉拉 . 德拉克鲁斯（Angela de la Cruz）

安吉拉 . 德拉克鲁斯（Angela de la Cruz），1965 年生于西班牙。图为她的作品《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2004 年，布面丙烯、油画颜料。

安吉拉 . 德拉克鲁斯，《杂乱的
柜 子 》（Clutter wardrobes），
2004 年，木头。
耳石小组（Otolith Group）

耳 石 小 组（Otolith Group） 成 立 于 2000 年，
成 员 是 目 前 居 住 在 伦 敦 的 Anjalika Sagar（ 生
于 1968 年 ）、Kodwo Eshun（ 生 于 1967） 以 及
EshunRichard Couzins（生于 1965）。图为他们的
影片《Otolith》，2003 年，（DVD 投影截图）

德克斯特 . 达尔伍德（Dexter Dalwood）

德 克 斯 特 . 达 尔 伍 德（Dexter Dalwood），
1960 年生于布里斯托尔。图为他的作品：《柯特 . 科
本的温室》
（Kurt Cobain's Greenhouse），2000 年，
油画，214 x 257.8 cm。

克斯特 . 达尔伍德，《车祸》（The Crash），
2008 年，油画，150 x 207 cm。

超级访谈

先锋观念艺术家劳伦
斯 . 威尔
Lawrence Weiner
70 年代的墙装置为 Weiner 当时的主要作品，不伦不类的词被画在墙上。
字体是又艺术家自己做的，然后一个画家按照艺术家要求去画这些字。
即使这系列作品探索语言作品一种艺术媒介，这些说明经常很物质化，
或 描 述 一 种 行 动 或 过 程， 比 如“ONE QUART GREEN EXTERIOR
INDUSTRIAL ENAMEL THROWN ON A BRICK WALL” (1968) （砖
墙上扔四分之一绿色室外工业搪瓷）或“EARTH TO EARTH ASHES
TO ASHES DUST TO DUST” (1970) （地到地、灰到灰、尘到尘）.
有时候主题涉及到两个语言之间的翻译或一个国家边界的遇到，列“THE
JOINING OF FRANCE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BY ROPE”
(1969) （法国德国和瑞士用绳子连在一起）。后来 Weiner 研究标点、
形式、颜色在文字里的影响。1997 年，他创造了 Homeport ( 母港 ),
ada’web 当代艺术网站 (http://adaweb.walkerart.org/) 的一个互动环境，
观众能在这里参观一个语言的空间，而不是地理空间。
Weiner 作品媒介也包含录像、电影、书、声音艺术、雕塑、行为、装
置和平面艺术。
简介：

Lawrence Weiner
1942 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
Lawrence Weiner, 观念艺术的主要人物之一 1942 年 2 月份在纽约布
朗克斯出生。高中毕业了之后，Weiner 打工了，做不同的工作列：油
船上、码头里打工，卸车厢的货，等等。他在北美旅游了一段时间然后
回去了纽约，1964 年和 1965 年在 Seth Sieglaub 画廊做了一个展览。
Weiner 早期作品包含了一些实验，尤其是对油画布的形式实验，后来
也用了不同的材料列地毯、墙把它们切成方形。
b. 1942, Bronx, N.Y.
1968 年是 Weiner 的一个关键时刻，当时他为了 Siegelaub 在佛蒙特省
Windham 大学组织的展览制作了一个室外作品。他当时用了一些微妙
的方式指定一个空间给他的作品：“地上用了一些桩形成一个长方形，
用线把所有的桩连接在一起造成一个网格，一个长方形从原来的长方形
这样被除去。
当学生由于过不去所以把线剪下来，Weiner 意识到他的作品原来也可
以更微妙一些：Weiner 原来可以光用作品的解释文字让观众尝试同样
一种感觉。后来，Weiner 开始用语言作为他作品的主要媒介，1968 年
他这样总结了：“(1) 艺术家可以造一个作品。(2) 作品是可以制作的。
(3) 作品也可以不制作的。[ 每一个句子都同样重要也都代表艺术家的
想法，当作品被接受了以后决定的条件在接受作品的人手里。]”
Weiner 像 60 年代 -70 年代的很多国际重要观念艺术家一样寻找了一些
针对艺术作品本质的传统标准的新展示方式。1968 年 Siegelaub 又组
织了一个展览，Weiner 做了一本书叫“说明”(Statements), 由于作
品只有词构成的，没有任何理由去展出一个具体物品。当年，他也参与
了 Sieglaub 的书“复印书” (Xeroxbook) 一个由七个观念艺术家做
的复印资料构成的一本书。

劳伦斯 . 威尔的艺术哲学
方振宁 / 撰文
（原文——艺术巴塞尔：可以信赖的神话 ）

在艺术博览会上，有多家画廊展出了美国先锋概念艺术家劳伦斯 • 维纳
（Lawrence Weiner）的作品，这似乎是对威尼斯双年展最为醒目的展
示场所――意大利国家馆正面墙面上――展示劳伦斯 • 威尔策作品的一
个呼应。同属观念或者概念艺术家的人不止一位，那么今天为什么是维
纳？维纳在这个长 31.55 米，高 13.71 米的巨大白墙上展示了他一贯的
艺术哲学。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维纳被艺术界认为是观念艺术史上的开创人物之
一。维纳一直坚持选择语言作为媒介，精心创造出一系列杰出的艺术作
品，体现了艺术作品和在个人感知之间被重新概念化的过程。
1968 年，维纳用钢制大写字母盘制作的代表性装置作品《Declaration
of Intent》，他写道：（1）艺术家也许能构造部件；（2）部件也许能
被构造；（3）部件也许不能被建造。（每一点都是与艺术家的想法同
等一致的，决定条件取决于接收者及接收场合）。这是他的哲学体系的
基础，也是他后来全部作品的转折点。维纳的作品，试图将语言和观念
为艺术作品提供一个充分的创作基础，同时又将观赏者的目光引向非物
质对象和物质体现的语言本身。如果说，维纳的深奥，那就是他把我们
指向一个我们的审美经验从未到过的领域。
其实，威尔不仅仅把语言作为表达哲学的工具，同时他在文字的表达形
式方面，也重来不重复自己。那些每每出新的字、句子和字体，都受到
他的粉丝们狂热的推崇。在亚洲，最多的粉丝来自日本，但是我们必须
承认，维纳是艺术上的“阳春白雪”。今年 11 月将从纽约惠特尼美术
馆开始即将举行的维纳个展以及巡回展。

劳伦斯 • 威尔 :" 观念艺术 " 不存在
外滩画报

沃霍，维纳很坦率：“对我来说，安迪 • 沃霍是个老艺术家。我认识他，
尊重他，我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他算不上什么榜样。”

陆彦

由最普通的字体描绘而成的单词、一些有关联的图形以及诗般的短句构
成的墙上装置作品，是劳伦斯 • 维纳的标志。几乎与美国惠特尼美术馆
劳伦斯 • 维纳大型回顾展同步，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也请来这位“观
念艺术”的代表人物现场创作作品“以光”。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国举
办展览。这位公认的观念艺术家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却称：“观
念艺术”不存在，艺术就是艺术。

坐在记者对面的老男人长相酷似大狗，愁眉苦脸，一脸大胡子，然而极
为超脱冷静。采访完毕，记者和摄影师坐在餐厅里用餐，摄影师以他专
业的眼光说，拍摄对象的手上布满了青筋和斑点，这双手的主人早已不
年轻了。
他老了，然而好像活在时间之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劳伦斯 • 维纳，
他的身体看上去像一把彻底冷却了的火焰，凝固了一段喧嚣灿烂的时
间——上世纪 60-70 年代当代艺术风起云涌的美国。这个被称作观念艺
术大师的老男人，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至 2008 年 3 月在位于北京 798
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展出他的现场创作作品“以邀
光”(To Allow the Light)。这是 UCCA 为庆祝在中国开张的重头戏之一。
“以邀光”呈现在 UCCA 中央甬道底端的墙面上。几个简单的中文词组：
“一遍”、“两遍”、“三遍”、“游移”和“以邀光”以及相对应的
英文单词 Once、Twice、Thrice、Moved About、To Allow The Light，
配上极为简单的图形，构成了这幅作品。
作为一名从上世纪 60 年代晚期开始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语言符号，并将
其作为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工具和媒介的艺术家，劳伦斯 • 维纳的这幅新
作是典型“维纳”式的——最普通的字体组成的单词，一些有关联却难
以捉摸的图形，有时伴有诗一般的短句。
从 70 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维纳习惯于以简单而令人难以
理解的墙上装置作品开始他的个展，其中包括本月 10 日刚刚结束的美
国惠特尼美术馆劳伦斯 • 维纳大型回顾展。以语言符号为创作主体的作
品也成为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纽约时报》艺术版对这次个展的评论
是：“回顾展唤醒了人们的思想，犹如宗教净化仪式，抚慰了人们，又
唤醒了他们。任何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去看一看这位观念艺术
大师的展览。”
这个自称反嬉皮士的嬉皮士，脑后留着长发，颌下蓄着大胡子，表情沉
静到萧瑟，间或露出少许害羞。举止小而缓慢，语气低沉，听者需要仔
细捕捉，但表述的内容却非常清晰。他笑起来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天
真和温暖。
维纳在 60 年代早期曾像惠特曼和凯鲁亚克那般漫游过北美大地，之后
来到当时反战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重镇加州。在那里，他发现所有人都
在迷失。他不喜欢嬉皮士，因为他们“不喜欢工作”。他很快返回故乡
纽约，沉浸于工作之中。60 年代晚期，当反战运动、性解放和年轻人
的迷惘席卷美国时，维纳已在艺术界扬名立万。评论者说，通过把语言
和符号变成创作的基础，即利用文字作为创作理念的主要载体，他向传
统观念中艺术创作的本质对象提出了质疑。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劳伦斯 • 维纳敢于挑战人们对艺术本质的认知及
艺术品与观者之间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观者只需阅读艺术品的文字表
述，便足以经验该作品。他很少自己动手把文字制作到墙上，认为只要
让工匠按指示把文字画上墙就足够了。与那些六七十年代成名的艺术家
一样，他善于探究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对于他的同道，比如安迪 •

B= 外滩画报
L= 劳伦斯 • 维纳
B：能否给《外滩画报》的读者介绍一下出现在 UCCA 墙上的“以邀光”
的理念？
L：创作这件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想重新估量在自身与物质之间，人们
如何找到他们存活于世的方式。
B：创作这件作品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L：从聚集想法，到语言翻译，最后将作品画到墙上，整个作品花了两
到三个月。
B：你在 60 年代初曾漫游过整个北美。你当时是采取哪种方式旅行的？
是坐火车还是坐“灰狗巴士”？
L：我搭便车。我去了加州和旧金山，那里所有人都在迷失。我在那里
做了一些作品，很快便返回纽约。我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在那里工作
至今。除了荷兰，纽约是我主要的工作地点。
B：一个相关的问题，请问你喜欢公路电影吗？
L：再也不喜欢了。年轻的时候，我曾认为公路电影很浪漫。
B：你喜欢垮掉派作家的作品吗？
L：我喜欢凯鲁亚克。
B：那段期间你在干什么？
L：我开始使用语言来创作作品。我那时开始相信，语言能够将物质呈
现出来，它能够，而非应该。
B：你既勤奋又幸运，在 60 年代末就开始得到艺术界的承认。从那时
开始到现在，你觉得你的艺术创作生涯和关注对象经历过大的变化吗 ?
L：我的确很幸运。我关注的事情始终只有一件，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B：你会不会担心观众看不懂自己的作品？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作品
难以理解？
L：我从不担心这类事情。人们难以改变他们的逻辑模式。
B：你还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你的写作吗？
L：我不写书，我“制造”书。我用文字、图形和短句“造”书，这是
我创作的一种形式。
B：人们对你那些全部由文字组成的墙上装置作品的反应是什么？
L：他们读它。仅此而已。
B：你认为这些作品是绘画、素描还是雕塑？
L：雕塑。也就是说，是文字和相关原料构成的雕塑作品。
B：你创作的这些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后的效果好，还是在你的母语英
语中被人们最好地理解？
L：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应该被设计成可译的，以便能从一种文化传播到
另一种文化。
B：你偏好在画廊或美术馆中，还是在公众场合展出作品？
L：我没有偏好。从首尔到越南，从明尼阿波利斯到洛杉矶，你可以在
大约在 100 个公共地点看到我的作品。
B：你还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导演。你最喜欢哪些导演和哪些电影？
L：我喜欢看电视。

B：你能告诉我何为观念艺术吗？
L：“观念艺术”不存在。艺术就是艺术。

了解。 如果大家能够了解，那么大家对世界的了解跟艺术家的了解一
样。艺术家要提供一些可能性、要提供一些荣誉、要做和介绍东西。

NICC 艺术家讲座

就是说艺术家改变了人的一些看法。那么 , 后面做东西的时候艺术家
自己也要承认人的看法也改变了。要不然艺术家做的东西就不尊严人。
如果艺术家不尊严做艺术，艺术家的声音就死了。[...]

第一部分
如何体现欲望。
三、四年前我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意识到唯一体现欲望的方式是改变欲
望的性质，就是说改变幸福的追求 ..
不知道人在期待什么？每次都问艺术家他们为什么做他们做的事情，艺
术家每次回答说他们做过的事情。其实应该是一看就明白。
艺术是一种人告诉你该怎么想、改怎么用东西、改怎么做的离开方式。
但艺术家知道的事情跟大家知道的一样。真的，没有什么我知道你们不
知道．人看艺术家讲话在期待什么呢？
我还是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当然，我可以跟你们说我想什么。我不相信
有平行实体。有些东西是现实的，有些是跟这个现实平行的。没有解释
性的沉默。
当有人进来［展厅］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会向他解释他在看的是什么，
观众也不笨。
艺术家经常有机会把一个东西放在世界里，而唯一的原因这样做是所谓
“感受性”的体现以及人类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们不知道怎么去
相信他们相信过的事情，这个是他们的问题。艺术家把人们的梦想捣乱。
他们对世界的一些方面不满意就介绍另外一种世界的可能性，如果成功
的话，对方就完蛋了，因为不知道是否能回去 [ 原来的世界里 ]。艺术
家把对方的逻辑改变了。他们也把对方对自己的感觉和跟世界的关系改
变了。
不是一个新事情。不光是我。你不用跟艺术家一样来做这些。
下一个英雄就是能够忽略他们生活的系统边界而成功，而这个就是任何
人。你不用很特殊也不用很聪明。你只要知道你不同意给你介绍的系统。
不是一个什么苦难。
在美术学院里不会学到这些。美术学院里你学怎么进去这个系统。怎么
你因为在这个系统内所以收到承认，怎么做这个、那个，然后当你完全
属于系统了以后，他们就跟你说“跟着我，我们会告诉你怎么能够自由
了”。这样不行。
我属于那一代就是当时很多年轻人被强迫进去军队里。他们就找各种方
式让你进去，而你没任何办法。但当时有一条黄色的线。他们当时可以
对你很不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只要你不过这个黄色的线你就不会
进去他们的天堂了。
艺术家也就这样。艺术家就是造一个不过那条线的世界。你只能梦到你
知道的东西。

第二部分
在美术学院他们就提供一些说法，一些老师，人给钱。当他们不能给你
的一个回答他们就给你一个解决方式。这个有点不对的。
问题是艺术家其实也只应该提问题，这个是他们的工作。
是他们唯一存在的原因，就是为了提问题。
问题是重要，回答不重要。因为如果这个问题能引导一些新的方向，那
么所有的人就会忘记掉其他方面（发展、做得更好什么的），人就更能

当时是 1965-67 年很多人在谈、做艺术、展览。所有的事情都同时发生。
1960 年代真的是另外一个时代，怎么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或 Daniel
Buren 或 Beuys, 人太多了，全世界都有，当时怎么在同一个时间这些人 当时没有传真、电话费太贵、没有艺术杂志 - 当时这些人都怎么知道？
怎么当时信息都传来传去，我不知道。我当时太忙做事情，当然当时也
认为会改变世界。但如果你要在外面下班后作为艺术家承担改变世界的
责任，这样也不行。
我相信不用隐喻的艺术，不用其他人的价值观的艺术。我们还有主要的
民族和性别。
我们的思考还是基于在一个黑格尔的思路方式上。我们所知道的是黑格
尔 . 最近的经济危机肯定也会对很多人惨都是因为资本主义是黑格尔主
义的。共产党也黑格尔主义的。
我也没有答案，也就是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如果你知道
什么东西不对。
我们看艺术的时候依靠什么价值观系统。价值观和我们怎么看艺术，我
们也只得谈这个。
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基于在黑格尔主义概念 , 而这个概念接受隐喻。
那么万一艺术不是这样的呢？为什么蒙德利安，蒙德利安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他被看成很纯洁，我对他的海风景印象很深刻。
蒙德利安当时在纽约也没钱，他的艺术也没受欢迎，当时是一个很不好
的时代。。。那么最后怎么样。
同时是蒙德利安但同时也完全不是他。。后来就有变化了因为他找到另
外一种世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开心的一个世界。。。
他听了他时代的音乐跳舞而这里的所有的人还在听一些 1954 年的时候
无法接受的音乐。这个改变了整个音乐、民主和很多人的概念，这个音
乐叫摇滚。。

第三部分
可能我们得开始看艺术像一个给人介绍的东西，而不是强迫给人的东
西。
跟美术馆比起来的话 , 我一直更喜欢商业画廊，或在路边上做东西。
因为当有一个完全不了解艺术的人进去一个美术馆的时候，他也不会马
上得到什么。好像缺了什么东西。
如果一个人进去一个画廊，他带钱买东西。不喜欢的话，他可以笑然后
走掉。然后带过去的孩子可能看到了以后，长大了以后就能想通一些东
西。
其实我也不管。我不想破坏其他人的想法。
以前有一个纽约电视台的人采访我。就是一个节目可以随便说话什么
的，没有任何限制。然后他开始跟我说我属于纽约最凶狠的人，那么为
什么这个 [ 讨论 ] 不是很凶？当时是 90 年代。做了一个路上的作品。
一般来说人不会往上看而会往地上看。
我开始考虑回答，我唯一能想的是我当时不赞成把艺术和马路对抗，我
也不想把人的日常生活给捣乱，他们的生活也够累的，我不想把他们的
整个生活给捣乱。
作为艺术家就允许这样做的，就是造一个机构能够让人有另外一种思路
方式。这个也就是我们唯一存在的理由。跟市场完全没关系。也不是给
人一种理论。

主持人：作为艺术家你是造型世界？
Lawrence Weiner: 艺术家不是造型世界，艺术家给人说一些事情
让他们自己造世界。。。
主持人 : 那么关于隐喻呢 ？你前面说有些人会自己做隐喻。
Lawrence Weiner: 是。比如，如果你去看一个展览。一个你从来
没听说过的艺术家的展览，然后你看到作品，但是你看不懂，可能展厅
里的人都很聪明，可能他们会看得懂，但你当时是看不懂，你就安静地
站在那里去想这个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当你这么做你就做了一个隐
喻。
如果艺术家没有直接跟你说。。。有一些很好的艺术家也就把这件事儿
弄得很糟糕，比如说让观众离画站在多少多少距离，画面跟人的胳膊一
样宽，那么万一你看不出来这些，你就站在那儿尽量去找这个作品会带
什么东西给你，我们都是机会主义者。。
主持人：本来你的作品都有美学价值观。后来你把这个美学改成文字。
Lawrence Weiner: 我不肯定。。。
主持人：有一段时间你的作品被认为是有美学价值观。
Lawrence Weiner: 美学这个词很脏的。
主持人：你后来也改变了。。。
Lawrence Weiner: 改变了什么？
主持人：改变了时代。
Lawrence Weiner: 你真的以为美学会改变时代？其实你不知道有
多简单

第四部分
我们一直认为世界的事情都是跟着一根线。不是这样。世界不光用一根
线去看东西。
所以我一直在试图把我想说的东西转成一些新的象征、新的东西让人容
易了解，像数学一样，连年轻人都能看得懂。
不会有很大的改变。我然后再会想另外一些表达方式，这些也就是艺术
家的工作。
有些人当然也愿意一辈子一直做同样一个他们做得很准确的事情。
如果有人还觉得我很早以前的某一个作品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我会很
感动，但我也会希望他 / 她看我现在做的作品。
不用后面那些相关宣传，我其实很希望能够做一些不用在历史的桌子上
放上去的作品。
但这些都跟影响有关。
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由于课程、美院什么的，这些都被弄坏了。
门都被关上。
这些经济危机（包括 70 年代和 80 年代）唯一有用的原因，是因为大家
一直忙想着生存的问题所以忘了把门关掉而有没有被邀请的人自己近
来以及挂东西在墙上。
要不然我们什么都不会有的。
艺术家要自己开这些门，不用一个民主主义的方式，如果是垃圾也就是
垃圾。
我选择做作品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是一个生命的一部分，我觉
得艺术家是一些很正派的人，我认为那些致力看着真正世界的人而不要
什么回报地给其他人看 , 很正派的。
你不用改变很多事情来证明你是好人，你只要做你的工作。像一个好牙
医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好选择，我不能为我这个决定道歉 . 我不
能为艺术世界里发生的问题也道歉，我没有这个权力，这里也没有一个
人有这个权力，但是能改变它。如果你不用一些乐观一点的方式去改变
它，那么就有点问题。
我做一些很特别的物体。我的每一个作品是一个特别的东西。没有一个
很特别的形式，但他们通过这个艺术世界尽力地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
每次有一个人做一个作品，一个绘画、一个雕塑、等其他东西都是一个
现象。而他们拿了这个现象试图把它换成一个种类，它属于艺术种类。

但作品还是应该保持原来的身份，就是一个现象。你每次看到一个作品
是一个人在试图跟另外一个人交流。
我不需要把东西做出来为了拿到什么回报。我看到一个东西，我了解它，
很好的，我可以继续了。
艺术家像探险家一样，他们去一些地方然后把那边的问题拿回来，一般
来说会导致到他们找到的东西的消灭，但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些拿走呢？
我从小就开始在公共地方展出作品，也看很多东西。所以我是一个资源。

第五部分
可能最好是直接去找东西的本身，它的本质。
这个也就是艺术，本质。
艺术的原则之一是艺术家让人不可能想要去做他们做的东西。
我们就是提供另外一种逻辑。
有没有人想说什么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观众：你 70 年代跟艺术商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 Konrad Fischer ？
LW: 和 Leo Castelli?
观众：Leo Castelli 当然，还有其他人。。。
LW: 我可以很直接跟你们说我跟他们是没有发生过关系（笑）。。。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关系 ?
观众：你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LW: 其实，很多艺术家也会跟我同意，除非那个人很可怕或艺术家完
全不同意什么的，不是你对他们有什么感觉的问题而是他们对你有什么
样的感觉，那种“噢！我不会跟他们合作，他们穿绿色鞋子！”还真的
不是这样。只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展出的地方，一个能了解你做的作品
的一个人。而我很运气，几乎我合作的所有的人都了解我在做什么。而
且他们允许我按照我想要的展出方式去展出我的作品。当然有的时候比
其他时候好，但这个很正常。我们一直试图介绍一些以前没有这样介绍
过的东西。所以都是好关系。而且我做了不少展览跟那些人。我明显地
尊重他们，他们也明显地尊重我。
是，欧洲比美国有一个好处。欧洲建了一个系统，包括德国，他们认为
如果你找人为你工作，不管多少，你得保证他有回报，这样他可以继续
生存。所以在欧洲大家理解的是如果有人做展览他能应该拿到一点钱。
在美国，人期待你做一个革命性的作品、为社会服务。真的是这样。主
要区别在这里。问题是我做的作品本身也就超越边界。一个作品有时候
是有用处的也可以提供某一个东西。不管在安特卫普、在伦敦、在巴黎、
在东京、在北京、在洛杉矶、在纽约。。你看那些参加展览的艺术家，
不管是一些很小、没有名气的空间，小画廊或大学的策展人要请你，你
坐大巴过去，然后在宿室里睡觉，可能看上去不是很高档但作品内容没
变。然后也被人看到了。
是最后一个不需要什么证明的职业。音乐家也可以这样做。但经常也需
要一些证明，但艺术家不需要。

超级访谈：苏菲 . 卡尔 Sophie Calle
作者：路易丝 . 娜丽 （Louise Neri）
翻译：嘿乐乐
来源：Interview Magazine
刊登在报纸的每周条目上；2008 年的《哪里？何时？》（Where and
When? ），你听从了一位“千里眼”的建议。
SC：游戏的规则是十分严格的。在《保重》里，我要求每位参与者都
非常认真地回答，去试图分析我从一位男士哪儿接收到的一封信。这些
参数是制定好的。比如，我要求语法专家讨论它的语法——我想要玩的
是专业词汇中的枯燥性。我不希望女人向我表示伤感。也许，除了我母
亲以外…
LN：然而，典型的，她是最不多愁善感的！（笑）
SC：我有属于我自己的伤感——我不需要其他人的。这个作品不是有
关报复。虽然如此，所有的女人还是述说了自己的观点，或许她们都曾
经在人生的某一点上被男人遗弃。
LN：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困难的是各种专业的文字分析。

苏菲 . 卡尔的艺术混合了图像和文字，并用其激起通常只有在史诗
文献和电影中才能得到的强烈情绪。她大部分的非凡作品指向的却
多 数 是 平 凡 的 人， 从 拥 有 病 态 好 奇 心 的《 地 址 簿》（L’Homme au
Carnet,1983） 到 多 情 背 叛 的《 剧 痛 》（Douleur Exquise，19842003），卡尔知道如何去提高赌注并将一般的怪癖扩张成悲剧性的残缺。
她是一位能将个人的私密性推向艺术高度的操纵大师。
随着 2004 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内省式的回顾展《你看到我吗？》
（M’as-Tu Vue?）的巨大成功，卡尔带着 2007 年的《保重》（Prenez
Soin de Vous）跨入了新的领域，这个于 2007 年在 52 届威尼斯双年展
上的讲座将于本月在纽约的 Paula Cooper 画廊与公众见面。这是卡尔
从电邮中收到的一名男士寄给她的分手信，也是女士在应对分手信时
的绝招妙计。卡尔用不同的媒介实现了这 107 件她从各种不同领域中的
女性那儿恳求到的捐献物，它们包括歌曲和舞蹈、科学分析、折纸手
工、射击还有法医研究。这些非常特别的反应看似简单——但却是普遍
的——窘境证实了女性精神方面的多样性并以想象克服了负面情绪。卡
尔将在这里讨论艺术与人生以及她在两者之间的空间转移中的探索。

LN：路易丝 . 娜丽（LOUISE NERI）纽约高古轩画廊总监，同时也是
编辑、策展人以及视觉和行为艺术方面的写手。
SC：苏菲 . 卡尔（SOPHIE CALLE）

LN：《保重》不是你第一次创作的涉及了巨大的社会反应的作品。
你是否能描述一下有关你亲自设计的故事的作品以及更为广泛的煽动
了任何难以想象的反应的作品之间的不同之处？你自己设计的故事
有——比如像 1983 年的《请跟随我》（Suite Vénitienne），在威尼
斯的街道上跟踪一个男人；《地址簿》（L’Homme au Carne），你联
系了你找到的一本地址簿里的所有人并将他们对地址簿的主人的印象

SC：这些女人都非常认真地面对工作，但她们也会和我玩儿。我想要
回避任何悲情。我真的非常享受，比如当所有的讨论都在围绕着一个逗
号时，像那位不停地在谈论着两对引号之间的词语的语言学家。越是具
体和详细的分析我越是喜欢。我可以一直不停地继续。没有任何停下的
理由——除了威尼斯馆的开幕日期！
LN：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女人的？
SC：最初，我问了我的两位女友，她们一位是记者，另一位是作家。
就这样我开始了这个想法。我告诉她们，“从你的专业角度讲。”我开
始想到一些更明显的有关分析文字的工作——心理学家、校对者——然
后我开始找专业的人：哲学家，她后来推荐我语言家，然后语言家推荐
我伦理学家，等等。每个人都说，“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人或那个人？”
不久后，整个程序就离我很远了：我找到了一位字谜作者，因为她和文
字打交道，一位女射手，因为她和目标打交道，等等。最初，我只想找
一位演员和一位歌手，就如我只选了一位心理学家。但最后我却找了
33 位演员、歌手和舞蹈员，从卡米尔（Camille）到娜达丽 . 德赛（Nathalie
Dessay）到苏珊 . 蒂耶姆（Sussan Deyhim）。
LN：为什么？
SC：这主要原因是因为威尼斯的情况：作品必须是法国的，因为是法
国馆，但是绝大多数参观威尼斯双年展的人都不会法语。所以我面对了
我在多数其它作品中常见的翻译问题，但是在威尼斯这就意味着需要把
文字翻译成 20 种语言以上。所以为了让事情简单化，我便运用了非语
言的形式。
LN：非语言的意思就是表演，比如印度的古典舞蹈，文乐木偶戏还有
芭蕾舞？
SC：对的。像往常一样，问题会带来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带给我很多
我都无法想象的解决方式。我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法语阐释，它有两
个意思：思考含义并分析它以及戏剧化地表演。演员就是阐释者。所有

在信和我之间的女人都是阐释者。
LN：你于 2007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馆构思了《保重》。你为什么
替项目招聘策展人，然后最终从这些申请人中挑选了艺术家丹尼尔 . 布
伦（Daniel Buren）？
SC：法国馆的准则是艺术家挑选策展人。一般来说个展是没有这个必
要的，然而威尼斯双年展的情况很复杂。与其说我需要一位策展人，不
如说我更需要的是一位同伙，一位能够支持我的人。丹尼尔做的比这还
多。他保护我，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帮助我思考这个作品。
LN：怎么说？
SC：一开始他说他很喜欢我的作品，但是我的很多展览就像挂在墙上
的打开的书。
LN：这对一位经常和文字及图像打交道的艺术家来说是很挑衅的评论。
你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在文学界很受赞赏。
SC：丹尼尔是在参观了我的房子，看到了我的墙壁后那么说的（苏菲
在巴黎的家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艺术品和文物）。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比我
的很多展览更轻松活泼。他的评论不是关于我的文字——而是因为我在
很多作品中都重复使用了同样的一个形式。他要求我不要那么严谨。结
果，我在威尼斯显得更轻松有趣。我玩得太放开了，我甚至担心自己会
像是想要实验所有东西的学生！
LN：有趣的是，这些想法既然是来自像布伦这样的拥有那么严谨的观
念背景的艺术家…
SC：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我的策展人。他可以对作品表示反对。
如果我们的作品都很相似，那就不可能了。是我们的不同让我们在一起
的。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认真，甚至对每件作品的细节都是如此。
LN：2008 年，当《保重》在巴黎展出时，他参与了吗？
SC：是的，但更多的是为了玩。我邀请他，因为巴黎是我们的城市，
而且也是刚刚在威尼斯结束后，然后我们共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觉
得继续和他合作会非常轻松活泼的。
LN：巴黎的展览是怎么开始的？
SC：在距离威尼斯双年展闭馆和下一个计划于蒙特利安 DHC/ART 当
代艺术基金会的展览之间有 6 个月的时间。我们知道要在那么短的时间
内安排作品在这两个地点之间展出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我们盼望着奇
迹。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布鲁诺 . 拉辛（Bruno Racine）说他有一
个可以使用的新空间，所以我便去找他。我对位于巴黎 13 区的国家图
书馆不是很感兴趣，而最后它也似乎不能如期地竣工，于是我便向布鲁
诺建议使用位于黎塞留区（Richelieu）的拉布鲁斯特阅览室（Labrouste
Reading Room）。他同意了，并会尽量安排，从安排人员到资金到空
间只花了短短的 10 天时间。展览在两个月后开幕。真是难以置信！

SC：在那个例子中，我被要求遵照指示。在这里，男人说“保重”。
所以我便通过作品达到了。我对他的回应便是这 107 位女人的阅读，而
不是个人的阅读。有很多她们之中的反应方式是我不会去或不可能去做
的，比如像物理学家的运用了科学的术语。大部分的阅读是我不可能做
到的并且是我不赞同的个人阅读方式。我要求这些女人做出反应，然后
我毫不拒绝或删改的运用它们。我对挂在墙上的作品做了一些编辑，但
是书里的是完整并从未编辑过的。比如，在犹太教法典注释者的案例中，
她写了长达 12 页的文字，我将她的总结“懦弱抑或崇高？”挂在墙上，
但是将整篇文字收录在书中。
LN：路易丝 . 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曾经说艺术允许你以比
例相称的客观和现实去重新体验过去。我可以说这个作品却恰恰相反，
因为这封信引起了有关反应和微妙的世界。它同时是折磨和悼念！
SC： 对 的！ 最 初， 我 脑 海 中 的 其 中 一 个 题 目 是“ 缪 斯 ”（The
Muse），因为实际上这个男人是一个缪斯。但最后我没有用，因为《保
重》是更加讽刺的。而且，我会做得更绝对。
LN：多年前，当你在伦敦的 Forced Entertainment 演出你的作品《剧
烈的疼痛》（Exquisite Pain）时，你公开地和一名心理学家谈及你的
极其详尽的失恋记录。就如大多数人，他看上去完全迷恋于你的故事的
真假，并让谈话加强了对于道德的谈论。你对此有何想法？
SC：如果有人问我，那么我说都是真的——我无法去编造。然后，如
果说真实或虚构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话，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
为了摆开这些问题，我把我的其中一件作品叫作《真实的故事》
（Histoires
Vraies），但我还是被问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是真的吗？”所以，我
该怎么回答呢？（笑）
LN：但这问题是否暗示了艺术家必须说真话？
SC：当我在为解放报（Libération newspaper）制作《地址簿》时，
有个很大的争议，因为记者想知道为什么作为艺术家我可以被允许去做
报社所不允许做的事：那就是去侵入别人的生活。很多人喜欢它因为他
们认为这是虚构的，然而，当那个人回答并给我他的名字时，这证实了
他的存在，证明了这不是虚构的，然后同样的人于是便厌恶它，因为非
常义愤，然后，其他的那些在最初不是很喜欢它的人，认为不够风险
的人，却开始喜欢它了。这完全是很混乱的！比如说我和我的前夫格雷
格 . 谢珀德（Greg Shephard）合作的 1996 年的电影《昨晚没做爱》
（No Sex Last Night）：我们住在一起共一年，我们拍摄了 60 小时，
从这 60 小时中挑选出 90 分钟。我们可以制作 20 部不同内容的电影，
甚至是相反的事情。我们选择强调我和我的的孤独以及他和他的汽车，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只谈食物，或甚至是跨国旅行，或只是我们对
彼此的厌恶感，或者只是我们在一起的美丽时光。所以任何一个版本都
不会是绝对的“真实”，只是会相对比其它的好。但是，我可以说它是
的确发生过的。真实？不。它只是曾经发生。
LN：你只是太早制作真人秀了。

SC：在巴黎，我的想法和在威尼斯的恰恰相反。在威尼斯，我对建筑
并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把重点围绕在作品身上。国家图书馆的内部非常
宏伟壮观，所以我们便把重点放在空间上，小心翼翼地去保护它。我们
不可以在墙上钉任何钉子，所以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事后，我还有点
伤感，觉得像这样的作品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再发生了。

SC：的确是每次我在公众场合讲话时，大家都会问我关于生活的问题，
然后我一直需要把他们带回到这是关于作品的艺术。不同的是，我的很
多作品都是关于我的生活的，它们曾经发生。这点让我突出了自己并让
人们强烈地喜欢或不喜欢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是更为公众的，超越艺
术界的。我不在乎真实，我在乎的是艺术和风格还有写作以及墙上的作
品。对我而言，我的写作风格是联系着墙上的艺术作品的。我需要找到
一个能够简明的写作方式，有效的语句，当人们站在或走过一个空间时
能够阅读的。

LN：在纽约，《保重》将于 Paula Cooper 画廊展出，2001 年，你邀
请公众向你的艺术形式提供有潜力的想法。

LN：有时，艺术会挣扎，因为事实实在是太强烈和巨大了…
SC：艺术便是保持距离的方式。存在病理学或疗法的方面，但只是催

LN：作品在威尼斯展出和在巴黎展出有什么不同？

化剂。我并不是为了忘记一个男人而制作《保重》的——我是为了威尼
斯双年展而做的。我因为思考而想到了展览，为了减轻痛苦我可以怎么
做？但是，当我有了想法后，它便压倒了一切，而我再也不去在乎疗养
的方面了。
LN：你是否同意路易丝 . 布尔乔亚说的痛苦是形式主义的赎金？
SC：当我和一位男人相处得很快乐时我便知道了，大家都说“天啊，
这个粉红时期对你来说会是个灾难！”。（笑）
LN：同时制作《保重》和《抓不到的死亡》（Pas Pu Saisir la Mort，
2007）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感觉？《抓不到的死亡》是有关你的母亲的死
亡的影片，一部很随和的作品，是另一个更深的自省吗？
SC：我制作有关我的母亲的死亡的电影是因为罗伯特 . 斯托尔（Robert
Storr）。当我在为法国馆制作作品的同时，他邀请我参加意大利馆。
最初，在法国馆，我想制作有关不在场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对威尼斯的
怀旧——有关离开的人和物…
LN：这是你一直在从事的主题，回到 Disparition 的项目《最后一眼》
（Last Seen，1991），你通过美术馆保安的语言，“重构”了被盗
窃的伊莎贝拉 . 斯图尔特 . 加德纳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的艺术作品。
SC：罗伯特知道我拍摄了我的母亲的死，然后他建议——并坚持——
我必须面对这个主题。我没有心理准备去观看这个我拍摄的 80 个小时
的我的母亲的死亡过程，但是我想起了在她生前和死后的 11 分钟，那
个时刻我在想她到底在哪里。一旦我接受制作它，我便需要将这些片段
放在我的屏幕上，寻找方式并对其进行编辑。所以，它便成为了我的生
活和工作的背景…然后，才成为了作品——我能够与其保持距离。然后，
当我把它带到威尼斯的展览时，我为了常见的技术问题而忙碌：声音、
灯光、颜色，还有画面的大小。最终到它安装完毕后，当我在观看它时
才意识到这是我的母亲，然后我才开始哭泣。

SC：是的，但这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护士和我们一样不清楚。事后，
相比我在当时，我可以在屏幕上更清楚地意识到了。
LN：你有没有创作过任何让你感到后悔的作品？后悔将生活中的一些
东西搬到艺术中？
SC：只有过一次，在《地址簿》，我没有预想到那位男人的反应会那
么恶劣。但，很老实地说，我也没有后悔，刺激的感觉比内疚感还要
强烈。那位男人要求我不能在法国发表，所以我没有。他说“我死后，
你随便怎么做都行，但现在不行。”他死了，然后我现在正在做美国的
Gemini G.E.L. 的版本。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听从了他的愤怒，
至少是这样的。如果我能再次制作《地址簿》，我会抽取掉一两个向我
谈论他的人，但只是一两个。所以，虽然我有些小小的后悔，但我还会
继续干并保留这些遗憾。我意识到我让一位我不认识的人痛苦了。我也
许让《保重》中的那位男人痛苦了，但那个人我是认识的。而且他也写
了关于我的一些东西并且在我的书中扮演了某个角色。
LN： 就 如 保 罗 . 奥 斯 特（Paul Auster） 在 1992 年 的 著 作《Maria in
Leviathan》放入你的角色一样？
SC：不，这是和他一起的合作，就如与格雷格 . 谢珀德的《昨晚没做爱》
一样。不是为了和他们形成对立——而是和他们合作。我在《酒店》
（The
Hotel，1983）中拍摄的人物从未知道我出现在他们的房间中，参与《熟
睡的人》（Les Dormeurs，1979）的人都是我邀请的，我邀请我的朋
友和陌生人到我的床上共度 8 小时，还有《盲人》（Les Aveugles，
1986），我问了一些天生的盲人，什么是他们想象的美…我的作品中从
来没有受害者。嗯，其实只有三个案例，两个是和恋人的：《剧烈的疼
痛》以及《保重》，还有《地址簿》。
LN：你是否曾经有兴趣或想要和心理学家合作？
SC：有，或没有，我曾经有片刻想过和心理学家合作有关记忆的问题，
但我没有去做。就理论而言，我可以是想要和任何人合作的，只要有很
好的想法就行。

LN：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伴随着死亡本身的戏剧性…
SC：是的，在它的创伤中，你被卷入到一个有关技术性的漩涡中。在
编辑的过程中，我必须面对一些有关我的母亲的意愿的特定事件。我的
母亲是相当特别的，她是一位爱表现的人，所以她希望被拍摄。最初，
这是务实的——这完全不是为了艺术的。我是在感受我的母亲的死亡，
而不把它想象成一个计划。我很抑郁。我很恐惧。我非常地投入。有意
识地，我想要抓住她的遗言。然后，在我决定后，我意识到这是和它保
持距离的一种方式，而且，我的母亲会喜欢的。她总是抱怨我没有做任
何有关她的作品，认为我觉得她不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当我邀请她参与
《保重》时，她完全同意参与。随后，我把这件项目献于她。当影片结
束后，我安排了展示地点，在一个安静的教堂内。这是一件我会继续认
真控制的作品。我不会销售它，而且我也已经拒绝了一些展览，因为我
无法出席。
LN：在地下室播放的作品《美人鱼》（The Mermaids）中，马丽娜 . 华
纳（Marina Warner）在其中一个场景中描述了一位垂死的女孩在权衡
死亡与死后的去向，去试图测定灵魂的实质性。这让我想到《抓不到的
死亡》，虽然你面对的是难以捉摸的时刻，而不是实质的东西。
SC：是一个你无法触及的时刻。显然的，在影片中，当我们——我、
我的亲戚还有护士——在监测我母亲的脉搏时，我们不是在演戏。我们
真的不确定她的生死。但在影片中，我们看上去像是失去理智了！
LN：在电影里，我们通常能在一秒钟内辨识一个人的死亡。

《请跟随我》（Suite Venitienne，1980-96）

《请跟随我》的文字是这样开始的——
“我在街上跟踪陌生人好几个月了。这是为了跟踪他们的乐趣，而不是
因为他们对我来说特别有趣。我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拍摄他们，
记录他们的行动，然后最终失去他们的踪影并忘记他们。
1980 年的 1 月末，在巴黎的街道上，我跟踪了一位在几分钟后消失于
人海中的男人。那天傍晚，很巧，有人在一个开幕场合中向我介绍他。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向我说他正计划到威尼斯旅行… …” ——苏菲 . 卡
尔

《地址簿》，（L’Homme au Carne，1983）
根据卫报的 Stuart Jeffries 与苏菲 . 卡尔的访谈，当地址簿的主人（一
位纪录片制作人）发现了报刊上的文章后便扬言道要以侵犯隐私罪控告
卡尔。无论如何，在解放报同意在报上刊登一张卡尔的裸体摄影后，他
才感到公平。“他试图非常激动，他不喜欢我做的东西”苏菲 . 卡尔说。

《剧痛 第十二天》2000 年 Exquisite Pain (Day 12) (2000)

2007 年在卢森堡展出的《剧痛》现场：
Exquisite Pain (Douleur Exquise)Luxembourg Cultural Capital 2007

《剧痛》（Douleur Exquise，1984-2003）
“1984 年我得到了去日本 3 个月的资助。我在 10 月 25 日离开，那时
我还不知道这将会是我开始 92 天的分手倒计时的日期——没什么特别
的，但对我而言，那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刻。
我在 1985 年 1 月 28 日回到法国，诅咒着我的旅程。当大家问我怎么样
时，我跳过了远东的旅程直接告诉他们有关我的痛苦。为了交换心得，
我开始问身边的朋友或偶遇的人：“你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我决定
系统地去做这件事情，直到我在将自己和他人相比较后能够减轻痛苦，
或者我需要疲惫不堪地一直重复我自己的故事。这个方法非常有效：三
个月后，我不再痛苦了。驱魔的方式有效了。
无论如何，由于害怕再度恶化的可能性，我决定不要使用艺术的方式去
挖掘这个经验。当我再度回到它时，15 年过去了。” ——苏菲 . 卡尔
《剧痛》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分成两个部分的巨型装置。第一个部分
是卡尔对她的心碎之旅的回忆，通过照片以及 92 天中的片段，艺术家
将这些日子视为面对绝望的“倒计时”。每张照片或资料都印有数字，
指示着剩下的“面对痛苦的日子”。
装置的第二部分是一对卡尔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角度重复讲述的，以及
其他人对自己的痛苦及心碎的回忆。故事被刺在亚麻布上，并通过 21
张四联图展示，同时还有两张照片以及卡尔的故事的一个版本（黑色亚
麻布）和一个匿名的故事（白色亚麻布。）
这个装置摘自倒计时项目，并从中挑选了 40 张照片和四联图。其中一
组陈列的四联图是系列中的最后一个。在这个组合中，卡尔将板块留
白：通过这个艺术过程她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痛苦并发现已经没有故事好
说了。

《剧痛》（Douleur Exquise，1984-2003）
2005 年苏菲 . 卡尔与伦敦的 Forced Entertainment 合作的表演《剧痛》
的文字介绍：
“我决定继续 ... 直到我在将自己和他人相比较后能够减轻痛苦，或者
我需要疲惫不堪地一直重复我自己的故事。”
一个男人和女人在讲述平凡或并不那么平凡的心碎，每个故事都伴随着
一张象征性的图片。一张酒店床上的红色电话。地铁站。窗外的风景。
绿色的奔驰。
女人在回忆上一段感情结束时的故事，每次的回忆都有所不同，添加并
删除细节，寻找方式去回忆或忘记曾经发生的。男人讲述来自不同的人
的故事：每个都是痛苦的快照，巨大或渺小，它们都在痛苦的目录中不
断成长，分手、侮辱、死亡、牙痛以及永远不会到达的情书。
根 据 法 国 观 念 艺 术 家 苏 菲 . 卡 尔 的 项 目，《 剧 痛 》 是 Forced
Entertainment 第一次从事和“文字”有关的表演。在这简单并亲密的
演出中，Forced Entertainment 将揭示语言、记忆和遗忘将是如何填满、
维持或删除事情的，人们是如何对待创伤的。《剧痛》有关爱情、遗失，
有关我们在事情出错时是如何向自己讲述故事的。
© Forced Entertainment 2005

《 抓 不 到 的 死 亡 》（Pas Pu Saisir la
Mort，2007）

“2006 年 2 月 15 日，我同时接到了两个
电话：一个是邀请我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另一个是告诉我，我的母亲的生命还剩
下一个月了。
当我告诉她有关威尼斯的消息时，我的
母亲回答“想想我出席不了了。”。但
她还是到场了。”——苏菲 . 卡尔
法国国家图书馆现场：

超级访谈：托尼 . 莎佛拉兹 Tony Shafrazi
作者：欧文 . 威尔生（Owen Wilson）翻译：嘿乐乐

来源 Interview Magazine （2009）
注于艺术研究，对每件作品进行考察。在我 7 或 8 岁时，我和几位朋友
创作了一件小作品。我们买了一些颜料和画布开始创作。在我 11 或 12
岁时，我已经开始创作类似达利和梵高风格的绘画。接着，当我 13 岁
时，我的父亲和祖母带我到英国并把我留在了那里学习。我首先去了
Bilston 的一家牧师住处和一名牧师及他的妻子住了一年半。然后在寄
宿学校住了两年半，接着在哈默史密斯艺术与建筑大学学习了四年。然
后于 1963-67 年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是个很长的教育过程。
OW：这就像莎佛拉兹的运气，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和时间，因为你就在
那儿，正处于 1960 年代动荡的伦敦。

1944 年出生于伊朗的托尼 . 莎佛拉兹，Mikael Jansson 拍摄。
托尼 . 莎佛拉兹是世界最知名的画商之一。他卖的艺术不多，他也不是
最交际的或是最富有的画商，但他也许是最艺术的。他是最接近于我们
想象中的传奇画商，以至于艺术家乌尔斯 . 菲舍尔（Urs Fischer ）和
画商加文 . 布朗（Gavin Brown）在上个夏天于托尼 . 莎佛拉兹的画廊
策划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展览，而这个展览也可以被视为是莎佛拉兹美好
一生的视觉和智慧的传记。伊朗出生的莎佛拉兹的事业生涯从作为一名
艺术家开始，虽然接下来的一生他都是一名画商，但他保持着阅读、学
习、思考和讨论艺术的实践，这表明了艺术是可以变革创新的，甚至是
在市场上。任何一位认识莎佛拉兹的人都知道他是名真正的人物，能言
善道者之一。他和他的好友欧文 . 威尔生聊了好几个小时，以下便是其
中的一些亮点。
OW：欧文 . 威尔生（Owen Wilson）
TS：托尼 . 莎佛拉兹（Tony Shafrazi）
OW：你曾经告诉我如果不是为了艺术，你可能会成为一名银行劫匪。
TS：对的，或是类似的角色。我想象中的银行劫匪更像是欧洲传统中
的劫富济贫的形象，像罗宾汉。它只是个神话。但是在最初，我全神贯

TS：嗯，实际上，我觉得有点受骗，因为自我 6 岁起我想要去的只是
纽约，但是我的父亲希望我受的是英国式的教育。所以英国和我理想中
的美国浪漫是相去甚远的——尤其是牧师住宿以及那些凄惨的、令人颤
抖的潮湿的冬天。但是，幸运的是，1950 年代晚期，英国发生了变化，
而且是相当令人激动的。音乐界随着披头士和滚石的出现而爆发。是个
非常不可思议的年代，独立混合的艺术、时尚，还有波普感觉的爆发。
伦敦确实有好几年成为了一切的中心。并就艺术而言，我想那种最后被
称之为波普艺术的感觉首先是在英国而非美国发生的。所以我很幸运地
在那儿。但是我很渴望去美国。
OW：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到纽约？
TS：在 1965 年的夏天。我申请到了去美国拜访我母亲的签证，她
住在好莱坞。她还在那儿。那个时候，有个叫英国金狮航空（British
Caledonian Airlines）的东西，你可以通过它便宜地横越大西洋。他
们甚至在你晚上抵达时替你准备酒店。然后，我就查询灰狗长途汽车
（Greyhound bus），通过有个叫“99 天只要 99 美金”的东西你就可
以走遍美国。这真是太棒了，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是要去好莱坞的。所
以我就决定飞到纽约，第一晚就住在酒店，然后我被建议住到青年会
（YMCA）去。
OW：过去，那儿的住宿是不是很不错？
TS：是的。过去那全是美国人，然而纽约却完全是个不同的世界。无
论如何，我在青年会的房间位于四楼，我记得我在放下行李箱后从窗外
望出去，看见对面街上有些人正在防火梯上。我发现那是安迪 . 沃霍尔
的工厂。所以我便去了工厂，我记得看见安迪 . 沃霍尔走向电梯望着我
身上穿着的一件小小的流行发亮的马海毛套装…

OW：等等！你是怎么从青年会的窗口望出去到身穿马海毛流行套装走
向工厂的电梯的？你已经认识工厂里的人了？还是你就自己一个人走
上去的？
TS：不，我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我只是知道那是工厂。我想那一年
它正好被涂上银色，我在报纸上看见过它。安迪 . 沃霍尔对我来说已经
像神一样。我走到楼下过了马路。工厂的那个建筑是有着手动电梯的，
对吗？电梯里正好还有四到五个人。Gerard Malanga 允许我进去，门
开了我看见安迪 . 沃霍尔朝我走来。他说，“咦，这是谁？”。于是我
便自我介绍，“呦，那你住哪儿？”，我便指向马路对面。“哦，那你
来自哪儿？”我说，“伦敦”。然后，他说“哦，不错。那么你想吃三
明治吗？”然后他给了我可乐还有三明治，还带我四处参观。我记得哪
儿有非常高的，倾斜着的猫王照片，是来自电影《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的。
OW：那么这是你第一天到纽约，然后你和安迪 . 沃霍尔见面了。
TS：正是。
OW：在这一点上，你是作为一名艺术家。这是一次旅游，还是你计划
搬来纽约？
TS：只是旅游。我首先来到纽约，然后我花了几个星期在巴士上去
洛杉矶。路上，我在芝加哥下车去查询那里的艺术学院（芝加哥艺术
学院）。我停在像 Kalamazoo、Michigan 和 Knoxville 的地方，还有
Tennessee，那些我在歌曲中听见过的地方。要不，我将会坐巴士去到
另一个地方。一路上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停下，直到我来到拉斯维加斯，
我在哪儿住了两到三天，直到我把所有的钱都输光后。接着我到达了洛
杉矶，我的母亲开着她新的绿色的卡迪拉克来到车站接我。

OW：你怎么会有洛伊 . 里奇登斯坦的电话的？
TS：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也不知道。我记得是写在一张小
纸条上的。
OW：那么你和洛伊 . 里奇登斯坦通了电话…
TS：然后我咕哝地介绍着我是一名来自伦敦的艺术家，我非常喜欢他
的作品。然后他说，“嗯，你明天午饭时间干嘛呢？”然后，当然，我
什么事儿也没有。他说，“要不你来我的工作室吧。”然后他给了我
他的地址。所以第二天我便参观了洛伊的工作室，看见他正在创作巨型
的“Benday dots”（里奇登斯坦的著名点状图案）漫画。然后，到了
中午，某人带来了一个洛伊正在进行的将杯子和茶托粘在一起的项目。
洛伊说，“你下午有空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有空！”然后我便帮
他将这些东西抬到工作室。我们乘计程车进城——我不晓得我们要去哪
里——我们在某处下车后便上楼了。结果竟然是卡斯特里画廊（Castelli
Gallery）。我们走进去时，一位瘦小但穿着得体的绅士走了出来，他
看见洛伊后两眼发光伸出双臂，激动不已。他就是里奥 . 卡斯特里（Leo
Castelli）。洛伊手里拿着东西转身向他介绍我说，“这是来自伦敦的
年轻艺术家，托尼 . 莎佛拉兹”。然后里奥便用非常浓厚的口音说，
“好，
只要是洛伊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欢迎来到我的画廊。”。
OW：这一切都在一天之内发生，从安迪 . 沃霍尔到洛伊 . 里奇登斯
坦到里奥 . 卡斯特里。
TS：几乎是 24 小时内。
OW：谈谈里奥 . 卡斯特里。他对你来说就像一位导师。

OW：所以你甚至是一位可怕的赌徒？

TS：绝对地。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位父亲。

TS：嗯，是的，我们在 17 或 18 岁时就已经在伦敦的很酷的赌场里赌钱了。

OW：他帮助你从艺术家转变成画商。

OW：赌博的问题是，你一直拥有保持希望的天赋，然而不幸的是，通
常玩世的人才是个好赌徒。你一直在渴望不可能的好牌。

TS：他估计也有影响。我钦佩、爱、崇拜卡斯特里。他帮我，我帮他，
一笔很好的交易。有一次我把他的一些艺术家放在博物馆里，那一次
他们在经济上非常需要帮助。他是个榜样。在我最终决定搬到美国的
1968 或 69 年，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我在第一次游览时有了很大的转变。
随着越战，艺术创作的整个生意从制作有趣的绘画或物件转变成审查世
界中的不同模式，从过去来自欧洲传统的庞大脉络到在艺术中寻找新的
美国之声并探索着后来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我感觉在某一点
上我的贡献能为艺术开启新的界限。我觉得认同这些新的声音是非常
重要的，筹办画廊的想法就是在那时开始的。所以我开始做画廊并不
是为了成为一名富有的画商。在 1970 年代中期，我自愿在伊朗替德黑
兰当代艺术馆和建筑师 Kamran Diba 做了四年的顾问。我的想法是将
德黑兰和这个美丽的国家的人民放在地图上。然后，你知道，在美术馆
工作就必须被迫和一些响亮的名字工作，但是我感到存在着一些年轻的
声音和力量，他们代表潜流着的青年和需要被听见的声音。我在街上
充满坦克和戒严令中的德黑兰开了我的第一家画廊，然后我失去了所
有。然后再 1979 年初，我在纽约开了一家画廊，接着我便有能力将我
的父亲和继母带出伊朗。然后我向卡斯蒂利介绍了我的父亲。一年到两
年之间，我有了一些我们那个时代的优秀艺术家：凯斯 . 哈宁（Keith
Haring）、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唐纳 . 巴斯勒（Donald
Baechler）、肯尼 . 莎尔夫（Kenny Scharf）、詹姆士 . 布朗（James
Brown）、罗尼 . 克图隆（Ronnie Cutrone），以及一些开始成名的艺
术家。我的想法是制造一个新的竞技场让新的声音和天才能得到发展并
向过去的方式提出疑问。

TS：通常我只是为了好玩才赌，为了它的浪漫。这是非常酷的，尤其
在伦敦，有着像 Christine Keeler、Raymond Nash、Peter Rachman
和 Mandy Rice-Davie 等的明星在你左右。
OW：那么，接着你和安迪怎样了？
TS：无论如何，那天我去了工厂，安迪在获知我是艺术家之后对我相
当热情，所以我在那儿呆了差不多两到三小时。他说，“你下午打算干
嘛？”我说，“我没事儿。”然后我走到他工作的地方。他正试图给银
色的枕头充上氦气，那么它们便可以成为装置的一部分漂浮起来。他正
在阻止氦气从枕头出来的部位——我想那个地方应该叫着肚脐眼。我在
英国正用塑料和热封枪做雕塑，我可以很熟练地操作，所以我便对他说，
“我来教你吧。”然后我便演示如何用热封枪封紧它，很利落地：我整
个下午便留在那儿了。然后，我说到，“我可以借用你的电话吗？”然
后，他说，“当然可以。”角落上有个被喷上银色的付费电话。每次通
话是五分钱。
OW：工厂里有个付费电话？
TS：是的，付费电话。我有个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得来
的——但是当我在纽约的第一天，在工厂投入一枚硬币正打算拨打号码
时，我看见安迪走了过来那么他可以偷听得见。我正给我的另一位英雄
打电话，洛伊 . 里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洛伊接了电话，然
后我便自我介绍。

OW：你是怎么找到像哈宁和巴斯奎特这样的人的？因为没有比他们更
局外的人了？虽然他们俩人都来自纽约…

TS：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被纽约所吸引，但是他俩的发展都是原声的。
我展出过类似的很多人——我不可能罗列出每个人。
OW：你会不会觉得由于你来自伊朗并且是一位局外人所以这一点让你
成为眼光更为尖锐的画商？
TS：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想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后现
代主义就是要承认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老模式了。旧的模式基于单一的
叙述发展成独特的路径。在 20 世纪，有了电力、有了飞机的交通、有
了电话以及其它各类媒体的发展，有了多元的地方，有了发生在世界各
地的多元的事件和声音和创意，而这些多样性都在战后升级了。它肯定
是在 1950 年代中期后开始升级的，随着摇滚以及新一代的导演、艺术
家以及演员的到来。有了新的声音，演变中的新力量，在这里面还有来
自地下的独立声音。对我来说，作为一名出生在伊朗的穆斯林世界里的
亚美尼亚基督徒，在 13 岁时被送往英国去接受英国的文化并成为了所
谓的动荡的伦敦、欢乐的时代以及 1960 年代的欢庆象征中的一份子是
非常关键的。这是一个时刻，也是第一次，国际主义的生意真正地被象
征为——音乐、艺术、电影和设计。在这之前，所有的东西都被庞大单
一的力量左右，走向古老的工业，古老的学校，古老的制度、古老的格
式，没有让多样化演变的空间。所以现代运动的衰竭导致了后来被称之
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管它是什么意思——它所指的便是各类人和
背景的混合并成了美国艺术家们之间的共性。比如说，很多伟大的美国
艺术家都来自犹太家庭和背景，并且来自苏联。这些非常不可思议的，
伟大的美国艺术家和电影人都根源于古老的小乡村。然后是好莱坞，还
有美国电影传遍世界的、难忘的催眠式的影响…
OW：如果你是美国议员，你认为你的强项会不会是阻扰法案？（莎佛
拉兹在笑）你真的很不可思议！我都忘了你回答的问题！突然之间我们
在谈论着苏联的小乡村，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到那儿的！你还记得我
的问题吗？
TS：是的，你在谈论着我的多样的文化背景和我的出生地对我的身分
是否有所影响。
OW：你是否觉得它让你的眼光更尖锐。
TS：是的，它让我的眼光更尖锐。绝对地。
OW：Ok。（俩人都笑）你知道我们都认识十年了，但是我们从未谈
论过你喷涂《格尔尼卡》的那一天。
TS：哦，是的，它就像是我生活中的另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
OW：谈谈它吧。
TS：天啊，那还得多谈三小时。
OW：嗯，那么就说个简短的版本吧。当你喷涂《格尔尼卡》时，你的
想法是为了抗议越战对吗？
TS：嗯，还包括了其它一些东西，但是越战无疑是整个背景和现实。
你必须明白这件事情不是今天的人所能想象的——持续的，战争所带来
的永久性摧毁——还有，当然，每天都在彩色电视机上看到它以及它的
内爆效应。它真的粉碎了 1950 的那一代人对机构的假设以及他们对它
的信仰。直到 1960 年代中期，南部还在发生私刑。当我在洛杉矶时，
我看到了瓦特斯暴乱（Watts Riots）。一个接一个的暗杀。我们还有
水门事件，所以就连政府和民主的根本都被质疑和削弱。每位艺术家，
每件作品都试图做一些新的东西去面对这些问题。在我的情况，我觉得
《格尔尼卡》能解释，而且能呐喊，而我的个人兴趣是脱离物件和绘画
去执行一个活动或者艺术行为。我的兴趣在于怎么通过加强和改变去提

高原有的东西——这不是很新的想法，因为杜尚和劳森伯格还有其他的
一些人都做过类似的东西。但是我有了一些疯狂的想法，我们有这个时
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创作的最伟大的画作，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这的
确是个杰作，对可怕的战争的最好的描绘，质疑了西班牙政府在应对巴
斯克地区的乡村在惨遭轰炸时的立场，而它被假定为已被消化，并有其
效果，不再有任何影响。尽管，在当时的战争的恐怖却被这样大量地夸
大，而艺术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是艺术在生活中是有个中心位置
的——它是工具，是武器——但它却被看作是不相干的、无效的，什么
都不是。所以我觉得通过做一些事情，在画作上写字，我是在发声，而
通过这些声音，我能唤醒它于世界的每一个头版中尖叫。
OW：你在画作上喷涂了什么？
TS：喷涂了“杀戮欺骗一切”
（Kill Lies All）。这个想法来自乔伊斯的《芬
尼根守灵夜》
（Finnegans Wake），截取书中的那一句“谎言。全是谎言”
（
Lies. All lies）后用杀戮改变它。当时我读了很多哲学和文学。不只是我，
很多人都用语文做类似的东西，在艺术中使用平凡的字句去表达。
OW：如果当你碰上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解释没有任何敏感的人，他
只认为这是某人破坏了 20 世纪最重要的作品时，你会表示赞同吗？
TS：不会，完全不会。首先，我的东西完全不是为了破坏。对我来说，
这是有关做一些事儿并且是很天真的——理想的，并且在某个方面上是
倾向于非常修辞和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好的艺术，去加强它并让它得
到世界的关注。我的意图是让它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还有世界上
其它的报纸上，而这也发生了。所以这不是肇事后逃逸，懦弱的恶作剧。
关键的因素是意识到焦虑、狂怒、非人性的仇恨已经在美国的文化中不
受控制地浮出水面。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人会关注美丽的画作。艺术
的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受到忽视。所以这是为什么导致
了这一点。
OW：你知道，我一直非常欣赏你在 1960 年代于伦敦做的雕塑作品，
当时你还是艺术家，但是你好像对此总是感到害羞。你觉得自己更像是
艺术家还是一名画商？
TS：我觉得专业地说我是在经营一家画廊并代理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
些艺术。
OW：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位经营画廊的艺术家？
TS：我不知道该怎么说。1969 年，Lucy Lippard 曾经问我如何界定艺术。
当时我想我说的是艺术有关生与死，意思就是说它只是呼吸、生活和思
考的经验，这就是艺术。我喜欢劳森伯格在生命的最后对我说的话：“你
觉得是我选择做自己的吗？”
OW：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艺术而感到内
疚？还是你觉得你的任务是代理其他的艺术家？
TS：并非说我感到内疚——我没有。我只是觉得处于生活、呼吸、思
考和沉浸于惊奇中的体验，对我而言，就是在当一名艺术家。至于去证
明当一位生活并存在并制作东西或画画的人的概念，不知道为什么我已
再多年前远离这个概念了。
OW：威廉 .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经说，“作家唯一的责任
就是他的艺术”。你觉得这句话可用在艺术和艺术家身上吗？
TS：嗯，我不认为只有一个作为概括所有的责任并且这适用于每一位
艺术家。我觉得，首先，艺术家的责任是去实现…
OW：等等。让我先记下…不赞成威廉 . 福克纳。OK，好了，继续。
TS：什么？（笑）我完全不是不赞成福克纳，不是的。我觉得艺术家

的首要责任是追随真理以及他们内心的原始力量。同时，我也觉得，总
体的，艺术家需要一个地方去反映并涉及他们所居住的社会。我想伟大
的艺术必然会反映外部世界中的一些戏剧性、创伤以及冲突。
OW：你觉得作为一名画廊老板你的责任是？
TS：去履行我在多年前所做的发现。还有做重要的、有意义的展览。
其实就是每天做有意义的改进，还有做一些生意，当然。
OW：你觉得目前的艺术是？
TS：嗯，总的来说，我对这 25 年来的艺术发展很满意，全球文化中的
艺术地位——甚至在经济上——已经变得很重要了。有件我很骄傲的事
儿便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儿。作品可大可小，绘画或雕塑，什
么都行，一切皆可行，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就这样，民主的想法已
经实现了。目前，作为投资，艺术成了一个巨大的现象，而价钱已经飙
升到天文数字。艺术产量的数目如此巨大，而这些都反映了更广泛的兴
趣。我只是希望价格以及艺术产量的飙升也能提高在艺术中对永恒探讨
的兴趣。这在某些程度上是我喷涂《格尔尼卡》的精神的延续。这并不
完全是有关破坏。是有关对真理和尊敬的保持，敬仰和尊严都统统包含
在这独特的欣赏方式中。

丹尼斯 . 霍佩尔（Dennis Hopper）拍摄于 1966 年的劳森伯格的照片，
2009 年在托尼 . 莎佛拉兹画廊的展览“丹尼斯 . 霍佩尔：时代标记”展出。

2008 年的展览“谁怕贾斯佩尔 . 琼斯”的海报，画面
是 1974 年由于喷涂毕加索的画作《格尔尼卡》而被
警方逮捕的莎佛拉兹。

建构主义的丛林——JAIME GILI 访谈
作者：Oliver Kielmayer
翻译：一二三四五（转载请注明）
来自：artpulsemagazine

Jaime Gili, Bill at Pittier, 2009.
Jaime Gili（1972 年生于加拉加斯，现工
作和居住于伦敦）因他那极富几何感的
大型丙烯画而闻名。他的画作中充斥着
爆炸性的线条，形式和色彩错综复杂地
啮合，在一瞬间便能捕获欣赏者的注意
力，将它带入画中，或是以极强的冲击
力将它激荡出画外，飞越出画框的边界。
在人造的灌木林和墙纸之间，Jaime Gili
巨幅的画作仿佛是空间内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彼此相连，但与此同时它们又是
独立的单件。画家似乎将野性和形式结
合在了一起，辅以艺术的减法法则；其
结果是一件件合成艺术品，在它们水晶
般的外表下，生命在脉动着，仿佛随时会活过来。

从委内瑞拉到欧洲再回到委内瑞拉
Oliver Kielmayer- 首先来谈谈你走上艺术之路的契机吧。你的背景如
何？当时委内瑞拉的艺术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Jaime Gili- 当时委内瑞拉的大学里面还没有艺术系，渴望成为艺术
家的人通常会去学习一些有关建筑和艺术史的知识，或者进入政府开

设的艺术学校。除了几所平面设计学校之外，一切看起来都显得那么老
套。我在 1989 年进入了其中一所，那儿的老师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
建筑，绘画，雕塑。后来我的家人打算迁居至巴塞罗那——他们的老
家——于是我将这个机会告诉我的指导员。他说：
“那你在这儿做什么？
快去啊！”但是，当我踏进巴塞罗那艺术系的大门时，我感到的是深深
的失望。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并不想成为一个平面
设计师，我要当画家。我期待拥有自己的准则。几年后我拿到了英国皇
家学院的入学许可，于是就去了伦敦。

O.K.- 能描述一下你的第一批画作吗？它们和你现在的创作是否截然不
同呢？
J.G.- 看起来的确大不相同了。在委内瑞拉的时候，我的画作里还充斥
着抽象，光学以及结构主义的传统。到了巴塞罗那之后，我依然没有意
识到我的“南美性”，甚至在皇家学院里也是如此。接着我在抽象的道
路上越行越远。

O.K.- 具体说说委内瑞拉的绘画传统对你的影响吧。
J.G．- 1950 年代的艺术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当时抽象运动席卷全球，
在南美的大城市中放出异彩。即使是现在，委内瑞拉的景观在很大程度
上也要归功于 soto, otero 和 Cruz-Diez 那批 1950 年代的画家。他们观
看世界的方式开始风靡起来，直到今天也能窥探到一些痕迹：人们如何
去粉刷他们的房子，如何去彩绘他们的汽车……这种流行的视觉文化对

于我来说，是比来自 Soto, Otero 和 Cruz-Diez 的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
灵感源泉。影响我作画的并不是富有智性和历史感的场面，反倒是扎根
于流行视觉文化的东西。一旦我对这种特定的背景开使敏感起来，我就
进入了状态，度量着下一步该怎样走。

呢？
J.G. – 几乎每次我都是从前一幅画带来的想法开始的，那里总有些我
期望实现的东西。或许它是一片难以处理的棕色阴影，或许它是画中惊
人的某个部分。我自己准备帆布，为它打上底漆——对我来说这也是工
作的一部分，我同时创作好几幅画。

抽象，现代主义以及社会背景
O.K.- 欧洲在 1950 年代里经历了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大多数人度过了
一段快乐的日子。现在生活又重现变得困难起来。你刚刚说到的影响大
多是形式和美学上的，而我想知道这种视觉语言是否能和今天的生活很
好地契合起来？另一个例子则是抽象运动最初开始壮大起来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期。我一直在问自己，你如何能够在当今这个躁动的时代里
将抽象和美学形式主义发挥到极致？
J.G.- 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和肯定、乐观的思想有关。你不能仅仅把自
己关在工作室里，而不去关注外面的世界，你得试图用更加快乐的眼光
去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

O.K.- 在文学领域里我们也有过相似的运动，当时大家都认为传统的
语言不再能够精确地描述现实的梦魇。或许这对视觉语言是同样适用
的，意味着没有任何现实的图像能够体现出现代生活的恐惧、
J.G.- 那真是一种有趣的可能性。事物总是可以变得更好的。委内瑞拉
在 1950 年代早期建起了绝大多数的公共设施，并在 1958 年成为了一个
明主国家，但是从此之后却少有进展。最近，破坏仿佛成为了处世规则。
或许我渴求着那些美好的时代吧，那些创造的时代。
O.K.- 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对抽象主义和现代性传统的复兴呢？它是建
立在对真诚和智性的渴求之上的渴求之上的吗？还是仅仅因为艺术圈
中充斥着过多的来自真实生活的平庸素材？
J.G.- 你总是能找到奉行某种传统的艺术家，哪怕这种传统在某段时
期内并不明显，哪怕它只集中在某些国家。

O.K.- 你的作品在最近的十年里有什么进展？
J.G. – 形式上来发展痕迹是很清晰的：现在这一系列的最初几幅作品
是从简单的星形开始的，它们是星星的图像化再现。主要是相互交叠，
形状各异的黑白星形。后来颜色日趋复杂，星形的角也愈发尖锐，开始
刺出画框的边沿。而现在我更加注重于中间的东西。我并不知道它将把
我引向何处，但是这样做已经有八年了。

O.K. – 你长期以来都坚持着自己独特的作画方式，真不简单。抽象画
偃旗息鼓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你似乎对潮流和趋势不太感冒。
J.G. – 当你严肃底对待绘画时，就会发现慢工出细活。它充满了微妙
的步骤和决定，或许在旁人看来很傻。但是你还是得一步一步来，直到
完成，这是很耗时间得。
延伸的绘画
O.K. – 你经常将你的画作以独特的方式布置在空间里，尤其是喜欢将
它们安置在你亲自设计壁画和墙纸上。你在“延伸的绘画”这一传统中
如何定位自己呢？
J.G. – 这个，有时候被贴上“延伸的绘画”标签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
延伸的绘画……看来我得尝试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去延伸“延伸的绘画”，
这样就没有人再对它们贴标签，说它们是“延伸的绘画”了！不过说实
话，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空间战’, 一定要打好它。或许空间本
身就很有个性，但是我要让它打上我的印记。我有一种冲动去把每一个
角落，每一寸细节，每一方窗户，每一块天花板都变成自己作品的一部
分。理想状态的绘画不应只截断在画框边沿，它们要延伸至空间中，建
筑上……
O.K.- 那你一定很喜欢在公共空间里做大型艺术了。或许你该和 Zaha
Hadid 合作一下呢！ J.G. – 不，她做的是曲线，而我是不做曲线的！
不过的确，如果让我去盖房子或是建造整座城市，我会很高兴的。去
看看加拉加斯（Ciudad Universitaria）的大学城吧：它是在主建筑师
Villanueva 和 Vasarely, Arp, Calder 以及许多当地的艺术家的合作下
建立起来的。Villanueva 在策划之前，就已仔细考虑过这些艺术家们的
建议。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进行这种“艺术的融合”，在这一点上
任何界限都不应该存在。

Mashrabiya, 2009.
O.K.- 你曾经尝试过自然主义的画风吗？
J.G.- 哦，是的，因为有时候我感到那种重塑现实的需要。我常常在
纸上用水彩重画报纸上的图片，规模很小。但这更像是练习，我是绝不
会将它们展出的。

慢工出细活
O.K.- 让我们来谈谈绘画的过程吧。你是如何开始，如何进行你的绘画

Art all around.
O.K. – 这让我想起了你目前在缅因州波特兰进行的项目，你在 16 个
储油池上进行彩绘。J.G. – 当人们看到空白的池壁时，他们想起了我，
有人认为那百分之百是属于我的东西。很多画家会拒绝在储油池上作
画，我却刚好相反。虽然对颜色的限制让人失望——他们不准使用太多
的亮色，如保险红或者黄——我最终还是成功地让调色盘上仅有的几种
颜色发挥出最大的魅力。我利用当地的空间条件创作出适宜的绘画。当
然啦，如果他们不仅仅是要我画储油池，我会把四周的环境都画上的。

潮 汛
池子与池子之间的空间将被小小的彩绘道路连接起来，整个地区将会变
成一个公园。储油池里面也将整理出有用的空间，还可以将它们办成画
廊……

O.K. – 你喜欢跨越传统艺术的界限。根据你的美学标准，你有没有想
到什么策略能够达成一个对世界的整体性设计？
J.G. – 最近我和建筑师们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在委内瑞拉我曾得到机
会和反对派的领导者们合作，后来他们邀请我去做更大的项目，从巴士
设计到公园，什么都有。今年的项目在一个十分贫穷的住宅区里进行，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O.K. – 你的工作和设计有什么联系呢 ? 对于设计和装潢的相似之处你
会敏感吗？会感到害怕吗？
J.G. - 我并不害怕装潢，倒是怕艺术家被卷入批量生产的旋窝。如果

我受邀请去设计什么东西，我会很小心的。譬如说，我害怕为大批量的
产商设计灯饰。我只接受完全相反的情形：如果有人要我去为某个空间
进行设计而我发现它恰恰缺少一盏灯，这样才行。不然的话就太可怕了。

Oliver Kielmayer 是温特图尔美术馆（Kunsthalle Winterthur）国际艺
术家中心项目（international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的主管，该
项目由 Künstlerhaus Boswil 基金资助。他是 2005 年于布拉格举办的国
际艺术双年展（IBCA）的策划人之一。Kielmayer 还是免费艺术家杂
志 WeAreTheArtists 的出版人，苏黎世艺术大学策展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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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的查尔斯萨奇名下的画廊
图片：ARTDAILY

英国当代
艺术再掀
波澜，萨
奇倾家荡
产捐赠

伦敦消息，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和画廊主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 ）昨日宣布将把位于伦敦的 6500 平方米大的画廊以及价值超过
2500 万英镑的 200 多件艺术品捐赠给国家，捐赠后，该画廊将被命名为伦敦当代艺术博物馆。
查尔斯·萨奇的这件礼物非同小可，捐赠的 200 多件作品中就包括英国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y Emin）的《Messy Bed》, 格雷森·佩
里（Grayson Perry）装置作品，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的装置作品《20：50》，还包括中国艺术家张大力和印度艺术家 Jitish
Kallat 的作品。
萨奇的发言人表示，这些价值 2500 万英镑（3700 万美元）的艺术品连同 6500 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将无偿的赠送给国家。
艺术家翠西·艾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得知这一捐赠消息后自己非常吃惊，她还说道：“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查尔斯·萨奇是英国著名 Saatchi & Saatchi 广告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英国当代艺术的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曾是英国上世纪 90 年代
的英国 YBA 运动的幕后主要老板，成功的推出了达明赫斯特，翠西·艾敏这样的艺术大鳄。
1997 年举办的展览《直觉》，展出了让整个英国为之倾倒的赫斯特的甲醛中的鲨鱼，艾敏的《1963 年到 1995 年和我上过床的人》等极具轰动效
应的作品。
这个展览成功也奠定了他在英国当代艺术舞台上大佬的位置，英国的媒体对他评价道：“查尔斯·萨奇是英国当代艺术成功的最大功臣。”
Rebecca Wilson，萨奇画廊的联合策展人说，捐赠后画廊的员工和管理层将不作变动，萨奇本人上个月度过了自己 67 岁的生日，暂时还没有退休
的计划。

越南艺术家

MoMA

《农夫和直升机》在
2010-7-1

来源：artspy 艺术眼

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 MoMA 举办首个越南艺术家黎光庭（Dinh Q. Lê）的个展《农夫和直升机》
（The Farmers and The Helicopters）本周在纽约开幕。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作品“计划”（Projects）系列的一部分将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 .
生活在胡志明市的黎光庭此次展示了一件三频道录像作品——与艺术家扶南叔何（Phu-Nam Thuc Ha）和阮俊（Tuan Andrew Ngueyn）共同创作——
以及一架由越南农民和自学成才的机械师制造的直升机。
黎光庭在接受采访时说说，在越南“即便是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本身都是很新鲜的，然而它又和其历史息息相关。此前我的作品试图去探究这些古
老的叙事，但现在越南已经向前发展了，叙事也在向前走。因此看待历史的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越南有着错综复杂的过去。”
黎光庭出生和工作在越南胡志明市，1989 年加利福尼亚美术学士学位毕业，1992 年获得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美术系硕士文凭，曾经在世界上众多
美术馆和画廊举办个展。

6 月份
A rare portrait of screen icon Dame Elizabeth
Taylor by Andy Warhol has ...

Jules de Balincourt’s 2005 painting US World
Studies sold for a record breaking $417,000. s

Alighiero Boetti 的作品《Mappa》

Yves Klein 的作品《RE 49, Relief Eponge Bleu》

各大拍卖行
当代艺术专
场回顾
2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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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Baer Faxt 报道，伦敦 6 月份各大拍卖行当代艺术专场拍卖结果总体来看还是不能让人乐观。佳士得（Christie’s）战后及当代艺术专场总拍额
6900 万美元，84% 的拍品成交。苏富比的日间专场仅仅拍到 1850 万美元，25% 的艺术品流拍。与此同时飞利浦斯（Phillip’s de Pur）拍卖行仅有
53% 的拍品成交率，总成交额为 400 万美元。
据路透社消息，佳士得伦敦专场拍卖明星拍品来自安迪沃霍尔的为女演员伊丽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 ）做的一幅肖像画，以 680 万英镑的
价格成交。杰夫·孔斯（Jeff Koons) 的作品《Loopy》最后成交价格也到达了 340 万英镑，艺术家 Alighiero Boetti 的作品《Mappa》以 180 万英
镑的价格成交，这一价格打破了该艺术家作品的的拍卖纪录。
苏富比当晚的明星拍品是 Yves Klein 的作品《RE 49, Relief Eponge Bleu》, 成交价格是 620 万英镑。
苏富比和佳士得大拍卖行都表示当代艺术这样的拍卖结果只能用“稳定”来形容，尽管与 2009 年相比有了大幅的提升。拍卖市场在 2010 年前 5
个月的突飞猛进，连破拍卖纪录之后需要停下有喘气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元汇率近期的强烈下跌趋势，苏富比伦敦当代艺术专场拍卖
成交的买家有 58% 来自欧洲。33% 来自美国，而亚洲买家只占 4% 的比率 , 另外有 5% 的买家来自其他地区。据 ARTDAILY 报道，买家的护照只是在
成交以后才被登记。

英国
遭抗议者油泼

-泰特美术馆

伦敦泰特美术馆门口，示威者倾倒石油和羽毛来抗议泰特美术馆与英国石油公司 BP 的密切合作。据悉截止
2010 年 6 月 28 日，英国石油公司为清理墨西哥湾石油泄漏带来的污染支付了 26.5 亿美元，与此同时该公司
否认了 CEO 托尼·海沃德将要辞职的传闻。

在英国国家肖像画廊外一群身穿清污制服的抗议者正在表演行为艺术抗议正在举办的一项以英国石油公司命
名的艺术奖颁奖仪式。抗议者声称英国石油公司正在通过赞助艺术的方式改变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卫报》记者 John Vidal 和 Owen Bowcott 报道，在今年夏季的一系列活动中，英国最著名的画廊和美术馆
将成为艺术家和环保组织的众矢之的，他们指责英国石油公司的艺术赞助有害环境。
本周举行的抗议活动也将采取生态联盟的风格——抗议者在泰特美术馆举行与英国石油公司联合 20 周年的庆
典期间同时举行“Good Crude Britannia”活动。抗议石油工业的环境变化激进分子、艺术家和音乐家强调，
英国石油公司赞助艺术的行为是出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因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而受到的不断谴责。
但是受英国石油公司慷慨赞助的皇家歌剧院、泰特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和英国肖像画陈列馆昨日发表联合声明，
为他们与石油公司的联系进行了辩护，并发出继续维持与英国石油公司商业关系的信号。

2010-6-29 来源：artspy 艺术眼

要求文化机构远离石油工业的呼声来自于政府为了削减公共债务而对艺术赞助大打折扣的背景。

伊甸园的危机：
ASE+F 小组最新作品展
作者：Danny 编辑

2010-6-24

来源：artspy 艺术眼

AES+F 小组新近创作的视频装置和大型数字绘画展《Trimalchio 的宴
会》，6 月 19 日到 8 月 29 日在莫斯科车库当代文化中心举办（Garag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举办。 展览讲述了古罗马作家盖
厄斯·佩特罗尼乌斯 （Gaius Petronius Arbiter）小说《Satyricon》中
一段妙趣横生却充满忧郁的章节，Trimalchio 是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
展览在一家临时的伊甸园式的酒店举办，参观者可以享受到无尽财富带
来的奢华与美味体验。AES+F 小组用类似于广告宣传的魅力豪华品牌
的方式创造了他们美好的视觉宴餐 。置身于这样奇异的展览空间，参
观者将以“主人”或者“仆人”的身份存在，“主人”们的扮演者可以
是大学教授，老板，上层社会美女或者知识分子，而“仆人”则由现实
生活中的门卫，服务员，厨师，园艺师，保安员，或者按摩师扮演。但
是这两种角色将随着情节的展开逐渐模糊。这种看似不受任何约束的伊
甸园的快乐逐渐受到隐藏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灾难威胁，不断投下黑色
的阴影。
AES+F 是俄罗斯的艺术家组合，包括 Tatiana Arzamasova, Lev
Evzovich, Evgeny Svyatsky 和 Vladimir Fridkes 四位艺术家。他们的
创作包括摄影，视频，雕塑，多媒体艺术。

瑞士，上周三巴塞尔博览会正式对公众开放。一系列活动就此展开，
艺术家保罗·麦卡锡（ Paul McCarthy）在开幕仪式上发表了演讲，“艺
术电影”开始在巴塞尔斯达金诺影院电影院（Stadtkino Basel) 放映，
同时纽约观念影像艺术家参与的艺术家对话活动也在 Kunstmuseum 展
开。
如果这种熙熙攘攘的气氛没有暗示出今年巴塞尔艺博会的美好前景的
话，那么开幕之后的销售数据足以清楚的告诉我们。Krugier 画廊的一
件毕加索 1960 年标价 1500 万美元的作品《Personnage》刚一开展就
被巴塞尔组委会邀请的美国 VIP 客户收入囊中。

41 届巴塞尔结束
作者：Danny 编译

2010-6-22

来源：artspy 艺术眼

Skarstedt 画廊同样也卖出了不错的成绩，成交作品包括，艺术家
Christopher Wool 的一件油画作品《Untitled》,80 万美元；Barbara
Kruger 的摄影作品，70 万美元；Cindy Sherman 的一件作品，50 万
美元成交；George Condo 的两件作品《The Madman》和《Colorful
Banker》, 成交价分别为 37.5 万美元和 22.5 万美元。
Team 画廊展位，at Art Basel
2010, Image via Art Basel.

Hufkens 画廊卖出了 Louise Bourgeois 一件名为《A Baudelaire 7》的
作品，这件作品是在 Bourgeois 去世之前几个月才创作完成的，以 65
万美元被一位欧洲藏家买走。
Cheim & Read 画廊在开幕当天下午也收入颇丰。销售包括：Joan
Mitchell 一件抽象作品，200 万美元；Sam Francis 的绘画作品，12.5
万美元；Ghada Amer 的绘画作品《Paradise》,10 万美元。
另外的销售包括： Lisson 画廊以 74.2 万的价格售出了 Anish Kapoor
的两件作品。高古轩画廊 Richard Prince 的《Student Nurse》,420 万
美元。Hauser&Wirth 画廊卖出了 MaCarthy 的一件青铜作品，300 万
美元。Blum & Poe 画廊销售了村上隆的一件作品，100 万美元。百立
方画廊，达明赫斯特的 6 件近期绘画作品《Memories of Love》，总成
交价 348 万美元。Lehmann Maupin 画廊售出了 Tracey Emin 的两件
作品，价格分别为 7.4 万美元。看一下前来参观巴塞尔艺博会的名人们：
画廊老板 Howard Rachofsky, 美国艺术品收藏家 Peter Brant, Susan
and Michael Hort, Rosa de la Cruz, Andrew Ong, Norman Braman,
Irving Blum, 演员 Val Kilmer, 俄罗斯藏家 Roman Abromovich，Dakis
Joannou, Anita Zabludowicz, 珠宝商 Laurence Graff, Kunsthalle 博
物馆馆长 Beatrix Ruf，蛇形画廊联合负责人 Hans Ulrich Obrist，
Larry Gagosian, 美国 MOCAJeffrey Deitch, 贝耶勒美术馆馆长 Sam
Keller, 惠特尼博物馆馆长 Adam Weinberg，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
长 Tom Campbell, 建筑师 Zaha Hadid，艺术家 Christopher Williams,
Francesco Clemente, Paul McCarthy, Rodney Graham, Rob Pruit,
David Weiss.

Simon Fujiwara 作品
Simon Fujiwara 的这件装置作品
《Welcome to the Hotel Munber》创
作来源于艺术家的色情小说，为他赢得
了今年巴塞尔 Baloise 2.6 万美元的艺
术奖。这项奖励旨在表彰新兴艺术家

Tree Carr in Christian Marclay’s
Solo, 2008.
白立方画廊展出了 Christian
Marclay 的录像作品《Solo》，
女演员 Tree Carr 赤身裸体的演
绎吉他，足够的暗示了未成年请
勿接近白立方展位

达明赫斯特作品《Memories
of Love》

Sue Williams 作品

41 届巴塞尔艺博会销售排名，
Image via The Art Newspaper

Richard Prince 作品

Circle on the Floor, Ian Wilson
作品 ,

ART HK 亚洲巴塞
尔艺博会 ART HK
亚洲巴塞尔艺博会
作者：Danny 编辑

2010-5-28

来源：artspy 艺术眼

香港国际艺术展的买家分布非常多样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32 岁新
加坡藏家表示，艺博会为他提供了与经销商和艺术家接触的必要机会。

5 月 26 日下午 4 时，数千 VIP 客人涌入香港会展中心的 ART HK2010
香港国际艺术展开幕预展。现场人气鼎沸，盛况空前，展览的水准、参
展商水准、藏家的水准也大大超越前两届。看客纷纷赞其为亚洲版的艺
术巴塞尔。 高古轩、佩斯在内的世界顶级画廊的参与足以证明香港艺
术展的在全球艺术市场的深厚影响力。
美籍华裔张明（Richard Chang）这位拥有 Damien Hirst 与 Anish
Kapoor 作品的年轻收藏家作为 ART HK 咨询委员会成员与毕加索的
孙女 Diana Picasso 出现在当晚的预展上 . 现代传播集团（Modern
Media Holdings）董事长邵忠（Thomas Shao）, 据 LEAP 杂志透露邵
忠已经有 20 年的收藏史，当晚买下了包括达明赫斯特、莎拉·莫里斯
（Sarah Morris）、翠西·艾敏在内艺术家的八件艺术品。
咨询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 , 来自北京的藏家杨滨不仅是中国艺术品专
家，同时也收藏了包括 马克 · 奎因（ Marc Quinn）、Roxy Paine、
Roxy Paine、Anselm Kiefer 和 Jorg Immendorf 等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
他表示 ART HK 已经达到了巴塞尔艺博会（ART BASEL）的水平 .
来自日本的重要收藏家 Takeo Obayashi 说道：”本届香港国际艺术
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值得称赞的，香港有机会成为亚洲地
区最重要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当晚他从格拉斯哥画廊 The Modern
Institute 买下了一件 Jim Lambie 的作品。

众多大陆藏家慕名前来，下午 4 点 VIP 预展一开始，他们就纷纷进入展
区，一边观察一边提问。Peter 和 Alison Klein 等欧洲藏家，以及古根
海姆馆长 Richard Armstrong，沃克艺术中心总监 Olga Viso 都出现在
当天的艺博会现场。
在佩斯北京的展位上，纽约佩斯画廊的总监 James Lindon 表示，人
们乐于看到泛亚洲地区艺博会的创造性，香港艺博会也许就是人们
想要的。画廊展出的作品价格在 2.8 万美元至 100 万美元不等，包括
Sterling Ruby 和 James Siena 的作品，同时预留了一幅张晓刚的重要
画作。
法国画商 Emmanuel Perrotin 举办了一场日本艺术家 Aye Takano 的个
展，展出作品价格为 3.5 万至 12.4 万美元，在 VIP 预展开始后的一小
时时间内，已经有中国藏家买下其中三件作品。Perrotin 表示参加此次
艺博会是他的自然发展步骤 1990 年起他开始经营日本艺术家作品，并
与中国藏家合作。他表示我们跟看中的是中国大陆数百万的收藏家市
场。
正如巴塞尔艺博会，这里也是名流汇聚之地。Perrotin 携带者与澳洲艺
术家 Vincent Fantauzzo 合作的电影 The Creek, 1977 前来参展；香港
小姐在 Lehman Maupin 画廊的展位前流连，并在翠西 ? 艾敏的霓虹灯
作品前拍照留念，预展日当天 Lehman Maupin 画廊也顺利卖出了部分
作品。

《同性情色作品》是改
变国家的契机吗？
作者：Danny 2010-6-9

来源：artspy 艺术眼

颇具争议的同性恋展览作品
波兰国家美术馆一场针对消除同性恋性别偏见的展览，
《同性情色作品》
（Ars Homo Erotica）将于 6 月 11 日——9 月 5 日举办。
到目前为止这场还未开幕的展览已经在波兰国内引起了多方的批评，
以及游行示威的威胁。 波兰国家美术馆的策展人 Pawel Leszkowicz
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这场展览所引起的骚动不亚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
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坠机事件。”从波兰总统坠机事件以后，
波兰国内右翼团体就笼罩着爱国的气氛， Leszkowicz 同时表示：“我
们不知道展览开幕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同性情色作品》展涵
盖了从历史上到现在涉及同性恋形象的作品，包括经典和当代艺术品。
大多数展品来自波兰国家美术馆的收藏，馆长 Piotr Piotrowski 告诉记
者这次展览更强调展出来自中东欧的艺术品 , 因为这里关于同性恋平
等权利的战争还在延续。

从 2009 年末，展览就收到了来自不同人士的批评和质疑声音，波兰下
议院议员 Stanislaw Pieta 撰文批评道，正如恋童癖与虐待动物的艺术
不存在一样，关于同性恋的艺术也是不存在的。近期，一封关于保护波
兰国家博物馆名声的公开信在右翼团体的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许多艺术
家，记者，历史学家，政府官员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反对这场展览。
Piotrowski 在 2009 年开始接任波兰国家博物馆一职，决心要彻底改变
博物馆现行的各种展览制度。他说：“同性情色作品展览是改变博物馆，
甚至是改变这个城市和国家最好的契机。”
波兰国家博物馆，位于波兰首都华沙，收藏有丰富的古代到当代的艺术
品。

该节目的一名制片人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节目总的观点是艺术没
有对与错的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艺术品的看法。每周我们都
会通过多数人决定的方式来选出高质量的作品，选出什么是好的，什
么是不好的。”

美国电
台开始
艺术家
选秀节
目

无可置疑的是，艺术的世界，色彩斑斓的符号将通过电视平台以最快
的速度分享给更多的受众。
据报道到目前为止有超过 2000 名的艺术家参加了海选，包括油画家、
概念艺术家、行为艺术家在等等。

作者：Danny

2010-6-5

来源：artspy 艺术眼

“这档节目的的目的就是让人意识到艺术就在他们的身边，没有必要
为人们不同的观点感到害怕”，这个节目的合作人 Jane Lipsitz, 说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洛杉矶一家电视台首开艺术家选秀节目，这档名为
《艺术作品：下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节目将在 2010 年 6 月 9 日在美国
Bravo 有线电台首映，节目每周挑选 14 位从事各种艺术形式创作的艺
术家来参加挑战，获奖者除了将赢得高达 10 万美元的奖金外，还有机
会为自己的作品举办一场个展。

节目的第一轮挑战是，年龄在 23 到 62 岁之间的选手随机配对，然后
各自利用对方的艺术作品创作思想制作一件视觉艺术作品。一个三人
组成的裁判小组将决定谁获胜，谁走人回家。最终，选手必须创作一
件独特的艺术品来。

问题高度个人化的视觉艺术能不能像评判一碟美食一样来评出优劣？
纯净的艺术世界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接受来自现实电视媒体的蹂躏？

众多艺术界名人将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著名的拍卖行人士 Simon de
Pury 将作为选手的顾问，获胜选手的个展将在纽约第二大的布鲁克林
美术馆（Brooklyn Museum）举办

泰特十年：中产阶层如何爱上当代艺术
作者：邹爱兰译

2010-5-13

来源：artspy 艺术眼

10 年前泰特现代第一次开馆，宏伟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和广
阔的美术馆新空间一下子就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人们接踵而至。从英国
女王手中接过那枚王室批准印章，美术馆正式开馆了，大野洋子（Yoko
Ono）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与流行歌手 Jarvis Cocker 以及“宠
物店男孩”
乐团的
（ the Pet Shop Boys）
Neil Tennant 在馆中比肩而立，
不住地惊叹道：太惊人了。

参观者人数的数字是巨大的，出人意料的，据称超过 4500 万的参观者
从涡轮大厅的入口处进入参观，人数是预期的两倍之多：建筑最初设计
每年参观者人数为 180 万，如今每年的参观人数尽达到 500 万之多，这
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现当代艺术馆。去年，其平均每天吸引
了 1.3 万多名参观者，且 51% 的参观者年龄都在 35 岁以下。泰特现代
究竟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个不受众望的超级成功者呢？

安德鲁·格雷厄姆 - 迪克森（Andrew Graham-Dixon），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的艺术评论家，回顾了当时的现场情景，他这样说
道。“那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时刻，所有的艺术家都在那里，
每个人都在那里，大家齐聚一堂。走进去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所看到的。”

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 Martin），概念艺术家及前任
泰特董事，他的作品在美术馆里展出，他称自己相信泰特的开放打破了
许多障碍，“我们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当代艺术的怀疑和不安有多
少，而现在当代艺术无处不在——它以一种 20 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成
为国家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泰特在这一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泰特现代美术馆，与对面圆顶的圣保罗教堂一道成为伦敦新千年的里程
碑 ——这座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由发电厂改建而成的巨大美术馆，将
作为英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新基地。

“我想没人会想到它会那么成功。但是从门打开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喜
欢上了这个地方。它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感觉带走了
它与人们间的距离感，许多人在这里试着去感受艺术。过去没人会接受
这样的作品（当代艺术作品）。现当代艺术更是处于一个封闭的，担惊
受怕的状况中，亦或是被放在私人画廊中的墙隅一角。而泰特现代所做
的就是将这样一个艺术领域带到一个更广大的公众面前。“

在泰特现代开馆之前，伦敦是欧洲主要城市中唯一一个没有世界级现
代艺术馆的城市，或许是因为英国公众对现代艺术不感兴趣，对其仍
持质疑的态度。专家们纷纷预测泰特馆长尼古拉斯·塞罗塔爵士（Sir
Nicholas Serota）恐怕无法证明耗资近 1.34 亿英镑的泰特现代的价
值，更甚是当时的博物馆协会会长帕特里克·格林博士（Dr Patrick
Greene）亦称：“原因很简单，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参观者前来参观。”
当时还有一些有力的证据支持他们的预测，其中包括一项调查，发现许
多年轻的英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他们认为艺术是富人的专利，是守旧
的。但这周，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庆祝它的十周年之际，所有的证据都表
明泰特现代是公众对英国视觉艺术态度转变的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它
将现代艺术带到一个全新的英国公众面前。

泰特现代巨大涡轮大厅，每年都会邀请艺术家为其“联合利华”
（Unilever）系列做展览，包括 2002 年安尼施 ? 卡普尔（Anish
Kapoor）的大型装置“Marsyas”，艺术家用拉伸的红色 PVC 膜制造出
的管状雕塑；2007 年 Doris Salcedo 的作品“Shibboleth”，由混凝
土创作而成的贯穿于整个大厅空间的一条裂缝，它无疑抓住了大家的视
线。
但最成功的装置无疑要数那些不仅仅运用到涡轮大厅的巨大空间，且
与空间共同协作，更是积极鼓励观者参与到作品中去的作品，如奥拉

维尔 ? 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2003 年的“天气项目”(weather
project)，艺术家利用镜面天花板和数百盏灯制造出了幻想中的景象，
观者趴在地上，看着自己的影像通过镜面反映反射到天花板上，从屋顶
的天花板上看到了自己。
桑迪·奈恩（Sandy Nairne），国家肖像美术馆馆长，前任泰特项目主
管，参与了特现代美术馆的规划和建设，称：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清楚，
美术馆的设施和布局服务于鼓励许多不同团体，不同的家庭组合，或在
更广的层面——如祖父母和孙子女可以一起来参观。我们决定不在涡轮
大厅中设立任何商店或咖啡厅，只将它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空间，
这样人们可以在其中做自己的事情——在地板上野餐，或从事与艺术相
关的事情。”
“我们也努力试着展出更多的当代艺术，以证明它不是单一的一种风
格，一个运动或一个方向。为此，我们给的士司机上艺术课程，传达的
信息也很明确——泰特现代是一个给任何想来的人开放的地方。课程讲
的不是很通透，而是让他们参与其中，成为讨论的一部分。这样就兼顾
了艺术专家和那些对艺术知之甚少的人。“也许当初规划泰特现代的那
些人的最大胆的一个决定是将激进的有争议的艺术品从传统艺术中剥
离，并未按传统的年代编排方式陈列它的艺术品，而是把艺术品分成四
大类——历史 - 记忆 - 社会、裸体人像 - 行动 - 身体、风景 - 材料 - 环
境、静物 - 实物 - 真实的生活，按这种方式陈列。这种割破历史脉络的
陈列方式使得观众在同一个空间与时间与不同年代围绕同一主题创作
的艺术品相遇，如人们在观看莫奈的大型壁画“睡莲”的同时可以瞥见
身旁的 Richard Long 创作于 1991 年的石头阵。不同的艺术思维和创
作手段在此直接碰撞，这正是泰特现代美术馆的高明之处，也是它指引
人们思考艺术的的精神魅力所在。
泰特现代的展示部负责人 Matthew Gale 称：“我们试图展出可以从多
层面解读的令人兴奋的有思想内涵的作品。展出名作，配以更多的是那
些不同寻常和意想不到的作品，这对观者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
赋权学习欣赏作品的过程。”过去十年泰特现代所举办的 52 个壮观的
展览，展出了 20 世纪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其中包括爱德华 ? 霍珀，安迪 ?
沃霍尔，萨尔瓦 ? 多达利和弗里达 ? 卡萝等的作品，这些展览也吸引了
大量的参观者。其中最受欢迎的展览要数 2002 年持续了 3 个月的马蒂
斯 / 毕加索的展览，吸引 46 万多名参观者。这一切也意味着自泰特现
代美术馆商店运营以来的活跃交易，4000 万英镑的书籍销售和 3500 万
英镑的礼品，印刷品，明信片等的销售。
美术馆的成绩和影响力是有事实可以衡量的，伦敦现在已被广泛地视为
当代艺术领域的枢纽中心，而英国人也已成为画廊的宠儿。艺术家格雷

艺术基因是
否真的可以
突变？
The Drawing Room
Melanie Jackson 展览作品

英国艺术家 Melanie Jackson 一直以来致力于工业、美学、植物形式
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此次《原植物第一部分》(The Urpflanze) 展览
的概念来自于歌德关于“原型植物”(Urpflanze) 的想法。这种原生
的或者说是原始的植物只是歌德想象的产物，而原生植物可以潜在的
产生未来可能的植物。当代植物科学具有相似的假设，运用一组工具
和技术，例如纳米科学，转基因和仿生学，来创造意想不到的植物物

森 ? 佩里就是又一个高资历的泰特迷，他说：“对我来说，泰特现代始
于对高文化的胜利喧嚣上，因为它及时来到，在预算上也没有如浮夸的
千禧桥一般，泰特现代只有 10 岁，就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令人惊讶的，
在我看来，它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文化构建。它可以被视为言论自由精神
的教堂及当代艺术 PLC 的的总部，但我喜欢它是因其是一个巨大且严谨
的机构。”
无论怎么说，由瑞士年轻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
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从发电厂改建而来的泰特现代，
已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画廊建设潮，如 Gateshead 的 Baltic Centre 和
Salford 的 Lowry Gallery 都是旧址再建的典范。
于 1997 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策展了饱受争议的“感觉”（Sensation）
当代艺术展的策展人诺曼罗 ? 森塔尔爵士（Sir Norman Rosenthal）说
道：“泰特现代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态度。人们常说现代艺术很难，
但在许多层面上，泰特现代将它变得容易了。至于为什么艺术应该是上
层知识人的维护，这个是没有原因的。泰特现代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它不会把人赶走。这是一个感性的，充满生机的地方，青年和老人都喜
欢去。正如巴黎蓬皮杜在法国的影响一样，泰特现代改变了艺术在伦敦
的影响。尼克·塞罗塔已尽其全力将它带给所有的人，英国因它而丰富，
它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格雷厄姆·迪克森（Graham-Dixon）
认为美术馆在过去的十年中“降低了当代艺术”，其称：“许多当代艺
术已经失去了其严肃性，变得相当的垃圾，轻率愚笨和儿戏了。毋庸置
疑，泰特现代的盛大日子到了，但或许是太过了，因为它已经变得引人
注目了。作为这些友好人们的集聚地，它也稍微推崇了这个很容易变得
无价值、平庸和空洞的艺术领域。”
此外，艺术评论家布赖恩·休厄尔（Brian Sewell）也指责美术馆是彻
底的“懒散”，“泰特现代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懒惰的机构，”他说，
“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市民了解当代艺术，那也是因为查尔斯 ? 萨奇。
如果你看过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他们都是历史，他们无法告诉我们
当代美国，德国现代，当代的任何地方将要发生什么。而这是美术馆的
职责之一，它却根本没有做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机构，
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事情，游离在 20 世纪当中，它根本不是现代。”
尼古拉斯爵士知道肯定会有批评，但他已准备好在泰特十年庆典上吹蜡
烛了，他的口头禅是将现代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将其带给全国的
新观众：“艺术家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审视，泰特现代给我们这样一个
机会，让我们加入艺术家的创作思想中，跟他们一起探索。”

种。这种充满矛盾的科学理论同样期望利用创造意想不到的植物来总结
出事物发展进程的线索。Melanie Jackson 根据植物科学的理论，以绘
画的手段，来研究艺术的形态，类似的艺术基因突变，重新演示和转变。
本次在英国 The Drawing Room 画廊的个展从 4 月 29 日持续到 7 月 20
日，是 Ur-pflanze 展览系列的第一部分，也是展示第一阶段调查的结果 .
这种使用类推的手法产生的艺术品出自于画廊、温室和实验室。对于非
科学家的 Melanie Jackson 来说要调用所有可能的想象的技术去呈现这
种转变的形式，尺度。呈现的具体形式可以是报纸纸浆、木电枢的雕塑，
剪贴画，石墨绘图，声音记录、动画等。一段很有趣的视频记录了过去
12 个月来 Melanie Jackson 所打交道的植物的情况。
Melanie Jackson 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研，举办的个展包括：Road
Angel,Arnolfini, Bristol (2007);Made In China, Matt’s Gallery,London
(2005).
2006 年获得了 ACE 国际艺术将，并在 2005 年举行的 ART LINK 艺术
项目中，来到中国制作作品。

上与当代的文化与政治事件。”

特纳奖 -- 聆听并用心感受
涂鸦大师班克斯没有出现在今年特纳奖的名单里，但是有苏珊·飞
利浦兹（Susan Philipsz）、安吉拉·德拉克鲁斯（Angela de la
Cruz）、德克斯特·达尔伍德（Dexter Dalwood）、耳石小组（Otolith
Group）。2010 年 10 月 5 日他们的作品将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展出，与
此同时最终获奖者将在 2010 年 12 月 6 日宣布。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获
奖者的作品以及特纳奖评审团给出的提名理由。

卫报评论道 : ' 达尔伍德在被英国萨奇画廊选中并宣传成为所谓的新官
能写实主义（New Neurotic Realists）之前一直是默默无名的。一些人
可能会说他的作品是绘画回归，如果这是他们所讲的绘画意味，我希望
它再消失很快。”
耳石小组是由阿珈利卡·萨嘎（Anjalika Sagar）与酷杜伍·哎顺（Kodwo
Eshun）两位工作在伦敦的艺术家组建的。他们的影响作品集中反映第
非洲，亚洲以及东欧的社会运动。

第六届柏林双年展本周开幕
作者：Danny 编辑

苏珊 . 飞利浦兹（Susan
Philipsz）

2010-6-8

来源：artspy 艺术眼

苏珊 . 飞利浦兹 2009 年作品 Long
Gone

苏珊·飞利浦兹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现生活工作在柏林，是一位
声音装置艺术家，她将自己改编的流行与民俗歌曲歌曲放置在从海滨
住房，大型购物中心到克莱德桥梁的公共空间内。在一件作品里她通
过 Tesco 购物中心扩音系统向购物者演唱。
特纳将评审团说道 :”飞利浦兹往往在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用令人回味
的歌声创造独特优美的装置作品”

德国
KW 当
代艺
术研
究院
第六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将于本周五在德国多个展馆同时开幕，展览
具体时间为 6 月 11 日 -8 月 8 日。

苏珊 . 飞利浦兹 2010 年作品
Lowlands

安吉拉·德拉克鲁斯
（Angela de la Cruz)

英国卫报撰文评论道 :” 飞利浦兹的装置作品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
对日常习以为常的经验的一种颠覆 : 以不带任何感情 , 蓄意若隐若现的
方式她用几乎微弱 , 没有任何伴奏的声音让你逗留下来 , 聆听并用心感
受 .”
安吉拉·德拉克鲁斯从 1994 年开始创作的系列作品 " 每日绘画
"(Everyday Paintings), 首先利用抽象的单色涂抹于油画帆布 , 然后把
整个画布毁坏 , 撕裂 , 压扁 , 最后变为一种很奇怪的形状 . 这些作品充
斥于空间的角落 , 堆积在墙壁边上或者被塞进一些不合适的地方 .
特纳奖评审团 : " 德拉克鲁斯运用绘画与雕塑的语言结合 , 通过隐藏在
两种形式对立冲突中的深层情感来激发我们的记忆与渴望 ."

展览地点包括 KW 当代艺术研究院 (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国家画廊 (Alte Nationalgalerie)，以及柏林和克罗伊兹堡的一些
地方：Oranienplatz17 号、Dresdener 街 19 号、 Kohlfurter 街 1 号，
以及 Mehringdamm28 号。
柏林双年展 1998 成立，由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公司举办、KW 当代
艺术研究院的艺术总监 Klaus Biesenbach 创办。柏林双年展由柏
林当代艺术双年展公司举办、KW 当代艺术研究院的艺术总监 Klaus
Biesenbach、班收藏家及赞助人于 1996 年创办。柏林双年展的宗旨是
「在开放空间中实验、辨认、批判艺坛的最新趋势，给予年轻艺术家机
会去接触更广阔的观众层面。2008 年 6 月，Kathrin Rhomberg 被任命
为策展人。
今年展览的名称为“门采尔的极度现实主义”，受 Kathrin Rhomberg
邀请前来担任策展人的美国艺术史家迈克尔·弗雷德 (Michael Fried)
将与德国国家画廊和柏林铜版画陈列馆合作共事。
参展艺术家包括：

卫报评论道 :”大家可以从德拉克鲁斯的作品想到艺术界经常讨论的绘
画创作方式死亡的话题 , 然而也许绘画真的会消失 , 但不会早于德拉克
鲁斯的作品 .”
达尔伍德创作的画作内容是关于一些著名的场所，而这些场所是他从未
见过的。对于集体意识中萦绕着的无形的、挥之不去的那些标志性场地，
Dalwood 将其描绘成似是而非的暗示，使其成为他自己记录的历史。

Bernard Bazile, Mark Boulos, Mohamed Bourouissa, Olga Chernysheva, Phil Collins,

特纳奖评审团 :“达尔伍德以形式多样丰富深入的绘画风格描述着历史

Stevenson, Sebastian Stumpf, Ron Tran, Danh Vo, Marie Voignier, Vincent Vulsma,

Minerva Cuevas, Shannon Ebner, Nir Evron, Marcus Geiger, Ion Grigorescu, Friedl
vom Grller, Nilbar Güre, Petrit Halilaj, Marlene Haring, Cameron Jamie, Sven-?ke
Johansson, Thomas Judin, George Kuchar, Andrey Kuzkin, Thomas Locher, Adrian
Lohmüller, Armando Lulaj, Renzo Martens, Adolph Menzel, Avi Mograbi, Henrik
Olesen, Roman Ondák, Marion von Osten, Ferhat zgür, Margaret Salmon, Hans
Schabus, Michael Schmidt, Ruti Sela, Maayan Amir, Gedi Sibony, John Smith, Michael
Anna Witt, and Pleurad Xhafa / Sokol Pe.

看 展
现场
吴山专 5 月 29 日香港汉雅轩个展

“蝶蛙”，在没有上帝的天空
高士明
2010

蝶蛙”在吴山专与英格工作中的初次现身是在 1995 年，作為“单性主义”的标示物。在他们庞
大繁密的工作系统中，“单性”是符合“物权”的生產 / 生殖方式，而“蝶蛙”则是这一生產与
生殖的载体。“蝶蛙”的出现，或许是出於对这两种生物之神秘性质的迷恋。无论蝶或者蛙，在
其短暂的生命史中都在展示著一种“进化”。在单性主义的叙述中，蝶和蛙融為一体，自我组构，
自我创生，高度自洽。“蝶蛙”的美在於它是一个“演体”，是物种进化链条上自我滋生、演替
的中間过程。“蝶蛙”是非本质化的物，它不是结果，而是一种中間状态，它不是某物，而是物
之為物的过程。当然，吴与英格在此处所欲昭示的，既不是庄周化蝶的玄思，亦非“一气化生”、
“万物齐一”的终极物理。
“蝶蛙”既非伊甸园中準备好的某物，也不是诺亚方舟中被保护的倖存者，它甚至不是“被造物”，
而是生命自我排练、演化出的一种“演体”，它的存在与上帝无关。它是单性生殖的载体，同时
也是一个赤裸而神秘的衍生符号，这符号所昭示的，是一种未来的神学。我始终认為在吴与英格
的工作中存在著某种“未来异教”的神学潜能，“完美的括弧”似乎可以成為十字架的替代品，
而“蝶蛙”则是“完美括弧”埋伏其中的“道成肉身”。然而，与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不同，
“蝶蛙”并非祭品。“蝶蛙”与牺牲或献祭无关，它只是从“演体”肉身的开放性中发显出来的
一种徵兆，一个神秘的咒符。
这个神秘的咒符被摆置到天空之上，成為辽阔宇宙中的一个“星丛”（constellation）。星丛
的有或者无在於繁星的关联方式，它是被意识投射 - 建构起的观念图像。就像“蝶蛙”这个图形
本身一样，星丛亦是非本质主义的存在，我们看到它，但它却并不实存。就星丛而论，显形就是
存在。在吴的作品中，那组成星丛的繁星点点，是大地上无数不具名的他者正在网路引擎上即时
搜寻的语词之流。 在《今天下午停水》中，有一个反復出现的句子——（年月日，别的地方发
生了什麼？）。这是作者面对某一确定时刻的迟疑与惶惑，然而它所牵扯出的，却不只是存在与
时間的交错纠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存在主义情怀，它所洩露出的，是一种对於他者的关切。与大
多数艺术家的极度自恋不同，吴山专始终关心的是——别人正在关心什麼？在 1980 年代的中国，
当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被到处传颂之际，吴山专反其道而言之——“他人就是上帝”。现在，
通过网路搜寻引擎这个流变的共时性介面，来自无数他人的关切汇聚成瞬息即逝的语词之流，裹
挟著形形色色的当下欲望，组构起星丛的神秘轨跡。正如阿多诺所说，“星丛”呈现出的是“一
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差异的相互渗透，在差异的相互渗透中自我演替，
这是逃离造物之手的唯一方式，这岂不正是“蝶蛙”的本质？
在夜空中，来自无穷差异的匿名他者的欲望 - 语词之流闪烁变幻著，编织起“蝶蛙”的图案，这
是為了他者的星丛，闪耀在他者的天空，这没有上帝的天空。
网友评论：
[6 楼 ] guest 2010-6-2 10:03:18
在中国艺术家中还没出现过系统如此独特的品种。非常高级。祝贺
[7 楼 ] guest 2010-6-3 10:57:43
没有什么感觉
[8 楼 ] guest 2010-6-3 11:01:33
引用第 7 楼 guest 于 2010-6-3 10:57:43 发表的 :
这可是很高的评价啊

长征 -2010
没顶公司不要把信仰
挂在墙上展览现场！
[ 楼主 ] 阿提巴巴 2010-5-30 2:29:47
5 月末，仲夏夜晚九点。宣称“不要把信仰挂在墙上”的没顶却用挂在
墙上的作品开门迎客。脱离了开幕饭这样低级趣味的展览，能不能让展
览也如同夜晚的凉风一样徐徐习人？
信仰没被挂在墙上，那挂在墙上的究竟是什么？这次展览全部 15 张大
幅照片组成，每一个照片拍的都是一个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根据出自经
典哲学名著的摘选语句为创造原点创造的有装置当然也有绘画，而且绘
画也画完以后拍摄的照片。着里面包括海德格尔，黑格尔等等耳熟能详
的牛逼哲人，内容涉及社会，生活，日常，存在……无所不包括。每一
句话创造一个作品之后，吧这个作品拍一张照片，只保留这张照片，也
就是展览的这些照片，而原本的装置随着照片的诞生而后永远消失。如
果要收藏作品，也就只能收藏这张唯一的大照片。按公司的说法这是一

个关于艺术品与媒介的一种怀疑。当然这更是我们对深信不疑的哲学
思想的一种反思，所谓深刻的思想在艺术品中真正的位置是什么样的
状况？从媒介传播的另外一面，原作的消失，照片的唯一，当然也让
人想到所谓的市场体制。如前言所说是什么产生而非生产的关系。当
然这也只其中的一种信仰。只要把我们面对这一切固有惯性的信仰放
下，在这里似乎都能找到一个很好栖身处。陶醉在放弃信仰的快感里，
也就不再据以于照片一些细节。对深刻的信仰，对媒介的信仰，在这
里的被没顶的怀疑消解，我们接着开始信仰他们的这个怀疑，但是此
时是否会是另外一个大窟窿？从 3d 的惯性解放出来之后又成为爬上墙
的 2d 照片，除去所谓“产生”而非生产的思维乐趣，面对照片中间孤
零零的装置或许更像是雕塑的作品，我们能否对它再有其他要求，还
是说这些要求其实根本不重要？

网友评论：
[12 楼 ] guest 2010-5-30 15:49:09
说实话，我喜欢徐震也喜欢没顶。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没顶
理解为对于当代艺术“巧智化”和“商业化”倾向的批判，学理上是
站得住的。但是同理可推，没顶越成功，就越能证明“商业化”和“巧
智化”强大。因此我希望我对没顶的理解是错。
[13 楼 ] guest 2010-5-30 16:25:14
事实上所有的艺术家面前摆的问题就是那么几大山，搞艺术的呢有头
破血流硬撞的，有愚公型儿的，有想取巧绕过去的，有憋着研究农民
原子弹农民飞碟的，有玩地质学的，当然最多的是两眼一抹黑的。那
“老高”级别艺术家中我也挺喜欢徐震，他有他的对策，无可厚非。
只是希望学术策展人不能过于心机，不能太对不起他们标榜的“学术”
两字啊。要是真当‘学术“是个屁，就别靠它吃饭。
[19 楼 ] guest 2010-5-30 23:27:18
对于机巧的阐释所谓的观念，其结果肯定是生硬和肤浅的。没顶不是
个新公司吗？怎么连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
[27 楼 ] guest 2010-6-1 8:06:13
不要把信仰挂在收藏家的墙上
[32 楼 ] guest 2010-6-2 2:42:52
作品题目的这十几句话从与它们接触的所有东西里面来。这些作品的
聪明在于，放弃了展出花大价钱的物品而是展图像。从媒介中来，最
终又回到媒介里，展场空间不过是系统运行的一个环节而已，有几个
人能看到整体 ?
[33 楼 ] guest 2010-6-2 2:46:38
引用第 32 楼 guest 于 2010-6-2 2:42:52 发表的 :
纠结在展厅里作品的完整，孤立地依靠这个来断言艺术家的工作，狭
隘
不求一招一式的得失恰恰是没顶的自信所在
[34 楼 ] guest 2010-6-2 3:46:55
照片里那些东西徐震是怎么处理的？
[35 楼 ] guest 2010-6-2 10:35:52
引用第 34 楼 guest 于 2010-6-2 3:46:55 发表的 :
据说消失了

没什么加分减分的。也没必要掰开了揉碎了去幻想和臆想。
[48 楼 ] guest 2010-6-5 10:54:12
引用第 47 楼 guest 于 2010-6-5 10:44:20 发表的 :
在太空拍地球也很美，还能成苹果主机界面，这些照片又算不算作品，
哪些部分是作品，哪些东西有意思？
要是觉得算是作品，为什么
如果这也可以被当成作品，作者在这里干的什么活儿算是归自个儿的？
[49 楼 ] guest 2010-6-5 10:58:24
没顶到底是要让人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
别说是看到“关系”，太虚了，来点实在的！！
[50 楼 ] guest 2010-6-5 11:11:09
下结论啦！！
公司作为艺术家存在的一种替换形态，没顶现在还没有成型，结束。。。。
[56 楼 ] guest 2010-6-6 16:33:33
人们常说的艺术家，一定是一个个体，这个个体有一个独特的感觉、
体验、经验，有所感而工作。不仅如此，艺术系统里的很多要求是建
立在对单个的人、单个的物的身份确认基础之上，这些和身份有关的
东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太消耗、太多余，涉及到的问题不值得
讨论。没顶公司更有兴趣去看到和这些身份确认相关的系统产生了哪
些生产关系，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或者以后可以再做一些什么。
没顶公司并不是反体制，而是要找到不一样的做法。对于没顶公司来说，
貌似用了一个非常模式的方式，也采取很多企业都会用的有效方法，
因此这种载体必定是有局限的、“先天不良”的……都需要后天的介
入才能慢慢成长。因为可能性太多，无法（也不用）预料程度和下一
步的情况下，没顶公司就选择了这样“普通（）”的方式，但最终的
价值依附点还是在那些不确定的东西上，创造的可能性还是跟它们有
关。
[57 楼 ] guest 2010-6-6 18:35:20
左右两边的东西和“产生”的各种状态，三者应该是平等的——互为
方法，互相依赖和独立。
当人们花了很多努力去做到“准确”的时候，其实要看到的反而那些
能够不准确的东西，因而我们说创造很容易被思想束缚。所以，没顶
公司需要试验的是“沉思和创造互相毁灭”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打
开的过程。当然，没有终点
[59 楼 ] guest 2010-6-7 11:08:03
从媒介中来，到媒介中去

[36 楼 ] guest 2010-6-2 14:46:07
以什么形式消失？这才是关键

[60 楼 ] guest 2010-6-7 11:08:39
作品题目的这十几句话从与它们接触的所有东西里面来。这些作品的
聪明在于，最后放弃了展出花大价钱的物，而是展这些摄影。

[38 楼 ] guest 2010-6-2 20:33:11
不管什么作品，它是一种没顶公司的操作方法。它其实只是非常简单
的自然产品跟成本途径的问题而已。按盈利来说，这个产品不但是零，
而且还是负。

[61 楼 ] guest 2010-6-7 11:09:28
和图像有关的物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是最重要的，这些物实际上被“去掉”了，但去掉之后仍然
在世界上存在

[41 楼 ] guest 2010-6-3 10:28:22
" 作品题目的这十几句话从与它们接触的所有东西里面来。这些作品的
聪明在于，放弃了展出花大价钱的物品而是展图像。从媒介中来，最
终又回到媒介里，展场空间不过是系统运行的一个环节而已，有几个
人能看到整体 ?"
这话说的很是幼稚。“展场空间”在什么时候不是“环节”呢？要揣
测老大的心意拍个马屁不能水平太低，否则就是笑话。

[62 楼 ] guest 2010-6-8 0:21:21
照片的图像质量到底是高画质，还是在传播中的画质，这个变得很重
要了。如果做为一种假的物证，或者假的纪念碑，能够把它最后再派
送到大众传媒里面去，作品不呈现，就是用社会和媒体空间作为它的
现场。把作品题目的十几句话，最后‘翻译’成了这十几张图片之后（首
先雕塑是这些话的‘翻译’，照片拍了以后又是对这个翻译的‘再翻
译’。）展厅或者画廊空间在这里只是一个周转的场所，是一个摄影棚，
一个工地。
[63 楼 ] guest 2010-6-8 15:09:20
把深奥当简单。

[42 楼 ] guest 2010-6-3 10:39:27
整体，我们看到的就是换了名字的徐震。逻辑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依旧，

泰康 51 平米 7 号胡向前表演现场

胡向前的身体博物馆，今天开张。春风和睦，高朋云集。白衬衣，黑西裤，头发理的油光光。
一身行头，带着耳麦，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在门口的草坪上给大家介绍他“收藏”的作品。
当然这样作品完全是概念上的，只存在他的脑子里。今天展示给大家的职能是滔滔不绝的
夹生普通话，和矫捷的舞步一样的食物中毒。

仔细听了，多数作品，与日常有关。有的是在杂志上看来的作品，但是做了篡改。比如英国年
轻艺术家 Jack Strange 杰克 • 斯全奇著名的作品《G》在小胡同学的嘴里成了导致电脑崩溃的
5555555555555555555……如此之类的。具体什么样的作品好于不好一方面与此次表演不是特别紧密，另
外很多人也的确很不清楚，现场还有同声翻译，不过那也是事先沟通好看着他的笔记给一点点的念出来的。
虽然大家对这场单口相声，的作品晕了雾里里，面对从嘴里说出来的方案，似懂非懂，但是对舞姿还多
少有点陶醉的。在 1930 年疯狂的戏剧革命的那段烽火岁月，激进的戏剧有过拿出剧本朗读的行为，让观
众保持一种批判的清醒的自我觉醒。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向前，以为郭德纲。

通过语言表达转换
网友评论：
作品的形式，这是
[4 楼 ] guest 2010-5-16 22:52:55
一个好事。但是在
挺好的 这是今年看到的比较好的年轻人
这种相声似的作品
[5 楼 ] guest 2010-5-16 23:14:21
传达中，能达到什
说实话你得靠解释身体博物馆，从作品本身上看不出任何博物馆的特征，很失败。
么实际效果？
[6 楼 ] guest 2010-5-17 8:59:10
于谦李菁吃足了虾
形式还行，内容没意思，这好像是广东帮的普遍问题？
仁，向前同学口音
[12 楼 ] guest 2010-5-21 10:39:59
很重，大伙没满足。
好牛 b。今年看到最有意思的展览
是否再来一点？
我们儿时很多经典的童话故事
都这样描述继父继母的性格特
点：他们大都邪恶、狡猾，诡计
多端，不断地对心地善良的故事
主人公实施暴行；他们还精通各
种巫术，蓄意破坏所有英雄人物
精心安排的计划。

麦勒北京：
谢南星与杨安绿双个展现场！

展览“继父有主意 !”将展示
两组新近系列作品，每个系列各包括三幅油画，收录了谢南星从 2009 年到 2010 年初的所有创作。虽然谢南星的概念性主旋律 – 性和心理学 –
在他近期的 6 幅作品当中仍然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但是《我们》（2009）和无题（2009-2010）这两个系列作品不但彼此在内容和风格上迥然不同，
而且更明显地体现了谢南星在艺术研究上更进一步的实验性转变。自 2008 年艺术家在他的三件蓝色系列名为《第一顿鞭子》（又名《浪》）作品
中对佛洛伊德“口误”理论在绘画上进行了演绎以来，现在谢南星则更加公开地处理着绘画和文字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语言之间的关系。
为了想象出谢南星最初绘画的作品，观者被强迫地去分析仅能看得见的几个比喻性痕迹，通过这些痕迹，这个有名的故事又重新回到了观者的脑
海中──白雪公主头上的蝴蝶结和小矮人的帽子──并将观者的视线慢慢地随着图画移向作品中心。这个能重现我们儿时记忆中著名童话形象的
作品想告诉我们的是那些画家似乎为自己记录的指令，比如，“注意手的姿势”、“睾丸”、“被动的”，或是“养女与第二次冒险”等熟知的
谢南星密码。谢南星（1970 年出生于中国重庆）把童话故事的继父情节准确并轻松地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他戏称自己扮演的就是童话里继
父的角色，带着观者走进他的心理游戏，这个游戏始于他为自己在麦勒画廊北京－卢森举办的个展而命名的展览“继父有主意 !”这个题目让人联
想到一段从某个故事里突兀截取的主要片段，这也正是谢南星想通过这种图像媒介引诱观者去产生联想的手段。在他较早直至 2008 年创作的油画
作品当中，谢南星采用其独特的、不断创新以及娴熟的绘画技巧，把光线和阴影迷人地交织在一起，将观者带入一种梦幻般的景象中，让人在视
觉上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激发起观者的好奇心、内心深处的记忆、情感和对下意识里最黑暗角落的察觉。
文 : Gerhard Mack
杨安绿（阿绿 /Ian Anüll）的艺术创作将日常生活转译到作品中，将价值、生活状态呈现为可见之物。
2008 年，艺术家杨安绿（生于 1948 年，生活在瑞士苏黎世）进驻北京麦勒画廊“艺术家驻地”工作室，
第一次来到了中国。他走到街上，邀请碰到的路人在画布上写上“中国制造”几个字。用中文写好的指
南让沟通轻松了很多。作为回报，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一板儿瑞士巧克力，杨安绿还额外准备了 10 欧元
另作酬谢，但被他们拒绝了。中国不仅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它也
变成了人所周知的世界加工厂，产出的产品已经成为快产快销、质量成疑的商品代名词。大多数时候，
“中国制造”这个标签想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为全球生产着大“众”消费品。杨安
绿却用一次行为艺术扭转了这种滥调之辞，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我们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中被忽略的个人。
他在街上邀请了大约 70 位中国人，让他们亲笔写下这个代表身份和出身的标签，并在背面签名。他用的画布和颜料都是中国出产，这些作品的创
作者既有民工，也有职业经理人，阶层、职业各异，年龄不等。个人笔迹成了世界上最具普遍意义的贸易行为和划定身份的一种显现。这一点在

与以下事实联系时尤为明显：书写是一种素描的形式，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中，素描是表达艺术意图最直接的手段；而在儒家中国，文字素描（书
法）被认为是最高级的艺术形式。这组由路人创作的作品使艺术接近百姓，与街道的使用者路人发生联系，通过商品交换而非艺术市场上通用的
货币方式进行了结算。
在北京麦勒画廊举办的展览《坐坐》中，杨安绿将上述观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请中国的艺术家同行把“中国制造”写在白色的纸袋上，就像
瑞士超市里印有相似字样的购物纸袋一样，并签上名字。卖出作品的收入由画廊、杨安绿和参与的艺术家三方平分。在过去十年，当代艺术是中
国最畅销的出口产品之一，很多艺术家借着这棵大树早已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将这一现象诉诸表达，同时回到身份标识的层面上，可能有些勉强。
至少在杨安绿的这组作品里，参与者会将自己定义为商品的生产者，又通过商品将自身的感知、想象、感觉和幻想转译到图像语言中。这些艺术
家借助这组作品已将自己最为本真的一部分带向了市场。
杨安绿的艺术创作始终瞄准当下最核心的敏感区域，而经济领域是最显著的一环。资本结构如何决定我们审视生活的视角；货币作为通用的交换
手段如何将人与人的交流限定在供求条件之下；追求可实现的价格水平如何经常性地决定了一个东西的内在价值等等，都是杨安绿在大量作品中
展示的关键。而作为艺术家，他并没有运用批判者的手段。为了正面对抗社会基础，全球化现象出现以前，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已经太过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拒绝什么很容易，但要引导同时代人的目光去关注那些断裂和被摒弃之物，并探索其对我们感知的影响，却难得多。这只能通过运
用一些小手段才能办到，又何况在我们这个嘲讽加玩世的时代。杨安绿在这方面是个大师：他在纸币上钻孔，让纸币失去了公共意义上的价值，
发问我们对它本来的期待是什么；他把非洲“机场艺术”生产的面具等系列产品作为原创作品，不经意地提出复制和原创之间关系的问题；他找
来旧明信片，盖上新章，不知不觉地将人们的关注引向过去和今天的夹缝中。杨安绿采用一种平俗的、让人无法发觉的干涉方式。作为艺术家，
他总是带着聊聊几件行李奔波各地，喜欢选用展览地提供的东西进行创作。他善于探索发现，凭借对材料敏锐可靠的感知将发现的物质或精神材
料进行转换。他使用的材料不脱离其来源，却被引入到另一种关系中，或者说艺术的意义系统中。如此一来，这些材料就可以挑衅它们曾经属于
的世界。对此，展览中的第二组以“风格”为主题的作品提供了范例。常见的布告牌上用当地语言写着“风格”二字，重新定义了展示它的语境。
“风格”这个概念表示了隶属一个社会文化上层建筑的属性，没有风格或者不知风格为何物的被排除出去：它是一把打开日常生活密码的钥匙，
无论是以何种显现方式，可能与北京当地的煤球进行的“能源对话”，或是摩洛哥的几何地板模型，抑或是上海某家鞋店的收款台标牌。写着“风
格”二字的牌子在每个语境中都作为转译者存在，做出评论的姿态，却又显出一副在搞小破坏的样子。
这一切都能在我们的意识中发出无声的巨响，杨安绿为《坐坐》展览制作的凳子证明了这一点。凳子的外形与瑞士警察射击游行者使用的橡胶子
弹一致。子弹外形被夸张地放大成了一种无害的设计物，可以毫无顾忌地融入到宜家家居卖场或者艺术收藏家的豪宅里。对世界各地有关民主的
理解的发问与艺术联系起来，让人想到了 1979 年瓦尔特 • 德 • 马里亚用 500 块铜体制作的西方艺术标志性作品《断裂的公里线》，也是杨安绿在
作品中对话的对象。他的作品里，有政治、有美学，有简单、有复杂，可以触摸的使用对象与无法锤测的哲学发问之间只相隔着一个想象的距离。

[ 独家视频现场 ]

浪—艾萨克·朱利安
念语声声中，冲破香格纳 H 空间的大门，所有屏幕立在哪里。众人迷茫的眼神随着投影的明
暗在 9 个机位转换。一种无法控制的感觉袭击每个人。
9 个屏幕的各种组合与浪的故事相互映衬， 时而 4 个一组，时而全部熄灭。浪声拍打到内心，
瞬间全部泯灭。忽然屏幕全部亮起。内容却是看似毫无上下逻辑的上海大都市标志性的高架，
楼房，十字路。画面中迷茫的人们让我们想到自己，重新审视自己。
isaac 的 浪主要是探讨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而甘心冒险的欲望。巧妙地将丰富的
想法、观察和故事编织在一起。营造了一个围绕生命价值而展开的复杂而华丽的评述。
《浪》以散文电影流派结合了不同地点的真实与虚构的故事，融合了中国历史、传说以及山
水景致，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诗意冥想。
网友评论：
[8 楼 ] guest 2010-5-23 13:16:54 有一种意见是：朱莉安对于中国符号的运用是勇敢的，
主动的，是另一种“帝国”的姿态。比马修巴尼的利用日本元素作为素材来得更往前走了一
步。马修的日本是为他所用的，是装饰的。朱莉安的中国是被他接触的，进入的，研究的。
所以并不是对中国元素的表面理解。
[10 楼 ] guest 2010-5-23 15:53:40 一开始觉得作品有点概念和生硬，后来看着看着就被
带进去了。处理上还是相当老道。
[11 楼 ] guest 2010-5-24 11:09:00 引用第 8 楼 guest 于 2010-5-23 13:16:54 发表的 :
有种可能，当他意识到作为“他者”，无法真正进入这一“真实”，或者根本就没想进入时，
索性转成表面诗意后面暗藏解构似的暗讽，这些诗意无疑来自中国主动向西方输出的视觉意
象：武侠，贾氏现实，当代影像，小朱选择影视基地，武侠外景看上去绝非偶然，出自“现
实”本身搭建起来的“布景”，被小朱在影像中的用“假”得以放大和强化，这点小朱比很
多中国艺术家做的还要好，也可以看成一种想真正对话的姿态。

北京空间站：石青 - 还不够久展览现场！
去年草场地的春
天，石青在香阁
纳北京有一个
“半途而废”的
展览。今年的春
天他又搞了一个
“还不够久”。
今天回想起去年
那个纠结的名字
看来是意味深
长，寓意深远啊。
半途而废虽然当
时意指作品的隐
喻，但是今天看来之直指石青自己更为形象。从今天的新作品来看，去
年那次草场地的春天更像是他对重前的一个终结（当初宣扬转型思考，
今天看更像是告别演出），而今天的“还不够久”正是一个新的转变，
一个新石青的开始。
此次展览可以言说的部分与以往相比已经少之又少。作品还是由木工板
组成，标准的极简主义立方体是由水泥板组成，这些方的，条形的，斜
的立方体上面被灰色或者黑的发酵过的面粉覆盖，随着时间的变化，各
个几何体上的发酵形状也就不一样。有的刚发不久所以就肉面面的，有
的时间稍微久了就开始干裂，面面更加紧贴于几何形体表面。最初的形
状也就日趋明显起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面粉还会有更强烈的变化甚
至脱落的可能赤裸裸的显露出里面的形体。在这些形体的周围很讲究的

按比例有着一架于几何形体呼应的灯管。一方面照亮几何体衣服那哥们
从型廓上与几何体呼应。
在极简主义系统里面，这些几何体以及灯管都是常见的表现形式。而在
此时，石青想通过时间的加入对这样所谓的绝对理性进行探索性的质
疑。这些极具情感冲动的面粉流体覆盖在几何形体上面，从一个暧昧的
感性表面逐步显露出对理性苛求的极简几何形体。所以此时所有材料的
隐喻已经不再像他以前的作品一样塞满在作品的阐述里，此时的一切材
料均不附带任何隐身寓意，而直接来自形态本身。“对理性洁癖式的追
求”正是发问与此。本体与参照物的来源也是出于此。
遥想当年后感性青年与今日的“还不够久”其中还是能找到很多因缘。
按艺术家的话说法就是要试图在与所谓绝对理性的可能性对话中去发
现可疑之处。这一点与当年的后感性的思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纯化自
己的理性，在这个对话可能里找到自己这种理性思维出路。所以说这此
对石青是个转变也就是这个原因。
还不够久，一方面是说这些作品时间还不够久其效果没能真是感受到，
另一方面更像是在说他自己在这个新思路下的初次尝试，还需更多时
日……
不管怎么样，这些理性是真是假，是发出来还是挤出来，石大爷开始向
一个“非话痨型”艺术家转变的意愿已经初现端倪。面对当下抽象化思
潮的兴起，此时这种带着国际风格的作品究竟能有多大功效？能不能如
艺术家所说那样往回看的过程中有所作用？毕竟还不够久，那就等等在
说……

网友评论：
[7 楼 ] guest 2010-4-25 15:51:43
不说观念怎样，光展出效果就太差了，极简艺术方式还是讲究唯美形式感的，干净利落。
几何、空间、构成关系，赏心悦目的。
[15 楼 ] guest 2010-4-28 21:21:32
越来越干净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 ? 看起来有些节制和内省，感觉艺术家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下的调和。
[16 楼 ] guest 2010-4-28 21:22:51 脱离了习惯性轨道并不一定就等于建立了轨道。
[23 楼 ] guest 2010-4-30 19:38:12 是面粉腐烂的不够久 , 发酵得不够久 .
[34 楼 ] guest 2010-5-16 21:30:59
人家一直在执着的做东西 精神很好啊！！至少人家单纯！！我觉得怎么艺术论坛里老有些人说些恶心的话，我觉得人品相当的有问题！！！！老说那些小人的话，真
他妈的对不起艺术家这个身份！

上海

洛克西·潘个展

< 机械制造 >
JAMES COHAN
上海 James Cohan 画廊荣幸地推出纽约观念艺术家洛克西 • 潘（Roxy
Paine）的首个中国个展《机械制造》。自 2009 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的个展以来，洛克西 • 潘的艺术创作在世界范围内备受瞩目。本次上
海的展览将回顾洛克西 • 潘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浸
渍画者》、由自动绘画机器 "PMU" 创作的绘画作品、由雕塑生产机器
"SCUMAK 二号 " 生产的雕塑等。观念上，洛克西的艺术机器都源自 "
艺术品自动化生产 " 的构想，而现场的重力、时间等随机因素亦辅以决
定作品最终的形态。由此，这些作品隐去了艺术家的角色，艺术机械生
产不再是科幻的假设，艺术创作脱离了 " 艺术家之手 "。在过去十余年
的创作中，洛克西 • 潘一直致力于探讨各种悖论——它们植根于人与自
然和工业社会的内在关系之中。对应这番探索，他的作品延伸出了三条

主线，一方面极度逼真地再现了自然界中的植物和菌类，另一方面他塑
造了名为 " 树状体 (Dendroids)" 的大体量不锈钢树形雕塑系列，此外，
洛克西也创造了 " 浸渍画者 "、"SCUMAK" 等智能艺术创作机器。在
这些作品中，洛克西质疑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自然和科技间的
看似泾渭分明的界限。本次展览将首次在国内系统地展出艺术家第一件
艺术机器——" 浸渍画者 "。制造于 1997 年，这台机械驱动的绘画装置
系由一台电脑编程操控，通过将空白画布反复浸渍在盛满 8 加仑特殊配
方的丙烯颜料中完成绘画的制作。为使层层叠叠的颜料能完好地附着于
画布，每副绘画都要在颜料桶中浸入、取出 50 至 180 次，画面的干燥
时间也从一到五小时不等。在颜料浸渍的过程中，画布末端生成了形如
钟乳石的颜料细柱。这些经由堆积而留在颜料表面的水平纹路，忠实地
记录着机器操作的每一步骤，最终成了见证绘画生成过程的年轮。洛克
西长久以来都着迷于千年地貌的成形。他说，通过自己的机器他得以用
更快速的方式复制这一自然过程。" 时间的关系被倒置了。" 他陈述道，
" 创造出（这种类似画面底部）钟乳石形状的沉淀物往往需要好几个世
纪……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器的创造）是非常迅速的。但是，这些机
器又同时指涉 ? ? 自动 ???、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又
是极度缓慢、乏味的。我就是希望能够捕捉到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时
间的概念。" 在本次展览周期内，" 浸渍画者 " 机器将在画廊连续作业，
而其近期生产的一批浸渍绘画也会同期在展厅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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