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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特纳奖成绩揭晓！！
震惊的09特纳奖获胜者

The shock of the new Turner winner
作者_Arifa Akbar(艺术记者) 翻译_嘿乐乐 原文_独立报

闪烁的都不是金牌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作者_Adrian Searle (卫报首席艺评) 翻译_嘿乐乐 原文_卫报

喜

悦并撩拨人的，理查德 赖特的金叶墙纸让他值得
荣获今年的特纳奖。但，是不是该让女性艺术家获

奖的时候了？
2009 年的特纳奖并没有太多真正的意外和惊喜。理
查德 赖特的作品仍然是感觉最强烈的，作为一个单一的
装置，画着金叶的墙纸在几乎空洞的展厅内，是种充满喜
悦并撩拨人的体验。
无法平静的画面。那里充满着阳光，丝丝的光线让人
想起古老的雕版，疲惫的光置身于沸腾的云朵和特异的景

不

是 可 视 的 牛 脑，本 届 获 奖 的 却 是 老 兵 理 查 德

赖 特（Richard

Wright），但，这究竟是艺术还是墙纸？

那些议论纷纷的人应该很绝望。最终，那堆飞机的粉末并没有夺得特
纳奖，虽然它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性的。

象中。其实，整个画面就像个巨大并可爱的末日启示，复
制出来的部分，从中翻转。金色的叶子在展厅中捕捉光线，
在你移动的同时，部分叶子闪烁着并让其它画面淡下形成
灰绿色。赖特让这个持续的状态超出了装饰的效果。

然而，理查德 赖特，这位一直被认为是最“安静的”而且也是 4 名耀

露西 斯卡尔的展览，相比下，显得太多 ；不同的元

眼的入选者中 —— 入选的作品包括被腌制的牛脑和抹香鲸的头骨 —— 最

素显然并没有加分，虽然，她展示的抹香鲸头骨拥有很强

成熟的提名人最终夺得了两万五千英镑的奖金。

烈的戏剧感。

当被问及他将如何计划这笔奖金时，赖特回答 ：
“我无法回答你，但就

戏剧感也是恩里科 大卫舞台展示的核心。一个被挤

像每个人，我也有需要支付的帐单。我想我会用它来支付一部分的帐单。”

压的长颈人物像个泄气的雷龙躺在半个舞台上，还有涂上

他还说，
“我很震惊 —— 难道还能有其它的反应吗？”。

颜料的鼓手和拼贴画 —— 包括一个露着屁股的工人 ——

今年 49 岁的赖特是 4 位入选者中年龄最大的，差点就到了 50 岁的
入选年限。他在展厅的墙上绘画 —— 而且通常是就地 —— 展览结束后他
的作品一般被覆盖或刷白。强大有势的画廊老板拉里 高古轩把他列为和
安迪 沃霍尔以及杰弗 昆斯同等重要的艺术家。

让作品更显狂妄。但，这个荒谬的剧场，急需更强有力的
或更具叙述性的情节。
第四位提名人，罗杰 海润斯，展示了由飞机粉末组
成的沙漠景观，如风般令人产生共鸣的想法，如果说海润

他的艺术通常不是计划好的 ：他察看空间然后才开始工作。他那一丝

斯本次获奖，我绝对不会介意，尤其是因作品“捕获”而

不苟的几何绘画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性的。作为入选展览的作品，他用类似

荣获的话，
“捕获”是他在伦敦南城一间公寓内展出的可

巴洛克风格的金叶子图案覆盖了英国泰特现代馆的白墙，运用他那习惯于

持续性作品，布满了硫酸铜的结晶。

建筑空间内的白墙和天花板上作画的技法。过去，他曾经说 ：
“位置占据了
作品中的一半”。
特 纳 将 的 评 审 委 员 —— 包 括 英 国 泰 特 现 代 馆 的 馆 长 Stephen

但是，以我过去作为评审员的经验来说，相比让艺术
家入围的成绩，特纳奖似乎才是整个特纳秀的赢家。真正
的问题是，这十年间，只有画家 Tomma Abts 是唯一获

Deuchar 和广播员 Mariella Frostrup—— 说他们“很欣赏赖特作品中深

奖的女性，她也是自 1997 年以来，第一位获奖的女性。

刻的创造性和美感。”。

这个不平衡是急需被正视的。

出生于伦敦，赖特的家庭在他还小的时候搬迁到苏格兰。他毕业于爱
丁堡艺术学院，目前居住于格拉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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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和他的大树在泰特
[楼主] 嘿乐乐 2009-11-25 15:27:49

在

美术馆展示自己雄伟的作品对艺术家来说绝对不

术家，他说绘画是富有生气并良好的，然而，摄影却在消

是晦暗的时刻，霍克尼将展示约克郡昏暗的一天。

亡。

今天，在伦敦的阴郁下，一张刻画着东约克郡昏暗的

问他关于达米恩 . 赫斯特在 Wallace Collection 的

一天的雄伟画作出现在泰特美术馆，两则是两张相同的刻

油画展的看法 —— 因为它恶评如潮 —— 霍克尼说 ：
“是

画着昏暗天气的摄影版，守在一旁的艺术家说他如今不再

的，我看了，”，然后他抬起眼，
“我无可奉告。”。

相信存在昏暗的日子，只相信存在昏庸的人。
大卫 . 霍克尼抵达泰特美术馆察看正被展示的作品，
这是他最大的绘画创作，
《瓦尔德周边巨大的树》，2007
年。两年前，艺术家将这件作品送给泰特，然而这不是它
的一次露面 —— 上次是在夏季于皇家艺术学院展出 ——
这次是它第一次和其它两张摄影作品的同时展出。

霍克尼说他没有继续创作树的计划，虽然“观看大自
然的时刻是规则的。如果我突然改变了我的想法，那么我
们会继续做。”。
艺术家刚从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另一个家回到英国的
阴郁，但是，他并非消沉。
“如果你曾在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地方呆过，那么，

“我觉得它看上去很棒。效果很好，不是吗？”霍克

你就需要雨水。我曾经觉得存在昏暗的日子，但现在我觉

尼说。“想到这是在 Bridlington 的小房间里创作的就很

得只有 … 昏庸的人。”2010 年，霍克尼将在皇家艺术学

有趣 —— 虽然今天我有一间很大的工作室（两万平方）。

院上演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回顾展，将占领整个美术馆，

是个仓库。”这张巨型油画，据泰特估价在一千万英镑，由
50 张帆布组成，总共是 4.6 米 X 12.2 米。
展厅中的三面墙被冬天巨大的树木占领下制造了令

达到类似国宝级别的地位，虽然，他对自己同时持有怀疑。
“我抽烟，老实说我是个局外人，就像每位吸烟者。在英国，
情况是这样。”

人迷惘而不知所措的效果。霍克尼是一位提倡新科技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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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UCCA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八个中坚形象展！
UCCA
[楼主] 阿提巴巴 2009-11-25 15:27:49

2009年11月15日-2010年2月28日

参

展艺术家包括曹斐、储云、刘韡、没顶公司、邱志杰、孙原 & 彭禹、杨福东、郑国谷。
UCCA 筛选的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八个关键形象在今天集体亮相了！从黄大师的回

顾展再到八五的怀旧展接着再来“我们的未来”，现在又规划出了一个关键形象，八个中
流砥柱！一刀刀的切，一块块的分，混沌的中国当代艺术，经过欧洲 vip 系统的筛选逐渐
层次分明。活生生的一团混水被悄悄的下了一剂明矾，非要来个你死我活的阶级分离。总
结总结这就是 UCCA 登录中国的伟大功绩了！
喜欢带帽子的总会不停的讨论这顶帽子如何，不喜欢的人当然也就一笑而过了。帽子
只有八顶，北风那个吹，冬天那个冷！时到而今肯定有人要受风寒了！
从 UCCA 甄选的这八个中流砥柱看基本上都集中在 70S，虽然里面很多绘画，但是
没有一个是专业油漆工。个个都是多面手，人人都是巧手匠。在这一点上这八兄妹倒是很
有共同点。但是除去这一点还能找到一点什么共同呢？从艺术的角度也许在这个展览上找
不到什么噱头，毕竟大多都是老作品。从市场的角度说到是给不少有钱人反复的讲诉同一
句话“买这几个人有保障！有保障！”余音绕梁，三日不知肉味！黄粱一梦，前程似锦！
虽然不用把中坚的定义太放在心上。不过仔细想想 ：不分不知道，一分吓一跳！！
* 按参观路线出场，排名不分先后。

1. 储云
一进门就是储云的“杰作”，一个鲜花花坛，上面黄色的小花拼出一组文字“创作一件杰
作”。花坛矗立在大门口，花团锦簇很配今天的展览。进入大门以后就是一个个个杰作迎
面扑来。这个花坛在前段时间的法兰克福也展览过。除去这件杰作之外幸运星放在前台柜
子下，差点被人忘记。在里面的屋子还有储云杰出的“星空”在黑屋子里繁星点点。

2. 孙原 & 彭禹
刚享受完花团锦簇，马上就堕入孙原 & 彭禹的新作品。这个作品分别是他们 2 人各自想
出来然后组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发明了一个自动吐烟圈的机器，地上一排风扇吧烟圈呜呜
的吹到屋子的另一头，此时一个旋风扫把刷刷的旋转，吧烟圈几巴掌打的烟消云散了！
除了这个作品以外，孙原 & 彭禹还展示了 2006 在利物浦双年展制作的一组仿真老人。

3. 刘韡
在仿真老人旁边就是刘韡的“爱它咬他”这次还是狗咬胶，而且把拼接的建筑里面还加入
刚烧残的 CCTV 大楼。四周是绘画。在里面大厅是新近个展上那堵绿墙，已经几个根据宝
丽来照片切割的实物。

4. 杨福东
穿过挂满黄小姐之夜的照片，就是杨福东的新作“离信之雾”。9 个屏幕播放着 9 个片段，
总共 180 分钟。每个片段都完整保留每一条拍摄。工作人员不同的在放映机之间来回的
换着胶片。黑暗的展厅，光影闪烁，只听见胶片沙沙的声响，陶醉在杨福唯美的黑白画面
里久久不想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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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UCCA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八个中坚形象展！

5. 郑国谷
郑国把他的“帝国”小景搬进展厅。一个活动的门根据观众的感言来回的滑动，如同窜入
八卦莲花阵一样。仔细看这些画着的帝国风景的门都是一笔笔画出来的真资格的油画！

6. 曹斐
除了过道里面的 COSPLAYA 照片，曹斐给大家最大的礼物就是 RMB 城寨。一个巨大
的仿照 3D 建模结构的一个绿色小山立在展厅中央，钻进去就能欣赏 RMB 城市建造的录
像，旁边还有电脑可以亲自去游戏里面看看。

7. 没顶公司 + 徐震
自从没顶出徐震隐以后，没顶和徐震就成两个独立的法人。所以这次展览里面就同时出现
这两个名字。徐震带来的是那个黑客帝国造型的“一瞬间”（拍摄时正在休息）表演。没顶
公司除了搬来 9 月中东艺术展览一部分东西外，还新作了一个迷惑型新产品。一个由未知
数据表变成一个有机玻璃雕塑。绵延横亘在展厅里面。根据猜想可能和艺博会上那个 xp
桌面属于同一类型作品，一个很想当代艺术的“艺术品”。条条彩色加上紧邻刘韡的绿墙，
着实迷惑不少观众。" 看见就是障碍 ", 所以千万别被眼睛迷惑了。当然这次带来的布贴画
虽然是虽然是新作但是都是根据漫画而来只是不在是中东罢了。

8. 邱志杰
虽然老邱的作品在最里面其实刚入门就已经与你打了照面。一幅作品的草图就画在前沿
的墙上。老邱的作品不光埋的深而且还威力猛，整个 UCCA 全是他的味道，浓浓的墨汁
味！一个金色的花型池子里面盛满了墨汁（墨汁加水），一群乌鸦用棍子立在里面，一个
铁轨靠着墙树立着，十几个泵抽其墨汁从天花板上一泻而下，形成一道墨瀑布。灰色的墙
上用白色写满 11 月 6 日晚老邱能想起来的所有人的名字，如同繁星不满墙面。墨汁从上
泻下溅起层层水雾，含着墨汁让人没法靠近。也使墙面一大片被涂黑。最受其害的还是“一
瞬间”表演的演员，一直的呼吸着被墨汁浸泡过的空气 …… 喝的墨水肯定不少！
在墨池旁边是南京计划里面的葫芦，里面装着一些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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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唐人 RirkritTiravanija 个展别干了 !!!

[楼主] 阿提巴巴 2009-11-25 15:27:49

展览时间 : 2010.1.9 - 3.28
艺术家 : 里克力 提拉瓦
策展人 : 吴承祖
从中国的地盘上说道吃我们肯定会想到宋东，但是如果再搞的大一点，RIRKRIT 肯定就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但是和他结合更紧密的还是那本名
叫“关系美学”的散文集。
说到关系美学 RIRKRIT 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关系一词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魔咒，你终生都无法逃离的“原罪”
。从第一顿咖喱饭开始
RIRKRIT 就试着通过不同的方式把大家粘在一起，你吃到什么，看到什么，玩到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被粘在了一起。关系美学发展
到今天已经出现很多种分支。RIRKRIT，卡特兰，圣地亚哥……都是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强大的吸附力让我们很多时候被吞噬了也不知道。
再强大的力量也许也有疲软的时候。对于这种日常生活式的艺术形态就如同灰姑娘的晚会一样在兴奋之后不免让人感两手空空的失落。按艺术家
的话说他的影响力在于这个关系发生以后再展览之外产生的持久影响力。具体是怎么样的？在大雪包裹的这个冬天，有闲的人们可以去亲身体验。
一进门就是横亘的一堵砖墙，码的整整齐齐。刚刚被机器压出来的砖头摆放在展厅正中央。有两个工人在往砖头上印中文“别干了”其中一个专
门负责给每一块砖头编号。据说共制作 14086 块。在中国这个数量的砖正好可以来建造一个最简朴的砖房。在现场还有销售，30 块人民币就能买
一块印着别干了而且有编号的砖头回家！真乃报仇，打劫，拍人，垫桌之必备良器！
在砖头的背后 2 个高大的用竹篾编织的两个高楼，一个是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模型一个好像是北京国贸三期模型。里面圈养着一些漂亮的金丝鸟
和各式的鹦鹉。
在旁边的小屋是 RIRKRIT 的招牌动作“吃东西”
。这次不是咖喱而是豆腐脑和油条。据说是穿胡同逛小巷找来的地道北京小吃。在豆腐后面的墙
上贴着一排这次展览工人们的名字。在豆腐脑旁边还有一个大奔的模型，上面摸着很多“奶粉”
。
整观展览，砖头，仅有的 14086 块砖头，写字楼的高楼，金丝鸟，鹦鹉，豆腐脑，大奔驰，还有奶粉。强大的意义吞噬了人们的自由思维，不得不
往一个共同的地方思考。隐藏在背后深处的所谓关系此时还有多大的作用？
在混乱而和谐的中国从来不缺异想天开的聚会。一碗豆腐脑，一块板砖，一个大奔，一把奶粉，一个寂寞而已！但是在这个寂寞之外还有千千万万
的寂寞在随时发生。来来往往，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嘻嘻哈哈，过去了，又来了，关系在另外一面成为了昨夜的烟花。寂寞如斯，冷暖独自知！

泄密的心—上海 jamescohan 画廊现场！

[楼主] 活泼 2010-3-11 20:36:18

汇集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泰国等地一批活跃在录像实践前沿的艺术家们的近作，以期在展厅的 " 黑匣子 " 间一窥近年录像艺术创作叙事手法
的多样性。1843 年，美国小说家艾伦 坡的同名短篇作品藉由诡异的叙事铺陈了一则迷离的哥特小说。" 叙述 "，在字里行间被赋予迷一般的魅力。
而这种陈述也是蛰伏于本此展览的幽灵。
两度折桂戛纳电影节的泰国电影导演、
录像艺术家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的录像装置
《莫拉克
（翡翠色）
》延续了 Weerasethakul
《正午显影》
、
《热带疾病》等电影对个体记忆、体验的魔幻现实主义般的陈述。短片以 20 多年前泰国经济起飞、柬埔寨难民涌入为背景，舞台即是莫拉克这家位于
曼谷市中心的开业于 1980 年代目前已遭荒废的旅店。在满目飞絮、
人去楼空的房间里，
艺术家的镜头扫描着空间与静物的每一寸。三位旁白轻声细语，
呢喃着少年往事，回忆的苦楚与等待的酸涩随着镜头与对白的平行推进而弥漫着这个被一盏微绿孤灯点亮的陈年空间──讲述故事的三颗孤独的灵魂
就像 Karl Gjellerup 小说《The Pilgrim Kamanita》里的双星，互述心事几个世纪，直至陨落不再。
《泄密的心》里另一则秘密来自日本艺术家 Hiraki Sawa 静谧的黑白双频录像《出乎意料》
。 这部录像充盈着东方的禅意，氤氲的黑白画卷里故事是
无言。素来以营造轻盈的剧场感见长的 Sawa 在这部短片里徐缓地交代了两个远近相错的视野，一厢以黑影斑驳的鸟笼开篇，以静物为主角捕捉了时
间的消逝 ；而另一厢则铺开一副旷野悠悠人影渺渺的空间图景。
同是静默的剧场，来自杭州的年轻艺术家程然其作品《野鸽》亦以暗房中鸟禽为故事的源头。在漆黑空落的棚里，一屋鸽子栖息于日光灯光之上。
随着 光线介入，惊诧的鸽群纷纷振翅飞舞，戏剧地导演了一出怪诞的现代舞。
《野鸽》淡化了程然先前作品里对生活和青春年少的刻画，代以鸟的行
为表演对人际周遭作了一场内省、拟人化的剖析。同样来自杭州的年轻艺术家李明用镜头记录了一段青春动人的行为表演（
《XX》
）：两名男孩背对背
地坐在郊外田间，两人如粘连的双胎一样被衣物纠缠在一起，通过漫长的蠕动般的肢体表演，两人不为人察觉地互换了上衣，而感性的交流却是跃然
纸上。
现居于上海的艺术家张鼎在其多频录像装置《雅布莱之梦》中构筑了纷繁庞大、
充满野心的

一个浸淫在游戏文化以及像素图像世界的创作者来说，

《重启》是对昨日英雄主义、战争电影的缅怀和拆解。
纽约的动画艺术家 Martha Colburn 的《一加一即生活》以一个万花筒式的视角重新读取了神奇女侠（Wonder Woman）
、好莱坞式的车祸、骑警
等诸多电影符号，以轻柔忧伤诠释了暴虐不安的片刻。这些角色呆板的肢体语言，穿行在镜面的折射里，充满了对现实的无力感，最后故事随着画面
里逃逸的心而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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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总动员——谁说这不是一场盛宴 ( 上 )

[楼主] 蘑菇开花 2010-2-11 23:26:24

在参观展览之前，听完隆长的中翻英，英翻中，再翻英讲座。有人打起呼噜，文化
领事馆某官员夫人白了他一眼，也没见醒。 其实是挺不错的讲座，谈到英国文化以及
英国艺术家的焦虑，顺便也提及了中国的。大家都发现此次展览收藏到的作品都不是特
别出名且红极一时的。
有观众忍不住保守得问 ：你们这次过来带来的作品有没有受到此地文化审查？
负责人 ：你们看到的已经是审查后的结果（众人默然）
艺术家成名前收藏家没来得及出手，等到人家功成名就，再后悔莫及。此次展览呈现出
的 YBA 作品缺失，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所以，有人说此次展览不具有ＹＢＡ真正的实力，但对于咱们这样的后浪能
在自家门口看到前浪如何翻滚也不为一件快事。
1 楼大厅里那么多琐碎的小作品，把众多观众都蒙了，他们其实出自一个艺
术组合。这样说是不是方便理解了。目的是成列了他们认为在英国民间的生
活方式，而在他们看来是当代艺术的作品。小编个人觉得特别绕特别囧。
再来说说海报，别以为是艺术家马克特别为展览定做的作品，其实是他一个
系列的一张

Art-Ba-Ba 网友说 ：
[ 地板 :3 楼 ] guest 2010-2-10 16:20:31: 不过都是

Art-Ba-Ba 网友说 ：

抄袭模仿时尚插图，骗骗不懂艺术的还行

[31 楼 ] guest 2010-2-

[4 楼 ] guest 2010-2-11 0:35:29: 江 郎 才 尽

12 18:03:36

喽！ SHOW 场，SALON， 就 是 不 能 算 是 ART

楼主辛苦

SHOW ！可悲啊、
、

[32 楼 ] meishuben

[5 楼 ] guest 2010-2-11 10:18:17: 以次充好的典型

2010-2-23 8:02:58

人物

我太无知了 .. 没一个认识

[7 楼 ] guest 2010-2-11 12:37:35: 甜品背后是有故

的

事的
[8 楼 ] guest 2010-2-11 18:09:51: 过去图解，现在

甜品 --

周铁海上海 MOCA 个展现场 !!!!!!

[楼主]活泼 2010-2-10 14:28:13

图文解
[10 楼 ] guest 2010-2-16 5:16:44: 周 老 师 太 聪 明
了。
。

周铁海从 2005 年开始创造了一系列法国甜点例外交官（diplomate）
，法官（juge）
，部长 [11 楼 ] guest 2010-2-17 11:26:16: 画得不大好啊
（ministre）
，老师（prof）
，警察（commissaire）
，告密者（sycophante）
，舞蹈家（caroleuse）
， 干吗还要画呢
洗衣女工（blancheresse）
，金融家（financier）
，小丑（bouffon）
，捡破烂者（chiffonnier）
， [12 楼 ] guest 2010-2-17 13:13:52: 典型的 对当代
破坏者
（sabotajnik）
。
。甜点的菜谱都由一些法国厨师发明的
（其中几个甜点已经存在像
“外交官” 艺术的误解，这类艺术家还有彦磊等
这种，但菜谱都重新被调整了）
。

[14 楼 ] guest 2010-2-20 14:52:57

2009 年法国当代艺博会 (FIAC) 的时候，周铁海跟法国厨师 Richard Toix 合作了，准备
了一系列甜点放在香格纳画廊摊位里。这次展览也请了这位厨师合作。
现场提供一些命名自制甜点，但是因为限量供应，没有口福品尝
听朋友说吃了一个叫洗衣女工的，无比美味。 没吃到甜点，只能拿回甜点的单子意淫 ：
400 多幅绘画作品依次盘旋在空间
走到绘画的尽头 (2F)，是一篇金色印刷的法语文章，内容大致是 ：每个甜点有自己
的故事、来历。这次展览就介绍了 La Caroleuse

舞蹈家 ，一篇 10 页的文章介绍这

个甜点的特色，它的名字的来历，等等（ Caroleuse 这个词的来历从中世纪开始 ：几个
人拉着手围城一个圈、跳舞、唱歌。以前 Caroler 的意思也就是跳舞的意思。[...] 这个
甜点是用一种饼做出来，软的但也不会塌下来……）通过这个介绍作者把历史里的许多
人物、作家、作曲家、事件跟一些配料描述、舞蹈风格、等因素都穿起来，连在一起（连
“大鼻子情圣”
都提到！）
。
这个说明里涉及到的所有的因素都被画出来和展出在此展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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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算不如天算之砖家预测 第一波
[楼主] ba-ba-ba 2009-12-14 23:14:26

江湖人才辈出 , 无奈积雪重压难出头 , 大小展
览没少蹭 , 得到反响寥无声 , 今朝有酒今朝醉 ,

新

人如此辈出只待出台何时

醉后醒来依布衣 .

之外 , 杭州本土对当代艺术几乎没有关注 , 没
有当代艺术机构 , 没有当代艺术画廊 . 可以说
是有摇篮没有卧室的感觉 . 杭州本土的艺术家
只得分流到其他地方 , 使得杭州这个很适合居

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三代年轻艺术家 , 他们都无
法摆脱当代艺术的”模式”, 模式从何而来 , 从

西安年轻艺术家 ：

西方知名当代艺术家 , 从上一代被西方接受的

西安年轻艺术家比较典型的抱头大家一起混， 去的一年 , 杭州年轻艺术家想摆脱杭州么有本

中国当代艺术家 , 网络时代资讯的便捷恰恰史得

壁虎青年在过去的 1 到 2 年非常活跃，现在很

土当代艺术这一魔咒 , 展开了一月一次的小制

他们更加迷茫 , 他们的思想和情绪是种复制 , 在

多展览上西安年轻人开始打西安牌，但是个人

作 , 目的是让本土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不要

加之年轻人过于的自负与自私 , 认为自己所属的

呢？群体是群体，群体是个人的助推器，我们

自暴自弃 , 要从生产作品着手 , 让外界关注杭州

艺术过于高尚与精英化 , 各地域之间又不像上

拭目以待这个个人是谁。

的当代艺术 , 但事与愿违 , 一次又一次 , 我们看

一代艺术人那样抱团死磕 , 往往都是各自闭门造

四川当代艺术家 ：

到了小制作的产量却没有看到明显的质量 , 小

住的地方变得不怎么适合搞当代艺术 . 回顾过

车 , 缺少碰撞与交流 , 往往都是片面的看待其他

一个现代艺术多于当代艺术的地方 , 一波又一

制作这一品牌效应超越了他的实际收益 . 我们

作品或者事务 . 科技的发达 , 或许是一种慵懒的

波的架上达人前扑后进 , 长江前浪推后浪的 , 推

只记住了小制作 ,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里面有谁

借口 . 但是无论如何，长江后浪推前浪，不管后

的满江的松节油味道 , 沙滩也变成了费颜料渣 ,

或者曾经那个作品让人记忆深刻 .

浪是大浪小浪，能冲就是好浪，凡是抛头露面的， 不可否认四川是个创造财富比较稳健的地方 , 但

双飞 : 毕业于杭州美院 , 他们排斥别人说他们

在这里。

对于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只有期待再期待 .

学院化 , 所以产生的抵触情绪转换为荒诞的庸

北京年轻艺术团体 :

上海年轻艺术团体 :

俗的异装癖 , 而且只是出现在某些展览活动现
场 . 双飞成员各自又有各自的艺术方向 , 口味各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点粘 , 北京永远不缺艺

上海年轻正处于势力人多力量小的局面 , 大小

术家 , 年轻艺术家一开始就在终点站蹲点或许

展览机会也不比其他地方来的少 , 但往往是雷

不算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 虽然北京的机会非常之

声大雨点小 , 归根缘由其实无在乎状态低迷 , 主

多 , 但没有较好的人缘关系想在北京立足还是

动关能性薄弱 , 说的比做的好 . 在加之身处繁华

困难重重 . 在过去的一年里 , 老艾的助手赵赵算

的美丽大上海 , 各种诱惑各种幻想各种声音充斥

是北京年轻新势力的芽尖 , 时常出现在一些群展

在他们的耳边 , 但就是激发不起他们的创作灵

之中 , 今年在顶层也做了个展 , 从作品中我们可

感 . 张鼎今年做了个展，还参加了几个大展览 ， 艺术家把自己也晒成了黑人 , 曹婓等壮年才俊

以毫不费力的看到老艾的影子 , 对于物质的迷恋

作品都做的很“大”
，是其中比较出跳的。不看

先后去北京站寻求新发展，广州继续在默默的

情节 , 以物抒情的方法 , 媒体在评论赵赵的时候

别的，光看体量，再年轻人中也算少数。

生产属于他们本土的艺术新势力 , 前面提到的

常常会有错觉 , 往往不知不觉写着写着就拿写老

杭州年轻势力 :

曾经的黑人胡向前也在今年开了新的空间 . 广

艾的方法来写赵赵 , 这种意识上的幻觉使得大众

作为传统中国艺术人文界的重地 , 当代艺术在杭

州艺术人以人一贯的小胜靠德，大胜才靠智的

觉得赵赵就是新北京年轻艺术家的代表 . 不知

州好像有点无从下手 , 在杭州除了中国美院的几

方式坚持对当代艺术的热衷 .

这样的幻觉对于北京新生力量是刺激还是消极 .

个当代艺术专业学科 ( 新媒体 , 以及综合 材料 )

有不同 , 这样的组合只不过是发扬中国特色传
统”人多力量大”. 其实他们自己都很清楚 : 要
冲出双飞走向世界 .

广州年轻艺术家 ：
这一黑人莫名其妙多的地方 , 使得有个年轻

Art-Ba-Ba 网友说 ：
[8 楼 ] guest 2009-12-15 2:34:22: 其他地方就没了吗
[14 楼 ] guest 2009-12-17 18:24:19: 地域划分的方式比较武断阿 ~~ 这些群体和艺术主流的趣味基本重叠的，新鲜点的可能会出自这些群体之外
[15 楼 ] guest 2009-12-17 19:16:40: 新鲜不管用，真正有突破的，肯定还是这群里面分化出来。不要小瞧现在的趣味相投！这只是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接
下 来的发展才是见分晓。老年朋友一味求新，是没有结果的。说句老实话，这样趣味根本就没发挥出来
[16 楼 ] guest 2009-12-17 19:40:43: 楼上所说的结果前提有二 ：一、谁能保证完全没走眼？二、谁能完全控制趣味和趣味的完全相投？年轻朋友一味自信，
也是没结果的。说句更老实的话，连新鲜都做不到，谈何突破？
[19 楼 ] guest 2009-12-22 22:01:57: 赵赵傻，双飞嫩 ；广州笨，杭州呆，壁虎原来是人才
[21 楼 ] guest 2009-12-25 17:00:13: 赵赵据说为了充当 80 后，找当地的关系，把年纪改小了好几岁，真的假的
[23 楼 ] guest 2009-12-27 19:35:48: 不如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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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谁更中坚 2010 谁更中坚！！
[ 楼主 ] 蓝色小丸子 2010-1-19 6:40:42
不要紧张先说个笑话 ：

预测风骚的人选上有一定重合，但是不同之处
在于 ：风骚是从外部映射内部去寻找与之可能

样的气质成就了不同两个人。那么接下发展会
这样？郑国的潇洒浪荡不羁终究还得回到规则

的艺术家，而这一次是从艺术家内部开始向外

中来，何仙姑爷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还的从

张的跑来对大蛇说 ：
“大蛇，大蛇，你说我们有

面看艺术的可能。

仙界回到人间，一个面对的是对体制的矛盾调

毒？”

储云 & 曹斐 ：

和，一个是对自身新思想的调适。水滴终极的

有一条大蛇和一条小蛇，忽然一天小蛇慌慌张

大蛇漫不经心的问道 ：
“怎么了？”

在专家预测和大仙推算里 2010“储云星群“将

杨福东 & 没顶（徐震）

小蛇诚惶诚恐回答“我不小心咬到自己舌头

继续燃烧并且将更加发光发亮，曹斐就更不用

了！”

说了，一直就是被宠着的。在这个燃烧背后还

下面即将进入正题 ：

将出现一团熊熊的烈焰吗？消费的力量如同黑

在 UCCA 的展厅里是 8 个 GG MM 笑了。当

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是的先澄清一个概念， 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好不容易酝酿起来的高潮

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死亡以后，杨福用他特有的

早期的艺术创作到现在不是 7 个妹妹笑了，

这个讨论不是在说谁是中坚，谁不是中坚。而

在那一瞬间的抖震之后就逝去了，如何坚挺下

是想讨论够不够中坚。中坚是个圈套，但是中

去，当然“喜多芬柠檬酸盐”是起不了作用了， 的国际友人。在这种标准化的东方幻想的感召

坚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状态 . 所以在讨论的时

那接下来可能性在什么地方？从关系美学的发

下，更有不远万里来此默默无闻独自在研究杨

候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掉进圈套而进入必要的状

展视野去看，经过 RirkritTiravanija，卡特兰再

福作品的铁杆粉丝，此等待遇非一般艺术家能

态。

到圣地亚哥的对抗美学，之后再出现无身份和

享受。自竹林七贤之后，杨福在随后的几个作

自主性的追求，
“维他命“麾下的艺术家都是在

品中巩固着自己坚实的气质。在 07，08 的《雀

为什么必要？因为中坚这种状态是具有可预

气质与情调勾引着很多粉丝，尤其是金发碧眼

测的，可相信的，着实可靠的一种未来可能性。 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里找准了一个精准的位置， 村往东》
《青，麒麟》时有过明显的突破性尝试，
不是新新人类带来的那种萌芽一般的希望和憧

让自己显得多么有存在必要，从商业模式说这

在最近的《离信之雾》这种尝试经验还是返回

憬般的美好想象，而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力量！

叫按需服务。虽然很对胃口，但却就是因为太

到了他最熟悉的地方，在这种反复的尝试中我

所以讲中坚这个话题不是归纳总结，盖棺定论

对胃口而同样染上了关系美学这类日常性艺术

们不只是感觉到了作为中坚的力量，更看到了

似的表彰大会，而是要拨开云雾批评自省后的

形态不可避免的病毒，而且又因为执着于对症

敢于咬自己舌头的勇气。

未来展望。

下药而使之失去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能不能坚

把这 2 个人放一起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相似性，

挺？…. 看来还得先咬咬自己舌头，看看自己会

他们之间唯一的相似性就是同在一个屋檐下，

自己的精神导师吴山专。不要慌，不要慌……

是否毒发身亡？

共在一家画廊里。所谓物极必反正适合这 2 人

这不是抢板凳游戏，你坐了就不能我坐。吴山

孙原 & 彭禹

在一起的原因。自 2009 之后徐震已经“尿遁”

有人说中坚长大了，要革命了！中坚还请出了

专也不是精神导师，而是大家的发动机。找板

记得 Rirkrit Tiravanija 在 UCCA 讲座结束的

消失，这根“如意金箍棒”现而今已经变成了

凳找位置的人是想历史给他一张饭票，比如去

时候一个外国老大爷提问时说的话 ：
“你的作品

没顶公司。这个金蝉脱壳带来的可能性已经让

moma 镀镀金，到什么宫过过油等诸如此类的

我 90 年代在西方看见的，那时候就像东方吹来

没顶忙的不可开交。从艺术家个人的角度说，

一些列养老行为。这些都不能算作中坚行为。 的一阵清风一样那么让人轻松，那么不像是一

这次解脱是对个人的解放，从对个人的可能性

中坚不是养老保险，中坚也不是老油条。对就

个作品，但是进入了 21 世纪来到了中国，为什

开发转变到对艺术本身的可能性开发。当一个

是老油条！就像刚开始那条大蛇。漫不经心的

么这次看上去那么像作品？”Rirkrit Tiravanija

艺术家不再仅仅专注如何创作一件杰作的时候

那条大蛇。

当时没有回答，而是腼腆的微笑了一下。二位

还将做什么呢？是要静观其变呢？还是要赶紧

伉俪能否帮 Rirkrit Tiravanija 回答一下？

下水以身试法？当然没顶同样要面对很多质疑，

郑国谷 & 何岸

团体创作？画廊模式？和各种形式擦边的没顶，

中坚，中坚，中坚！中坚就是小蛇那种自我
怀疑咬舌的行为！
当然所谓的中坚不光要有咬舌般的怀疑精神，

阳江好青年郑国谷与通县好少年河岸在一定

还需要在不断的出击中给大家一个更加清晰而

还不能阳虚，更不能阴虚。所以中坚是不能靠

程度上属于一种类型，虽然说按 UcCA 的中坚

明确的形象。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便徐震藏起

色小药丸吃出来雄风的！

标准很难把这二人放一起，但是在这里并不妨

来，抛出一个没顶参与到这个名利场来角斗，

虽然我们要的中坚并不一定就是 UcCA 给我们

碍吧 2 个人放在一起讨论。二位好青年一直都

但是他使用的计量其实还是他作为个人的时候

的那个中坚，但是这个说法是它抛给我们的， 在自己的世界里营造着他的帝国世界。在这个

使用的拳术，而这一点对于他建立公司化的初

要解开这个包袱还得先从那道旋转门钻进去， 帝国世界里时而留出一个豁口时而又紧紧密闭。 衷是相悖的。公司的特性没有展示出来，作为
从头说起。当然这次预测很大程度要和前一次

两人的作品都有着个人独特的气质，也正是这

公司化运营的特别之处还未成让人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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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怎么化解这个魔咒才是一个最致命的关

的张慧的创建到随后的几次展览，马赛克瓷砖

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结束 ：

键。环顾无人只好自己解决。只道 ：一场寂寞

的拼绘出了另外一个王卫，并也安家落户到了

凭谁诉，只能呆到丛中笑。

北京的也许将从这个角度给绘画带来新的气象。

刘韡

剑厂一个画廊。进入香阁纳以后的石青也在最

用两个字形容刘少爷那就是“我顶！”
，这个

近从纠结中盘旋进另外一层空间，虽然还在继

“我”不是胡说八道的我这个我，而是他自己。 续纠结但是浙江是另外一种状态了。至此后感

从内心说我们激烈的渴求着中坚的坚挺，但是这
种渴求又在一定层度上僵化成镣铐死死的铐住我
们。我们追求的不是坚挺与否，而是求够不够坚
挺。也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因为什么而什么什么之后
落下心理阴影。如果说上一波人是垦荒，那么中坚

在预测 2010 今后两年艺术可能性的时候说到

性的“余孽”们基本上全部被收编了。面对收

过抽象型艺术的发展，在观念继续深化与形式

编后的发展这三人面对的困境难度其实并不比

一锄，这种精耕细作必然就将面临专业化，市场化，

抽象化的双重转变中，老的创作思路与方法将

上面二位难多少。也正是种未被全部开发了解

体制化的新挑战，一方面他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制度

被彻底淘汰，刘少爷用“我顶”的气势把刘氏

的状态给予大家一个希望的期待。花开二度几

但是同时又要打破这样的制度。在接下来的 2010

风格做的风声水起，当然在这种强烈的设计感

时来？

谁将成为坚挺的中坚？在这个不断需要标榜才能意

背后隐藏的危险也是如同丝丝寒意般刺人心髓。

杨振中 & 阚萱

如何在“我顶“的气势下避免“外强中干”的

作为中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当上了爸爸妈

这股力量将是带着中国当地艺术开始精耕细作的第

识到自己存在的时代，此时的中国艺术恰恰是那个
敢于最不想成为中坚的中坚将带来一股新鲜的空
气。

嫌疑 . 那就是下一个需要用牙啃掉的啤酒盖。

妈。当时有人说 ucca 应该是九鼎之尊，而这尊

邱志杰

说的便是奶爸老杨。其实 UCCA 是 5 个也好， 话全凭胡说八道为博大家一笑。搞首苏东坡的小诗

作为超级赛亚人的邱老师，不光会说，还能做。 8 个也罢并不妨碍我们对中坚的理解。杨的作
当然有不少观众认为他是做的没有说的好，也

品从实实在在的生活里轻轻松松的出来又实实

至于有人称之为话痨型艺术家，从总体艺术到

在在的回去，在这个看似平淡而巧妙的过程里

艺术治疗，长江大桥为基点的扩散式发展，老

捎带着幽默把生活和日常事物的本质暴露在这

邱在激动的寻找着自己最大可能性 ：从奖状到

段体验之中。这种“我在生活”的状态也同时

皮影，从墨汁到水牛，
，从马远到铁轨，老邱一

体现在阚萱的作品。从细微处入手把特殊的体

个一个的解决大家的质疑，缺钙补钙，缺啥补啥。 验灌注进去，留下他们特殊的印记。当我们开

中坚之问题如鱼饮水，冷暖各自知。所以此等闲
结尾：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
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Art-Ba-Ba 网友说 ：
[13 楼 ] guest 2010-1-20 5:16:58
是有点肉麻了 ....
[15 楼 ] guest 2010-1-20 13:37:24
可以自我推荐不？咱也想上位。
。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坚类型的艺术家都在进行

始疲倦维他命风情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生活

着这种类似项目化的艺术创作，从更大的结构

的别处，其实有着另外一支不一样的体验在我

里来讲述自己的想法。这个对老邱来是一个比

行我素的活着。由于个人差异很难说这样的气

较拿手的方式，但也是因为大家对这些结构里

质具有风靡的趋势，但是这种真实的生活状态

单个艺术品形式的质疑成了水桶最短的那块木

比起上述我们看似厌倦的机巧情趣来更有种让

板。在一个更完美的载体出现后，这一切也将

人贴心的自省。这种未被完全发掘的气质对疲

不再是问题了。有诗云 ：四十年来寻剑客，几

软的现状是一种新的可能，从中坚本身来说是 【人算不如天算】生意欣荣！恭喜发财！

逢花发几抽枝。 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

一个不错的有待继续开发的补充，更重要的是

不疑。

“回暖”这个词听到泛滥。
对于中坚之后的那一辈人来讲是个很好的启发。 慰自己，

后感性之后 张慧，石青，王卫

当然这些更年轻人的还在陶醉自己的生活，忘

讽刺的是已到深冬季节，这个词终于搁浅，可

记了早已经存在的这条线。接下去的路看起来

是大家都发现，真的暖起来了。

从北影厂的联合现场再到站台的那次乱伦之
后，加上市场的崛起以及内外各方面的条件的
变化，后感性群体便开始各自创作之路。乌导

很迷茫，却又似乎又充满很强的希望。

王兴伟

为啥总轮不到！
[20 楼 ] guest 2010-1-22 1:29:28
还有我，岳路平

2010 画廊爆料生意欣荣
[ 楼主 ] 多啦 A 梦 2009-12-31 17:06:01

从年初到现在，大家一直用美丽的谎言来安

姑且不论真暖假暖，大家也都该开始为 2010
年做准备了，一边顶着严寒打年货，一边幻想

因为业务繁忙更多时候成了周末娱乐的票友玩

在预测 2010 风骚之时就说到过王姐夫。从观念

明年的春暖花开，多么诗意。

家。5、6 年之后的今天，除上面已经成功转型

深化的角度上看，老王和吴山专是拴在一根绳子上

春天在哪里？在 baba 这里。

两位后感性，剩下的张慧，石青、王卫三人之

的两个不同的蚂蚱。虽然个头不一样，但是都属蚂

不相信？且听多啦 A 梦细细道来。

间如同随着岁月带来的相貌变化一样，越来越

蚱一族。老王的幽默一直很吸引人，也正是老王的

先感谢 2009 年经济危机的清洗，还能留下来

不一样了。用老汪的话说，张慧的画制造一种

幽默一直让他很老王，这似乎又成了某种负担。有

发发光的，不算是金子也是银子。画廊空间倒

延时给人一种短缺。从装置和表演转回到绘画

诗偈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

闭搬家换人的噩耗一直不断，坚持做展览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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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买的还行的也有，可是大家一聊 天，都先

最土鳖最有钱的画廊，据说明年继续走实践艺

要先叹一口气，一切尽在不言中 2010 年可不

人说去吧”的姿态。而且由成熟艺术家带领新

术路线，旁边两个小房间给年青艺术家，大厅

人一起做，降低一些被人不屑的可能性，所谓

能这么过了，看，世博会来了，艺博会也来了， 用来请大师来装门面，一拖二，这种尊老爱幼

的成熟艺术家，本来就应该懂得提携后辈，否

再安静下去成何体统，不扑腾扑腾岂不是对不

的传统还是值得大家点点头的。

则不值得尊敬。

起“艺术是先锋“的口号？

名字最革命的空间，喜欢红色的幽默是理所当

冲着做生意来的画廊，并没什么可指责的。商

都开始秘密谋划，但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先爆

然，好兆头嘛。只是会不会又被艺术家弄成菜

业行为的过程中，也有起到传播文化艺术的功

点料，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市场卖对虾，那就难说了。

能，商业跟艺术的辩证关系好比考试分数跟考

于是各路朋友也

上海

广州

生智商 ：用商业来体现大家可以明白的艺术价

以小资为自豪，以排外为骄傲，以品味为外表

被投诉以权谋私加入 ArtBasel 的这一家空间， 值，但是艺术的真正价值并不以商业为衡量标

的上海，空间画廊也不免沾染了这些特点，尽

一向走的是亲老外路线，人家要什么，它就卖

准。

管标榜自己从来不看市场，可怎么听说某空间

什么，虽然知名度高，但是貌似少了那么一点

2009 年的泡沫是否去的干净呢？大家仿佛还在

打算用名牌策展人来打造贴金包装呢？或许今

点弘扬中国当代艺术的责任心。它的正面榜样

等待一个新的神话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空间

年的 ArtView 艺术权利排行榜还是有用的，分

是北京的 Boers-Li，人家老板也知名，但知名

析来分析去，策展人是榜单的宠儿，唉，时尚嘛，
追一追潮流，也是上海风格。请谁来呢？大家
闭上眼，搜一搜脑海里今年各大博览会出现频
率最高的那几个策展人名字，答案就在其中哦。
只是，代价不菲的出场费是否就能换得客似云
来？到时候是看展览还是看策展人就看个人嗜
好了。
虽然一直有谣传说要被南方替代，哪里那么容

度却是用来把中国当代艺术家往外推。
爆料完毕，总结一下 ：其实开画廊本来就是打
开门做生意的事情，尽管是有普及文化的一部
分的责任与义务，但是也要吃饭哪。所以各自
使出解数都是同样的目的，将艺术发扬光大的
同时，名利也是目的之一，手段高低就见仁见
智了。砸钱也要砸到刀刃上，不是简单的到处

与画廊虽然操作方法不同，但是都知道太忽悠
的肯定玩不转，怎么样也要踏实一点做几个好
展览，介绍几个好艺术家， 卖几件好作品，既
然今年市场动静不大，艺术家们肯定都把时间
用在创作上了，穷则思变，好现象啊。
一个人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是看得见的。画廊
跟空间也不例外，市场更不例外。

发广告，做宣传就能赢得大家首肯的不是？毕
竟咱们还不是开酒馆的，没有艺术味道的艺术

易，也不看看 798 里多少大亨。放在那里装修

活动就算请了天王巨星政坛要人，还是会被大

一年半载都不用考虑租金的，更不用说经济危

家唾弃。

看好你哦，2010 年！

机也照收门票不误的，一个展览内部改造一次
的，有钱 ；也有做学术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同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时也掠财不误，你能说什么？强悍。

请明星策展人来撑门面，如果做好了是功德一

签了大牌艺术家，市场当然有保障，哪怕不做

件，做的不好可就遭人话柄，但还是有一定的

展览也没关系，这样还有噱头，开一次展览轰

话题性，既然是明星策展人，与之相关的艺术

动一次，好过一年连开十二场，场场不热的好。
所以说外国画廊会做生意，你看，把展览硬是
做成盛会，这手腕多高，就差收门票了。
说到收门票的那一家，也是因为恃着每次活动
都跟名人沾边，或者是跟奢侈品有关，想看，

Art-Ba-Ba 网友说 ：
[7 楼 ] guest 2010-1-2 10:03:47

家，画廊，看展览的人群，方方面面都要花心

正面榜样是北京的 Boers-Li，人家老板也知

思。请了一场，要是让大家失望，或者反应平

名？？？

平，那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多开几场有意思的展

是人都知道霹雳的口碑有多差

览，为活跃度加几颗星。

问问霹雳手下的艺术家们，
，
，煞笔你写的什么

学术听起来迂腐严肃，其实事事都需要它，只

呢？！什么算命阿，这批文章写得太差了，瞎

是用语言表达总显得苍白无力。请低调却又有

XX 写，文笔又差

拿钱来。好吧，据说明年有一位死也不承认自

不信你可以

好评度的艺术家来参与，也不是没有风险，当 难怪都没人顶！！！
己是艺术家的艺术家来做客，这倒是挺稀奇的 ； 年的红到发紫为以后的能否超越埋下了障碍，
[8 楼 ] guest 2010-1-2 12:47:41
哦，还有一位喜欢自然天气的外国艺术家好像 如果能创新高，连着学术也让人刮目相看一把 ；
明年有好戏看了！
也要来，没结果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刚结束， 反之呢？连同学术一起被人扔进泥坑爬不上来。
[10 楼 ] guest 2010-1-3 23:36:08
不知道会不会刺激这位大自然爱好者创作出新 但是这种精神还是需要大家鼓励一下，勇气可
想说啥就说啥，何必吞吞吐吐，达拉了半天，
作品，多啦 A 梦也很期待，不就是一张门票么， 嘉嘛。
也闻不到一个屁臭味来
走实验路线是很聪明的做法，既然是实验，
买就买。
就没有先例可比照，自顾自的走，一副“让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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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 ba-ba-ba 2009-12-28 18:00:40

特纳奖 —— 理查德 赖特

年度博物馆群展 ：" 图片的一代，1974-1984

特纳奖以画家透纳（J.M.W. Turner）命名，由

CK 收藏年度新艺术家 ：Ryan Trecartin（瑞安）

泰特美术馆组织、举行。颁发给 50 岁以下英国

Rob Pruitt 奖 ：辛西娅 普拉斯特 卡斯特

视觉艺术家的年度奖项。每年公布四个获提名

年度画廊个展 ：曼佐尼 ：回顾展

者。准备期间，特纳奖候选人都受到媒体的批评

年度博物馆个展 ：马丁基彭伯格 ：问题透视

意见。人们已将这一奖项与概念艺术联系在一

年度作家 ：杰瑞 萨特茨

起。 艺术家通过前一年举办的展览选拔。大部分
艺术家是第一次为公众所知。一些后来成为泰特

平丘克艺术中心奖 ——Artemis Volokitin

美术馆董事会成员。

由乌克兰顶级藏家维克托 平丘克刚发起的平丘
辛迪 舍曼是个异数。30 多年，她的主角永

克艺术中心奖。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年龄必

远是她“自己”。她以出神入化的化妆术化身为

须在 35 岁以下，奖金为 10 万美元，但奖金中至

一个个角色，配合特定的场景留下一张张意味深

少有 4 万美元要用在新作品上。与著名的特纳奖

长的影像，观众几乎无法从这些照片中辨认出艺

和 Hugo Boss 奖的不同之处在于，该奖项接受

术家本人。曼雷奖，以奖励她长期以

来自网络的大众提名。

来对艺术创造无穷可能性的不懈探索，以及
对当代艺术的深刻影响。

新一轮的平丘克计划将在 2010 年的 6 月
份公布 20 名入围艺术家并在基辅展出他们的作
品，最终获奖者将在明年的 12 月揭晓。据悉，很

古根海姆年度艺术奖项

多著名当代艺术家如达明 赫斯特、杰夫 昆斯

西勒

古根海姆创立 50 周年之际推出一个全新的年度

和安德烈亚斯 古尔斯基会被邀请做候选人的导

赖 特（Richard

艺术奖项。，共颁发年度艺术家，年度策展人，年

师，因此即使不能获奖，入围的艺术家也有理由

度新艺术家等 10 个奖项。

高兴。

《卫 报》的 资 深 艺 评 家 艾 德 里 安
（Adrian Searle）说，理 查 德

Wright）的壁画“一切都很美妙”。
据《卫 报》报 道 ：理 查 德

赖 特 (Richard

古根海姆博物馆宣布了首届 Rob Pruitt“年

Wright) 的作品在本质上，是无法被取下来，进

度艺术奖”的获奖名单，这一奖项是艺术家 Rob

行买卖的，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是游离于艺

Pruitt 策 划 的，以 评 选 表 演 艺 术 为 主。Rob

术市场外的。2010 年 1 月 3 日展览结束后，赖

Pruitt“年度艺术奖”对前一年里在当代艺术届

特的获奖作品将用白色乳胶涂抹上后，永远消

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人、展览和其他项目做出表彰。

失。他曾说道 ：
“最重要的事是这些画被重新涂
抹。”

“曼雷奖”—— 摄影家辛迪 舍曼
曼

雷奖以美国著名摄影家曼

雷 (Man

12 月 4 日，平丘克艺术中心奖（Pinchuk

Ray，1890—1976) 命名，这一奖项表明了犹

Art Centre Prize）的 官 方 颁 奖 仪 式 在 乌 克

太博物馆对前卫艺术和前卫艺术家的一贯关注。

兰 首 都 — 基 辅 的 Arena 俱 乐 部 举 行。主 奖

曼 雷（Man Ray）是超现实主义摄影的代表人

10 万 乌 克 兰 授 予 Artemis Volokitin， 他 因

物之一，美国唯一的达达主义奠基人，实验派摄
影师，他总在不断地革新摄影技术和观念。
调侃古典艺术大师嘲弄媚俗文化“她足以成

“Teenagers”和“Hero”系列作品获得此奖。
年度艺术家 ：玛丽 海尔曼
年度策展人 ：康妮 巴特勒

弗兰克

为一个真正的女演员。”—— 安迪 沃霍尔对辛

美国境外展览 ：
杰夫 昆斯在法国凡尔赛宫的展览

朱里奥 冈萨雷斯奖是以朱里奥 冈萨雷斯命名

迪 舍曼的评价

年度画廊群展 ：谁害怕贾斯珀 琼斯

的 奖 项。朱 利 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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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 —— 朱里奥

冈萨雷斯奖

冈 萨 雷 斯 (Julio Gonzalez)

(1876-1942 年 ) 是最具影响力和灵性的现代雕

委员们的褒奖。他的作品正在纽约的 Sikkema

塑家。 1928-1931 年期间，他给巴勃罗 毕加

Jenkins & Co. 画廊展出。

索（Pablo Picasso）上过金属加工方面的课程。
人们称朱利奥

冈萨雷斯 (Julio Gonzalez) 为

获颁福冈亚洲 文化奖 —— 蔡国强

“铁制雕塑之父”。

福冈亚洲文化奖是一九九零年福冈市政府与经济
界、学术界共同创设的国际奖，目的在于使人们
认识亚洲文化的价值，维护和发展亚洲文化。该
奖表彰在保存与创新亚洲原有的丰富文化方面业
绩杰出的个人或团体。曾先后获此奖的学者与艺
创造性的手法创作出引人入胜的自传体作品 ；综

术家包括巴金、侯孝贤、张艺谋、徐冰、朱铭、许

合雕塑和电影的元素，将复杂的观念转化为简单

鞍华等。

有趣的故事”。

麦克阿瑟天才奖
美国极简主义画家和雕塑家弗兰克

斯特

拉 (Frank Stella) 被授予朱里奥 冈萨雷斯奖。

——Mark Bradford、Camille Utterback 和
Rackstraw Downes

1936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马尔登，毕业于普

麦克阿瑟天才基金奖是创立于 1981 年，为

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他的早期绘画受抽象表现主

纪念银行生命灾难公司的。 总部设在芝加哥，麦

义影响，从 60 年代开始，斯特拉逐渐形成自己

克阿瑟基金奖颁给在各个领域内有创意的优秀人

的极简抽象主义的风格。他是第一批运用立体画

才，奖金 50 万美元，获奖者可自由支配。由于天

布的画家之一。

才奖通过匿名提名评选、既不要求个人申请、也

作为战后最重要的美国艺术家之一，弗兰克
斯特拉至今在纽约生活和工作，他还积极参与

组委会将该奖颁与蔡国强的理由是 ：他是活

不面谈，事先毫不知情的获奖者面对天上掉下的

跃在国际当代艺术界的领军人物，通过以火药、

荣誉和巨额奖金，往往不知所措。

焰火创作壮观的室外艺术项目等独创手法以及植

保护艺术家权利的运动。

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意念表达，创造出反映
当代问题意义、具有根源性、普遍性与生命力的

亚曼奖 —— 琳赛 希尔斯

作品世界，为艺术表现的探索不断开拓新的可能

亚曼奖是为了纪念去世的实验电影制作人德雷

性。 同时他将获得三百万日元奖金。

克 亚曼 (Derek Jarman) 而设立的。今年的第
二届亚曼奖由伦敦电影协会、BBC 的 Channel

53 威尼斯双年展终身成就金熊奖、金狮奖、银狮

4 和伦敦白教堂画廊 (Whitechapel Gallery) 联

奖、国家馆金狮奖

合颁发，获奖人入选的条件是“影像作品拒绝传

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艺术节，

统的定义，继承和发扬德雷克 亚曼的实验性的、
敢于冒险的精神”。

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被人喻为艺术界
麦克阿瑟基金会 (MacArthur Foundation)

的嘉年华盛会。威尼斯双年展一般分为国家馠与

亚曼奖获奖人可以得到 10,000 英镑现金和

选出了二十四名幸运者当中的三位，均为视觉艺

主题馆两部分。主要展览的是超现代艺术 。威尼

为 Channel 4 制作四个作品的合约。获得提名

术家。所有获奖者将在今后的五年分享 50 万美

斯电影节是威尼斯双年展的一部份。

另外三组候选人将分别得到 1,000 英镑。

元奖金，这是对获奖者们的创造性工作的肯定， 小野洋子、John Baldessari 获得 53 威尼斯双

今年授给了琳赛

希 尔 斯 (Lindsay

Seers)。
评审团对希尔斯的评价是“技巧娴熟，使用

也是对他们未来工作的支持。
Bradford 因为“综合利用媒介把城市环境
的日常事物融入到抽象艺术当中”而获得了评选

年展终身成就金熊奖
Tobias Rehberger 最佳艺术家金狮奖
Nathalie Djurberg 威尼斯双年展杰出年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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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奖他，奖你，就是没奖我！

物馆的负责人 PoultryErik Tojner 等。

命名。白南准艺术奖获奖艺术家的共同特征是 ：
在艺术创作中引入新媒体技术、挑战艺术活动的
单向交流惯、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使观赏
者参与到艺术实践当中。 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白
南准艺术中心首届获奖者名单公布，奖金总共为
五十万美元，在获奖者之间平分。

家银狮奖
布鲁斯 瑙曼 最佳国家馆金狮奖颁给美国馆

评委会一致把 2009 年米罗奖授予 Pipilotti
Rist，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Pipilotti Rist

康定斯基艺术奖

的艺术探索总是令人惊讶，她从心理和审美层面

康 定 斯 基 奖 是 由 Shalva Breus 创 立 的，他 是

出发带领我们进入她的艺术领域，她的作品以一

Art Chronika—— 俄罗斯久负盛名的一本艺术

种强有力而又难以捉摸的方式渗透到最深层次的

杂志的出版商和康定斯基奖理事会的主席。 康

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

这四位艺术家是韩国艺术家 Eun-me Ahn
和 Seung-taek Lee、巴 基 斯 坦 艺 术 家 Ceal

定斯基艺术将于近日揭晓了新一届的获奖结果。
芬兰最高艺术奖 Ars Fennica——Jussi Kivi

Floyer 和加拿大艺术家 Robert Adrian。

Ars Fennica 是芬兰最大艺术奖项。09 年最终
评审是泰特现代总裁 Vicente Todolí。得奖者

ACE 艺术奖宗教界艺术奖 —— 翠西 艾敏

将在赫尔辛基的 Kiasma 当代艺术博物馆接受

“Art and Christianity Enquiry”( 艺 术 与 基 督

了颁奖及 3.4 万欧元奖金。入围艺术家的作品都

教探求 ) 是英国一家著名的教育慈善组织，主要

将在 Kiasma 博物馆展出。

支持视觉艺术和宗教领域的活动。从 2003 年起，
ACE 开始设立奖项，表彰通过艺术、设计和建筑
作品表达宗教信仰的作品。

Vadim Zakharov 凭借 2008 年的作品《圣
塞巴斯蒂安》击败了其他 24 位入围艺术家，最
终领走了 4 万欧元的大奖。
瓦迪姆 扎哈罗夫 康定斯基艺术奖
Evgeniy Antufiev 最佳年轻艺术家奖
Aristarkh Chernyshev 和 Alexey Shulgin 两
人组合最佳媒体艺术项目奖
50 岁的多媒体艺术家 Jussi Kivi 获得该奖
米罗艺术奖 —— 瑞士影像艺术家 Pipilotti Rist

项。艺术家 Kivi 对荒野的探索在其作品中表现出

伦敦白立方画廊日前宣布英国艺术家翠西

米罗奖始创于 2007 年，是两年一次的艺术奖项，

黑暗神秘的特点，他的作品包括摄影，混合媒体

艾敏 (Tracey Emin) 获得 2009 年 ACE 艺术

第一届米罗奖的获得者是 Olafur Eliasson。该

等，在德国、意大利、挪威、瑞典、芬兰等地都举

奖。艾敏获奖的作品是“For You”，这件作品由

奖项的奖金高达 7 万欧元，是目前存在的艺术奖

办过个展。

利物浦大教堂委托，参加了“2008 欧洲文化之
都”的展览。这件作品之后被捐赠给了利物浦大

中奖金额最高的。米罗艺术奖的评委会人员包括
蓬皮杜中心的 Alfred Pacquement，泰特现代

白南准艺术中心 —— 首届艺术奖

教堂。利物浦大教堂也获得了第一届利物浦商会

的主任 Vicent Todoli，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

有“全方位艺术家”之称的实验艺术大师白南准

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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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入选“未来世代艺术奖”评委会
作者 ：Steven 编译

Artprice谴责佳士得蓄意打击其股价
作者 ：Steven 编译

2010-2-20

来源 ：artspy 艺术眼

2010-1-23

来源 ：artspy 艺术眼

“未来世代艺术奖”(Future Generation Art Prize) 是乌克兰
亿万富翁和大藏家维克多 平丘克在 2009 年设立的艺术奖，该
奖项的奖金为 10 万美元，并专门面向年龄低于 35 岁的艺术家。
近日，维克多 平丘克基金会公布了评委会成员名单，中
国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名列其中。评委会成员中国际艺术界的著
名人物还有 ：丹尼尔 波恩鲍姆 (Daniel Birnbaum)，法兰克福
史泰德艺术学校的校长，曾担任 2009 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
展人 ；罗伯特 斯多尔 (Robert Storr)，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院
长，曾担任 2007 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 ；奥克维 恩维佐
(Okwui Enwezor)，2002 年第 11 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
维克多 平丘克基金会宣布接受艺术家通过网络递交申请，
报名截止至 4 月 18 日。“未来世代艺术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此外基金会还设立了一个没有奖金的“大众人气奖”(People’s
Choice Prize)，该奖项通过网络投票决定，将与“未来世代艺
术奖”一同颁发。

近日，法国艺术数据公司 Artprice 与佳士得国际拍卖行之间的法律争
端又有所升级。Artprice 提起诉讼，控告佳士得操纵其股票。佳士得在
Artprice 将要公布年收益之前大幅提高索赔数额，使得投资者对 Artprice
的股票信心下降。
佳士得最初在 2008 年对 Artprice 提出诉讼，认为这家法国数据公
司扫描佳士得旧拍品名录的行为属于侵犯版权和商标侵权。在 2 月 9 日，
佳士得在修改后的诉讼案中将索赔数额从 200 万欧元提高到 6300 万欧
元，这一消息使 Artprice 的股票在当天下跌了 9 个百分点。
对于佳士得的诉讼，Artprice 曾表示扫描拍品名录实际上帮助佳士
得推广了品牌，因为 Artprice 在全世界有 130 万服务订阅客户。
如今，Artprice 转而成了原告。Artprice 的 CEO Thierry Ehrmann
说：
“佳士得有意要制造恐慌效果，这种行为的侵犯性是无可争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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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尼施·卡普尔不声不响进入富豪榜
作者 ：Steven 编译

2010-2-3

来源 ：artspy 艺术眼

印裔英国艺术家安尼施 卡普尔以壮观华丽的巨型雕塑闻名欧美，艺术带
给他的不但有名誉，还有财富，卡普尔早已跻身于富豪艺术家的行列。
2008 年，卡普尔的私人公司赚得 1700 万英镑的利润，使他的个人
收入累计达到 4000 万英镑。即将公布的 2010 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
榜”(The Sunday Times Rich List) 已经把卡普尔列入榜单，他是第一
位进入该榜单的雕塑艺术家，之前进入过榜单的艺术家有达明 赫斯特和
卢西安 弗洛伊德。
卡普尔虽然在 1991 年就获得过特纳奖，但成为艺术届的“明星”还
是近 10 年的事。2001 年，卡普尔在诺丁汉展出的“天镜 Sky Mirror”获
得广泛称赞。2002 年，他又以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展出的装置
“Marsyas”巩固了自己的声誉。
在 2009 年，卡普尔签下世界上最大的委托项目 —— 投资达 1500
万英镑的系列雕塑“蒂斯河谷巨人”(Tees Valley Giants)，该项目是为
英国东北部的 5 座城市设计的。
同时，卡普尔还在竞争一项以伦敦奥运会为主题的雕塑项目，如果胜
出，那么一座欧洲最高的、高达 400 英尺的雕塑将出现在东伦敦的奥运公
园。
参与公共项目可以给艺术家的名誉“加分”，要赚钱还得通过出售作
品。
2009 年，卡普尔通过拍卖行出售了 29 件作品，共拍得为 550 万英镑，
其中最高价的一件不锈钢球型雕塑成交价为 117 万英镑。此外，卡普尔的
私人画廊也经常能够售出价格超过百万英镑的艺术品。
卡普尔现在伦敦的居所造价为 270 万英镑，而且在林肯郡和巴哈马
群岛还拥有多处房产。目前他正在考虑是否把伯克郡的一处价值 500 万
英镑的老式住宅“Ashdown House”纳入自己的名下。
安尼施 卡普尔为伦敦奥运设计的雕塑高达四百英尺

奥巴马2011年艺术预算未出现大幅削减
作者 ：Steven 编译

2010-2-4 来源 ：artspy 艺术眼

2 月 1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明年向艺术事

基金会 (NEH)。从数字上看，虽然 1.61 亿美元

在新的预算提案中受益最大的机构是史密

业拨款的预算提案。令美国艺术团体略微安心的

与去年的预算提案相同，不过两个机构最终都得

森尼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和美国公共

是，奥巴马的提案如果获得通过，那么明年的艺

到约 1.67 亿美元，所以实际上奥巴马的艺术预

广播公司。史密森尼学会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半

术拨款总额将于今年大致持平，而不会大幅减

算比去年还是有所减少。

官方性质的博物馆机构，拥有世界最大的博物馆

受此影响，国家艺术基金会的一项社区艺术

少。

系统。该学会明年可能得到接近 8 亿美元拨款，

奥巴马在提案中要求国会在 2011 年向两个

项目“Our Town”可能无法顺利进行。而美国国

比去年的预算增加了 3200 万美元。美国公共广

最主要的艺术资助机构各拨款 1.61 亿美元，这

家美术馆也要接受 500 万美元的“损失”，这可

播公司的预算为 4.4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两个机构是国家艺术基金会 (NEA) 和国家人文

能导致其维修工程预算的不足。

2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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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戴奇为了当 LAMOCA 馆长，连自己的画廊都不要了
作者 ：王昱辰

来源 ：artspy 艺术眼

，当他正式接
在周二（2 月 23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洛杉 “确切的消息将在 6 月 1 日发布”
“会有决定的”
。
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成立受托人埃利 布劳德 替博物馆馆长一职之际，

尽管是营利性质，但同时也是提供给大众艺术

(Eli Broad) 与董事会成员一起为即将走马上任

有人质疑他毫无管理博物馆的经验，对此戴奇

并不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对自

的新馆长杰弗里 戴奇 (Jeffrey Deitch) 表示祝

的解释是“管理一家画廊与管理一家博物馆并

己负责就足够的。
”

价值的存在，必须与公众产生互动。所以，我

对此，戴奇表示早前关于他即将关闭自己画廊

贺，并且声明历经长达数月的全球范围内寻求， 没有想象中的区别那么大，拥有一家公众性质
这位名声不斐的纽约艺术商将成为他们的最终 的画廊，就必须在公众范围内活动，

的消息是真的，不过，他也表示会考虑到艺术

选择。

家与工作人员的福利问题，众多的细节还有待
商榷，或许员工想要接管画廊也不一定。

这件看似平常的事情，在艺术世界引起一阵骚

“确切的消息将在 6 月 1 日发布”z，当他正式

动，许多人表示对在商业画廊老板涉及到对一
个像博物馆这样的公共信托机构的监护人身份

接替博物馆馆长一职之际，
“会有决定的”
。

与可能潜在的利益冲突表示关切，因为杰弗里

有人质疑他毫无管理博物馆的经验，对此戴奇

戴奇自己拥有一家画廊。说的明白一些，就是

的解释是“管理一家画廊与管理一家博物馆并

有利用博物馆机构来增加自己画廊与代理艺术

没有想象中的区别那么大，拥有一家公众性质

家利益的嫌疑。

的画廊，就必须在公众范围内活动，尽管是营

对此，戴奇表示早前关于他即将关闭自己画廊

利性质，但同时也是提供给大众艺术价值的存

的消息是真的，不过，他也表示会考虑到艺术

在，必须与公众产生互动。所以，我并不只是

家与工作人员的福利问题，众多的细节还有待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就

商榷，或许员工想要接管画廊也不一定。

从左到右，Visual AIDS 的举办人，艺术家小野洋子，戴奇

足够的。
”

军械库艺博会销售良好 参观人数创纪录
第 12 届军械库艺博会在上周日结束。本届军械

哈根 Faurschou 画廊的一幅爱德华·蒙克的风

库艺博会没有令人失望，在参观人数和成交率

景画以 600 万美元成交 ；伦敦白立方画廊的一

方面都有成功的表现。

幅达明赫斯特的油画以 400 万美元售出 ；而同

参展商当中有些画廊的展品在几个小时内即全

样来自伦敦的利森画廊以 75.8 万美元卖出一件

部售罄。比如首次参展的阿姆斯特丹 Upstream

安尼施·卡普尔的雕塑。

画廊所带来的大卫·海恩斯作品在 35 分钟之内

本届军械库艺博会创下了 6 万人次的参观纪录，

就抢购一空，而来自纽约本地的 Rental 画廊所

高于去年的 5.6 万人次。军械库艺博会主办方

代理的艺术品也在两个小时内全部出手。

已经宣布从 4 月 1 日开始接受 2011 年艺博会

此外一些价格昂贵的展品也有交易达成。哥本

的参展申请。

2010 年 5 月 12 日，泰特现代将迎来它的十周

艺术节活动将同时在画廊和户外街道举办，届时将

校参观活动，约 350 万人参加了画廊的学习项目。

岁生日。自开幕以来，泰特现代已经接待了超过

有来自上海、布拉格等地的 50 个独立艺术空间和

泰特现代每年为伦敦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1 亿英

4500 万名参观者。泰特现代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

集体为艺术节制作独特项目。为期三天的艺术节将

镑。二次扩建方案将在现有基础上为泰特现代增加

多的现代艺术画廊，也是英国三大免费旅游景点

带来一场艺术活动，表演，音乐和电影的混合盛宴。

60% 的空间。

之一。为庆祝开幕十周年，泰特现代将于 5 月 14

过 去 十 年 来， 泰 特 现 代 举 办 了 52 场 展 览， 超

至 16 日在涡轮大厅举办大型艺术节活动 No Soul

过 135 场表演，约 400 场电影放映活动，10 次

For Sale – A Festival of Independents。

Unilever 公共艺术项目，主办了 100 万人次的学

泰特现代十周年 以艺术节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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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fo: 艺术这十年！
十年回顾
The Decade in Review
作者 ：Sarah Douglas, Kris Wilton, Andrew Russeth 翻译 ：嘿乐乐 来源 ：Artinfo（2009 年 12 月 31 日）
帖子编辑 ：嘿乐乐

2000

2001

《巨狗》
Alfred Taubman

1980 年代的杰夫 . 昆斯。

Hôtel Drouot

tate modern

Herzog & de Meuron

杰夫 . 昆斯的咸鱼翻生（2000）
tate wether project

Jeff Koons is the comeback kid (2000s) 摇

Diana Brook

摆舞的 1980 年代中的典型人物，当时他正开
始在纽约的东村展示自己的作品，昆斯在 90

泰特现代的开张（2000）

年代的经济衰退中并不显眼，那时的中心是低

Tate Modern opens (2000)

廉的艺术产品。但，1992 年用灌木修剪成的

新世纪的伦敦 不 只 是 有千禧 桥（Millenium

巨型雕塑《巨狗》的出现却让昆斯突然又成为

bridge）
。 瑞 士 建 筑 师 Herzog & de Meuron

了焦点，这件作品最近被纽约杂志的艺评家杰

将过去泰晤士河边上的电力厂改变成伦敦的图

里 . 索 特 兹（Jerry Saltz） 誉 为 2000 年 代 的

标性建筑，致力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美术

代表作，昆斯留下了，和他遍地可见的作品以

馆——泰特现代美术馆，在参观人数的指示下， 佳 士 得 和 苏 富 比 的 共 谋 / 限 价 丑 闻（2000）

及百万美元的交易。泰特现代的开张（2000） 新的艺术在获胜中，2006 年的参观人数为两
Tate Modern opens (2000) 新世纪的伦敦不

百万。

的电力厂改变成伦敦的图标性建筑，致力于现

泰晤士河边上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人们可以通
过千禧桥步行到对岸。

scandal (2000) 这是艺术市场这 10 年来最大
情发生在 2000 年代的开始 ：佳士得和苏富比
非法串通限定竞价。诡计的细节在随后的一个
月被揭发，法定程序的高潮点为苏富比主席 A.

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
馆，在参观人数的指示下，新的艺术在获胜中，

Christie's and Sotheby's collusion/price fixing
的新闻——甚至是本世纪最轰动的新闻——事

只是有千禧桥（Millenium bridge）
。瑞士建筑
师 Herzog & de Meuron 将过去泰晤士河边上

art chicago merchandise mart

重新改造电力厂的两位瑞士建筑师 Herzog &

Alfred Taubman 最终被宣判入狱。

2006 年的参观人数为两百万。泰晤士河边上的

de Meuron，他们的组合在 2001 年荣获了普

A.Alfred Taubman 于 1983 年 买 下 苏 富 比 拍

泰特现代美术馆，人们可以通过千禧桥步行到

利兹克建筑奖。

卖 行，2002 年， 他 被 判 入 狱 10 个 月， 罚 金
七百五十万美元。

对岸。
重新改造电力厂的两位瑞士建筑师 Herzog &

涡轮大厅，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最大卖点，每一

丑闻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 Diana Brooks（图中

de Meuron，他们的组合在 2001 年荣获了普

年他们都会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在这个三千四百

的红衣者）
，曾经的苏富比 CEO，她最终为了

利兹克建筑奖。

平米的巨型大厅内创作。

减轻罪行，被迫揭发 A.Alfred Taub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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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化论者们，想说什么都行 ：任何事物的故事都有关市场。当我们不能谈论所有的
事情时，我们就谈论事情为什么会这样。1990 年代后期，随着俄罗斯和亚洲市场的
暴跌，股市骤然跌落，尾随着纽约的 911 恐怖袭击，艺术市场因此有些松弛，阻断了
它自 1990 年代中期正从上一个经济衰退中复苏的大步进展。但，
那只是个短暂的下滑，
随后的 2003 年它进入了未知的领域。不久，我们看见价值千万美元的当代艺术作品，
从俄罗斯、亚洲、拉丁美洲来的新买家，强盗式资本家的崛起和自我吹嘘的“对冲基
金经理人”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将艺术市场带回到地面，但，那真是一段不同寻

2004

常的旅程。下面的纲要是过去这 10 年来的亮点。

2002

picasso boy with pipe

art chicago

damien hirst

sotheby boy with pipe

charles saatchi

巴塞尔迈阿密艺术博览会的开业，成为美国最

basel miami

重要的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博览会，改变了一

毕加索售价一亿零四百万美元（2004）

切（2002）

Picasso sells for $104 million (2004)

A r t Ba sel Miami Be a c h launc he s,

国际媒体、画商、各方看客在 2004 年 5 月的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modern and

一个傍晚挤满了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专场，令人

法国对外国艺术品拍卖行的开放（2001）

contemporary art fair in U.S., changes

屏息地充满期待，
据传毕加索 1905 年的画作
《拿

France allows foreign art auction houses to

everything (2002)

烟斗的男孩》
“Boy with a Pipe”将拍出一亿美

许多画商都不会忘记，在 1990 年代，支配

元的纪录。果然，在涵括了其它额外费用后达

法国拍卖界对外开放的举措致使欧洲艺术市场

美国市场的艺博会是芝加哥艺术博览会（Art

到了一亿零四百万美元，立即成为艺术市场标

的迅猛发展。巴黎的艺术品拍卖在过去几个世

Chicago）
。这一切都在巴塞尔艺博会登陆美国

志性的新高点。

纪来都受到 Drouot 的垄断，但另两家大鳄开始

海岸后而改变。由于 911 事件的缘故而推迟一

conduct sales (2001)

在 2001 年进入这里的市场（苏富比于 11 月份， 年，它在 2002 年登陆时已经准备得非常充足，

1905 年，毕加索 24 岁，刚在巴黎的蒙马特

佳士得于 12 月份）
。无可论证地，这也是近期

并且在艺术市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迈阿密

落脚，开始他的玫瑰时期创作，画中拿着烟斗

内巴黎艺术市场上涨的因素之一，比如不久前

一举成为国际焦点和迅速发展的艺术场地，其

的男孩来自巴黎，没人清楚为什么毕加索要在

在2月份举办的伊夫圣罗兰拍卖，
要不是佳士得， 产生的市场效应一直持续到纽约 11 月份的拍

他的头顶加上花环，但这点让青春的阳刚与阴

否则将不可能发生。
巴黎的 H0tel Drouot 成立于 1852 年，它是
巴黎最大的艺术品及古董拍卖行，建筑内拥有

卖。

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2009 年，步入第八年的巴塞尔迈阿密艺博会
刚刚在去年 12 月份结束。

16 间拍卖厅，涵括了 70 家独立的拍卖公司， 依旧活力的芝加哥艺术博览会。

2004 年 5 月 5 日，此画以一亿零四百万美元
成交，苏富比不愿透露买主，但它的第一位主

这些公司都是在 Drouot 集团的操作下进行运作

明年的芝加哥艺术博览会将于 4 月 30 日在芝加

人是 John Hay Whitney，他于 1950 年用三万

的。

哥的 Merchandise Mart 开幕。

美元买下这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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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5
tracy emin tent.

新 MoMA 开 张（2004）New MoMA opens
(2004) 自 1929 年创办并在馆长 Alfred Barr 的
领导下，纽约现代艺术馆便是优越的现代艺术

momart fire

的同义 词。日本 建 筑 师 Yoshio Taniguchi 为
新美术馆设计的建筑在艺术界的万众瞩目下于
2004 年 11 月开张。开幕当天，入场的队伍
长达一条街，虽然能听见预料中来自那些怀念

francois pinault.

MoMA 老建筑的怨言声，但是新的时代已经无
疑地开始了。纽约 MoMA 的第一任馆长 Alfred
Barr。日本建筑师 Yoshio Taniguchi 新设计的

new moma Alfred Barr

MoMA。

jenkins venus

潮 流 ：大 美 术 馆 遍 地 开 花 Trend: BIG
museums (expansions everywhere)
过去 10 年的问题不是哪儿家美术馆扩张了，而
是哪儿家美术馆还没有扩张。横穿美国，从纽
约到亚特兰大到芝加哥到洛杉矶，甚至到国际，
巨大的新美术馆突然出现，伴随着令人瞩目的
新 设 计 以 及 如 Renzo Piano、Herzog & de
Meuron、Santiago Calatrava 的建筑师。
著名建筑师 Zaha Hadid 设计的辛辛那提当代

new moma

Sheikh Saud Al Thani

grassi

艺术中心。
Momart 大火
（丧失 YBA 大部分作品）
（2004）
Momart Fire (much YBA art lost) (2004)
1990 年代，英国艺术在国际艺术的舞台上开辟

酋 长 Sheikh Saud Al Thani 的 垮 台 和 拘 捕

Trend: The rise of museums run by

（2005）Sheikh Saud Al Thani's downfall and

collectors 法国富豪弗朗克斯 . 皮诺特，2008

arrest (2005)

年他在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名列第 39

了新的道路 ；但是，2004 年的一场大火却从那

一分钟前，他还是卡达尔文化、艺术与文化

个时代中夺走了部分重要的作品。Momart 是

遗产（NCCAH）的委员，他还在疯狂扫购名作

一家经营库藏、运输和安装的公司，当年的 5

如巴貝里尼宮的维纳斯雕像（Jenkins Venus）
， 和 Kent Logan、Rubells、Ella Cisneros,、

月份他们在伦敦的仓库着火了。查理斯 . 萨奇

一件他花费了七千九百万美元于伦敦佳士得拍

Rosa de la Cruz以及迈阿密的Marty Margulies；

也是其中一位在 Momart 库藏作品的收藏家之

卖上买下的罗马雕塑，下一秒他就被因涉嫌滥

威尼斯的弗朗克斯 . 皮诺特 (Francois Pinault)

一。丧失的部分重要作品包括查普曼兄弟的《地

用公共基金而被拘捕。

狱》
，翠西 . 艾敏的代表作《我睡过的每一个人

全球最大的艺术买家是卡尔塔酋长的堂兄

一打名字…在 2000 年代，私人美术馆成为野

1963-1995》
。从某种角度上说，查普曼兄弟最

Sheikh Saud Al-Thani，痴迷贵重艺术品的他

心收藏家们的必要品。目前，经过这些人的努

后还开了一个玩笑 ：Momart 公司邀请他们在

花钱如流水，购买上千万美元的艺术品，眼睛

力以及他们令人惊叹的收藏和展览，私人美术

接下来的一年合作设计一件圣诞礼物，他们的

都不眨一下。

馆已经可以和较为传统的美术馆竞争了。

名，他的资产约一百六十九亿美元。
马里兰的 Mitchell Rales、科罗拉多州的 Vicki

（由于他无法在巴黎找到场地）
，还有接下来的

“我的家人都认为我疯了”
，他曾经在一次采访

威尼斯的葛拉西宫（Palazzo Grassi）建于

无情的大火将 1990 年代英国 YBA 时期多件重

中说道，上图为他用七千九百万美元购买的珍

18 世纪，1980 年代，它曾经属于法国汽车集

要的作品付之一炬。

宝巴貝里尼宮的维纳斯雕像，这尊大理石雕塑

团菲亚特，2006 年皮诺特买下葛拉西宫 99 年

相信是罗马 1 世纪至 2 世纪之间的佳作。

的使用权，将其改造成美术馆放置他所收藏的

潮流 ：收藏家美术馆的崛起

两千件作品。

创作是一个打火机。

其中包括翠西 . 艾敏的代表作《我睡过的每
一个人 1963-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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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nch of venison

托马斯 . 克雷恩斯（Thomas Krens）

彼得 . 路易斯

gugenheim bilbao

在过去 20 年对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统治和管
理生涯中，托马斯 . 克雷恩斯从来都没有远离争
Marion True

议，有关他着手于扩张美术馆的雄心（西班牙
的毕尔巴鄂、拉斯维加斯还有未能实现的纽约

J. 保罗 . 盖帝博物馆的文物策展人 Marion True

计划）和不寻常的展览（阿玛尼套装、摩托车

和美国文物商人 Robert Hecht Jr 因涉嫌非法

和马修 . 巴尼）都让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和一些

买卖文物而被意大利政府起诉（2005）

严厉的批评。2005 年，在与董事会彼得 . 路易

Harry Blain

苏富比和佳士得参与画廊游戏（2006）

Getty antiquities curator is Marion True

斯的决斗中，克雷恩斯最终胜利了，这让批评

Sotheby's and Christie's get in the gallery

indicted by the Italian government, along with

美术馆行为已经过头的路易斯离开董事会，彼

game (2006)

American antiquities dealer Robert Hecht

得 . 路易斯也曾经是基金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捐

正值市场热潮的 2006 年，苏富比对荷兰艺术

Jr., for conspiracy to traffic in illicit antiquities

助者。三年后，克雷恩斯宣布退休，据推测董

品 经 销 商 Noortman Master Paintings 为 数

(2005)

事会们已经对他强硬的管理作风留有余地。他

八千两百二十五万美元的收购震惊了所有的市

几个世纪以来，探险家、学者和美术馆都在公

仍然保留顾问的位置，尽管，他最高的业绩还

场观察员。不甘落后的佳士得在随后一年，购

尚未来到 ：在克雷恩斯的策划下，美术馆在阿

买了时髦的艺术画廊 Haunch of Venison。在

新 的 世 纪，那 个 古 老 社 会 反 击 了。2005 年， 布扎比为数三十二万平方英尺的分馆将于 2012

市场离开了突然沉静的拍卖行和过去一年的与

开地获取西方古老社会的文化财富——但在

世隔绝后，他们的收获看上去是非常聪明地。

Hecht 和 True 因涉嫌非法买卖文物的拘捕让文

年开业。

物界进行了一场刑事调查的高潮，同时也展开

托马斯 . 克雷恩斯，过去的古根海姆馆长，在他

了寻宝游戏的新纪元，加入行列的包括热切声

的领导下古根海姆美术馆成功地在扩张中。

2002 年，Haunch of Venison 在 伦 敦 创

讨归还文化遗产的希腊和埃及。

慈善家彼得 . 路易斯，自 1993 年加入古根海姆

立，它的主人分别是 Harry Blain 和 Graham

Marion True，曾经的 J. 保罗 . 盖帝博物馆的文

的董事会后共捐出了七千七百万美元，是美术

Southern，他俩都曾经是伦敦佳士得当代艺术

物策展人，因涉嫌非法买卖文物而被判刑。

馆有史以来最大的赞助者，他最终因分歧而退

部门的职员。画廊专营当代艺术类作品，代理

托马斯 . 克雷恩 斯（Thomas Krens）VS. 彼

出董事会。

的都是一些大牌艺术家，比如比尔 . 维奥拉（Bill

得 . 路易斯（Peter Lewis）

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

Viola）
、基恩 . 泰森（Keith Tyson）等人。
（上

德国的古根海姆。

图为创办人之一 Harry Blain）

Thomas Krens vs. Peter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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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Salander O'Reilly

Philippe de Montebello

Salander O'Reilly family

大都会博物馆菲利普 . 德蒙特贝罗退休
（2007）
Philippe de Montebello Retires (2007)
博物馆馆长的位置面临了一些身份认同危机，
体制重新评估谁更适合担任他们的领导人——

Euphronios Krater

《阿德勒 . 布洛赫鲍尔夫人》

是美术史学家还是商界人士更适合成为这个正
以千万美元扩张中的博物馆领导呢？ 2007 年，
在为期超过三十年的委任后，菲利普 . 德蒙特

澳地利试图筹集一亿美元买下 5 幅古斯塔夫 . 克

贝罗正式宣布退休，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同

利姆特的画作但最终宣告失败，这些画作被纳

样的也面临了这个抉择。看客们在几个月中不

2007 年，佳士得收购 Haunch of Venison 的

断揣测谁将接管领导这个优雅的贵族圈子，最

粹掠夺后一直放置在维也纳的贝尔韦宫历时多

事件在艺术界引起了争议，这个举动被普遍认

年，最终在布洛赫鲍尔的后代，90 高龄的侄女

后，非常意外地获知新馆长竟是学术能手托马

为打破了画廊经营一级市场而拍卖行经营二级

Maria Altmann 多年的声讨后，物归原主。化

斯 . 坎贝尔（Thomas Campbell）
。

市场的传统规矩。虽然为了避嫌，Haunch of

代表一切权威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同时也是

妆品巨头 Ronald Lauder 最终介入并以一亿
三千五百万美元买下《阿德勒 . 布洛赫鲍尔夫

术品的博物馆馆长，菲利普 . 德蒙特贝罗的退

Venison 不被允许在佳士得的任何拍卖会上叫
，创造了史上最高的画价，相比两年前的毕
牌，但是，画廊还是受到了业内的反感和排挤， 人》
加索画作《拿烟斗的男孩》还高。
比如，同年他们就被欧洲最重要的博览会之一

休以及他的位置将被谁取代，在文化界引起一

佛瑞兹排除了。

番辩论。
（上图为菲利普 . 德蒙特贝罗，他自

克利姆特的《阿德勒 . 布洛赫鲍尔夫人》售价

利 姆 特 创 作 于 1907 年 的 名 画，化 妆 品巨 头

1977 年任职至 2008 年。
）

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2006）

Ronald Lauder 以史上最高的价格为他在纽约

Klimt's restituted Adele Bloch-Bauer I sells

的画廊 Neue Galerie 添置了这份重量级的作

for $135 million (2006)

品，目前它正挂在画廊 Neue Galerie 的墙上。

美国的信心与骄傲。作为藏有超过两百万件艺

大都会博物馆将欧弗洛尼奥斯陶瓶
（Euphronios Krater）归还给意大利（2008）

24

《阿德勒 . 布洛赫鲍尔夫人》是古斯塔夫 . 克

2009
2008

张晓刚

托马斯 . 霍文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eturns
Euphronios Krater to Italy (2008)
在意大利控诉美国商人 Robert Hecht 和 J. 保
damien-hirst

罗 . 盖帝博物馆文物策展人 Marion True 的三
年后，震惊的各地学者发起了愤怒的运动强烈
要求归还以不正当行为取走的意大利文物，大
都会博物馆在前届馆长托马斯 . 霍文（Thomas

artinfo

Hoving）的劝说下，最终归还了价值连城的欧
弗洛尼奥斯陶瓶和其它几件引起争议的文物。
都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欧弗洛尼奥斯陶瓶”
，

在结束了那场惊险的拍卖，创造了耸人听闻的

制作于公元前 515 年左右的希腊。

数字后，赫斯特说他最近只想安静地画画。

前任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托马斯 . 霍文（任职期

yves saint lauren

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收藏在

1967-1977 年）
，2009 年 12 月因癌症治疗无
效去世，享年 78 岁。托马斯 . 霍文也是珠宝百

中国当代艺术界的 F4——张晓刚、王广义、方

年老店蒂夫尼“Tiffany & Company”的总裁。 力钧和岳敏君，他们的天价油画，无疑地，在

佳士得买出五亿美元（2009）
Yves Saint Laurent's collection brings in

国际上已经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标签。
（上图为张

almost $500 million at Christie's (2009)

潮流 ：中国当代艺术的再、再、再崛起 Trend:

晓刚于工作室。
）达米恩 . 赫斯特在雷曼兄弟跨

在经历雷曼兄弟跨台和无数的余震后，艺术市

The rise (and rise and rise) of contemporary

台后拍出两亿美元（2008）

（上图为霍文夫妇。
）

场已经为好消息做好准备。通过 3 天的 6 场拍卖，
品味创造者伊夫圣罗兰的六百件私人收藏出现

Chinese art 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他们

Damien Hirst auction brings in $200 million

也许在 2000 年前根本不为人所知，但 zzzz 最

after fall of Lehman Brothers (2008)2008 年

在巴黎的佳士得拍卖会上。最后以震惊的三亿

近他们是家喻户晓的人名，至少在市场观察者

9 月 15 日，在全球（包括艺术界）正为因经济

七千三百九十万欧元（四亿八千三百八十万美

之间。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油画，在过去的

危机而垮台的雷曼兄弟而头昏目眩的早上，英国

元）的成交额收场，证明了藏家们还是愿意为

10 年中如流星般扫过拍卖界和私人交易市场。 坏小子赫斯特踏进苏富比拍卖行，将两百件作

值得收藏的东西敞开皮包的。

近期，由于国际艺术市场的衰退，他们的价格

品直接从工作室拉到现场，拍出了令人无法想

也开始下降，但是，在多数人眼里，中国才刚

象的天价，一亿一千一百五十七万六千八百英

2008 年逝世的服装设计大师伊夫圣罗兰，留下

刚开始了它充满睿智的艺术之旅，因此这次跌

镑（两亿零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四十二美元）——

的不只是他的同名品牌和时尚神话，他的私人

落也只是短暂的。

史无前例的数字。

艺术收藏，也是一笔非常巨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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