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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后现代尾巴
文：陆平原

冰冷的后现代尾巴之一
关于后现代之后艺术家如何突破和探索，并未找到合理的答案，“冰冷
的后现代尾巴”带有我个人比较情绪化的视角观察其他年轻艺术家的一
些作品和思考，试图通过阅读他们寻找现在面临的一些创作上的困境和
问题。也针对自己以往的阅读习惯：经常快速浏览，过于读图识物，很
容易遗漏或者忽略一些图片后的信息。希望借此督促自己的阅读能更深
入一点。这一次先介绍最近看的三个艺术家。

Steve Carr（1976）

Steve Carr 是一位居住新西兰的艺术家，他的创作以录像为主，是新
西兰重要的录像艺术家之一。
录像 Gyrate，以彩色的气球为主要拍摄对象，录像中， Steve Carr 用
一根针戳穿一个被灌满颜料的气球，气球中的颜料突然爆裂开，从气球
中飞溅出，录像用非常缓慢的方式呈现这个优美的过程。
身着医学制服似乎是 Steve Carr 一直钟爱的道具之一， Turkey Shoot
中他身着医生制服用一种医学式的研究精神烤一只土耳其烤鸡，而 09
年的录像 Aona 中他则制造了一个很 “手术 ”的氛围来为一只贵宾犬
梳理毛发。
一种简洁的语言贯穿在他所有的录像作品中，大多数录像都是一个镜头
到底，一致的长镜头加上录像本身漂亮的着色，使得他的作品看上去具
有冷静且刺激的特质。

Zak Kitnik(1984)

Zak Kitnik 是一个居住和工作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艺术家，创作涉足摄影，
装置，现成品，以及绘画，拼贴等，他的装置“Zuhandenheit”应该
是比较熟知的作品，几个简易的货架按照不同尺寸以中轴线为基准向中
心排列，让他们全部穿插排列在一起，一个繁杂的排列结构却看起来如
同一个纪念碑肃穆有序，另人印象深刻。

08 年开始创作的 Compendium 则是他收集的用一种科普插图的方式
绘制出的多种菌菇图谱，这类菌菇造型奇异，但是服用后会有的效果似
乎也能从他绘制的形态中辨别出来，Zak Kitnik 将这类菌菇的现成品海
报集合装裱起来，似乎暗示着某种奇幻的不可预见性。
Zak Kitnik 的作品大多轻松，简洁，概念轻巧幽默，一种特殊的“恋物”
特质和改造“物”的欲望使得他的作品在这类创作手法中比较出挑。
另值得一提的是 Zak Kitnik 的网站（http://www.zakkitnick.com/）也
用一种物品被物化之后仓储的表格形式呈现出来，他所参加的展览，以
及所有作品都像在他的工作室中阅读一个 Word 文档，网站中没有对
其作品描述很肉麻煽情的评论文字，一切被冰冷的数据化。

Cyprien Gaillard（1980）

艺术家 Cyprien Gaillard 出生于巴黎，现生活并工作于柏林，曾获得
2010 年杜尚奖，他的作品形式包括雕塑、油画、蚀刻版画、摄影、影像、
表演以及公共空间中的大型干预装置等。他的作品介于极简美学、浪漫
主义与地景艺术之间。
最 被 人 熟 知 的 是 他 在 柏 林 KW 当 代 艺 术 中 心 举 办 的 作 品 展
“The Recovery of Discovery”。展览中他使用了 72000 瓶 Efes 啤
酒堆砌成一个金字塔形场所，在观众踏入这个蓝色的场所中，纷纷开始
取出啤酒畅饮的时候，作品开始了，随着观众的醉意，“金字塔”开始
残破，坍塌，进入到了一个被消费过后残骸的境遇。
07 年的录像“the lake arches”录像采用 35 毫米胶片拍摄，仅长 1 分
73 秒 , 录像关于暴力的自画像，试图象征后现代主义的解放失败的必然
性，录像中两名男子交谈，讨论，然后突然间跳入水中，其中一名粗心
的男子跃入湖的底部，撞的头破血流，然后浮上来，摄像机采用跟拍的
角度进行描述。

09 年 的 录 像 作 品“Pruitt-Igoe Falls”， 目 睹 了 一 个 现 代 主 义 建 筑
的 死 亡 过 程。 作 品 的 背 景 与 名 字 是 关 于“Pruitt-Igoe” 这 个 建 筑。
“Pruitt-Igoe”是一座现代主义建筑的名字，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
国 Saint Louis，设计师是日裔的 Minoru Yamaski，曾参与过美国双
子大厦的设计。它仅存在了 18 年就被拆掉，当时的后现代建筑评论家
Charles Jencks 声称“Pruitt-Igoe”的毁坏标志着现代主义建筑的彻
底死亡。
Cyprien Gaillard 在苏格兰的首都格拉斯哥捕捉了另一个现代主义建筑
的死亡过程。拆除的现场被 Cyprien Gaillard 用探照灯照的颇为戏剧性，
前面的墓地像观赏者注视着这个纪念碑一样的建筑，起因是由于政府的
拆迁项目，政府对原居民承诺会给予一个更有价值的未来，这个未来是
否会兑现，一切都像是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幻影一般，犹如“瀑布”效应。
因为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交界，在美国观赏门票很贵，
但是去加拿大观赏很廉价，又有同等的观赏价值，所以很多人纷纷去加
拿大观赏。政府也用这个瀑布效应来劝告当地的居民也许可以去一个有
同等价值的地域再居住。
Cyprien Gaillard 的作品政治，地景，宏观，叙述的精确且具有盾的诗
意，内容大多与后现代主义解放的乏力有关，阅读作品具有一定的开放
性以及想像空间，是 80 后艺术家中表现语言较为成熟的。

冰冷的后现代尾巴之二
克拉克 ·利登（Klara Lidén) 的社会身体实践
由 Massimiliano Gioni 策划的瑞典艺术家 Klara Lidén（1979）2010
年 6 月新美术馆个展中，较为全面的重现了她的社会身体实践，从早期
的城市海报收集叠加处理，到后来的城市月亮步。有着建筑学背景的她

通过全面的对城市的体验来转换与这些 “物理空间 ”之间的关系，以
及关注发达城市空间中容易被遗忘的 “角落”。
在较早的录像 Ms. Liden looks 中， Lidén 用金属水管无情的抽打一
辆自行车，直到自行车被完全破坏和击垮。录像中她仿佛在测试自行车
被敲打的声音，无情且暴力，直观。
她在 2003 年录像作品作品 “Paralyzed”（瘫痪）中，通过在斯哥德
尔摩废弃地铁中展示狂野的杂耍表演， 2008 年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
的“moonwalked”
（月亮步）中，她以月亮步的方式漫行在曼哈顿街头。
两个录像同时在跨越了时间纬度后重新并列出来， Klara Lidén 用一种
街头废弃的纸箱来堆积出录像播放空间，以及中旧木板制造了观看录像
的座椅，空间散发出街头纸箱发霉的味道。这种貌似虚假的对城市景观
的留连通过纸箱的街头氛围展现的更为荒唐。
在展厅中，她用废旧的垃圾制造了一个貌似无政府主义朋克少年的卧
室，名为“利登的少年室”。卧室中包括用废旧的板材和纸箱制造的上
下铺床，和用隔离带改造的吊灯以及无用包装箱替代的桌子，并在展墙
低处开了一道“门”，“门”根据孩童身形设计，观众勉强爬行才能出
入，类似一个逃生的窗口。开幕中观众通过这种爬行的方式进出这个阴
暗的少年房间。
展品中也包括旧作：名为“无题”的街头废弃广告海报，这些海报被粘
在一起，封面被白色油漆覆盖，和名为“雕塑”的被盗的街头垃圾桶。
这些被寓意为“垃圾”的现成品荒诞的被称为“绘画”和“雕塑”，通
过标准的画廊灯光透露出一种更无意义的气息：像是一种资产阶级过剩
的消费下挤压的低成本再消费。

唱唱反调：评巴塞尔艺博会及 Liste 单元
编译：奶粉

要 回 顾 在 同 一 周 举 行 的 两 个 最 大 的 艺 博 会： 巴 塞 尔 艺 博 会
(Art Basel) 和 Liste 巴塞尔青年艺博会，真是不太可能。就连对作品、
艺术家、定位作出一个公正概括，都有心无力。所以，我只能通过 3 段
联系松散的文章，让大家看看艺博会的一斑。
1.“参观艺博会，感觉像听见自己父母在做爱”
这是 John Baldessari 关于参观艺博会的各种尴尬的著名评论，出现
于艺博会的第一天。你当然知道自己的父母也会做爱，但你不会愿意去
想它，更别说听见了。参加艺博会，对很多艺术家以及在艺术界从事非
商业部分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同样的效果。当然，我们需要推销员和买
家（特别现在整个欧洲预算削减），但是我们宁愿离他们远点。
有很多充分的理由让我们不离他们远点。首先，艺术界的商业与非商业，
或多或少的独立部分之间，应该保持友善并互相理解。我们在独立场地
评价并展出过的艺术家和艺术品，需要为他们找到收藏家、买家和推销
员，因为我们一般无法很好地供养他们。我们也需要市场来支持那些自
主的、严谨的、实验性的艺术家创作。
Liste 巴塞尔青年艺博会绝对是为此而设的地方。一个展出年轻画廊的
青年艺博会，可以展现更多的实验性项目，以及还未完全被神化的艺术
家。参展的 64 个画廊，几乎都拥有非常强烈的表现力。考虑到他们那
一丁点展示空间，以及四周的竞争画廊情况，这已经算是不小的壮举了。
巴塞尔艺博会也同样推广年轻艺术家，比如通过所谓的“艺术宣言”项
目：27 个年轻艺术家的独立项目展出，那是从 300 多位申请人挑选出
来的。部分参加 Liste 的艺术家，同时参加了“艺术宣言”项目。但是
两者有一个巨大区别：Liste 是有点休闲、相对放松的；Art Basel 则
是满鼻子铜臭味。Art Basel 的实验项目规模更大、空间更多，在花哨
和金钱至上的语境下，反倒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2. “请别把艺术界和艺术混淆了”
开幕当天，红火程度似乎是盖过一切的最大主角。这个艺术家红火吗？
他有人推吗？各种人头攒动，推推搡搡，争争吵吵，讨价还价，肾上腺
素上升…… 这些都是艺博会开幕日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围绕着炙手
可热程度团团转的机制，让人略感惶恐。为了让那些新晋艺术家出进入
这个竞技场，画廊人需要好好策展并语境化。炙手可热，终究只是一瞬
间的事。

这就有了另一个我们应该参与的原因。艺博会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向“话
语”或独立领域。蛛丝马迹包括策划的展览，艺术讲座，研讨会，表演
与电影计划，佣金等等。现在的艺博会，部分承担了美术馆或独立艺术
空间的功能。巴塞尔艺博会除了“艺术宣言”项目，还策划了“艺术无限”
展览，展出那些超出传统画廊摊位的作品，超大型雕塑，视频投影，装置，
(……) 以及行为艺术。今年，Swiss Institute 的主管 Gianni Jetzer 负
责 17,000 平方米的大厅的策展工作，展出了许多超大型雕塑。“这是
服用了类固醇后的艺术品”，我身旁一哥们叹息道。大，更大，最大。
铺天盖地，也许腐朽，但也惊心动魄。
在这大型秀场旁边的“艺术专题”区域，20 个画廊策划项目，再一次
向参观者承诺“一个发现新天才的地方”。电影项目“巴塞尔对话”，
讨论当前国际艺术界的方方面面。Maike Cruse 策划的沙龙项目，有
多那么一点点的当代气息，关注最潮流的艺术界主题。Liste 青年艺博
会则更加谦虚，Burkhard Meltzer 策划的行为项目，关注标志性的和
经济上的交流。当然，那是任何博览会的核心，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是一
个及时的议题。
3. “这是一场啥也没有的秀”
（出自《宋飞正传》里 Larry David 描述一场没有情节或故事的展览的
台词）
人们说白立方是艺术空间里最宽容的一个，不管怎么差的作品，只要放
在白立方看起来都不错。艺博会正好相反。不管多棒的作品，一旦放在
艺博会都会变得很糟糕。在绝大多数的艺博会上，你会发现需要不断地
保护自己的眼睛，才能屏蔽掉那些“烂东西”。Liste 就不一样。你可以，
带着一点宽厚，走进一个呈现当代艺术现状的大型展览。
巴塞尔艺博会的规模和多样性，与 Liste 相反，非常不可饶恕。那是一
个残酷的艺术展出地点，也是残酷的观看和评价的地点。虽然物理空间
比 Liste 大很多，精神空间却无法囊括所有。简单来说，太多了，太杂
了。故事内容空洞乏味。Liste 让你看到了一代人，Art Basel 让你看
到了有什么卖的。能卖出去当然是好事，可以说是美妙的事，但是整体
效果感觉是你啥也没看着。定位相互抵消。抉择可以互换。如果这一切
都在同一周的同一时间、同一幢楼里举行，那么究竟有发生任何（充实
的，有意义的）事情吗？这是一场啥也没有的秀吗？那里有任何故事，
台词吗？

匆匆之后，关于不同能量的相遇
来源：our vitamin

最右图 : 后匆匆主义三位发起人，左起：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舒门·巴萨 (Shumon
Basar), 约瑟夫·格里玛 (Joseph Grima)

Domus 杂志主编约瑟夫·格里玛 (Joseph Grima) 曾经谈到这种矛
盾性：飞机是最高速的交通工具，同时它本身又是一个封闭的、与一
切外界切断联系的空间，几乎可以成为我们的冥想空间——非连续
性、非均一性、非规则性的当代生活系统，也许正是催生舒门·巴
萨 (Shumon Basar)、约瑟夫·格里玛以及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
特 (Hans Ulrich Obrist) 发起的“匆匆之后”的土壤，而“匆匆之后”
也更像是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延后的书写过程，一个时间过程中形成的
环境，它对实践的具体作用远胜于对自身结论的执着。正如电影导演
娄烨回应的一句话：“匆匆之后，不知道该怎样，那就不知道该怎样
吧，挺好。”与之异曲同工的可能是加拿大小说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
（Douglas Coupland）对“匆匆之后”回应的作品，取名为：“后匆
匆主义是回答，问题为何？（"Posthastism is the answer. What is t
-he question?"）。这是由几十块彩色字板构成的墙纸，上面的不少句
子会让凝神思索，例如：我怀念在前互联网时代的脑。这些睿智而不无
幽默感的英文句子被 Google 翻译之后，产生了被道格拉斯称之为意识
“冻结的时刻”，你会突然意识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
像在巫娜和老古的表演“听得见的茶”和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
影片《动作显微》之中，在观心亭发生的“北京：匆匆之后”，让我们
慢慢感受一个充满凝思但又短暂疑惑的时刻。

随即又弥散在日常的过程中，那儿的话语、图像、声音之流是关于不
同速度、不同能量的个体之间的相遇，并在相互之间改变各自的节奏，
其中的湍流无法预先决定——时间和空间可以和我们发生另一种关系。
三位“后匆匆主义”的创始人为大家带来了持续编辑中的“后匆匆主义
宣言”，尽管“后匆匆”似乎还带有“主义”的尾巴，但仔细阅读诗歌
体的“后匆匆主义宣言”，就会发现这更像是对“主义”的一种戏仿或
引用，重要的是它采用了这种方式能让大家看到在时间中的持续书写过
程，而不是结论。与之相应，建筑师谢英俊在“人民建筑”中让“人民”
回到一个富有日常意义上的居住主体，他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建筑
实践的演变过程。艺术家孙原和彭禹、郑国谷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日常
生活和创作过程的关系，思考使得时间的密度加大，来自苏州的寂静法
师为大家介绍了他在寺庙的修行时的观想练习，并为大家示范了吃饭的
观想以及无声慢走，现场出现了一片自省中的宁静。随后，香港经济漫
游者刘家明对迅猛发展后的中国经济以及给出了独特的回应，而南京四
方美术馆馆长朱彤则带来发生在他朋友身上发人深省的故事；策展人董
冰峰则通过对娄烨电影的解读阐发了娄烨电影美学的特性。值得注意的
是，小说家、剧作家康赫从活动一开始就在观心亭二楼的小空间里修改
着他已经创作了五年的小说《入城记》第四章，在近 6 个小时的活动最
后，他为大家朗读了修改的小说内容。而此时，声音诗人颜峻已经在长
长的白桌子上堆满了发声小装置，白砂糖在音频的作用下开始在喇叭上
跳舞。在这个过程中，观者与创作者们共同体验着能量流动的意义。

2011 年底，策展人，作家舒门·巴萨（(Shumon Basar)、国际建筑杂
志 Domus 主编约瑟夫·格里玛以及批评家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
“匆匆之后”似乎和速度有关，但这不是关于表面的“快”或“慢”，
特一同发起了名为“匆匆之后”的文化运动。他们描述这个运动是基于
而是关于不同能量的相遇，如何能激发我们对当代生活的意识和锤炼我
一种“对匆匆之后的顿时感悟”：一种超越行事匆匆文化的集体动力；
们在日常中的感知，就像在 6 月 22 号的 6 个小时中，不同速度的人相遇，
一种减速。2012 年，三位创始人将这种动力置入北京这座急速和紧张
的城市中，与“观心亭”合作并在北京歌德学院的支持下促成了“北京： 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之间改变速度：相遇的物理、化学和心灵影响力。
“匆匆之后”也许会在我们身上延续，
“匆匆之后”展览仍在观心亭继续，
匆匆之后”这一活动和展览的开始。
我们还可以继续驻足于生命的独特体验之中，领会面对生活的智慧。
2012 年 6 月 22 日那天，“匆匆之后”在北京产生了相遇的理由和强度，

关于策展的对话：“Open File”艺术项目
陈颖编译

“Open File”是艺术家杰克·布林德利（Jack Brindley）与策展人
蒂姆·狄克逊（Tim Dixon）进行的一场策展对话。这个项目在 2011
年 2 月首次出现时是以博客的形式进行的，现在则发展到了三个平台上：
正在进行的现场活动系列，系列出版物以及以 openfile.org.uk 这个网
站为基础的档案及资源。“Open File”尝试去探索通过这些平台开展
工作的重要性与关联性。
在今年 5 月和 6 月，“Open File”一共举办了两场活动，其中包括一
次放映活动以及一次分三个部分的出版活动。围绕短暂和临时场地的理
念，“Open File”呈现了如下几次活动。

Temporary Sites（A Proposal）

5 月 10 日，星期四
马 克· 埃 森（Mark Essen）、 蒂 姆· 爱 维 森（Tim Ivison）& 朱
莉 娅（Julia Tcharfas）、 乔 安 妮（Joanne Masding）、 卢 克
（Luke McCreadie）、阿丽亚·帕坦（Alia Pathan）、雷切尔·皮
姆（Rachel Pimm）
“Temporary Sites（A Proposal）”探索了将展览创作看作是一个临
时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有形的空间的理念。整场活动就是一个通过一
系列的表演、电影放映以及雕塑来探索暂时性与特定性的理念的装置。
我们会问：什么叫在一个现有环境中建立起另一种环境？当这些部分之
间形成的关系像印刷材料和网络资源那样被传播时，它们又会发生什
么？

Admitting The Flats

Symposium

伊万（Ivan Argote）、乔治·巴伯（George Barber）、斯图尔特·克
罗夫特（Stuart Croft）、阿丽亚·帕坦（Alia Pathan）、雷切尔·皮
姆（Rachel Pimm）、雷切尔（Rachel Reupke）、杰米（Jamie Shovlin）、
汤姆·史密斯（Tom Smith）

6 月 17 日，2-5pm
戴夫·查尔斯沃斯（Dave Charlesworth）、扎克（Zac Gvi）、卢克
（Luke McCreadie）& 杰克（Jack Strange）

以作品及其观众之间的假想边界为中心，“Amitting The Flats”是一
个充满了动态影像作品的项目，它试图去找到那条边界以及它被打破的
时间。虚构的故事、叙述以及戏剧风格被推动到了一起共同来探索它们
的影响、找到它们的限制。

“Symposium”展示了以口头演讲或介绍的形式进行以探索其结构与
影响、传统与限制的行为表演作品。作为一种在过去被用来分享想法、
形成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的学术或社会性空间，座谈会是一种采用谈话
的形式来传播信息的结构。

谈邱志杰的能量叙事
文：黄建宏
系，才能够指出生产的冲突、藉此构成批判。因此，“花园”是邱志杰
建构图表与地图的内在性方法，散布在地图上的许多“知识”中心就相
当于一个个物质生产与发展的界限，而这个方法隐匿在地图的知识分布
中探询或创造“过道”。回到邱志杰的话语来说，如果这些标示出中心
的地图是为了“知道”，那么，当这些的“知道”被叠上类似地形图、
地籍图甚至流程图而成现出某种诱惑力时，多种未来或潜在的“过道”
就是艺术家－策展人所企图往深处推迟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这似乎就是一种解放观看者的“无知”之术。

“这里根本不是世界中的某个花园，
而是一个包含了世界的花园。
粉墙外的世界，只是这座花园的不完美的镜像。”
在邱志杰回应威尼斯邀请而写就的文字花园中，我们仿佛可以见到三种
空间模型的混合，一是莱布尼兹式的“单子－花园”，该花园包含并映
射着一个世界，但随即反过来，将不完整映射的关系带到拉冈式的“镜
像－花园”；花园的自足与无限性，以及世界的破碎和不完整，正表达
着一种双重逆反，单子与世界之间包含关系的失衡，而镜子前的顽童也
显得比破碎的父亲来得完整；于是我们便进入到波赫斯的“歧路花园”，
六张碑拓既逼现出一个迷宫，又各自有其时空相异的叙事，各种国际样
式的叙事（波赫斯）或是各种历史情境的叙事（邱志杰）只是这知识迷
宫中的一处处废墟。
以花园作为辩词所回应的主题，过道，在文中出现了不同的意涵；一般
而言，我们总是用平面上的线性关系来想象“过道”，但明显地这种变
成认知模式的想象方式让我们逃不出由权力所刻划的“世界”。我们必
须从这个被几个文化优势中心所宣称的“世界”中，将决定“过道”的
权利夺回或说遗忘这些明显可见的“过道”，重新面对得以标示自身的
“世界”，以及不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企图越出既定系统与框
架的“过道”，首先只能是“能量－过道”。
事实上，“过道”是整个 n 维空间中最重要的能动单元，“过道”不
再是一种“刻划”，而是“能量”。唯有能量可以成为从某系统移转到
另个系统的途径，而且如此的“能量－过道”必须在关系不定的状况下
才可能形成，过道出现的可能性关键似乎就落在如何捕捉到“不稳关系”
或说撼动“稳定关系”，对此，邱志杰就像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对于政治
经济学进行梳理的马克斯一样，必须先建构超出个人意识界限的社会关

如果想象邱志杰对于双年展主题、形式与专业独立策展人的特征与变
化，跟上海双年展的策展发展有着相当程度的关系，我们就必须面对前
者的分析与用做沟通和发展的“绘图术”之间有何关系，才能够进一步
这个探寻能量与生产力的策展如何面对今天当代艺术全球场域中的生
产关系。关于专业独立策展人的分析所呈现出来的是“世界”网络的构
成，其构成包含着策展人之间的网络、策展人与艺术家之间的网络以及
随后各个相关机构之间的网络，这个三重结构的根基主要建立在生命历
程决定的“交往”，以及由生产资料、生产关系所促成的“协同”上。
尽管在邱志杰所整理分析的社会学研究、热门议题、多元文化与另类现
代性（包含亚洲议题）、艺术家中心论、都市与媒体、城市形塑、引用
典故与其他较模糊的各个面向上，展现着各种奇观与创意，但通过这些
奇观与创意所表达的批判性，往往只是创意与生产之间折衷的结果。因
此，这十年下来的双年展策展，正如邱志杰所观察的并没有真的要解决
什么，反过来看，它们所“治疗”的就是它自身因为无法面对核心问题
而产生的压抑，再则这些“治疗”并不表现“治愈”的成果，而是建构
出各种“世界”的临床幻见。换句话说，邱志杰为何不是再一次以某个
词汇在全球版图上标立出一个新的世界地标，而必须绘图“游园”，不
正是为了能从这幻见中脱身而出？
主题展“重新发电”（或说“再启动”）以“资”源、“回”访、“共”
和与“改”革这四种“Re-”的意涵来组构出发电机的能量叙事；首先，
这样的策展初衷被表达为进行“缝合”的绘图术，意即在许多笔触所铺
陈的皱摺中，让许多关键字分布在一个显然较之前双年展更为平滑的空
间，这种平滑是为了让潜存于意识底下的象征层，能够突破现实的界分
与想象的指向性而被重新考察；当然，不可讳言的是缝合的考虑在某种
程度上（在面对飞机帮的面向上）掩盖了邱志杰向来敏感而尖锐的政治
经济批判。再则，跟 Boris Groys 对于 Google 的语言分析有关，如
何不再落入柏拉图式语言的深渊，能够有效逃离语法的深度空间，就是
将各个词汇等价的摆置到没有深度的地表上，让“语用学”清楚地从各
个词汇间的关系中浮现出来，这也是为何他不断将这种语言状态指涉到
晚期维根斯坦；而这考察语用学的绘图术所无法回避的是，作为艺术家
的邱志杰在其想象力与判断力的驱使下，让自身的修辞术描绘出逃逸路
线，不让图面成为元语言的再现。最后，这些被摊开的关键字与语用学

关系，其实解构着许多词汇在其原有框架中的“神化”与“神话”，图
面上地理特征、生理器官与物理机械的构型，既表达出这些词汇背后的
绵密刻划，也表达出它们在时间关系中的分裂，因此，这绘图术也作为
一种解构，画的既是“人文”的历史，也是文化的真实面貌；然而，邱
志杰面对的无疑地是中国如何超克“国际”又如何不成为“霸权”。
这种可能只有艺术家能够进行的绘图术策展，在此，没有跟随着飞机帮
世代将策展的思考简化成“个人主义式”的专业化，事实上，这种专业
化描述着世界网络与专业个体网络的同一性，以“个体性”的神化掩饰
文化机构作为国家进行文化霸权与文化殖民的服务性机器；而是以这绘
图术面对着“民主”的问题，如何不让民主在个人主义的浪潮中，沦为
更具效能的专制机器，而能让它成为具有生产性的技术，但这似乎必须
在农希所陈述的共产式民主中才有可能。于是，在其绘图术中批判的不
透澈与人际的困难，就在于人的角色因为全球化、城市文明而多元分
化，而各种分生的角色至少目前看来是难以缝合的，相反地这些角色几
乎全然地由当时的生产关系来决定。也因此，即使飞机帮的人比政治人
物善良或聪慧，最终无法面对的便是豢养自身的国家文化权力的运作。
“世界”为何不断地成为这些国际策展人的双年展主题，除了不可证的
人类良心之外，不正是一种与国家权力之现实相生而出，供予救赎的乌
托邦？因此，笔者宁愿相信邱志杰提出的城际与人际的重点并非施力单

位的确认，而是面对这“护卫”着国家权力的救赎乌托邦的一种“调节
式批判”：而绘图术便是一种瓦解现代性轴线的动态调节。
“调节式批判”意味着不以新机器取代旧机器，而是要将旧机器重新组
装成新机器，让旧机器能够在不同的能量转换中重新启动。这似乎是邱
志杰以绘图术所创发的能量叙事。新的全球文化治理逻辑是一种新的超
人叙事，而新的超人叙事正表达着对于能量的渴望与忧虑，但这新的能
量叙事所描述的能量形式，已经不同于《惊奇漫画》（Marvel Comics）
中的忧郁能量，意即那种冷战想象中发生变异的人，有着足以拯救与毁
灭整个世界的能量。而比较象是《口袋怪物》中每一只独立的怪物后面
都有一个主人（机构），而且怪物之间有着自己的网络，其拥有的能量
并非绝对的能量，而是因策略和关系的不同而发生转变的能量。国际策
展人的个人主义姿态本身就是启蒙的内容，背后其实是国家文化政策与
资本所运作的全球文化策略，这种中性的文化政治主体可以回避掉批判
性民主的检验，进行国际文化资源的穿透与占夺，以上当然都是以合作、
分享、交流为名的能量叙事，造就着全球文化治理的个人神话。因此，
对于邱志杰以绘图发电术进行布署的能量叙事，能否超越或不同于这些
以国际策展人与各种个人主义传奇的能量寓言，创造出一种以内在性花
园解构世界的共同体能量，就成为今年上海双年展最令人期待的进路。

实验艺术项目“Wide Open School”
作者：Gloriana Riggioni（陈颖编译）
习，它对艺术自身这一主题也没有积极的关注。在该项目长达一个月
（6.11-7.11）的活动期间，公众有机会对某些最有意思的艺术作品的
产生进行深入地了解。来自 40 个不同国家的 100 多位艺术家（包括翠
西·艾敏 <Tracey Emin >、安东尼·葛姆雷 <Antony Gormley> 等家
喻户晓的艺术家在内）完成了向观众充分阐释他们的创作过程的任务，
这种对人类的追求的混合还从来没有如此广泛过。

Hayward 画廊
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对艺术的学习就能造就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我们能
肯定的是，对历史、符号语言及这一领域中各种技巧的了解的确能够帮
助一位艺术家去理解为什么某些实践能够被视为“优秀的艺术”以及它
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所有的艺术作品都适宜在对其环境的认知
下进行鉴赏。至于新的作品的创作，它的环境和形式却仍然是某种有待
人们去发现和探索的东西。因此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在作品的创作
过程中占据了优先地位：身体，邻居，文化与反传统文化，生存的地球，
宇宙与超越等等；它们全都是一段丰富的经历的一部分，与之相对抗的
对过去及当前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受到限制的主题。通过不
断更新而对其本身进行界定，艺术品的产生依赖于对环境的独到观察、
思考以及以某种方式揭露或是颠覆了整个世界的外观的试验。因而即使
是对技艺或艺术史所做的大量的了解也无法代替真正的去探索的推动
力。
如果有人足够大胆提出一种没有什么是被规定了的可能的结果，那么
Hayward 画廊之前举办的实验项目“Wide Open School”就正好处
于这个揭示的点上。“Wide Open School”并不是教学法方面的练

从 直 截 了 当 的 谈 到 会 让 人 完 全 沉 浸 入 其 中 的 偶 发 艺 术，
“Wide Open School”的每一堂“课”都标志着艺术家与观众之间一
条直接的通道的开启，它允许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通过自己的选择来
进行一段独特的旅程。据画廊总监 Ralph Rugoff 介绍，“你完全不需
要对艺术抱有多大兴趣；大部分课程都与其它的主题有关——例如登
山、冥想、高级金融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也许
是它会让你了解众多艺术家处理一个主题的不同方式，他们是如何发展
起自己的理念然后提出意料之外的问题的。”这基本上就是一段旅程，
它的主题跨越了对知识的初步探索、由此产生的灵感和创造动力，最后
到达艺术品的积极实施中。
这个项目至少完整地诠释了“实验性”这个词。“每个参与进来的人都
经历着某种没有固定结果的学习探险”——这是能够简单地使通常被表
达出来的怀疑转向大的机构为观众规定对艺术的体验方式的一个大前
提。“观众意识到了他们对作品的回应是作品内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那么与其对观众的体验进行塑造，我们更宁愿尝试让他们的体验变
得尽可能地开放。”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在项目第二
天的“课程”上说。“如果雕塑是出于将主旨转变为阐释这种意愿的行
为，那么通过联合创作的概念观众就能为主题附加上新的含义。这是真
实的：是对世界的亲身体验。”
这种实验性属性的标志之一也许是在界定整个事件时所经历的困难。这
究竟算是单个大型的偶发艺术活动还是一系列？考虑到某些“课程”中
高度大众化的安排——究竟谁在其中扮演了艺术家的角色？很显然随
便地给它加上一个标签会给整个活动带来伤害。然而，这不能阻止对它
在艺术目的中保持着什么样的立场的猜测：“艺术改变我们看待、思考
事物的能力通常是受人称赞的。‘Wide Open School’有望在没有艺

术品介入的情况下做到相同的事。”
在真实的文艺复兴风格中，对知识的不断追求以及对世界的体验反过来
会成为发明创造的推动力。你可以称之为艺术或者仅仅是人类的创造
力，“Wide Open Schooll”不多不少正好提供了一个去探索、参与
并且受到启发的机会。

部分“课程”介绍
杨海固（Haegue Yang），Vita Activa
参与者们在上午进行了折纸活动，在下午则进行了编织活动。艺术家本
人与来自当地编织与折纸协会的指导者们共同辅助参与者们完成了这
一整天的课程。通过在一个个小组里进行的低调的活动，“Vita Activa”
探索了“学习是如何在参与者们中间展开和交织起来的”。活动有意
地回避了“正面演讲”及“创作带来的高压力”，参与者们完全沉浸
在了一次对制度进行通俗化的练习中。杨海固（Haegue Yang）在柏
林有一个工作室，它对这位艺术家来说起着“微型或是临时社区的作
用…能够分享适度的创作过程以及私密的、个人的故事”。她希望通过
“Vita Activa”将这种个人化的体验扩展到广大观众之间。

宋东，What is the mirror. Talking to the mirror in the heart
宋东带来的“课程”受到了“什么是镜子”这个问题的启发。在该项目
持续的 5 天时间里，在第一天就被固定下来的参与成员会在第 1、3、5
天的上午会面以进行一系列的冥想式表演和讨论；在最后一天，参与者
们则要找到“什么是镜子”这个问题的答案。

马克·艾伦（Mark Allen），Mind reading for the left and right brain
马克·艾伦（Mark Allen）是以洛杉矶为基地的 Machine Project 的
创始人与总监。Machine Project 则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与社区活动空
间。它会集中一批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制作人、科学家、程序员、
植物爱好者及诗人等等来向艺术家及广大观众提供提供专业知识和技
能。在“Mind reading for the left and right brain”中，马克·艾伦
（Mark Allen）、Krystal Krunch 小组与萨拉·罗伯茨（Sara Roberts）
邀请参与者来探索内部的主观性如何在这个分为三部分并持续了一整
天的“课程”里外化。
在上午，Krystal Krunch 小组会通过心灵感应来引导参与者们发展起
他们的心灵能力；接着，马克·艾伦（Mark Allen）组织了一个需要参
与者们亲自动手的工作坊——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其中制作出自己的
测谎仪来；晚上，Krystal Krunch 小组与艺术家兼发明家萨拉·罗伯
茨（Sara Roberts）一起在南岸艺术中心（Southbank Centre site）
组织了一系列以声音为基础的互动活动，并且用到了被称为“Earbees”
的循环设备。

彼 得 乌 伊 尔· 威 廉 姆 斯（Bedwyr Williams），The Truth
against the World

品中，奥尔加（Olga Grotova）通过讲述虚构事件、表演出来的干涉
行为以及构建的叙述的故事来探索了可能的真实情况。
她为 Wide Open School 带来的“课程”关注了当代生活中长期存在
的仪式及其与行为表演艺术的关系。参与者们需要挑选出那些隐藏在普
通的日常服装及行为之后的仪式的元素。另一项与之分离的任务则是需
要创造一些新的仪式（无论是具有讽刺效果的还是严肃的）。实践性的
练习则包括表演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既有传统的，也有荒谬的）；而参
与者们还可以就这一主题提出相关的建议，或是进行即兴创作与表演等
等。

苏珊·菲利普斯（Susan Philipsz），Sound Workshop
用艺术家自己的话来说，“‘Sound Workshop’探索了歌曲在情感
方面的影响；探索了它是如何触发人们的记忆并且重新定义一个地方
的。”在向人们介绍这间探索了 Hayward 画廊某些更加公共的地方（比
如它的楼梯井以及屋顶露台）的“声音工作室”时，苏珊·菲利普斯
（Susan Philipsz）首先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多 拉· 加 西 亚（Dora Garcia），Write and Perform a Monologue
多拉·加西亚（Dora Garcia）的艺术探索了圈外人、被驱逐的人以
及罪犯的政治潜力，此外她的许多作品还对古怪以及反英雄主义的
人物表达了敬意（例如滑稽喜剧演员 Lenny Bruce、前卫的剧作家
Antonin Artaud 以及地下电影人 Jack Smith 等）。
为 期 两 天 的“Write and Perform a Monologue” 介 绍 了 表 演 性 独
白的艺术以及不按部就班的活力。参与者们可以学习如何去阅读某
人的思维、抵挡干扰——也许还能学习大脑是如何运作的。热身练
习包括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独白范本，它们有的来自 Lenny Bruce 与
Richard Pryor 的黑色喜剧，有的则来自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及玛
丽·雪莱等人的经典作品。

藤原西芒（Simon Fujiwara），The School for Perfect Strangers
当一件艺术品没有作者时，它算是什么？艺术品能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分
离开来吗？当某件物品开始影响作者时又会发生什么？
在为期两天的“课程”里，藤原西芒（Simon Fujiwara）导演了一场
名为“The School for Perfect Strangers”的集体表演。参与表演的
合作者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公布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形成一系列以集体编
写的剧本为基础的电影对话。艺术家鼓励参与者们夸张地表达感情。而
整个“课程”则会以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作者的现成艺术品为中心来表
现出来。与这些作品的历史及其作者的个人经历相关的叙述则通过对话
和剧本编写被构造出来。混合了基本的戏剧技巧、即兴创作、忏悔、写
作以及运动，藤原西芒（Simon Fujiwara）和他的参与者们试图围绕
这些物品构建起一系列叙述片段以探索这个后历史、后情感的世界中的
逻辑、分享、历史构建以及个性化。

彼得乌伊尔·威廉姆斯（Bedwyr Williams）带来的课程是一场名为
“The Truth against th-e World”的演讲式表演，它关注了来自英格
兰西部边境的文化中的神秘事物。在艺术家本人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参
与者们都要穿上 Eisteddfod Druids 风格的长袍。

迈克尔·兰迪（Michael Landy），Workshop On Destruction

奥尔加（Olga Grotova），“Performance, ritual, symbolic action: rite as play and the art of performance”

在“Workshop On Destruction”中，参与者们需要带去一件具有个
人意义的物品，而他 / 她在这件物品被摧毁之前则需要讨论它的意义。
之后这些物品的所有残留物被用来创作了一件集体性的雕塑，而雕塑在
最后也会完成自我毁灭，整个过程再次回到原点。

奥尔加（Olga Grotova）是一位以伦敦为基地的艺术家兼策展人。她
的艺术实践受到了数字媒介、模拟实验以及古典文学的影响。在她的作

迈克尔·兰迪（Michael Landy）的艺术处理了关于清理、破坏、价值
与所有权的问题，提出了关于消费主义与艺术的商品化的问题。

桃乐茜·克罗斯（Dorothy Cross），Jellyfish into Whales: Art
, Narrative, and the Deep

岛 袋 道 浩（Shimabuku）& Hayashi Daisuke，Art and Cooking are similar

桃乐茜·克罗斯（Dorothy Cross）的雕塑及装置作品通常与现成及构
建物品有关，它们有趣而富有挑战，有时候还具有一些颠覆性。在她的
早期作品中，桃乐茜·克罗斯（Dorothy Cross）使用并且转变了一系
列自然材料（如牛的乳房和牛皮、蛇皮及鸟的标本等）来探索与欲望、
文化和政治习俗相关的问题。

出生于 1969 年的日本艺术家岛袋道浩（Shimabuku）通常会从偶然的
邂逅或是发现中掘取灵感。旅行是其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食物则是另一
个；而有的时候这两个主题会不期而遇。在这次的 Wide Open School
上， 岛 袋 道 浩（Shimabuku） 与 曾 跟 随 日 本 大 厨 村 田 吉 弘（Yoshihiro Murata）学习过的怀石料理厨师 Hayashi Daisuke 展开了合作。
Hayashi Daisuke 目前是来自伦敦的日本餐厅 Sake No Hana 的主厨。

在自己带来的“课程”中，桃乐茜·克罗斯（Dorothy Cross）通过
自己的实践处理了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有关的“人”绘制画
像的挑战。她与水母、鲸鱼等“共事”，巧妙地用奇特而又充满诗
意的结果来转变了她的材料。《Leviathan or, The Whale》的作者
Philip Hoare 则讨论了他个人在野外与鲸鱼的广泛的关系。从亚哈船
长（小说《白鲸》中的主人公）对白鲸莫比·迪克的着迷到现代社会对
鲸鱼以及它们所生存的海洋的看法，Philip Hoare 关注了鲸鱼在艺术
以及小说方面的应用。

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Banner Making Workshop
在 这 个 充 满 了 社 交 媒 体 和“ 快 闪 族 ” 的 时 代， 杰 里 米· 戴 勒
（Jeremy Deller）与 Ed Hall 讨论了在示威游行、纪念陈设以及展览
中使用到的手工制作的横幅不可替代的价值。在这之后，他们还领导了
一场制作横幅的研习班，其中包括对激发设计理念、形成有效的横幅图
案及其实际生产等方面的不同方式的关注。

亚历山德拉·米尔（Aleksandra Mir）& 伊蕾娜（Irena Sedlecká），
Freddie On The Plinth（exhibition）

在“课程”的进行期间，Hayashi Daisuke 利用当地食材以及源于日
本的食物拼盘艺术来演示了一系列包括寿司制作在内的过程。另外，他
还与岛袋道浩（Shimabuku）展开了对艺术和烹饪进行了思考的对话，
在艺术与东西方的烹饪传统之间形成了新的关联。

哈勒尔·弗莱彻（Harrell Fletcher），An Introduction to Art and Social Practice
哈勒尔·弗莱彻（Harrell Fletcher）非传统的、受社会关系驱动的艺
术来自于“创造力存在于每一个有生命的人的体内，只不过通常被人们
忽略了”这一观点。他的艺术项目通常都是集体性的，特别关注了那些
被忽视的东西，而且通常检验了人们展示自己的方式，“比如青少年在
自己的房间里粘贴海报，或是有人制作一本家庭相簿”。
他在 Wide Open School 上带来的“课程”关注了“艺术与社会实践”——这
通常是与特定场域性的、参与性的、跨学科并且在公众之间开放的项目
和实践有关。哈勒尔·弗莱彻（Harrell Fletcher）则从其自己及其它
相关作品的角度讲述了和艺术与社会实践相关的各种主题。

亚历山德拉·米尔（Aleksandra Mir）的作品提出问题、引人发笑而
且也让人思考，她的艺术实践则显著地依赖于交流、社会互动以及合
作。为了完成自己在 Wide Open School 里的课程，亚历山德拉·米
尔（Aleksandra Mir）带来一场关于两个人——皇后乐队主唱佛莱
迪· 摩 克 瑞（Freddie Mercury，1946-1991） 与 捷 克 雕 塑 家 伊 蕾 娜
（Irena Sedlecká，出生于 1928 年）的展览，他们之间有一种本来不
可能但却意外发生了的联系。

他在第一天分析了艺术与社会实践和那些更加传统的工作室 / 画廊模式
之间的差异；第二天则将焦点放在了场地、情境和环境的特定性以及艺
术家驻留这种形式之上；第三天关注了合作、参与及互动；第四天探索
了艺术机构与参与性艺术品之间的关系；最后一天则谈论了关于教育在
艺术与射虎时间中扮演的角色。

伊蕾娜（Irena Sedlecká）是布拉格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她曾获得了
State Prize for E-xcellence。她在 1966 年之前完成了许多大型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委托任务的创作。在佛莱迪·摩克瑞于 1991 年因艾滋病去
世之后，伊蕾娜（Irena Sedlecká）收到了来自皇后乐队的委托，委任
其为这位摇滚巨星创作一座青铜纪念雕塑。

出生于 1968 年的 Makoto Nomura 是一名作曲家兼钢琴家，他在自己
的作品中开拓了全新的协作作曲形式，直接将一些“非音乐人”包含在
了作品之中。在 Wide Open School 上，Makoto Nomura 为那些喜
欢“动起来”的人——以及音乐家与舞蹈家——打造了一个特别的活动
空间。参与者们通过演奏乐器的方式探索了富有娱乐性而且令人愉快的
锻炼活动。

亚 历 山 德 拉· 米 尔（Aleksandra Mir） 展 览 的 焦 点 放 在 了 伊 蕾 娜
（Irena Sedlecká）为她的纪念雕塑初步设计的 6 个模型上——它们之
前从未被展出过。这些雕塑成为了亚历山德拉·米尔（Aleksandra Mir）
为 Wide Open School 带来的独特的“人体素描课”的基础——它们
成为了她的“模特”，最终成果也将在展厅里展出。

苏珊·席勒（Susan Hiller），Dream Exchange
“Dream Exchange”是两场对与当代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有关的
梦想进行了收集和研究的会谈，参与者们可以描述他们曾经有过的与这
些主题相关的梦想。利用诸如《Mass Observation》的“梦想日记”
等历史性的项目，这堂“课”讨论了阐释的技术，估计了一种集体无意
识的可能性。

Makoto Nomura，Music and physical movement

Gelitin 艺术小组，teach us teach us everywhere
来自奥地利的艺术小组 Gelitin 成立于 1993 年，人们通常会将他们的
作品看作是一场游戏而非一次活动。他们曾参加了 2011 年的威尼斯双
年展。大胆的干涉、不讲规矩的艺术事件以及肆意的偶发行为是 Gelitin
的标志特征。而他们在 Wide Open School 上带来的项目也彻底地颠
倒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在卡塞尔文献展上瞥见艺术的未来
作者：Jerry Saltz（陈颖编译）

L l y n F o u l k e s p e r f o r m a n c e , Song Dong, Doing Nothing
Documenta 13
Garden, 2012, at Documenta 13
第 13 届卡塞尔文献展是一场有 200 名参展者的大型展览，但其中四分
之三的作品都是无关痛痒或者说是比这还要糟糕的。它充满了各种衍生
的装置、现成物品、文字作品、影像、雕塑、空荡荡的空间、行为表演
以及声音作品——这似乎是这类型的大型活动中所特有的概念 / 关系美
学霸权。我不会把整个清单都列一遍，但其中的一件作品就足够让你体
会到我所说的那种感觉了：在由艺术小组 Critical Art Ensemble 带来
的作品“A Temporary Monument to Global Economic Inequality”
中，观众可以坐在一架直升飞机中升到与之资产净值一致的高度。照理
说这件作品是关于财富积累的，它呈现出了一种反市场的姿态。但它展
示一天的花费却比许多博物馆和画廊在一年里所花费或是生产的价值
还要多，甚至多于大多数艺术家在其一生中创造的财富。
不过让我们暂时忘掉那不好的 75% 的作品吧，因为只有当你忽略了那
些哗众取宠的言论，第 13 届卡塞尔文献展才能开始实现其众多目标中
的一个：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界定艺术的，然后再迅速地将其展示出来。
的确，我们在各处都隐约可见我们称之为“后艺术（Post Art）”的东西。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甚至不愿意
使用“艺术家”这个词，她宁愿用“参与者”来代替它。她说：“我不
确定艺术这一领域在 21 世纪是否还能持续存在下去”——注意，她的
意思不是指艺术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一领域有条不紊的隔离。至于约
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著名的言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则补充说：“每件事物也都是艺术家。”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最好的部分将我们带入到与“Post Art”的虚幻实体
进行的紧密联系中——这里的虚幻实体指的是这样一些事物：与其说它
们是艺术品，倒不如说它们与那股推动人们制作将想象力嵌入到材料中
的事物的驱动力有关。这个概念我很欣赏。那些不适合陈旧的分类方式
的事物呈现出了强有力的创造性形式，并且具备了承载含义与做出改变

皮 埃 尔· 于 热（Pierre Huyghe） 在 本
届文献展上带来的作品

的能力。“Post Art”并没有将艺术看作是良方、安慰或是宗教信仰；
它甚至不认为艺术是与生活分离开来的。一位化学家或是一位将军也许
每天都会在办公室里制作出“Post Art”来。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其中
一名参展者是工程师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1910-1995），他
是最先采用程序控制的数字计算机的发明人。他的抽象画作看起来有些
像费宁格作品的仿制品，但它们与楚泽的计算机一样属于一件发明物。
有的时候，“Post Art”会采用比通常情况下具备更多的暗示意义的手
工艺品的形式。本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出现了一大堆一幢在伦敦大轰炸中
遭到袭击的建筑的碎片：它不仅被赋予了历史的色彩，还被赋予了复仇、
痛苦、暴怒、怀疑以及矛盾的色彩。由画家林恩·福克斯（Llyn Foulkes）
制作的看起来相当疯狂的单人乐队乐器就是一种迪斯尼式的巧妙装置；
它总让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会蹦出来但实际上却没有。宋东在 Karlsaue
公园里搭建起来的“迷你山”看起来就像是堆满了废物的小山丘一样，
其上装饰了中国文字的霓虹灯。然而它却让这里的风景与我进行了交
流，从本质上来说是表明了我个人的座右铭：“你赢得了一些，你失去
了一些。有的会因为下雨而延期。但你却要为每一个人着装打扮。”
如果有谁的作品会让你产生放弃定义的想法，那么这必然是皮埃尔·于
热（Pierre Huyghe）在本届文献展上带来的作品：它是位于公园尽头
如同火山口一般的废墟，由两只狗进行“巡逻”。整件作品中唯一可以
称得上是“作品”的东西是一个用混凝土制成的斜倚着的裸体雕像，雕
像的脸上顶着一个巨大的蜂巢。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叙述的地方，是一种
新秩序的“孵化室”。这几乎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化身，暗示了即使卡塞
尔文献展具有巨大的缺陷，但它仍允许我们在这种被称为艺术的事物中
感受到一种支柱，并且感觉到“Post Art”就在我们的眼前，并将迅速
来临。

理论车间后门评卡塞尔
文：陆兴华
为什么为了卡塞尔的风光，喀布尔必须被毁灭？为什么你多开一公里汽
车、多喝一杯咖啡，会早一刻把末日带给我？什么叫做全球化中的连坐、
连累？经济必须发展，这样，世界之病可以多拖一天？这些是卡展要人
民去思考的问题。但如何蓬皮杜搞的那个 Let me entertain you! 展走

得更远？
Rosler 搞过一系列作品，什么为了让美国郊区主妇有个漂亮厨房，越
南必须战火纷飞之类，现在玩的人挺多的了。

卡塞尔文献展主题：艺术与各种知识相关联的边际研究；该策展人认为
自己取了一种整体主义的、非逻各斯中心的立场，并认为这一立场能帮
助我们怀疑自己对于经济增长的持续信念。

义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又回到了老路上。从德勒兹福柯到今天的巴
迪厄朗西埃，都向我们指出这样一条艺术政治极限：将要来来的政治里，
方法、道路和目标都须重新发明。

策展人作了这样的先设：经济往上走时，增长会使我们抱有很多幻觉，
而我们现在就生活于这些幻觉中；她认为整体主义（对中医式治疗所抱
的信念，就是整体主义信念）和反逻各斯中心（反语言中心、反欧洲中
心、反在场本体论、反男权中心、反人类中心论等等）是刺破这些幻觉
的工具。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

先认了这条极限，才能从容。否则，就只是在搜寻哲学的抽屉，看看到
底还有哪些不被拿出来过的原则，可来作艺术展示的景观妆点。

在我看来，整体主义是小资幻觉的一个可怕堡垒。“有机”和“生态”
是它的两个最流行的病灶。威尔士王子到我们村来视察，认为中国古代
医学真伟大，大家应该拒绝西医的偏面，对生命作整体关怀。反逻各斯
中心论，也只为小资们追求政治正确的一条套路。
这个策展也犯典型的当代艺术“哲学病”：用哲学原则去转换政治，把
宝押到两条哲学原则上；等观众（或策展人自己）弄清什么叫做整体主

我对这个策展主题的理解，是侧重赌注这方面：我们几个时代的人都是
因为看到经济总是在增长，而对许多本来只是幻觉的东西一再押赌，这
才使我们像坐上了开向卡桑德拉大桥的火车。在这个构思里，整体主义
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也都只是备用意识形态，只是认识角度，不起救
难的作用。
齐泽克和内格里从不同角度都将这一处境看作是“共产主义”情境。对
于齐泽克而言，我们这样奔向灾难时，以为堕入深渊时，隧道对面开过
来共产主义列车。它将来摆平一切。最危难处，人的境况反而像早餐桌
椅那么容易整理了。

新美术馆的“网络化”
作者：Ben Valentine（陈颖编译）

我们也许还能记得新美术馆及其当时的总策展人 Richard Flood 与一
份将博主们等同于土拔鼠的“宣言”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时过境迁，
Richard Flood 现在也开始写博客了，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般。
新美术馆的这种转变在其创建的新网站上表现得相当明显，这个网站主
要展示了 4 个全新的项目：新美术馆数字档案（New Museum Digital
Archive），艺术空间目录（Art Spaces Directory），一个名为“Six
Degrees”的博客以及一个名为“先睹为快：新的在线艺术（First
Look: New Art Online）” 的 项 目。 值 得 一 提 的 是，“First Look:
New Art Online”每月都将展示或是委任艺术家创作一件以网络为基
础的作品，该项目由 Lauren Cornell 担任策展人，他曾经是 Rhizome
的执行理事，此前还与艺术家瑞安·特雷卡丁（Ryan Trecartin）一起
被任命为 2015 年新美术馆三年展的策展人。
新美术馆正在将自己定位为一间走在网络艺术前沿的机构。而它对以网
络为基础的作品的展示及委托创作则是让我感到最兴奋的。不过，
“First

Look: New Art Online”并不是由新美术馆首创的：这个项目会让人
联想到沃克艺术中心自己的在线画廊 Gallery 9。Gallery 9 展示了许多
在 1997 至 2005 年间创作的在线艺术作品，它由在该艺术中心创立了“新
媒体计划（New Media Initiatives）”的 Steve Dietz 负责。而“新美
术馆数字档案（New Museum Digital Archive）”同样也将是一个令
人愉快的项目。我敢肯定大部分读者对许多博物馆如迷宫一样的网站都
感到很头疼，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找到某一件特定的作品或是某一位艺
术家。新美术馆新建的这个“档案馆”则要容易操作许多：只需要输入
艺术家的名字，与之相关的展览、出版物、公共项目等等就会一一呈现
出来。这才应该是一间博物馆所应该具备的数字档案馆。
不仅是这些改变强调了这种走在互联网前沿的状态，新美术馆还用展示
了来自全球 96 个国家的 400 多间独立艺术空间的互动式地图强调了这
种状态。在新美术馆重新打造自己的网络姿态时，它同时还强调了艺术
界中其它一些重要的艺术机构。这种群体感以及我们有可能不是很理解
的推动对其它机构发展的意愿是值得推崇的。

鄢醒入围平丘克“2012 未来一代艺术奖”
乌克兰平丘克艺术中心 (PinchukArtCentre) 宣布了“2012 未来一代艺
术奖”(Future Generation Art Prize) 提名名单。鄢醒作为唯一入围这
一奖项的中国艺术家将与其他 20 位入围者在平丘克艺术基金会的赞助

下于今年 10 月举办大型群展，最终大奖获奖者将获得 10 万美金。
以下为“2012 未来一代艺术奖”入围者名单：

Jonathas de Andrade, 30 (Brazil),
Marwa Arsanios, 33 (Lebanon),
Micol Assael, 33 (Italy),
Abigail DeVille, 30 (United States),
Aurelien Froment, 35 (France),
Mykyta Kadan,29 (Ukraine),
Meiro Koizumi, 35 (Japan),
Andre Komatsu, 33 (Brazil),
Eva Kotatkova, 29 (Czech Republic),
Tala Madani, 30 (Iran),
Basim Magdy, 34 (Egypt),
Angioletti Meris, 34 (Italy),

Ahmet Öğüt, 30 (Turkey),
Amalia Pica, 33 (Argentina),
Agnieszka Polska, 27 (Poland),
Emily Roysdon, 34 (United States),
Rayyane Tabet, 28 (Lebanon),
Xing Yan, 26 (China),
Lynette Yiadom-Boakye, 34 (United Kingdom),
Joao Maria Gusmao + Pedro Paiva, 33, 34 (Portugal),
R.E.P (Ukraine): Volodymyr Kuznetsov (35), Mykyta Kadan (29), O
lesia Khomenko (31), Zhanna Kadyrova (30), Ksenia Gnylitska (2
8).

“有限艺术项目”——颜磊在卡塞尔文献展
来源：艺术眼
访谈人：李振华 | 被访人：颜磊 | 被访时间：2012 年 | 卡塞尔
文献展
我喜欢做的
李振华：你从 1997 年和洪浩合作《邀请信》项目开始，就将卡塞尔文
献展置于创作的核心，当然 1997 年也正好是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你
们巧妙的利用了这个五年才有一次的机会，并将其转化为连接这一国际
艺术项目和本土当代艺术语境的作品。时间已经过去整整 15 年，你第
二次参加卡塞尔文献展。不知道你对之前的《邀请信》和《这里通往卡
塞尔》（1998 年），以及《追光——阿斯蓬》系列（2006 年）、《着陆》
系列（2007 年）这些作品怎么看？你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之间的联系和
线索？
颜磊：艺术家都把能参加文献展作为一件最光荣的事情，97 年那个时
候感觉文献展和自己是很遥远的事，所以想起艺术问题来，更多的感受
是孤独和无能。我工作每向前一步都是无法预见的，但有一点是做艺术
家所面临的困扰和问题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子。
李振华：困扰你的是什么？你所面对的是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随着时间
推移一直在变化着的问题，这一困扰在今天消退了吗？或者说它变得日
益强大？
颜磊：困扰是因为人与人无法交流，所以只能直面孤独。我经常像一个
人面对空白画布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一样。不知道明天该做什么。
李振华：困扰你的是金钱上的限制吗？
颜磊：我相信钱越多就越自由。但怎样做艺术才会有出路的问题不是钱
能解决的了的。
李振华：你的回答让我想到了当代艺术逐渐出现的历程，从当代艺术出
现以来，当代文化变迁最突出的表现是艺术家身份在不断的转变。我很
感兴趣你是如何考虑作品是做给谁这个问题？还有艺术家的位置在今
天是什么？
颜磊：作品当然是为了自己和对自己作品有兴趣的人做的。要想获得更
多的自由就不要在乎自己是不是艺术家。

通往卡塞尔》（1998 年）和《红灯区》（1998 年）、《二手店》（1999
年），显然在《这里通往卡塞尔》仿佛是对卡塞尔和生活环境之间的一
个过渡，《二手店》让你的创作再次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当代艺术的边
缘。从北京到香港的生活让你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生活
和文化语境的差异，开始被你所察觉，并很快开始捕捉到来自香港文化
的脉络，以及与之接壤的国际化当代艺术的信息。你怎么看这一转变，
从身份的变化到艺术倾向上的移动，由远及近——对应创作从卡塞尔话
题到红灯区和二手店的变化。
颜磊：面对孤独的绝望感，艺术的道路该怎么走下去？那时候我想调整
一下自己的状态，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做了那些作品。《二手店》（又
名：哈利路亚）就是用艺术的名义，把自己的包袱的卸掉，减轻束缚，
作为调整心态的一种办法。香港的艺术界热衷于政治游戏，除此之外谁
也超越不了那种规则，我在那里做艺术的感觉挺无能的。
李振华：你从中国文化政治的状态中出来，又掉入了香港文化政治的迷
局，如果对比当时的文化政治状态，中国和香港的不同是什么？你作为
艺术家需要在这一变化中保持怎样的状态、身份？
颜磊：大陆很大，香港很小，香港比北京干净。你只要知道在哪里生活
自然，就是最好的状态。
李振华：对你来说创作和地缘的关系在哪里？如果仅仅从艺术创作的变
化上，可以猜测你艺术形式上的变化，与不断的搬迁好像有着某些联系，
如你谈到香港生活和对艺术圈的了解所导致的悲观，是来自你卸下包袱
后的荒芜感，还是来自对艺术系统的失望？以及你后来常去法国是否和
这些都有关联？在你的创作上的变化，是否和移居法国在时间上也有着
联系？
颜磊：我基本是在中国大陆形成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以前曾经想出国，
但到了国外被语言所局限，根本找不到语言之外的感觉。现在主要看哪
里的生活习惯更适合自己，如果在一个地方生活不习惯，就会不知怎样
想艺术的问题，这就是我和地缘与创作的关系。
李振华：上述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你在 2000 年之前创作上的倾向性和变
化，也就是你的工作开始出现一个主体的存在，这与你更早的录像、摄
影作品涉及的对自身的伤害有些不同，是什么让你开始关注某种文化中
心（所对应）的话题，并开始产生兴趣？你到了香港之后这一被强调的
话题是如何被阶段性的放弃？

迁徙即发现
李振华：1997 年你应该已经移居香港，在香港居住期间创作了《这里

颜磊：我认为艺术家做作品得动机主要是为了摆脱心理孤独感，所以手
段和方式不是最主要的。艺术家自己要感觉到刺激才重要。刚从学校出

来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艺术家的身份被认可，后来觉得这个问题没
意思了。
李振华：对你来说如果媒介的变化不重要，刺激来自哪里？是什么导致
这些刺激出现，你的创作有着特别的冷静、隔绝之感，你谈及的是理性
的刺激，还是感性的刺激？最终你在媒介的使用上选择了绘画作为呈现
的材质，应该也是有原因的吧。

通过图片或录像，而绘画是最古老的对事件纪录的方式，对你来说绘画
是否仅仅是纪录的手段？以及项目、摄影和绘画在这个作品中的先后顺
序，及其关系是什么？
颜磊：我经常把资料档案当作绘画的资源，任何资料作为图片都可以被
使用，很多图片成了我的绘画内容。同时因为我的方法，减少我对绘画
制作的参与。

颜磊：我说的刺激是通过自主操作自己的工作，并能能够准确的实现目
标，是权利带来的刺激。每一个作品在心理上都像是一出戏，我会把它
想像成一个舞台，所有问题集中起来，就是艺术家形象时时刻刻所传达
出的宣言。

李振华：当代任何事、物都可能是艺术，那么对你来说艺术工作的核心
是什么？这里我们根本不必谈现在的艺术的主流或是核心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让艺术依旧依存于政治和经济的阴谋轴心，我想了解的不是你对
这个世界的看法，而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前行方向。

李振华：你在这里强调身体传达出的声明，但是在工作中你自己尽量少
的参与其中，怎么解释在这里出现的矛盾？艺术家的在场与不在场，是
怎么被决定的？你所强调的身体是艺术所特指的 Body of Work，还是
你自己的身体的在场？

颜磊：所有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做“当代艺术”的，当代艺术是如此商
业化，艺术已经没有标准，我也一样。我做艺术的动机就是喜欢，我并
不觉得需要更多的理由了，但这种感觉会不会变，我保证不了……

颜磊：我的意思是艺术家的外表就是心理学表现。我对作品的态度是尽
量减少我对作品制做的参与。
李振华：根据你所谈及的艺术史和对作品概念及其理解的问题，我深有
同感。现在的解释系统和文化批评、研究很难满足于前行的当代艺术需
要，而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往往也只能让我们向后看今天艺术的来源问
题。即使如此在当代艺术行进中，我们还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困境，这一
困境来自知识（跨领域）上的障碍，地缘文化上下文关系的障碍，身体
体验的障碍，观看作为美学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挪移碰撞的障碍，当然
还有如你所说心理学范畴。那么在这里你所强调的艺术家的形象和作品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颜磊：我相信艺术存在于作品语言（物 object 和表现 presentation）
之外，所以我（艺术家 Artist）做（介入）得越少艺术就越纯粹，艺术
家的存在只是给那些呈现作品的“物”赋予一些精神的幻觉。

艺术、第五系统、UAP、北京的礼物
李振华：98 年以后你的作品好像更趋向于绘画，几个特别的项目中，
除了观念以外，都有绘画的存在。如《国际酵母》（2004 年）《蓬皮
杜艺术中心计划》（2002-2003 年）《尼斯计划》（2004 年）《第五系统》
（2004 年），你觉得绘画和你的观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不
能被其他媒介取代，或是干脆什么也不留下？我发现你在 2004 年的计
划更多的受到来自博物馆系统的邀约和驻留，你怎么看这一融入艺术体
制的作用，你的创作遵循着什么特别的标准和线索？《第五系统》可以
被看作是对地权兴起的一种关注，这一脱离了博物馆系统的作品是否存
在着某些观念上方法的差异性？
颜磊：我一直在考虑绘画，为此付出很多，也得到很多经验。绘画的问
题有时候是表达艺术态度的机会。我把一些和自己经验相关的图片画
出来，不是传统绘画的内容和理由（逻辑），在当代有什么不能成为艺
术？！
李振华：什么在今天还不是艺术？我想回到一个当代的起点，也就是我
们怎么看待当代存在主义语境下艺术范畴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涉
及到什么在今天不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上来。那么对你来说，政治、经
济、艺术，如果这些词互相替换，将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艺术会
是什么？是环保问题？是维权？还是其他？
颜磊：为什么不可以把“艺术”替换成“我喜欢做的”。
李振华：《第五系统》在工作的过程中卷入艺术之外的地产和经济，以
及政治在经济上的体现等问题。对你来说当这个项目被实施之后转化为
绘画（或观念和绘画并行）的关系是什么？通常针对一个项目的纪录是

李振华：最近经常会谈到你在 2007 年罗马“晚报摊空间”的创作，还
有你在光州双年展的创作《开胃品》（Appetizer）。能不能更多的谈
谈这两个作品？光州作品的出现应该是在你绘画项目 UAP 这个时间。
罗马项目的出现与卡塞尔文献展和《北京的礼物》是什么关系？
颜磊：2002 年我参加了圣保罗双年展，上海双年展，还有光州双年展，
感觉一年都在为双年忙碌，有像吸毒上瘾一样，所以在光州做了叫“开
胃品”的作品。我喜欢罗马“晚报摊空间”，因为空间特小，小得让
人觉得做什么都多余，在那里我就是要尽量保持什么也不做。 2001 年
我在 CAAW 做完个展，开始有钱，所以我想可以正式建设自己生产线
UAP（无限艺术项目）。
李振华：2002 年你参加了很多个双年展，对你来说这是否构成更国际
化的视野，也是你开始反思这一文化系统的开始呢？这是否是触发你开
始 UAP 这个项目。
颜磊：UAP 存在于市场中，它自由、无限的欲望与市场的有限的矛盾
并存。
李振华：在接受了 2007 年卡塞尔文献展邀请的同时，你还创作了《北
京的礼物》（2007 年），卡塞尔项目是对艺术系统和权利的示好还是
挑战？《北京的礼物》对你来说和卡塞尔项目基于艺术系统特征的创作
之间有什么联系？
颜磊：2007 文件展展出了我以前的作品，展览期间我并没有参与太
多，同时因为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邀请，我就把北京的“脑浊”乐队
（Brain Failure band）带过去，做了一场演出（party），作为我的
参展作品。被那个城市实实在在地消化了，那是艺术（作品）最理想的
一种状态。
李振华：能否说说 2007 年展出的作品，以及当时展览的实际情况，策
展人选择展出这些过去作品的理由是什么？上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争
议性比较大，主要聚焦在来自资本和画廊业对文献展的裹胁和操纵，你
所看到和经历的事实是什么？这一经历是否决定了你在伊斯坦布尔的
做法？或是因为展出过去的作品，所以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考虑在伊斯
坦布尔双年展的作品问题？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策展人侯瀚如怎么看
待你的这个作品，最终接纳的理由是什么？
颜磊：我不清楚每个策展人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侯瀚如是很尊重艺术
家想法的，同时他对艺术“纯粹性”的要求很高。我的方案他回答（同
意）很快，我们都觉得《北京的礼物》超出了现有博物馆画廊市场体系
对艺术的理解。
李振华：在这里你们是有一个博物馆或是画廊的系统作为参照的，在理

国际大展特辑
解这个问题上尤其是既存的当代艺术系统，当《北京的礼物》被接纳的
时候，是否也证明了这一系统的开放性，和其接纳的宽容度。当然这与
呈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呈现的限度和对艺术的期待所导致的“作品化”
确实被《北京的礼物》消解（或是重构）。
颜磊：我看到的不是开放性，而是当代艺术价值观的问题。
李振华：你所说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你所称为作品的东西存在于哪
里？是你的行动，还是脑浊乐队的演出？你的艺术是通过什么来达成
的？因为在你的这个作品中，没有具体的艺术作为“物”呈现的形态上
的视觉，也没有基于艺术空间（博物馆）研究的依托，从项目开始到结
束，可以说完全空无。
颜磊：我认为最高品格的艺术，是物件（Object）代表不了的，它存
在于语言之外。所以我把艺术家对作品的整体处理方式看成艺术，看成
是艺术家对艺术的解释。
李振华：你对整体处理方式的概念很棒，这应该已经是你的艺术，还是
对既存的当代艺术的观念的一次回应？
颜磊：当代艺术就像一块石头，所以只能按自己的理解来处理。

“绘画毕竟是一种无思想的、对一个你可能在一幅照片中可以看到的图
像的再现。制作这一画作的过程已经变得多余了。”——颜磊 2007 年
LAP 是对这一无思想的手工的一次再现，颜磊通过一年的生产，完成
了这个项目。而绘画是否如颜磊所说是一个没有思想的“物”？也许在
看到这一项目的同时，需要再次追问颜磊作为艺术家为什么要呈现他认
为绘画是无思想的，同时为何他要制造如许多的绘画作品？
“严格地说，我并不属于任何媒介所规定的艺术家。从 1996 年开始我
作了一些同当代艺术问题有关的作品，在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并没
有选择固定的模式和媒介，这同时也是我对传统的表达方式的厌倦和以
当代艺术名义标榜的实质，却是对现代主义品位的质疑所导致。”——
颜磊 2007 年
LAP 是一个艺术媒介的呈现，还是一个观念的过程？抑或是一个行进
中的艺术项目。在杜尚将现成品带入艺术领域之后，艺术家的位置和不
断探索的姿态，构成了当代这一最重要的文化概念。LAP 却是对杜尚
现成品的一次致敬，不同的是颜磊的生产系统将绘画本身作为现成品，
而 LAP 的将促成这一现成品的观念再次被工业生产的同一化所覆盖。
唯一留下的，就是绘画背面的一行字，还依稀可以判断艺术家的精神存
在。

关于有限艺术项目
“绘画就是占领美术馆墙面的东西。”——颜磊 2006 年
颜磊 LAP 计划的初衷希望通过一个更为疏离的方式，让存在于精神层
面的艺术得到最大的显现，通过艺术家身体不在场的方式，和艺术家只
对即将进入艺术系统制造这一过程的源头——图像，进行最终的判断。

颜磊并非为了追求单色，而使用工业系统，消除艺术画面达成的结果。
是否如颜磊所期待的实现完全的距离感，以及艺术家与作品的足够空
间？作为对应物的绘画，是否也得到了解放？在全无任何图像的情况
下，LAP 可以是抽象绘画，单色绘画，也可以借助绘画背面的一句话，
获得最大的画面和空间的重生——在人脑中。

第 9 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Manifesta 9”
编译：奶粉

第 9 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Manifesta 9）于 2012 年 6 月 2 日至 9 月
30 日举行，地点是比利时林堡省亨克的 Waterschei mine 废矿厂。
这一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不单一如既往展示国际领先的当代艺术，
同时历史性地展出珍贵历史作品，以及当地丰富的矿采遗产。策展人
Cuauhtémoc Medina（墨西哥城）的概念，是挖掘林堡省最近历史所
形成的社会影响。“现代的深渊”项目将分为 3 部分。第 1 部分里，35

位国际艺术家，受邀从地区语境出发，结合当地主题与全球事件创作新
作品。第 2 部分是艺术历史单元，展出 19、20 世纪以煤矿产业为主题
的艺术作品。第 3 部分关注林堡省的矿产业留下的丰富遗产。

Manifesta 9
Manifesta（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 每两年在欧洲换一次地方举行：

鹿特丹（1996），卢森堡 （1998 年），卢布尔雅那（2000），法兰克
福（2002 年），圣塞巴斯蒂安（2004），尼科西亚（2006 年 - 取消），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2008 年），穆尔西亚在北部非洲（2010）和林堡（2012
年）。
每一届 Manifesta，都会在两年或两年以上的时间里举行一系列活动 , 比
如出版物，会议，讨论会和研讨会（所谓的“咖啡休息”），舞台覆盖
整个欧洲的不同地点，并在邻近地区上演，高潮是在最后 3 个月于主办
城市举行的展览（或像 2006 年那样，一个“艺术学校”）。通过这种方式，
Manifesta 旨在建立与国际通行的艺术和智力辩论激烈和可行的接口，
关注某一地区的具体素质和特质。
Manifesta 的游牧性质是对欧洲领土心理上和地域上探索的一种愿望，
包括边境线和不同的概念。这一进程的目的，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里，
在特定文化和艺术、当代艺术、理论和政治领域间建立更密切的对
话。 Manifesta 覆盖泛欧洲地域，已成功推出来自多达 40 个不同国家
的艺术家、策展人，以及年轻专业人员和学员。欧盟成员国从 12 个发
展到 25 个，并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 30 个国家的目标，Manifesta 意识
到与临近的亚洲、地中海东部和北非邻国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同时，继
续把重点放在欧洲少数群体和文化方面。因此 Manifesta 期待扩大其
网络，与不同的组织、策展人、艺术专业人士，以及欧洲内外的独立相
关人士建立创造性的伙伴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当代艺术网络。

“Manifestation 9”策展理念
“现代的深渊”（The Deep of the Modern）尝试建立一个艺术与历
史之间不同层面的对话机会。它的出发点是该地作为曾经的煤矿地区的
重要意义，以及它带来的想象的和生态上的，与工业资本主义相关的全
球现象事件。作为 Manifesta 9 主场馆的 Waterschei 煤矿遗址，并非
故事的唯一主角。
“现代的深渊”的灵感大多来自地理－生态方面的“采
矿机器”，那些在 20 世纪不断塑造该地区形态的花园城市景观，景观
规划，运河，道路，铁路等等。
“现代的深渊”在三个方面展开对话：
1）“转型的诗学”
39 位当代艺术家，对 21 世纪初生产体系的全球性“经济转型”作出美
学上的回应。入选作品将尽可能地与建筑物残骸当前状态，及其周边环
境直接相互作用。策展团队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时间的作品，装置，
和其他艺术媒体之间的平衡，并提供能体现今天地域和性别广泛性的当
代艺术实践。
2）“煤炭时代”
这个艺术历史展览包括 1800 年至 21 世纪初的艺术品，反映了相关艺术
生产历史以及对应的工业时代。“材料艺术史“分为几个主题部分，都
是煤炭扮演重要角色的艺术品。煤炭是工业的主要燃料，是环境变化的
主要因素，对自然科学有着重要影响，是工人阶级文化的某种指代形式，
以及现代生活中的物质象征，等等。简单来说即“煤炭怎样影响和定义
艺术生产”。
3）“17 吨”
除了两个专为艺术而设的部分外，Manifesta 9 带来了新的元素：一个
对于林堡以及欧洲几个其他地区，煤矿业记忆继承为文化产出提共广泛
推动力的探索。
这个部分是个人与机构的合作产物，他们都来自不同背景，继续激发
集体回忆，也是对煤矿业各种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保存。《17 吨》
这题目是让人想起世界最为著名的煤炭工人歌曲《16 吨》（1946 年
Merle Travis 录制），以及马塞尔 . 杜尚的最著名的装置作品《16 英里

的绳子》。16 和 17 之间的差异，是提出对当前煤炭工业记忆的更进一
步的需要。
尽管展览分为 3 个部分，但是都会在 Waterschei 矿厂遗址举行，主题
性的，诗意的，方法论的作品穿插其中。展览的选择和组织，是要通过
遗址大楼内不同时代，性别和位置，实现与展览的不同层次和元素达到
共振。我们希望现代艺术作品将为艺术历史物件与所代表的遗产实践，
提供一种创新的理解，反之亦然。通过对各种文化产出元素的对比和加
工，“现代的深渊”相信展览的力量，以及观众的认识能力。
展览反映了对以现代和后工业思维方式产生的艺术品，图像，历史信息
和文化机构的综合调解。3 个部分，尝试探索了艺术和文化作为社会进
程固有部分的方式，那就是对特定社会形态的纪录和转化。

为什么选择 Genk 作为 Manifesta 9 的举办地呢？
1901 年 安 德 烈· 杜 蒙 特（Andre Dumont） 发 现 煤 矿 之 后， 林 堡 省
（Limburg）发出了 7 个煤矿特许权，慢慢形成的 7 个煤矿中有 3 个
在 亨 克（Genk）：Zwartberg，Winterslag 和 Waterschei。 其 中，
Waterschei 就是 Manifesta 9 的举办地。
亨克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城市，大部分游客都会为此地的各种矿坑而震
惊，它们虽然分散，但仍然形成一个整体。几个世纪以来，亨克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称为“de Kempen”的小村庄。直到 19 世纪末以前，当地
农民都不得不努力在沙质、贫瘠的荒原上，种植农作物为生。在 20 世
纪上半叶，小村庄因三个工业地区的到来迅速扩大，每一个都是一个自
治村，完全由地方煤矿管理局监督。亨克慢慢发展成由四个部分组成的
半城市结构。在当时，它经常被轻蔑地称为：有一位官方市长，和三个
真正市长（煤矿的三名董事）的城市。
今天，亨克有大约 64,000 名居民。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城市，是法兰
德 斯 最 重 要 的 工 业 中 心 之 一， 以 知 识 和 创 新 为 重 点。Zwartberg，
Winterslag 和 Waterschei 花园郊区形成一个独特的遗产区，灵感来
自 19 世纪英国模式的花园城市。每套大型洋房，都有单独的花园，吸
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和工程师。
整修过的 Waterschei 可以被看作为工业纪念碑，是在前煤矿地区再发
展的模版。西欧的每个矿采地区都再寻找一个处理自己“煤炭历史”
的方法。荷兰的南部，决定清理所有煤矿工业的痕迹；比利时南部的
Wallonia 把 4 个矿区 (Bois du Luc, Bois du Cazier, Blégny and
Grand-Hornu) 作为历史遗产来保护。在林堡省，除了 Zwartberg 之外，
每个矿区具有重要建筑意义的楼群都得到很好保护。‘Beringen’整
个矿区被完整保存下来，将来将发展为佛兰芒煤矿博物馆。Winterslag
煤 矿 目 前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文 化 中 心 和 教 育 设 施。Manifesta 9 之 后，
Waterschei 保留下来的建筑，都会被列入托尔公园（Thor Park）发
展计划的一部分，注重于科技创新和知识领域。简单来说，每个已经或
正在寻找独特的量身定制的改造方案。

“Manifesta 9”策展人简介：
Cuauhtemoc Medina，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历史学家，在英国埃塞
克斯大学获得艺术史与理论博士学位，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
获得历史学士学位。
1992 年起，他开始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美学研究所的全职研究
员。2002 年至 2008 年，是第一位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担任拉丁美
洲艺术珍藏的副策展人。他策划的其他项目包括：法兰西斯 . 艾丽斯
（Francis Alys）的《愚公移山》（“When Faith Moves Mountains”，
秘鲁利马，2001）；《2000 千万墨西哥人不可能错》（“20 Million M
exicans can't be wrong”，南伦敦画廊，2002），《分歧的年代，墨
西哥的艺术与视觉文化 1968 － 1997》（“The Age of Discrepancies,

Art and Visual Culture in Mexico 1968-1997”， 与
Olivier Debroise, Pilar García 和 Alvaro Vazquez 合作 , 2007-2008）。

法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在泰特美术馆的展览。她的著作《拉
丁美洲艺术》, 对 1820 年至 1980 年间的现代流派进行了研究。

2009 年，他策划了威尼斯双年展墨西哥馆里 Teresa Margolles 的项目，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What Else Could We Speak About?）。
2010 年，他在西班牙组织了当代艺术项目（PAC），那是一年长的名叫《食
人族的多米诺骨牌》的展览。还与 Mariana Botey 和 Helena Chavez
The Red Specter，在马德里 C2M 合作了叫《批判性恋物癖。整体经
济的残留》的展览，并于 2011 年在墨西哥城美术馆展出。2011 年，他
在当代艺术大学美术馆策划了 Enrique Jezik 的作品《阻挠，破坏，隐
藏》。

凯特琳娜·格列格斯 (Katerina Gregos) 是一位历史学家 , 策展人和作
家。她目前是比利时梅赫伦“新乌托邦 (NEWTOPIA): 人权状况”（2012
年 9 月）的策展人。2011 年 , 她担任了第 54 届威尼斯双年展丹麦馆的
策展人。同年，她也是第 4 届德国路德维希，曼海姆摄影节的联合策展人。

Medina 目 前 在 Katerina Gregos 和 Dawn Ades 的 协 助 下， 为
Manifesta 9 工作。除了自 2000 年来发表了大量重要当代艺术的出版
物外，Medina 在墨西哥城担任《改革报》“短暂的眼神”专栏的艺术
评论员。
多恩·阿德斯 (Dawn Ades) 目前是英国人文社科院研究员 , 前泰特美
术馆理事，2002 年获颁大英帝国勋章 , 以表彰其对艺术史的杰出贡献。
她的卓越工作包括 1978 年 Hayward Gallery 的“达达与超现实主义回
顾”的书籍和展览事项，以及罗莎林·克劳斯 (Rosalind Krauss) 的
展览：《疯狂的爱：摄影与超现实主义》。1985 年 , 她策划了英国画家

在 2006 年至 2007 年，她在布鲁塞尔艺术与媒体中心艺术总监。在那之前，
她是雅典当代艺术中心，德斯特基金会的创始主任。作为独立策展人，
格列格斯策划了许多国际性展览，包括：在追忆中隐藏，是我们未来无
声的记忆，（Remembrance is the Silent Memory of Our Future, C
ontour 2009）；第 4 届比利时梅赫伦移动影像双年展，2009；Give(a)
way: on Generosity,-Giving, Sharing and Social Exchange, 爱尔兰
第 6 届 EV ＋ A 双年展，2006 等等。其他项目包括，塞浦路斯 Leaps
of Faith: An International Arts Project for the Green Line and the
City of Nicosia，2005；阿姆斯特丹荷兰媒体艺术学院，第 1 届国际
当代艺术展览，2004。
凯特琳娜·格列格斯经常在各类杂志、书籍和展览手册上发表关于艺术
和艺术家的文章，也是国际性研讨会，世界各地双年展、美术馆的演讲
者。同时，她也是安特卫普高等艺术学院（HISK）的客座讲师。

激烈的迫近——东京宫“巴黎三年展”印象
来源：今艺术

美术馆应该提供给我们其他场所无法提供的自由和探索的感性极
限。——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喔！自由与感性……多么奢华的享受！东京宫（Palais de Tokyo）办
到了！巴黎三年展的规模与影响力远远超出所有期待，东京宫不仅呈现
更辽远的空间、更盛大的人文场景、更宽广的策展野心，巴黎三年展更
邀请我们踏入一个崭新的艺术文明。尚未竣工的东京宫，像是一处尚未
被城市秩序侵犯的处女地，保留了原始森林的纯真无邪，孕育着样式繁
多的艺术形态，为日渐枯燥乏味的文明带来感性的刺激，唤回了失忆许
久的青春思潮。主导三年展的核心人物是美国籍奈及利亚裔的恩威佐
（Okwui Enwezor），他策划过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11）与
光州双年展（Gwangju Biennale）等重要大展，走遍世界 90 多个国家、
亲访工作室与艺术家交谈，15 年前与艺术家合作时就开始思考“公民
想象力”（Civic imagination）与“政治景观”（political landscapes）
的关系。这次受到民族志学“开放心灵”
（Open Mind）的启发，以及“阿
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这把捍卫公理之火的延烧，与四位法国协
同策展人 [1] 联合摹画这个打破所有界限的“激烈的迫近”，挑选来自
40 个国家、113 位艺术家展示迷人的创造力和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收
拢自 20 世纪初以来的艺术作品（参展艺术家的出生年份为 1869 年至
1986 年），成功囊括了当代艺术中多元的气象。艺术的审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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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被重新分配，呈现有力的人文风格，体现文化场景在时空流变过程
中，以及所有重大意义的交会。展期长达 4 个月，东京宫与巴黎中心及
近郊的 7 个机构有许多交流的座谈与展览，以新的思维方式重现感知视
界，传承 20 世纪中期法国人类学与现代主义艺术探索的精髓。

以人类学式的好奇心抵抗全球化，寻找谜样的文明
“激烈的迫近”从人类学思想形构多层次的阅读，与展览相互交映，艺
术家干预社会、参照历史的表现手法，采用大量的原始部落影像（照片、
影片、素描、文件……）将观众的目光从“观看人种”过渡到“注视人
类”，展现人类的面目、五官、肢体、表情与气质的“相似性”，再以
这种“相似性”化解个体的差异。在种种感知联系下，展览成功地揭示
了当代艺术的混种场景，并且试图破除过去当代艺术的场域限制，让西
方社会的艺术帝国殖民现象作为展览动线的开端，由活跃于 1980 年代
女权运动的牙买加裔美国籍女艺术家奥格雷迪（Lorraine O’Grady）
的《混血家族相簿》（Miscegenated Family Album）首先引出第一
个暧昧的层次，她用 16 张双幅系列作品，并置了娜芙蒂蒂（埃及王后）
与她姐姐和其他家族成员的照片，混合相似的两张脸孔，糅合了极端不
同的时空与阶级，在注视此相似性趣味的同时，我们也在这个逻辑之间，
不断地对照检验自身在复杂的历史文化与血统之中，处于什么位置。从

这 个 展 览 的 意 义 来 看， 艺 术 家 的 身 份 与 任 务， 不 仅 是 要 建 立 自 身
之 于 世 界 的 定 位， 艺 术 家 更 要 进 行 自 我 探 索， 进 一 步 描 绘 世 界 的
轮 廓。 如 抗 争 艺 术（L’art de la résistance） 的 瑞 士 籍 艺 术 家 赫 胥
宏（Thomas Hirschhorn） 以 血 肉 模 糊 之 躯 祭 出 的《 触 碰 现 实》
（Touching Reality）是一个 6 分钟的无声影片，以一只从容不迫的手
沉着地触碰荧幕上的战争尸骸，浏览画面时而快速，时而定格放大细节；
他认为观众必须有承受“暴力就是事实”的责任，并且点出现代人大量
消费影像的需求与事实。手指滑动的触觉与接触影像的视觉，不仅有极
大的物理距离，大量残忍的死亡影像凝聚出能量，逼迫人在眼花缭乱之
际同时看见自己冷漠的事实。

将各种原始意义解冻，又像是探勘洞穴般，透过照片、雕塑与文件……
等作品探讨身份、后殖民与社会谈判等议题，他们的展示策略是在明亮
的展间呈现探讨政治与文化的作品。恩威佐提出以人类学为策展蓝图，
让当代艺术的隐晦性消散于无形，作品朴素的材料更让诗意浮现，艺术
的伦理与历史重叠在一起，互相证实彼此在各个阶段所代表的意义。恩
威佐也再现一个道理，就是必须经过一段遗忘期（Désapprentissage），
才能省思过去经验里的精华与本质，唯有忘却权力与种种分类（文化、
历史与知识能力），才不会被过度扩张的全球化破坏艺术的鲜活性，并
且强调要激生出艺术思维里矛盾的双重模糊性，让作品投射出历史、哲
学、知识与文化之间交叉感知的思辨。

以视觉语言逼近事实，朝向理解与开放

东京宫新使命

《阿姆斯特丹女孩》（Les Filles d’Amsterdam）是法国艺术家姆连
（Jean-Luc Monlene）一系列以贝帝庸（Alphinese Bertillon）与贝
洛克（Auguste Beloc）两位摄影史研究先驱为灵感而创作成的作品。
他并置源自身份识别系统与性影像二种原型的影像，在拍摄前参照贝帝
庸与贝洛克的照片与阿姆斯特丹的性工作者，上半身取样胸线以上的头
颈（如同证件身份照），下半身取样妇科内诊的姿势，这系列以红色
为背景的直式大尺寸照片，让同一个身体的头部与性特征显得非常不
搭轧，观众的观看在迫视的召唤下被分裂、摆荡于极端之间。“迫近”
（Proximity）不全然意味近距离的暴力与对峙，相反的，具有促进社
会解放的力量以及回收政治霸权的潜力，尤其是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权
力操作，以及影像与语法结构的使用上。艺术是一种更自由的影像语言，
像是法国艺术家克洛斯基（Claude Closky）经常以简化且系统性的手
法操作影像，反复排列组合以削弱大众图像符号的意义，置换主观与通
俗影像之间的新介质。这次展出的《城市与乡村》（Town & Country）
是由 100 张相同尺寸的杂志拼贴而成的文字作品，在每帧精致广告或具
时尚感的图像底下，都有一行手写的，以“To die”开头的文字说明，
利用图像本身的戏剧性与文字符号来操作感官感知。突尼西亚编舞家乌
依西兄妹（Selma & Sofiane Ouissi）的录像作品《Laaroussa》，
则用双手诠释情感进行感性的表演，凝聚了陶工妇女们与大自然之间依
存的力量，透过做陶土的手势发展出一套抽象的符号，编排成具有政治
信号的四手芭蕾，传达出制陶女工的生活与她们希望政府能振兴此乡村
的心愿。

东京宫于 2002 年正式成立，当时就以法国官方艺术机构的概念“AntiMusée”[2] 为定位，形成当代艺术平台，以活力与冒险精神为底蕴，
支持新兴艺术家与发展中的艺术活动，企图让巴黎再度成为当代世界的
艺术中心。十年来与国际间的交流以及当代艺术交会的几度演变，东京
宫已成功地确立了其重要性与使命，甚至肩负起艺术教育的功能。

以考古学探索文明，朝向凝聚与想象

注 1：四位年轻的协同策展人分别为：布露（Mélanie Bouteloup）、
克隆姆（Abdellah Karroum）、荷那（Emilie Renard）与史代布雷
（Claire Staebler）。
注 2：“Anti-Musée”并非是“反美术馆”的意思，而是相对于国家
政策赋予美术馆一个保存文物与遗址的使命，美术馆必须成为一个真正
的公共文化艺术空间，支援新兴的艺术文化活动与民众的城市生活能有
更切实的关系。

当代艺术的推进似乎一再地想重新证明、颠覆或改朝换代，艺术家反复
地在时间与历史回绕、在表象与本质之间探索，一路上累积了许多的形
式，某些情感也渐渐成熟。恩威佐与策展团队拥有吸纳艰涩问题与现场
非比寻常的能力，他们不让美术馆与艺术概念只是一台思想推土机，而
是让思想进化成一条开放的轨道，既像是除霜般地拨开表象、透过思考

而今，东京宫十岁了，因为有了荣获 2008 年法国国家建筑奖的建筑设
计师拉卡东与瓦萨（Anne Lacaton et Jean-Philippe Vassal）的设
计，让整个空间从 7700 平方公尺的面积扩展成 22000 平方公尺，跃
身成为欧洲最大的艺术展场。新馆长笛·卢瓦齐（Jean De Loisy）
邀 请 了 8 位 艺 术 家 在 馆 内 部 署 大 型 装 置， 与 三 年 展 同 时 呈 现， 其
中 比 利 时 艺 术 家 彼 坚 诺（Peter Buggenhout） 的《 盲 者 导 盲 》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是这次同时具压迫感与吸引力的巨
大雕塑，它蔓生于空间中，其错综复杂的结构从天花板奋张而下，这堆
腐烂残骸混合了金属、木头、塑料……等由各种废弃物，覆盖着浓厚的
灰尘，仿佛像是悬浮在空中的世界末日遗迹，这令人不安的庞然巨物在
入口处即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观众游走在它的底下，抬头凝望的同时
也在那静默的阴影中寻找与雕塑有关的象征。这个作品在形象上剧烈或
缓和的庞大皱褶会让人顿时失去协调的本能，与这壮观的残骸雕塑互
望，观众将感受到发自内心的不安和岌岌可危的失衡感，它的野性仿佛
来自东京宫这只巨兽，在被焚烧过后的焦炙土地上，看到更多粗野、细
致或可爱的艺术生命长出来，一览这更为生动的文明世界。

“物”的解放与形式的打开——dOCUMENTA（13）的政治
作者：鲁明军

遗憾的是，时隔一个月多，我还是没有理出些微关于 dOCUMENTA（13）
的头绪来。在卡塞尔短短的三天里，原本以为能够浏览一遍所有参展作
品，回来后整理资料时发现，还是遗漏了不少，意识更是一片模糊或空
白。实际上，如果三天内能找到所有参展作品，其间所经受的视觉、感
官刺激及其庞大的政治、历史及思想信息量也足以让你的眼睛、大脑乃
至整个身体“崩溃”，而那些零星的感受和碎片的念想，最后也会被疲
劳消耗得一无所有。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努力根据自己零碎而又含
混的现场感受的记忆串起些许事实未必存在的“线索”及其历史关联。

dOCUMENTA 的历史与 dOCUMENTA（13）

这样一个简表当然无法将 dOCUMENTA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梳理清楚，
且对于一个展览的评价和判断更多应依据作品，不过这样一个表格至少
提醒我们，近 60 年来 dOCUMENTA 的理念是什么，它在关注什么。

有人说，dOCUMENTA（13）将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展览之一。我
认为，假如放在近十年或二十年看，dOCUMENTA（13）作为重要的
展览之一，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将其预言为一个世纪最重要的展览
之一，还是有点言过其实，至少未来 90 年，我们还无法预知会发生什
么。即使 dOCUMENTA 本身意味着一种可能的趋势，但趋势也是在不
断地延异中，也有被新的趋势取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显然是一种
倾向于共时性的判断，如果将其置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dOCUMENTA
史，就会发现，其还是有失审慎和必要的克制。为此，我们不妨对
dOCUMENTA 的历史做一简要的回顾。

很明显，如果说 1955 年第一届 dOCUMENTA 意在朝向历史的话，那
么从 1959 年的第二届开始，它便逐渐转向未来和可能的趋势探问。
dOCUMENTA 的创始人也是当届策展人阿诺特·波德公开表明，“第
二届文献展面对的不仅仅是显示从 1945 年其发展的过程，去有力强调
那些最为重要的大师，更应该关注那些跑在经典艺术之前的新概念的发
展。”这一理念持续至今。我想，这也是一直以来它备受关注的主要原
因所在。对很多人来说，都期冀从中看到一种可能的方向。
当然，事实也不尽然。虽说其中大部分的主题和理念都有明确的导向感，
但也有个别恰恰是去导向感的，或者说，在它这里导向或趋势及其明确
的问题意识反而成了一种束缚和障碍。譬如 1982 年的第七届，策展人
鲁迪·福克斯便提出“将艺术从各种束缚和激变中解放出来”，所以，
展览没有确定某个具体的主题，只是表明这样一种去导向或趋势化的理
念和态度。福克斯在致艺术家的邀请函中这样说，“我们经历了许多展
览：优雅的、乏味的、政治意味的、神秘的……这个展览又将阐明什么
呢？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失望，感到我们的作品不知何故被某种力量操
纵着：事情总会牵扯到某些文化背景、历史记忆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目
的又是什么呢？我把这次展览看做一个‘故事’，甚至想过以此作为展
览的主题：‘第七届文献展——一个故事’。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什么
主题。”因此，往届都将关注点放在一些艺术运动，或是放在艺术家身
上，而福克斯却把重心放在作品上。如果说 dOCUMENTA 意味着一种
可能的方向的话，那么对福克斯而言，这个方向就是没有方向。
不过，之后的 8 至 12 届，都有非常具体和明确的主题。而且你会发现，
不同策展人，他（她）所提出的理念和主题与其知识背景、关注方向，
甚至身份认同都有着直接的关联。比如第 11 届的策展人奥奎·恩维佐
提出的主题是“后殖民与全球化”，这实际上与他的非洲裔身份不无关
系，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的角度
叙述中国历史一样，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印度裔这一自我身份认同
的色彩。某种意义上，卡洛琳也是。虽然展览中没有明确的线索和意指，
但她对于贫穷艺术的推崇，对于边缘实验的发现，包括对于社会、经济、
政治、历史问题的深度关注等等，都与她的知识背景、学术视野、视觉
趣味乃至身份认同不同程度地有着一定的潜在关系。
卡洛琳明确了四个关键词：舞台、围困、撤退、希望，事实是我们很难
从中探得其明确的导向何在。在这点上，它似乎更接近无主题、无方
向感的第七届。且两届的重心都不是艺术家和策展人，而是作品。就像
卡洛琳略显含混的解释一样，她说：“什么处于围困之下？什么处于希
望当中？什么是撤退或退场？当我在舞台上表演时我在干什么？我所
感兴趣的是，上述四种处境其实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始终是互
相重叠，彼此区别但又同时发生的。”不同于福克斯试图将艺术从政
治、社会等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是，卡洛琳显然是有态度的，她依
然坚持艺术就是政治，认为形式和概念都是一种抵抗。而且，我们虽
然无法整体上确知她针对的问题或抵抗的对象是什么，但从局部或就
某个具体的作品而言，都不难找到其中暗含的所指。因此，作为展览，
dOCUMENTA（13）是开放的，但每一具体作品却并非走向空无，大
多都有一个隐性的态度和反思。

或者说，单纯靠“物”本身个体还不足以实现从知识体系的解放，其实
这里还有一个前缀——形式和概念，它们更像是一种解放的方式。这里
的“物”绝非是现成品意义上的“物”那么简单 , 甚至有些粗糙，而是
每一件作品及其展场空间的布置，都经过了艺术家和策展人的精心设计
过。因此，形式、概念的介入一方面将“物”景观化了，进而重新赋予
“物”新的语境，另一方面，“物”的形式化与概念化实际上也是对于
形式与概念本身的一次打开。与其说这是“物”的解放，不如说是形式
的解放，概念的解放，或者，是一种观看的解放。它打开了一个封闭的
世界，并重建了一个新的“外在”的世界。正是因为形式、概念与“物”
的共同解放，才使得个体的有效介入和体验成为可能。

“物”的解放与形式的打开
看得出来，迄今关于 dOCUMENTA（13）的评论更多还是围绕艺术媒
介的拓展，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评述。其中提及最多的是“物”
和“声音”。比如对于“物”的重申，有人说“物质开始是个重要命
题的时刻”。而对于声音的强调则更多来自新媒介和高科技的介入带来
的丰富新奇的感官体验。比起往届，本届展览的确突显了“物”和“声
音”，但问题是，当我们将讨论视域放在文献展历史的维度上时，我们
发现，也不尽然。相对第七届而言，或许反思的对象略有差异，但就反
思本身而言，二者之间并无差异。本届展览中“物”的凸显与其说是基
于媒介、材料与形式的实验需要，不如说是作为一种观看机制对于认识
论和知识性体制的反思和瓦解。说到声音，实际上早在 1992 年，扬·霍
特策划的第 9 届便以装置、光影、声音、形象、行为等艺术形式为主。
可见，声音在本届凸显并不稀奇。稀奇的倒是各种媒介的结合与混搭。
在我看来，其之所以得以凸显恰恰不是因为单纯的声音本身，毋宁说是
它与其他媒介包括空间、展场的生动互应。比如位于老火车站展场的
William Kentridge 作品 The Refusal of Time 便是由多屏影像、声音、
机械装置综合配置的一组大装置，各种媒介之间互相调动，极大可能地
调动和拓展了观众的体验感和观看思维。
我要表明的是，对于 dOCUMENTA（13），我们可以就其中的具体
问题或某个具体作品作出分析和判断，但任何整体化的判断特别是
具有预言性的过高评价都难免有失偏颇。事实证明，一旦将其置于
dOCUMENTA 的历史维度，会发现，我们所强调的比如物、声音、技术、
政治等等，在 dOCUMENTA 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因而还不足以成为支
撑它成为什么二十一世纪最主要展览之一的因素。这也说明了，无论是
不是有意所为，但 dOCUMENTA 的确有它相对稳定的一面。而且，你
会发现，卡洛琳实际上在展览中还是极尽可能地在回应 dOCUMENTA
的历史。主题馆一楼展厅中的莫兰迪曾经参加 1955 年的第一届文献展，
还有 1959 年第二届的参展作品朱利奥·冈萨雷斯（Julio González）
的雕塑，包括第五届文献展上最终未能展出的阿里吉埃罗·博埃迪
（Alighiero Boetti）的 Mappa 也出现在主题馆，等等。而卡洛琳对
于形式的强调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对上届主题“形式的迁徙”的回应和
延续。上届展览的序言中这么写道：“由于这是一个关于现代艺术的展
览，尽管这种做法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坚信这是必须的，因为许多
形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也可能会在未来延续下去。”之所以选择
重申现代主义，目的就是为了找回已经被商品吞噬了的艺术形式及其美
的秩序。再看卡洛琳身上，其实也不乏明显的形式色彩和概念意识。只
不过在她这里，形式并不是自足的，它还是一种政治，一种抵抗。虽然
上届策展人诺格尔·布格尔并没有明确他的抵抗意识和政治自觉，但和
卡洛琳一样，对于当代艺术的商业化、娱乐化和奇观化，都坚持一种强
烈的抵制。
因此，很多评论者的尽管将视角置于“物”（在这里，实际上声音也是
“物”的一部分）本身，但在我看来，卡洛琳凸显的不仅仅是“物”，

诚如卡洛琳所说的，“一个世界性的、与物质、物品、其他生物和它们
视角的内部互动，会使知识成为非象征性和非拥有性的，取消了所谓所
有权的概念形式，与此同时，它提供一种使时间慢下来的形式的可能性，
一种物态的时间。”在此，不论“物”，还是形式，归根结底都是为了
提供一种让时间慢下来的可能。这种“物”可能是一幅画，可能是一部
影像，也可能是一张照片，一件雕塑，一个装置，一件瓷器，一场表
演，或是一段声音……作为一种形式或概念存在，它是一种延迟或是时
间的凝滞。在这里，展览、作品、艺术家、策展人、观看者之间，不再
是谁支配谁、谁指向谁，而是一种内外充满活力的共构、互动和融合过
程。于是，“当你近看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一种深
思的过程，或者是一种更为抽象的活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边思维边
想象的方式，一种直到让这种粘滞性的体验将你的心智与眼前的物质融
合的过程，慢慢地，可能地，从一种所谓的客体的，外在的世界的角度
来看世界，而不是最终从一种有洞察力但却也往往分离于客体的主体到
达……”，正是在这种共构与互动的体验中，我们方可探得一种缝隙，
一种例外，一种偶然，甚或一种暂时的消失，临时的停滞。而这已然构
成了对于围困我们的二元知识体系的反思与抽解。
不同的是，卡洛琳选择的不是简单、粗暴的方式，或是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而是一种缓慢的、逐渐的温和且不乏均衡的方式。因此，
时间还在，只是被缓缓压缩或慢慢褶曲。概念、形式物化或者说物的概
念化、形式化，使得观看者的体验和介入也变得缓慢起来，直至将自己
让渡给物、形式或概念，而不再受自我意志和知识的支配或干涉。在
我看来，体验性和介入性无疑是本届文献展对于观看本身的一次拓展。
体验最直接地体现在表演和声音类作品中。老火车站 Michael Portnoy
的作品特意在取消了灯光且一片漆黑的旧仓库堆了一个土堆，半球形的
舞台设在土堆顶部挖的一个坑内，惟一的光线来自顶部的土坑。观者若
要观看和参与，必须通过梯子爬上土堆才能到达舞台，和三位表演者进
行互动。位于 Hugenottenhaus 后面的临时建筑内是 Tino Sehgal 的
作品。这是一件暗室，观众进入后除了能隐约看到晃动的几个观众身
影和偶尔的轻言低语外，就是一片漆黑了。渐渐地，你会听到一些歌
声，看到一些跳舞的身影，甚至会令观众产生些许莫名的惊惧和惶恐。
Ceal Foyer 的作品在 FRIDERICIANUM 一楼一间特设的空间内，里面
墙上只是挂着一副白色的小音响，音响内反复播放着 Tammy Wynette
的一句副歌：“我要继续下去，直到我做对了。”歌声环绕在空荡荡
的白色展厅，加上隔壁吹来的丝丝凉风，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
除此，还有 Karlsaue 公园中的 Janet Cardiff & George Bures Mille
r、Ryan Gander、Gabriel Lester 的作品都给观众带来了与众不同的
体验。值得一提的是，虽说这些作品的重心是声音，但展场与空间赋予
声音新的语域使其深具形式感。特别是展场空间本身就具有与作品所
指相应的历史语域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语域的重叠和压缩，时间体
验恰恰是在压缩的缓慢展开中实现的。譬如 Bunker im Weinberg 中
Allora & Calzadilla 的作品，OBERSTE GASSE 中喀布尔艺术家的作
品，还有 Theaster Gates 对 Hugenottenhaus 的改造，等等，莫不如此。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主题馆二楼的 Kader Attia 的作品 The Repair，他
将战争中受伤士兵的肖像以原始木雕的方式塑造出来，且一并展示出
来。同时，将有关的历史文本用螺丝钉钉死在铁架上，旁边影像播放着
战争中受伤士兵肖像的原始图片。此时，原始的，历史（战争）的，当
下的，多重的时间维度交织在一起，看似被压缩为一种永恒的纪念，但

历史也正因如此才得以展开和呈现。在这里，我们不妨套用卡洛琳的四
个关键词，将这一形式解释为，它既是一个共享的舞台，显现了一种当
代状况，也是一次集体的撤退，同时，还揭示了一种围困，一种孕育着
希望的围困。
卡洛琳说：“一些作品会谈论艺术的毁灭，另一些则展示毁灭之后将
会发生什么。这里有贝鲁特国家博物馆被毁掉的雕塑残片；柬埔寨年
轻艺术家 Vandy Rattana 的照片——照片展示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一
枚炸弹留下的弹坑，如今已经变成一道奇特的风景；乔治·莫兰迪
（Giorgio Morandi）画的瓶瓶罐罐以及真的瓶瓶罐罐——他给这些实
物也涂上了一层油画颜料。因此，这里存在一种语域的转移，从艺术品
的虚构领域转向其外部世界。就某种意义而言，上述这些都是一个概念。
但它作为概念就像象形文字也变成概念一样。你没法用它——你不能把
它数码化；不能把它做成 PDF 发给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形
式上的抵抗，概念上的抵抗，抵抗的对象是认识论上的封闭和知识生
产。”这样一种解释和说明意味着，在卡洛琳这里，“物”的解放并非
依赖于单一的形式自足，毋宁说是在一种互应和关系中展开的，这样一
种关系构成了一种立体的形式和不可平面、不可复制的概念。另如，意
大利艺术家 Giuseppe Penone 的作品，在 FRIDERICIANUM 一楼的
半圆厅中摆放了他两块“石头”，同时，在他此前（2010 年）已经植
于 Karlsaue 公园中那棵树上，卡了一块与之相类的巨石。实际上，这
一举动同样暗示了一种语域的转换，从博物馆到公共空间，单纯地看，
可能很容易将其视为一种形式，然而，当建立这样一种语域关系的时候，
它挑战的不再是形式或概念，而是我们的观看方式，或者说，我们对物
的体认和理解方式。所以，有时候 dOCUMENTA 可能只是一种提示而
已，至于作品到底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观者自己去阅读相关文献，然后
才可有所体会。而当我们对形式和概念有所体认的时候，形式就不再是
形式，概念也不再是概念，它们已经被彻底打开了。
就像卡洛琳提出的“舞台”、“撤退”、“围困”、“希望”这四个关
键词之间的关系一样，展览似乎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若欲从中理
出一条或几条清晰的线索，基本没有可能。但是，不少作品背后，事实
上还是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叙事，甚至，一些作品之间，也不乏某种叙
事性关联的暗喻。因此，当作品被展出时，不仅意味着原初叙事被彻底
开启，且具有生成新的各种叙事的可能。对于 dOCUMENTA（13），
我们其实很难铺陈一段大叙事，不过可以探得无数小叙事。这其中，有
些可能是艺术家、策展人意欲建立一种内在的关联而用心设计的，有些
也可能是观看者体认所得的，且都具有一种失却方向的生长性。殊不知，
这也恰恰导致了一种去中心的均质化结果。而去中心或均质化常常隐含
着弥散的陷阱。或者说，形式和概念的打开固然重建了物我关系，但也
不乏消解展览质感的危险。这更像是一个悖论。我想，dOCUMENTA（13）
的本意或许就是以“弥散”的形式和概念诉诸抵抗。这与几乎同时举行
的第七届柏林双年展激进的行动主义恰好形成了两个极端，尽管都意在
抵抗。

景观、均衡与抵抗
迄今为止，无论是媒体的报道，还是学者的争论，抑或普通观众的意见，
皆已表明，对于 dOCUMENTA（13）而言，诸如展览本身是好是坏、
政治观点正确与否此类的判断其实已经失效。也许，针对某件作品，
或某个展厅（或单元）的主题，我们会做出一个具有明确价值倾向的判
断，也可以做出艺术语言之好坏的评价。可是，当你面对下一个作品，
或者，进入另一个展厅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的判断在此已经被冲淡或
消解。就像主展厅 FRIDERICIANUM 一楼的部署一样，一方面两边大
厅的作品将空间彻底让渡出来，另一方面，半圆形的中厅内竟然拥塞了
近 30 件作品。一方面，展览空前地将“物”从历史原境的（认识）束
缚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现实及政治自觉又赋予“物”以新的语域。
一方面粗砺、激进的历史与政治感不断化解着极具匠心的景观及其审美
意味；另一方面，作品形式与展场部署的精致与考究又无形中在削弱这
一历史与政治感。一方面物化的形式与景观构成了一种消极的政治，另
一方面植根于现实与历史的诸多话语本身又显得极为积极。……在我看

来，正是这种均衡感，揭示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
内在的张力及其复杂性。均衡看似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景观，但恰是这
一形式或景观，消解了封闭的单向度政治，而将其置于一个开放的视域。
均衡并不意味着策展人卡洛琳没有立场。基于“作为政治的艺术”这一
前提，她明确提出了 dOCUMENTA（13）的四个基本主题：舞台，围困，
撤退，希望。因此，如果说她有立场，那么也已内化在这四个主题之内，
而很难将其归为左，或右。
坦白说，如果没有这四个主题的提示，我们还无法找到其内在的所指及
其关联。反之，通过作品的梳理以为可以找到四个主题之间内在的关联，
但最后发现，即便有关联，也不是线性的或谱系性的，而更多是一种不
确定的同构或共时性的展开。在此，舞台即围困，撤退即希望。舞台的
建立本身是为了将从围困中解放出来，撤退本身也是为了诉诸某种期待
和希望。
卡洛琳几乎调动了卡塞尔这个只有 20 万人口的小镇能够调动的所有空
间资源，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多自由的舞台。而艺术的介入，与其说是开
启了这些空间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不如说是重新置入当下现实感及其
政治针对性。在这里，艺术的表演不是依赖舞台，更不是被舞台所束缚，
而是激活舞台，使其成为自由表达异见的空间，或就是作为异见本身。
展场及其历史语境本身因此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卡洛琳对
于绘画的态度也体现在这里。说到底，不是卡洛琳有意拒斥绘画，而是
绘画本身在卡洛琳这里已经很难自足。似乎只有与其他媒介包括展场空
间生成有效关联的时候，才能将绘画从固有的观看方式和视觉逻辑中解
放出来。看得出来，卡洛琳对绘画的兴趣要么是朴素的甚至略带原始感
的自然绘制，要么是倾向极简又极为精巧的形式构成或概念表征。比如
Jeanno Gaussi、Gerard Byrne 的作品，绘画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无疑是绘画及其部署对于空间的调动。
前文提及的位于 Bunker im Weinberg 的二战遗留下来的防空洞既是
Allora & Calzadilla 作品的展场，也是作品的核心部分。作品并不难理
解，洞内深处安放的影像中的秃鹫和刺耳的声音，及其政治所指与二战
极端的右翼倾向形成了话语的互应，它不仅意在激活历史，而且深具现
实政治的针对性，如今天还在不时上演的战争、屠杀与暴力等无疑是他
自觉反思及抵抗的对象。或许，它还潜在地回应了 OBERSTE GASSE
中 喀 布 尔 艺 术 家 的 专 馆。 甚 至 与 主 题 馆 中 的 Goshka Macuga、
Kader Attia 的作品，包括位于老火车站的 Clemens von Wedemeyer
的影像也具有某种关联。事实上，不仅只这些，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
类似可能的关联，而且，这一主题本身就可以构成一条线索，或一张
dOCUMENTA（13）的话语版图。
在访谈中，卡洛琳数次提到来自芝加哥的艺术家 Theaster Gates。过
去的将近一年时间里，Theaster Gates 生活在由逃亡到卡塞尔的胡格
诺派教徒所建造的 Hugenottenhaus，他用各种废弃的材料重新装饰
了这座老建筑。卡洛琳告诉我们，这件作品是主题“撤退”的一部分。
正是在向历史或个人身体记忆的“撤退”中，蕴藉着反省和抵抗，以及
对于未来的期待和希望。我想，卡洛琳之所以将其植入具有不同历史语
境的空间内，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打开空间所具有的历史语境，及其与当
下及未来发生碰撞、对话的可能。
有人批评强势的卡洛琳支配甚至主宰了此次参展艺术家的创作。对此，
卡洛琳自己并不回避也不否认，坦言近 200 件作品中 160 件是根据她
的要求和建议创作的。若没有她的建议，很多作品估计会有不小的出
入。事实上，对于卡洛琳而言，艺术家甚至包括策展人已经退居其次，
或者说，艺术家只是作品的一部分，而策展人也只是整个展览的组成部
分之一，真正的重心还是作品和展览，及其所调动或针对的现实与历史
问题。恰恰是作品和展览本身，赋予或带出了艺术家、策展人的文化
政治身份。也因如此，在参展艺术家中，大多还是无名的艺术实践者，
Kristina Buch 还只是一名在校学生，年龄最小的喀布尔艺术家 Mohsen Taasha 只有 21 岁。在这里，是不是艺术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精华
他（她）的实践是否具有足够的问题感和针对性。所以说，不少人纠结
于是不是中国艺术家或者说有多少位中国艺术家参展，这其实也不重
要，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家”这个身份是否是展览所针对的问题。显然
不是。
如前所言，在卡洛琳这里，dOCUMENTA（13）是一种形式上的抵抗，
概念上的抵抗，抵抗的对象是认识论上的封闭和知识生产。我想，这也
是她为什么如此强调艺术对于“物”本身的解放的因由所在。事实上，

艺术的物化本身就是为了将艺术还给艺术，惟其如此，才可能从主体的
认识逻辑或框架中解放出来，进而以一种更为开放的视野回应历史与现
实。开放意味着卡洛琳所谓的政治不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在展
览现场，我们也很难看到曾经主宰艺术界、知识界近半个多世纪的阶级、
种族、性别、身份等话语实践，而是将其从中抽离出来，不再被任何知
识、体制、逻辑所束缚，所围困，在一种充溢碰撞与紧张的均衡形式与
概念中，回到政治的原点：异见。套用卡洛琳的话说，在这里，抵抗本
身就是政治。

阿甘本：没有内容的人 : 弗伦费尔及其复像
文 / 吉奥乔·阿甘本 译 / 杜可柯

引言：“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女人，你们却要寻找一幅画。这幅画是如
此深邃，这种空气如此真实，到最后你们也无法将它从围绕在你们身边
的空气里分辨出来。艺术在哪儿？丢失了，不见了！”但在追求绝对意
义的过程中，弗伦费尔成功做到的只不过是模糊了自己的想法，将一切
人体形象从画布上抹去，将其扭曲成一片“色彩和色调的混沌区域，一
团意向不明、形状不定的迷雾。”面对这堵荒唐的油彩墙壁，年轻的普
桑（Poussin）惊呼：“但迟早他一定会发现，画布上其实空无一物 !”
这句话听起来仿佛一记警钟，提醒人们注意到恐怖（Terror）开始对西
方艺术造成的威胁。
艺 术 这 种 最 天 真 无 辜 的 工 作 如 何 让 人 直 面 恐 怖？ 让· 波 朗（Jean
Paulhan）在《塔尔布之花》（Les fleurs de Tarbes）中从语言在本
质上的暧昧性出发 , 即：语言一方面由感官认知的符号组成，另一方面
又是以这些符号能够直接唤起的观念组成——将作家分为修辞家和恐
怖分子两种类型。修辞家把所有意义都溶解到形式里，将形式作为文学
唯一的法则；恐怖分子拒绝服从这一法则，反过来追求一种纯意义的语
言，渴望思想的火焰能把符号完全吞噬，从而使作者直面“绝对”。恐
怖分子厌恶语言，他不能从指尖残留的水滴里认出他认为自己浸泡其中
的大海；修辞家则关注语言，对思想表现出某种不信任。

来源：艺术时代

自己的这幅《游泳的人》（Swimmer）不只是符号和色彩的组合，而
成为作者本人思考和想象的活生生的现实，为了这样一件“作品”的诞
生，他用艺术消除了艺术。他告诉两位来访者：“我的画不是画，而是
一种感觉，一种激情！她出生在我的工作室，必须保持处女状态，绝不
能不穿衣服地出门。”后来又说：“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女人，你们却
要寻找一幅画。这幅画是如此深邃，这种空气如此真实，到最后你们也
无法将它从围绕在你们身边的空气里分辨出来。艺术在哪儿？丢失了，
不见了！”但在追求绝对意义的过程中，弗伦费尔成功做到的只不过是
模糊了自己的想法，将一切人体形象从画布上抹去，将其扭曲成一片“色
彩和色调的混沌区域，一团意向不明、形状不定的迷雾。”面对这堵荒
唐的油彩墙壁，年轻的普桑（Poussin）惊呼：“但迟早他一定会发现，
画布上其实空无一物！”这句话听起来仿佛一记警钟，提醒人们注意到
恐怖（Terror）开始对西方艺术造成的威胁。[3]

艺术品不是单纯的物，它总包含着除自身物质存在之外的什么东西—这
简直快成不言而喻的道理。希腊人用讽喻（allegory）的概念表达了同
样内容：艺术作品传达着一种别的东西，它超出了将作品包含在内的材
料本身。[1] 然而，有的物，比如一块石头、一滴水以及所有自然物——
是材料决定甚至消除形式；有的物，比如花瓶、铁锹或者任何人造物——
是形式决定材料。恐怖分子的梦想是创造出一种存在方式，好比石头或
水滴、完全顺从“物性”本身的制品。福楼拜曾写道：“杰作是无智的，
它们就像大型动物或者山峦一样面貌温和而稳重”；据瓦莱里所述，德
加也说过：“它无聊得就像一幅美丽的画。”[2]

但我们再仔细看看弗伦费尔的画。画面中心只剩混乱的色块，周边是一
团团令人难以辨认的轮廓线。所有意义都已融解，所有内容都已消失，
唯一能清楚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脚尖，在混沌的背景下，仿佛“城市被烧
毁后静静矗立在废墟上的一尊维纳斯女神半身像”（《杰作》，p.305）。
对绝对意义的追求最终吞噬了所有意义，只有符号以及无意义的形式幸
存下来。但是这样的话，不为人知的杰作不就变成修辞的杰作了吗？到
底是意义消除了符号，还是符号取消了意义？此处，恐怖分子直接面对
了恐怖的矛盾命题。要脱离短暂易逝的形式世界，他唯一能依靠的却只
有形式本身。消除形式的欲望越是强烈，对形式的关注程度就必须越高，
以便使他想表达的那无以言表的内容最终能渗透到形式当中。但在这个
过程中，他手里逐渐只剩下单纯的符号——这些符号尽管穿越了无意义
的中间地带，但最后与恐怖分子追求的意义也不再有任何关系。逃离修
辞的欲望将他引向恐怖，但恐怖又把他带回其反面——修辞。因此，
“厌
言”（misology）必须将自身转换成“爱言”，即文献学（philology），
而符号与意义在一个永恒的恶性循环里互相追赶。

在巴尔扎克小说《不为人知的杰作》里出场的画家弗伦费尔就是上述恐
怖分子的典型代表。弗伦费尔花了十年时间试图在画布上创造出某种不
单只是艺术品但又是出于天才之手的事物；和皮格马利翁一样，他希望

实际上，能指－所指这对组合已经跟我们在形而上学上被视为“表意声
音”（φωνήσημαντικη）的语言遗产如此密不可分，以致于任何想要
在不打破形而上学局限的前提下超越这对组合的努力都注定会回到原

点。有关等待着恐怖的这种充满矛盾的命运，我们可以从现代文学
里 找 到 很 多 例 子。 一 个 完 全 的 恐 怖 分 子（man of Terror） 也 是 一
个 文 人（homme-plume）。 因 此， 重 提 下 述 事 实 也 许 并 非 完 全 无
意 义： 恐 怖 在 文 学 领 域 里 最 纯 粹 的 阐 释 者 马 拉 美 也 是 那 个 把 书 本
变 成 最 完 整 的 宇 宙 系 统 的 人。 阿 尔 托 在 晚 年 著 作《 鹰 犬 与 拷 问》
（Henchmen and Torturing）中尝试把文学完全溶解在他过去称之为
“剧场”的概念里，此处的“剧场”好比炼金术士把自身精神历程的有
关记录称作“炼金术剧场”（Theatrum Chemicum）一样。而如今“剧
场”这个词在西方文化里的含义对我们理解阿尔托当时的想法一点帮助
都没有。
但促成这段超越文学之旅的要不是符号本身，还能是什么？符号的无意
义性迫使我们提问，而提问正是因为我们感到，在这些符号中，人们最
终寻找的是文学的命运。如果“恐怖”真的想把这种连贯性坚持到底，
最后剩下的唯一选项恐怕就是兰波的姿态，用马拉美的话说，兰波在
他有生之年将诗意像做外科手术一样从自己身上移除了。但即便在这
种极端行为里，恐怖的悖论仍然存在。因为那被我们称作兰波的传奇
难道不就是指文学与其对立面（即沉默）合为一体的一刻吗？布朗肖
（Blanchot）说得很对，兰波的名声可以分割为“他写过的诗和他不
曾屈尊完成的诗”两部分。[4] 这不是修辞的杰作是什么？
这时，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恐怖和修辞这组对立之下，除了对一个永
恒谜题的空洞反思以外，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东西？现代艺术坚持受
困于上述对立是否能揭示另一种不同的现象？
弗伦费尔的结局怎样？在还没有其他人看过他的大作时，他从不曾怀疑
过自己的成功；然而一旦有了观众，哪怕就两个人（普尔毕和普桑）的
视线都足以让他推翻自己，转而同意他们的观点：“空无一物！空无一
物！而我为它花了十年的时间。”弗伦费尔变成了他自己的复像。他从
艺术家的视角转向观众的视角，从“幸福的承诺”转向了无利害关心的
审美。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作品的完整性烟消云散。一分为二的不光是
弗伦费尔本人，还包括他的作品；就好像一些几何构造形象的组合，看

的时间长了构图就会慢慢发生变化，这时只有闭上眼睛，才能重新找回
原来的图像，同样，弗伦费尔的作品也交替呈现出两种永远无法融为一
体的面貌。朝向艺术家的一面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从中读取到“幸福的
承诺”；但朝向观赏者的一面却是一团无生命元素的堆积组合，只能在
审美判断反射回来的倒影里照见自己的样子。
观赏者体验的艺术与艺术家体验的艺术之间存在的这种双重化的确就
是“恐怖”本身，因此，恐怖和修辞之间的对立关系又把我们带回到讨
论的起点：艺术家和观赏者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所谓美学就不仅仅
是指从观赏者的感性经验出发对艺术作品进行定夺，还应该从一开始就
包含了另一种考察方式，即把艺术品视为某种独特的、不可还原的作用
（operari）或艺术“作用”之产物。根据上述原理的双重性质，对作
品起到决定作用的既包括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也包括观赏者的感性欣
赏。这种双重性贯穿了整个美学历史，也许美学在思辨上的核心及其根
本矛盾也应该向这种双重性里寻找。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做好准备讨论
尼采在说到“只为艺术家存在的艺术”时，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它仅
仅是传统意义上针对艺术的一种视角转换？还是意味着艺术品在本质
上的地位变化，进而能阐明艺术当下的命运？
注释：
1. 马丁·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收录在《诗歌、语言、思想》，
Albert Hofstadter 译，纽约：Harper &Row 出版社，1971 年，pp.1920。
2. 瓦莱里在《如此》
（Tel Quel）杂志上引用德加的话，参见《瓦莱里全集》
第二卷，Jean Hytier 编辑，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60 年，p.474。
3.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不为人知的杰作》，收录在《人间喜剧》，
巴黎：Furne 出版社，1845。4. 莫里斯·布朗肖，《兰波的沉睡》，收
录在评论集《火之作品》，Charlotte Mandell 译，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 年，p.154.
原文链接：http://www.arttime.net.cn/cntextdetails.aspx?id=168

格罗伊斯：《共产主义后记》：当代艺术是在后记之后添上后记？
文：陆兴华
1、关于他说的 paradox( 悖谬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观点，但每一
个人都其实不对他的观点很当真了，总是在某一个阶段上被相反的立场
收买，用钱，在市场里。那么，哲学家要来干什么呢？他似乎应该来撑
住那个所有人的观点汇合的总体，通过他的努力，来让所有相互冲突的
观点都继续存在。所以，哲学家就像个服务员一样，替大家托着个盘子，
上面放着各种毛巾，用过的和想用的，都在他手上。哲学家是替大家托
住那个悖谬的人？他悖谬，以便大家都好快活地去做诡辩论者。这本书
的开头四分之一是在说这个道理。
2、对比格罗伊斯自己所经历的“苏联”，我们当代中国人是生活于这
样一种悖谬里：我们是既反对中国，又支持中国的；因为，在我们的现
实里，多亏有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实践，今天的欣欣向荣的
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扬广大，才可能。像在一场展览中一样，当代
中国提供了这样一种角度：从中国的共产党专制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角度看过去，资本主义才是可见，并显得正宗的。如果没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对比，你也可以说美国和欧洲搞的其实是看上去太像民主
社会主义了。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才到来。来干什么
的呢？是来做资本主义做不了的事儿的！是来给它料理后事的。
资本主义总是留下一大堆烂摊子，它的无论什么项目都会因为经费不足
而中途搁浅。“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事情总是有限，它们会在场的
原因，会有一个形式？为什么它们总会被暴露到观察者的凝视之下，成

为具体的物？那是因为经费不足的原因（94 页）。”而共产主义是要
来扫尾巴，将后事都安排好，好将领袖们放进水晶棺，把事儿了结。共
产主义是这个意义上的终结者！
但在格罗伊斯看来，共产主义可能是出现于资本主义之前。所以，苏联
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完蛋，不是共产主义被打败，而是共产主义安排
好了它的后事（给资本主义擦干净了屁股），是自我解散：改革开放。
因为，这时的共产党人发现，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的上下文，实际上
是资本主义，下一步就应该是从共产主义转入资本主义，才对头。资本
主义使共产主义的矛盾更清晰：通过使它的矛盾变成商品，所以，资本
主义一定要用共产主义式理性，才能解释得清楚。“后共产主义现实揭
露了资本主义的人为性，它对比出资本主义只是一个人为的政治计划，
而不是经济发展自然过程（123-124）。”如果有共产主义后记，那也
是由共产主义本身来写出。如果共产主义死后仍活着，那是因为它早已
死了。共产主义在苏联和文革中国时，已经是它的后世，已经是在给它
自己写后记了。
3、共产主义后记的意思，在我看来，也是指先锋派留给我们的那一困境。
在今天，要做出看上去真正像“艺术”的东西与做出看上去真正不像“艺
术”的东西 , 都更难了。不是我们水平不高，不是我们不是好艺术家：
恰恰相反，在《艺术权力》里，格罗伊斯曾令我们吃惊地证明：今天的

网民个个都是先锋艺术家了，所以，他们也都落进了到超现实主义者为
止的先锋艺术家的困境里：如何去写出上一次先锋行动的“后记”？现
代主义艺术根本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一系列解放或犯禁，而是一系列的
还原或舍弃，是不断要将界限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使事情越来越难办
或办不了。这是自增难度系数。

那些纪录和奖杯，巴西拿五十次了，中国也拿了二十多次了，大家觉得
这样像个不民主、不放心的妈妈地不断在冰箱门上写后记来让事情万无
一失，是太没劲了，联赛就搞不下去了？
5、哲学家的任务因此是让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纠结继续同
时运行，将这个悖谬坚持下去？

4、到最后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一天大家都烦 NBA 和足球世界杯的

格罗伊斯：在理论的注视下
作者：Boris Groys 翻译：杜可柯
从现代性初始以来，艺术就表现出了对理论某种程度上的依赖。当
时——甚至很长时间之后——艺术都“需要解释”。
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称这种对理论的饥渴为“阐释的必要
性”（ Kommentarbeduerftigkeit ），认为理论需求之所以产生，是
因为现代艺术对公众来说很“难懂”。按照这种说法，理论扮演着一种
宣传，或更准确地说是广告的角色：理论家产生于作品制作完成以后，
负责向惊讶并疑惑的观众解释作品。我们都知道，这种对作品的理论合
法化／阐释／广告常常让创作者本人心情复杂。艺术家感激理论家的热
情，但往往讨厌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某种理论包装，一般来说，这些理论
角度总是过于狭窄、教条，甚至会让人望而却步。艺术家想获得更大的
观众群，而有理论功底的人群过于小众——实际上比当代艺术的观众群
还要小。所以，理论话语最后变成了一种适得其反的广告形式：非但没
有扩大，反而缩小了作品的受众。这一事实在今天尤其明显。自现代性
诞生以来，公众慢慢跟同时代的艺术达成了某种和解。当代公众接受当
代艺术——即便他们并不总是感觉自己“理解”了这种艺术。因此，对
艺术进行理论阐释的需求就显得格外过时。
然而，理论对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那么，问题就变成：为什
么？我认为，今天的艺术家需要理论向他们自己（而不是观众）解释手
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孤单。每个当代的主体都在
反复问两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向自己解释我正
在做的一切？上述问题之所以变得迫切，是因为所有传统在今天这个时
代都以一种极端剧烈的形式全面崩塌。以艺术为例。过去，做艺术意味
着延续前几代艺术家的实践，哪怕会在其基础上做小小的修正。进入现
代，做艺术意味着反抗前几代人的实践。但上述两种情况下，传统的面
目都多多少少清晰可辨。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漂浮于全球各地、成
千上万种不同的传统，同时还有与之相伴的成千上万种反抗形式。因此，
今天如果谁想当艺术家或者做艺术的话，对他／她来说，什么是艺术、
艺术家应该干什么并不是什么不证自明的问题。为了在创作中迈出第一
步，艺术家需要一种理论解释艺术到底是什么。借助理论，艺术家可以
从自己的文化身份里解脱出来——避免他们的作品沦为一种地方性的
稀奇摆设。理论为艺术打开了一道通往普遍性的窗口。这就是在今天这
个全球化世界里理论重要性上升的主要原因。这时候，理论——或理论、
阐释话语——先于而不是后于艺术产生。
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如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切活
动开始之前都必须要一种理论解释该活动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
说，我们生活在艺术终结之后，因为从传统上说，艺术是反对理性和逻
辑的——艺术所在的领域是非理性的、情感的，是理论上无法预测和解
释的。

的确，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对艺术持批判态度，甚至直接视艺术为一种
生产虚假之物和幻觉的机器而将其拒之门外。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
若要理解世界——获取世界的真理——就必须跟随自己的理智，而不是
想象。按照传统规定，属于理智范围的包括逻辑、数学、道德律、公民

法、是非观、国家治理系统等等。所有这些概念都能通过人的理智加
以把握，却无法在艺术实践里得到表现，因为它们是不可见的。所以，
哲学家的任务就被认为是从现象的外部世界转向他自身思想的内部现
实——考察这一思想，分析思考过程的逻辑本身。只有这样，哲学家才
能进入理智状态。而理智作为思考的普遍模式，将联系起一切有理智的
主体，借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说法，就是联系起上帝、天使、恶魔和
人类。因此，对艺术的拒斥可以被理解为实际构成哲学态度本身的一种
初始姿态。爱真理的哲学与制造谎言和幻觉的艺术之间的对立影响着整
个西方文化历史的进程。除此以外，传统艺术与宗教的联盟关系也是激
发上述负面态度的原因之一。人们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超越性的存
在通过艺术现身人间：艺术成为神和上帝的代表，并将其带到人类目光
的注视之下。宗教艺术相当于给人提供了一种寄托信仰之物——人们相
信寺庙、神像、宗教诗歌、仪式表演就是神性存在的空间。当黑格尔在
19 世纪 20 年代宣布艺术已成过往时，他的意思是艺术已经不再为（宗
教）真理代言，在启蒙和理智的年代，不应也不会有人再被艺术欺骗；
理智的证据终于取代了艺术的诱惑。哲学教我们不要相信宗教和艺术，
相反应该相信自己的理智。启蒙时代的人鄙视艺术——他只信自己，信
自己的理智能掌握的证据。
然而，现当代批评理论的核心却是对理智、理性和传统逻辑的批判。此
处我指的不是哪个具体的理论，而是自 19 世纪后半段以来，在黑格尔
哲学体系式微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整个批判理论思考系统。
最早实现上述范式转换的理论家的名字到今天已是家喻户晓。卡尔·马
克思通过指出理智的独立性是传统社会（包括布尔乔亚社会）阶级结构
造成的幻觉，开创了现代批评话语的先河。马克思认为，那些自称是理
智化身的人属于社会统治阶级，因此既不用参与体力劳动，也没必要跟
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任何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抵御世
俗的诱惑，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而那些没有特
权的体力劳动者则仍然受困于生存斗争，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去从事不带
任何利害关系的哲学沉思活动，成为纯粹理智的代表。
另一方面，尼采把哲学对理智和真理的热爱解释为哲学家在实际生活中
卑微处境的一种补偿症状。因为缺乏生命力和真正的权力，作为一种过
度补偿，哲学家们开始幻想理智具有某种普遍性力量。在尼采看来，哲
学家之所以能够抵制住艺术的诱惑，仅仅是因为他们太懦弱，太“腐败”，
已经丧失了诱惑和被诱惑的能力。尼采坚决否定平和的、纯粹沉思性质
的哲学态度。对他而言，这种态度只不过是弱者为了在权力斗争中取胜
使用的掩护。尼采在这种表面看上去不带任何利害关心的态度背后，发
现的是“腐败”、“病态”的权力意志。按照尼采的说法，理智及其所
宣布的证据最终目的是要降服其他非哲学倾向（如充满激情和生命力）
的人。尼采哲学里的这一重要主线后来经米歇尔·福柯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
就这样，理论开始用一种正常的、亵渎的、外部的目光观察起沉思的哲
学家及其自身在世界里的位置来。理论看到哲学家作为一个活人的身
体——而这是哲学家（和其他任何主体一样）必然会看漏的地方：我们

看不到自己的身体，看不到它在世界里所处的位置以及在它内部和外部
发生的物质过程（物理的、化学的，除此以外还包括经济的、生物政治的、
性的等等）。这就意味着，秉着“认识你自己”的精神，内省并不能真
正帮我们实现自我反思。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能通过内在体验感受到
自身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局限性。我们在自己出生时并不在场——同
样，我们也注定要缺席自身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进行自我反思的
哲学家最终都会得出结论说精神、灵魂、理智不朽—没有起点，也没有
终点。的确，如果分析自己的思考过程，我永远都找不到能证明其有限
性的证据。为了发现自身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我需要他人的
注视。从他人的目光中，我读出了自己的死亡。拉康说他人的眼睛是邪
恶之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也就是这个道理。只有通过他者亵渎的
凝视，我才有可能发现自己不仅会思考和感受，还经历过出生，正在活
着，并将会死亡。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但一个具有批判或理论意识的旁观者可能会指
出：他思考是因为他活着。这个时候，我的自我认识遭到了严重破坏。
我也许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活着的——我甚至都不
知道自己活着。因为我从未经历过自己的死亡，因而也就无法真正体验
到活着的感受。我必须从他人那里得知自己是否活着以及怎样活着。既
然现在我的思想被认为是建立在我活着这一事实之上，那么我就还得向
他们请教另一个问题：我到底在想什么？活着就是作为一个活人（而不
是死人）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下。如今，我们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希望
什么都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处于他人注视之下的身体如何在空
间移动。理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开明、进步、自豪的哲学主体已死。
我只剩自己的身体，同时这个身体又被置于他人的注视下。哲学时代之
前，人处于上帝的注视下；这之后，注视我们的是批评理论。
乍看起来，恢复这种亵渎的目光也就等于恢复了艺术：人类变成一个图
像，可以被他者观看并分析。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批评理论不仅只是
批判哲学沉思——它批判任何一种沉思，包括审美沉思。对理论来说，
思考或沉思与死亡无异。在他者注视之下，不移动的身体形同死尸。哲
学强调沉思。理论推崇行动和实践，憎恶消极被动。如果我不动了，理
论的雷达就探测不到我了，而理论可不喜欢这样。每一种世俗的、后理
想主义的现代理论都是对行动的号召。所有批评理论都制造着一种紧急
状态——甚至危急状态。理论告诉我们：我们都只是寿命有限的血肉之
躯——手里没剩下多少时间了。所以我们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沉思上。相
反，我们必须在此时此地就开始行动——时间不等人，别再拖延。当然，
每种理论也都会给出一种有关世界的总体意见和解释（或者给出有关为
什么世界是不可解释的解释，比如因为确立这个世界的物质过程和能量
都必然是我们无从认识的）。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讲，这些理论描述和
图景都只起到一种暂时的工具性作用。理论真正的目标是确定我们必须
采取行动的领域。
实际上，理论在这里表现出了跟我们这个时代整体气氛的某种协调。以
前，消遣娱乐意味着被动的沉思。人们有空的时候要么去剧场、电影院
或美术馆，要么窝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居伊·德波称其为景观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表现为自由时间）跟被动性密不可分。但如今
的社会与景观社会大不一样了。人们有空的时候会出门旅行、上健身馆
健身或做体育运动。他们不读书，而写微博、上人人网或其他社交网站。
他们不看艺术，而是自己摄影、拍录像片并将其发给亲友分享。今天的
人的确已经变得非常活跃。他们通过从事不同的活动主动设计自己的闲
暇时间。这种活跃也对应着当代媒体现状，后者同样被大量活动的图像
（电影或录像）占据。我们没法通过这些媒介再现思想的运动或沉思的
状态，甚至用传统艺术媒介都做不到——比如看看罗丹的《思想者》：
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健身房健完身坐着休息的男人。思想的运动是不可
见的。因此，以可传达视觉信息为基础的当代文化无法再现它。因此，
我们可以说理论对行动的号召非常契合当代日常生活和媒体环境。
但是，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号召我们采取某个具体行动，实现某个具体目
标。理论号召人们采取行动把理论本身“表演”出来。的确，每种批评
理论都不只提供信息，同时还具备促进变化发生的作用。理论话语提供

的不是一个交流场所——而是转换（信仰）的地方。交流行为并不改变
从事信息交换的主体：我向某人传输了一些信息数据，某人向我传输了
一些信息数据。这种情况下，每个参与者在信息交换过程中和交换完成
后都保持着自我身份的一致性。但批评理论话语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信息
交换；也不仅仅是为了传达某种知识。相反，它的问题指向知识的意义。
获得一种新知识对我意味着什么？这种新知识如何作用于我，如何影响
了我对世界的整体态度？这种知识如何改变了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人们就必须把理论“表演”出来——去展示某种知
识到底怎么改变了人的行为。在这个方面，理论话语与宗教和哲学话语
有着相似之处。宗教描述世界，但不满足于单纯扮演描述的角色。它也
要求我们去信这种描述。不仅去信，还要表现这种信仰，在行动中去实
践这种信仰。哲学同样不光要求我们相信理智的力量，还要拿出理智、
合理的行动。现在，理论不仅要求我们相信人首先是有血有肉、存在有
限的身体，还要我们去表现这种信仰。在理论的系统里，只是活着还不
够，还应该表现这种活着的状态，把“活着”做出来。接下来，我将指
出，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表现这种知识，把“活着”这一认识“表演”
出来的正是艺术。
的确，艺术的主要目标是呈现、暴露、展示某物或某些生活模式。相应
地，艺术常常起到了“表演”某种知识的作用，它让我们看到带着或通
过某种知识去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康定斯基在解释自己的抽象艺术时
曾援引爱因斯坦相对论里的质能转换原理，他认为自己的艺术正是从个
体层面体现了该潜能。同样，构成主义展示了以现代化技术为同伴和媒
介的生活。俄国前卫艺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里经济因素对人类生存的决
定作用。伴随这种经济决定论，超现实主义则让我们看到了潜意识的发
现。不久后，观念艺术开始关注对人类思考和行为更为严密的控制如何
通过控制语言实现。
当然，你可以问：对知识进行这番艺术表演的主体到底是谁。主体已死，
作者已死——类似的话我们已经听过太多遍。但所有这类讣告涉及的都
是哲学反思和自我反思的主体——也包括欲望、生命力的主体。而使动
式主体（the performative subject）由对行动的召唤、对展示自身活
着这一状态的召唤建构而成。我知道自己是这一召唤的对象。我听见它
说：改变你自己，展示你的知识，表现你的生命，采取具有转变作用的
行动，改变这个世界等等。这是对我的召唤。我就是这样知道了我应该
也能够对它做出回应。
顺便说一句，此处的召唤者并非什么神圣的存在。理论家也是人——我
没有任何理由完全相信他或她的意图。正如前文所述，启蒙运动教我们
不要相信他人的目光——去怀疑隐藏在这些他者（牧师）召唤式话语背
后的意图。而理论教我们不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自身理智提交的证据。
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理论的每次表演同时也是对该理论不信任的表演。
我们演出生活的图像，以便让他人看到我们活着——但同时也是为了躲
开理论家邪恶的注视，把自己藏到图像背后。实际上，这正是理论想从
我们这儿得到的。毕竟，理论对它自身也不信任。就像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说过的：整体乃是虚假，虚假中没有真实的生活。
鉴于上述观点，我们还应考虑的一个事实是：艺术家在创作中可以采取
另一个角度，即理论的批判视角。艺术家可以，而且的确在很多情况下
已经不再将自身视为理论知识的表演者，他们借助人类行动去追问这种
知识的意义，而是变成知识的信使和宣传者。这些艺术家并不参演，而
是加入敦促变化的宣传队。他们自己并不表演理论，而是号召他人去演；
他们自己不主动行动，而是去刺激他人行动。他们的批判性类似理论，
不响应其召唤的人永远不能得其要领。此处，艺术起到一种解说、引导
和教育的作用——堪比基督教信仰框架下艺术的教导作用。换句话说，
艺术家做的是宣传工作（类似宗教宣传）。我并不是要批评上述宣传式
转向。整个二十世纪，该模式催生了大量非常有意思的作品，而且至今
仍保持着生产力。然而，做这种宣传工作的艺术家经常谈起艺术的无效
性——就好像大家都可以而且应该被艺术说服，即便理论本身都做不到
这一点。宣传式艺术并非特别地无效——它只不过跟它所宣传的理论一
样有成功之处，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

面对理论的召唤，上述两种艺术态度——对理论的表演和对理论的宣
传——不仅彼此不同，而且互相对立，甚至水火不容。二十世纪一百年
间，这种不兼容在左派艺术－以及右派艺术－中造成了很多冲突，甚至
悲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仔细考察。批评理论——从马克思、
尼采的学说开始——将人视为一种有限的、物质的肉体存在，从本体层
面跟永恒、形而上学领域是隔断的。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本体论或形
而上学的依据能保证人类行动的成功——同样，也没有什么能保证它一
定会失败。人类任何行动都可以随时被死亡打断。死亡这一事件与任何
目的论式的历史构建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从生的理论角度看，死亡不一
定伴随完满，末日不一定有审判，全部毁灭时人类存在的真理也不一定
就会显现。相反，我们知道，生命没有目的，没有统一的神圣或历史规
划供我们沉思或依赖。的确，我们知道自己被卷进一场物质力量不可控
制的游戏当中，这种相互作用让我们所有行动都变得偶然、不确定。我
们眼看时尚永不停息的变化，技术永无止尽的发展，最后一切体验都报
废。我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已经过时的技术、知识和计划。不管现在看
到了什么，我们都认定它迟早会消失。不管今天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都
为明天的变化做好了心理准备。
换句话说，理论让我们直面了紧迫性里包含的矛盾。理论提供给我们的
基本图像刻画了我们自身的死亡——该图像显示生命必然走向消亡的
事实，让我们看到自身存在的有限和时间的匮乏。理论利用这一图像在
我们心里催生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驱使我们想立刻响应行动的
号召。但同时，它也让我们无法制订任何长期规划；无法把行动建立在
长期计划的基础上；无法对自身行动的结果产生任何宏大的个人以及历
史期待。
关 于 上 述 紧 迫 感 的 表 演， 最 好 一 例 就 是 拉 斯· 冯· 特 里 尔（Lars
von Trier）的电影《忧郁症》（Melancholia）。两姐妹都在逐渐朝地
球飞来的行星 Melancholia 上看到即将降临的死亡。Melancholia 注
视着她们，而她们在行星中性的、客体化的注视里读出了自己的死亡。
就理论的注视而言，这不失为一则很好的隐喻——两姐妹在这种目光的
注视下感到了行动的召唤。此处，我们发现了现代世俗社会里一种非常
典型的极端紧急状态——无可逃避，但又纯粹偶然。Melancholia 缓慢
的接近过程是一种对行动的召唤。但它召唤的是什么样的行动？姐姐试
图逃避该图像——拯救自己和她的孩子。这一选择让人想起好莱坞末世
电影里的典型情节：逃避世界末日的尝试最后总能成功。但妹妹却对死
亡表示欢迎——她在该图像的诱惑下达到了愉悦的高潮。她不想把余生
都浪费在躲避死亡上，相反，她决定进行一场欢迎仪式——这场仪式激
活了她内在的生命力。这部影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总结了在有限
的时间和紧迫感面前，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的确，敦促我们行动的紧迫感和时间限制同样也暗示着这些行动也许
不能实现任何目标，或取得任何成果。这一洞见在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有关克利《新天使》的著名寓言中已经得到充分
阐述：面向未来，我们看到的全是承诺，但如果回望过去，我们看到
的就只有这些承诺留下的废墟。本雅明的读者大多认为这是一幅悲观的
图像。但实际上，它表达的内容很乐观——从某种程度上说，它重现了
本雅明更早期一篇文章的主题，即两种不同类型的暴力：神话暴力和神
圣暴力。神话暴力的破坏使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神圣暴力则是纯粹的破
坏——它不建立任何新秩序。神圣破坏是永久性的（类似托洛茨基的永
久革命）。但今天的读者在读过本雅明论暴力的文章后不可避免地会
问，如果神圣暴力是纯粹的破坏，又怎么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呢？到某
一点，一切都被毁灭殆尽，神圣暴力本身变得不可能。的确，如果上帝
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那他同样可以彻底毁掉世界，并不留一丝痕迹。

但这正是重点所在：本雅明把新天使的形象放到他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
的文章里讨论。此处，神圣暴力变成物质的暴力。因此，为什么本雅明
不相信全面毁灭是可能的也就变得很清楚。如果上帝已死，物质世界就
变得不可毁坏。在这个纯物质的世俗世界里，破坏也只能是对物质的破
坏，只能由物质的力量来完成。但任何物质层面的破坏都只能部分成功，

总会有废墟、痕迹、遗物留下来——就像本雅明在《新天使》寓言里所
描述的那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毁灭世界，世界也不能彻底
毁灭我们。不可能全面成功，也不可能全面失败。唯物主义世界观打开
了一片超出成功与失败、保护与消灭、获取与丧失等对立两极之外的领
域。今天，如果艺术想要将有关世界物质性、生命作为一个物质过程的
知识表演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它展开活动的领域。尽管历史上的前卫
艺术家常常被指控为虚无分子、破坏分子，但前卫艺术之所以带有那样
的破坏性是因为艺术家从来不相信全面破坏是可能的。可以说，前卫艺
术在展望未来时看到的图像跟本雅明笔下“新天使”回顾历史时看到的
图像是同一幅。
从一开始，现当代艺术就把失败的可能、历史意义的缺失以及破坏融入
了自身艺术活动中。因此，艺术不会对它从进步的后窗看到的景象感到
惊讶。无论展望未来还是回顾过去，前卫艺术的“新天使”看到的始终
是同一幅图景。生命在此处被理解为一个无目的、纯物质的过程。对生
命的践行就等于意识到它随时可能被死亡打断——因此放弃追求任何
明确目标，因为这种追求随时都有可能被死亡终止。从这个意义上讲，
生命跟历史观念是完全异质的两种东西，后者的叙事只能在一系列成败
链条中成立。
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在本体论层面被置于上帝和动物的中间。当时，靠
近神性、远离动物性似乎更值得赞许。而在现代性内部以及今天这个时
代，我们往往倾向于把人置于动物和机器中间。在这种新秩序中，当动
物又好像比当机器要好。十九、二十世纪期间，包括今天在内，有一种
倾向是把生命视为某种程序的偏差——介于活的身体和机器两者差异
之间。然而，随着机械范式逐步被吸收同化，当代人的形象也慢慢变成
一种像机器（工业机械或电脑）一样行动的动物。假如我们接受上述福
柯式的观点，那么人类活着的身体——人的动物性——确实就是通过程
序的偏差、错误，通过疯狂、混乱和不可预知性表现自身的。这也是为
什么当代艺术往往以偏差和错误为主题，喜欢在一切脱离正常轨道，扰
乱既定社会程序的东西上做文章。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经典前卫艺术对自身的定位更靠近机器，而不是
动物性。从马列维奇、蒙德里安到索尔·里维特、唐纳德·贾德，这些
激进的前卫艺术家都按照某种类似机器的程序进行他们的艺术创作，所
有程序上的偏离和变化都被控制在各自项目的生成性法则内部。然而，
这些程序从本质上讲不同于“真正的”规划，因为它不带任何实用性和
工具性。真正的社会、政治和技术程序都是为实现某个确定目标而设计
的——实现该目标的能力以及效率成为衡量这些程序好坏的标准。但艺
术程序和艺术机器不一样。它们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一个单纯的持续过
程。同时，这些程序里已经包含了被打断的可能，哪怕突然终止也无损
其完整性。此处，艺术对唯物主义理论及其行动号召所制造的紧急状态
做出了回应。一方面，有限的存在、本体论层面上时间的匮乏迫使我们
走出沉思和被动状态，进入行动当中。但这种时间的匮乏同样也要求我
们的行动不能指向任何具体目标，必须能够随时中断。从一开始，我们
就知道，这是一次没有具体终点的行动——不像一般意义上的行动以目
标实现为终点。因此，艺术行动就变得可以无限持续或重复下去。此处，
时间的匮乏转变为时间的富余——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有了无限的剩
余时间。
非常典型的一个事实是，所谓“现实的审美化”正是通过从对历史行动
的目的论阐释到非目的论阐释的转变而实现的。切·格瓦纳成为革命运
动的审美符号并非偶然：格瓦纳的所有革命事业都以失败告终。但正因
为如此，观众的注意力才开始从革命行动的目标转向一个出师未捷身先
死的革命英雄的生活本身。这时，他的生活变得光彩夺目、魅力无穷——
不管实际结果如何。当然，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从同样的意义上说，艺术对理论的表演也暗示着对理论的审美化。超现
实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精神分析的审美化。安德烈·布勒东在第一份《超
现实主义宣言》里提出了著名的自动书写手法：以极快的速度写，让表
意识和潜意识都来不及对书写过程做出反应。此处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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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里自由联想法的影子——但却看不到原来的行业目标。接着，布勒东
读过马克思以后，在第二份《宣言》里建议读者拿左轮手枪随机向人群
开枪——这回轮到革命变成无目的的行动。更早一点，达达主义者们使
用一种超越了意义和连贯性的话语——该话语可以随时被打断而不丢
失其完整性。约瑟夫·博伊斯的演讲也是如此：每个演讲都无比漫长，
但可以随时终止，因为艺术家并不是为了 “表述某个观点”。同样的
道理适用于很多其他当代艺术实践：可以随时中断，也可以随时重启。
没有终极的失败，因为不存在成功的标准。现在，艺术界里很多人哀叹
艺术没有也没能在“真实生活”里取得成功。在这种理解模式下，真实
生活其实就是指历史，而成功则是历史意义上的成功。如前文所述，历
史的观念跟生活的观念彼此并不重合——尤其是“真实生活”的概念。
历史是一种建立在进步理念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构造。这种历史进步的目
的论模式扎根于基督教神学。它与今天的后基督教、后哲学、唯物主义
世界观格格不入。艺术具有解放性。艺术改变世界，解放我们。但艺术
的解放作用恰好体现在它能使我们、使生活摆脱历史的控制。
经典哲学之所以具备解放性，是因为它反抗了压迫理性以及承载理性之
个体的宗教、贵族或军事统治势力。启蒙运动希望通过解放理性来改变
世界。然而如今，经过尼采、福柯、德勒兹等许多其他理论家的论述后，
我们倾向于认为，理性对人类而言，更多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压迫。
现在，我们希望改变世界，以解放生命——比起理性，生命本身越来越
能代表人类生存里更为根本的条件。实际上，奴役并压迫生命的似乎正
是那些打着理性进步、关爱生命旗号的机构体制。把自己从这些机构体
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意味着拒绝它们建立在传统理性认识基本上的
普遍性观点。

因此，理论号召我们去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而是世
界整体。但此处产生的问题是：这种非循序渐进式的整体革命是不是
真的可能？理论相信所有改造行动都可行，因为事物现状、主导秩序、
既存现实并没有任何形而上、本体论层面的保障。但与此同时，也没有
类似的东西为全面改造的成功提供保障（比如神圣的天意、自然或理性
的力量或历史方向等）。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仍然相信整体改变的保
障切实存在（体现为能颠覆整个社会结构的生产力要素），如果说尼采
仍然相信欲望的力量能打破文化惯例的话，那么今天的我们却很难再相
信这类无限性力量的联合。一旦我们拒绝精神的无限性，再想用生产或
欲望的神话来取代它似乎也变得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我们都是终将走
向死亡的有限存在，又怎么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界呢？就像我已经说过
的，正是划分成败的标准从整体上决定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改变——
更好的主意是废除——这些标准，那么我们就能切切实实从整体上改变
这个世界。而正如我试图证明的，艺术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它
已经做到了。
但是，你当然可以继续问：对生活进行这样一种非工具性、非目的性的
艺术表演到底有什么社会意义？对此我想说，意义在于生产出社会性本
身。的确，我们不应总把社会性设想为一种业已存在的东西。社会是一
个平等、同一的领域：社会或政制（politeia）最初在希腊诞生时便是
如此。古代希腊社会——所有现代社会的原型——建立在共同性（如成
长经历、审美趣味和语言）基础之上。借助既定价值在物质和文化上的
实现，古希腊社会成员事实上能够互换位置。无论是体育、修辞或战争，

在任何领域，社会成员间的角色都可以互相交换。然而如今，建立在既
成共同性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已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的社会。主导差异性的
社会不是政制（politeia），而是市场经济。如果在我生活的社会里，
人人都专攻某个领域，都有具体的文化身份，那么我把自己有的东西、
自己能做的事情提供给他人，然后从他人那里获取他们有的东西或他们
能做的事情。这些交换网络同时也是交流网络，像根茎系统一样。交流
的自由只是自由市场里的一个特例。现在，理论和表演理论的艺术生产
出的同一性超越了由市场经济催生的差异——因此，理论和艺术弥补了
传统共同性的缺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对人类团结的号召通常不
是诉之以共同的起源、共同感知力和理性或共同人性，而是强调核战争
或全球变暖等危机中的共同死亡，上述事实并非巧合。虽然我们存在的
模式各不相同，但在必然走向死亡的命运上却是一致的。
以前，哲学家和艺术家希望自己是（而且也认为自己是）非同一般的人，
能提出非同一般的想法，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但今天的艺术家和理论
家并不想非同一般，相反，他们想变得跟所有一般人一样。他们偏爱的
话题是日常生活。他们想混入人群，去掉一切具体特征和身份。他们想
做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煮饭（里克力·提拉瓦尼）或推着冰块在街上
走（弗朗西斯·埃利斯）。康德已经说过，艺术无关于真理，而关乎于
趣味，艺术可以也应该被所有人讨论。艺术的讨论对所有人开放，因为
从定义上讲，没人能当艺术专家——大家都只能做业余爱好者。这就意
味着，艺术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如果取消上流社会（对康德来说
这仍是一种社会模式）的界线，我们就得到民主的艺术。然而，自从前
卫艺术诞生以来，艺术不仅变成不受真理标准束缚的讨论对象，还成为
不受任何成功标准束缚的非具体、非生产性质、对全体开放的普遍性活
动。当代先锋艺术基本上是一种没有产品的艺术生产。每个人都能参加
这项活动，它真正做到了容纳一切的平等主义。
我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想的并不是关系美学一类的东西。我不认为
按那种方式理解的艺术能实现真正的参与和民主。接下来我会试着解释
为什么。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之上。我们没有一个
超越了国界线的普遍民主框架——现在没有，过去也不曾有。所以，一
种真正普遍、平等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此外，按传
统认识，民主是一种多数对少数的统治，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种不排斥
少数群体、通过共识运转的民主——但这种共识体仍然只能容纳“正常、
理性”的人。“疯子”、儿童等并不在其容纳范围之内。
该共识体不会包括动物，不会包括鸟。但众所周知，圣方济各（St.
Francis）也向动物和小鸟布道。同样，它不会包括石头——而弗洛伊
德说，我们内部存在某种冲动，驱使我们回到石头的无机状态。它不包
括机器——即便很多艺术家和理论家想变成机器。换句话说，艺术家不
仅是社会性的，按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他的模仿
律框架下的提法，他／她更是超社会性（super-social）的。艺术家模
仿无数永远不可能进入民主进程的有机体、人、物和现象，并将自身放
到跟它们相同和相等的位置上。套用奥威尔的句式说，有些艺术家的确
较之其他艺术家更加平等。常有人批评当代艺术过于精英化，社会性不
足。但事实正好相反：艺术和艺术家是超社会性的。加布里埃尔·塔尔
德说得很对：为了做到真正的超社会性，你必须让自己隔绝于社会。

弗朗茨·韦斯特 Franz West(1947 － 2012)
编译：奶粉
韦斯特于 1947 年 2 月 16 日出生在奥地利。他的父亲是一个煤炭经销商，
母亲是一名牙医，他们带着他到意大利旅行，观赏艺术。直到 26 岁，
他才开始认真学习艺术。1977 年至 1983 年，他在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
师从 Bruno Gironcoli。

韦斯特在 1970 年前后开始画素描，之后受波普艺术影响转向绘画拼贴。
他的艺术实践最早是对维也纳行动主义运动的回应，在各大画廊和美术
馆举行各种展览超过 30 多年。过去 20 来年里，他的作品持续出现在各
个大型展览上，包括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

《适应》（Adaptives）
韦斯特的作品通常是由石膏、纸浆、钢筋、铝和其他普通材料做成。
他最初从事的是绘画，后来转向拼贴画、雕塑、以及著名的《适应》
（Adaptives）的便携式雕塑，并指出只有当被观众带走或是磨损，这
些作品才算真正完成。

20 世纪 90 年代末，韦斯特转向大型漆铝件雕塑，第一个（和之后的几个）
灵感来自维也纳香肠。单色系的颜色，错落有致的不规则拼贴表面，这
些作品就是适合用来坐着或躺着。
2011 年 , 弗朗茨·韦斯特获得威尼斯双年展终身成就奖。

Fitting Pieces

环境和家具作品：焊接的金属椅子，一些用亚麻填充或装饰的沙发等等。
他的早期雕塑涵盖很多普通物件，包括瓶子、机器零件、家具部件，和
其他无法辨认的东西，如纱布和石膏做成的“块状的、脏兮兮的、白色
物体”。
此后韦斯特拓宽其创作领域：纪念性雕塑、装置艺术和装饰设计等。他
曾经在画廊空间内布满了特殊材质的椅子和沙发，进而将该空间改造成
公共会客厅，韦斯特直言他喜欢在作品中看到与观看者的互动。

职 业 生 涯 中， 韦 斯 特 广 泛 地 与 不 同 的 艺 术 家 合 作， 如 摄 影
师 FriedlKubelka， 观 念 艺 术 家 DouglasGordon， 音 乐 家
FredJellinek， 家 具 制 作 师 MathisEsterhazy， 以 及 陶 瓷 艺 术 家
Tamuna Sorbladze （ 韦 斯 特 妻 子）。2012 年 的 展 览 上， 韦 斯 特 与
Anselm Reyle 合作了一系列家具雕塑。
2012 年 7 月，弗朗茨·韦斯特因病在维也纳去世，享年 65 岁。

藤原西芒（Simon Fujiwara）
编译：胡昀

藤原西芒（Simon Fujiwara），1982 年生于伦敦，现生活工作于柏林。
“自 1982 年以来（Since 1982）”是藤原西芒在英国的首个个展，展
览包括艺术家为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特别制作的六件新作品。藤原将
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收藏中的多件作品整合进了自己的现场装置作品
中，这些作品来自于多位与圣艾夫斯学院有关的艺术家：伯纳德·林奇
（Bernard Leach），阿尔弗雷德·沃利斯（AlfredWallis），芭芭拉·赫
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和帕特里克·海荣（Patrick Heron）；
还 有 美 术 馆 收 藏 中 的 其 他 几 位 当 代 艺 术 实 践 者， 如 萨 拉· 卢 卡 斯
（Sarah Lucas）和安德里亚·弗莱泽（Andrea Fraser）等。

美术馆的自传即向我们呈现了艺术家与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的故事，又
从藤原的视角，将我们带入了对这个展览的探索之旅。

第五展厅
记忆精选 2012
Gallery 5
Selective Memory 2012
在这个展厅中，艺术家将重点放在自己的童年，并对于圣艾夫斯学院
（St Ives School）的早期发展进行探索。

藤原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日本人。四岁时，他跟随家庭搬到了距圣
艾夫斯一英里的卡尔比斯湾，一直住到十六岁时离开。而他本次在展
览中所呈现的项目正是聚焦于自己在西康沃尔（卡尔比斯湾和圣艾夫斯
同属于英国康沃尔郡）所度过的童年时光，通过这个展览，藤原展开了
对于自身的探索：在圣艾夫斯与艺术的不期而遇；分居两地的父子关
系……自 1982 年以来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次归乡之旅，关于他个人的
成长线索，精确且微妙的建构起了一个独特的语境。

藤原的童年时光，与母亲一起在距圣艾夫斯一英里的卡尔比斯湾度过。
远处哥德利维岛上的灯塔构成了他最初的记忆。他特别提到，灯塔如舞
蹈般闪烁的灯光投射在卧室的天花板上，带给他无限的幻想。

自传，真实的，抑或想象的，一同构成了藤原艺术创作的基础。自己的
身份背景和家庭经历中的元素与神话传说或真实历史事件，被藤原以故
事叙述的手法加以融合，复杂的结构通过模糊真实与虚构来产生影响。
藤原在这一个个“局”中扮演着多重角色：调查员、小说家、剧作家，
还有旅行者。

沃利斯六十多岁时，妻子去世了，于是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学习的沃利斯
开始画画。与藤原有几分相似，他所描绘的对象是自己的记忆，通常
是一些海景：船只，海难，当然还有灯塔。对于沃利斯的被“发现”，
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的常客并不陌生：1928 年，艺术家本·尼克尔森
（Ben Nicholson）和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在圣
艾夫斯遇到了沃利斯，立刻被他天真质朴的画风所吸引，并开始了对
于艺术表现语言中“原始性”的探索。尼克尔森与他的妻子芭芭拉·赫
普沃斯十年之后搬到了西康沃尔，随后又有数位现代主义艺术家加入。
作为同样在这里长大的藤原，留意到正是尼克尔森和伍德在这里与沃利
斯的偶遇，才形成了后期的圣艾夫斯学院（St Ives school， 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由多位在圣艾夫斯居住的艺术家组成的松散
的艺术团体，其中多位代表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圣艾夫斯学院画派”进
入了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的收藏）。

展览“自 1982 年以来”，在几个独立的空间中进行展示，这也是艺术
家根据美术馆内部结构而做的特别设计。如展览的标题所示，每一个展
厅所展示的现场装置都是藤原生命里的一个片段 , 从身在娘胎到长大成
人。同样作为叙述的一部分，展厅内所有的文字说明都由艺术家本人撰
写。

记忆精选，在这个展厅中展出了藤原的装置作品，并与来自泰特美术馆
收藏中阿尔弗雷德·沃利斯的作品一同展出。沃利斯出生于 1855 年，
是圣艾夫斯的一位渔夫，经营着一家渔具店直到去世。

海荣厅（Heron Mall，以艺术家帕特里克·海荣命名的展厅）
美术馆的自传 2012
就像沃利斯一样，藤原在西康沃尔开始了自己最初对艺术的追求。他是
Heron Mall
幼儿园里的第一位学员，这家幼儿园是藤原的母亲在自家厨房开设的
Autobiography of a Museum 2012
在西康沃尔的童年时光，藤原西芒常去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正是在这
儿，他与艺术不期而遇，他也承认自己对于艺术和建筑的兴趣是从这里
开始的。藤原后来去德国学习艺术，又在英国学习了建筑。藤原的作品
多从调查研究出发，通过一系列的素材和叙事来建构，常常充满了各种
个人化的想象。他会将各种视觉原材料、笔记、手工艺品加以组合，通
过虚构的故事情节将这些物品、对象糅合。
在建筑中，模型对于建筑师的作用就如同速写本对于视觉艺术家的作用
一样，在展览准备期间对圣艾夫斯的多次考察之后，藤原在自己柏林的
工作室中制作了整个美术馆内部结构的模型。在海荣厅里，与藤原制作
的美术馆模型一同展出的，还有他在西康沃尔留下的童年照片和他从附
近找来的一些实物，包括从不远处的帕斯梅尔海滩抓来的沙。制作精美
的三维展厅模型，因为其中的作品都被等比缩小，使其又像一个孩子的
玩具盒。

（她至今依然开着这家幼儿园）。正是在那儿，藤原接受了早期“艺术
培训”，他对于用图画来说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像沃利斯那样。
记忆精选是藤原对沃利斯和圣艾夫斯学院的致敬。他制作了四件尺寸巨
大，又略显孩子气的雕塑，而这正是以沃利斯画中的灯塔为原型的。雕
塑的尺寸、样式也许就是藤原孩提时对于远处灯塔的想象。沃利斯的两
幅代表作也被挂在一旁的墙面上，是这份共同的天真无邪，将一个孩子
与一位老人连在了一起。

第四展厅
欢迎来到 Munber 旅馆，2008-2010
Gallery 4
Welcome to the Hotel Munber 2008–10
藤原西芒的父母在 19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西班牙，在加泰罗

尼亚省科斯塔布拉瓦的一个旅游小镇经营着 Munber 旅馆。正是在那儿，
他们被地中海迷人的气息所深深吸引，但也正是在那段时期，他们目睹
了在法西斯独裁者弗兰西斯科·弗朗哥统治下的压迫和种种暴行。而出
生于八十年代的藤原是在成堆的账本、照片和各种对于弗朗哥时期西班
牙的回忆中长大的，这段他的家庭所经历过的时期构成了藤原另一部分
重要的童年记忆。
这个展厅被艺术家“置换”成了他出生之前的历史重现。展墙上是由
藤原自己撰写的叙述文字，糅合了虚构与真实。其中提到正是早期在
Munber 旅馆的经历对他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声称“经
过精确的历史分析”证明他不可能是在其父母离开西班牙之后才出生
的。
藤原还试图以一种小说的叙述方式来向观众讲述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
他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国家，颇具异国情调又各自有着特殊的性格……在
这种背景之下，好像唯一欠缺的就是故事情节了。同时，藤原也注意
到那个特殊时期对于同性恋文学的压制（弗朗哥时期情色文学被完全禁
止，同性恋也属于违法行为），于是藤原便开始通过自己的叙述来试图
“挽救”这段西班牙历史中“缺失的章节”。在 Munber 旅馆里，一
个个情色细节被精心布置，当然主角还是他的父母，就像人类最原初的
话题。
藤原似乎永远都无法完成他的这部小说，无法去进一步解析内在的各种
矛盾，来对应自己父母（或是人类）性取向这一最本质的问题。作品的
整个部分由不同的场景和形式组成，还包括藤原摘选了自己小说中的部
分章节进行了朗读，内容大概描述了自己的父亲常常会产生一些同性恋
的幻想。2010 年，藤原最终将所有这些元素整合进了这个 Munber 旅
馆之中。整个现场装置“欢迎来到 Munber 旅馆”将老式的，又略显
俗气的西班牙酒吧重新还原，暗色的木质墙面和酒桶，加上整只的熏火
腿悬挂在房梁上，墙壁上的装饰也惟妙惟肖，既有弗朗哥的肖像，又有
公牛头标本。各种摆放的物品充满了阳物崇拜的暗示，诸如香肠和号角，
除此以外，还有半遮半掩的同性恋情色图片。这些元素共同叙述了一段
在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上演的情色故事。

第三展厅
镜像场景 , 2009-2012
Gallery 3
The Mirror Stage, 2009-12
据藤原回忆，1993 年，11 岁时他参加了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的一次展
览开幕。在那个展览上，他看到了“地平线条纹画”：著名的圣艾夫斯
学院画派的帕特里克·海荣创作于 1957 年 11 月至 1958 年 1 月的作品。
海荣的绘画深受“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经常以一种表现力极强的颜
色和形式，用抽象的绘画语言来描绘自己内在的感受。在描述那个开幕
的情形时，藤原强调那张条纹绘画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同
时他也宣称正是那张画让他首先意识到自己也想成为艺术家，其次，自
己是一个同性恋。这段与海荣的绘画的偶遇给了藤原很大的启发，他为
此创作了一出舞台剧“镜像场景”。在这个语境中，他试图与另一位少
年演员——年轻时的他自己，一同来重新演绎这个时刻。在剧中，藤原
将对于自己心理变化产生影响的海荣的绘画，视为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
各·拉冈（Jacques Lacan）理论中的“镜子”。拉冈认为，人类在
婴儿时期（15 个月左右），会对应一个来自外在世界的自身反映 ( 即
镜像中母亲抱着小孩的映像）产生一种原始的认同，并产生一种幻想性
认知，对自己能作为一个整体（gestalt），感到异常的快乐。拉冈坚
信这种“镜像场景”在人形成个体认识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
在这个展厅中，藤原以一个现场装置的形式来建构起这个镜像场景。一
个他想象中的自己少年时的卧室，被搭建在舞台上，这个舞台本身是
在展厅中一块高出地面的区域，并用美术馆的警戒线围起。台上的家具
四周都由镜子包围，床单上的图案也是海荣的条纹绘画。而海荣的原作
（来自美术馆的收藏）也被悬挂在舞台的中央。周围还有弗朗西斯·培

根（Francis Bacon）的作品，同样能看到海荣对其产生的影响。
培根于 1959 年至 1960 年冬季在圣艾夫斯做过短暂的停留，而他的工作
室就在海荣隔壁。也有很多推测，关于培埂后期的风格是否收到海荣的
影响。在其 1961 年的作品斜靠的女人（RecliningWoman 1961）中，
以条纹作为背景，且画中的形象原本是个男人，其生殖器被背景覆盖了。
培根以这种有意模糊性征的方式掩藏作品中对于同性的暗示，在当时，
同性恋在英国也被视为违法行为。同时作为整体装置一部分的还有一台
家用电视，播放着藤原对于整出剧的叙述。在这个展厅里，艺术家试图
在各个时期，在各种片断中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曾一度吸引大量艺术
家驻留的圣艾夫斯；拉冈的镜像场景；培埂与海荣的友谊；甚至还包括
后来整个世界室内设计对于海荣作品中地平线条纹元素的大量运用等
等。

圆形神龛
圣西芒 2012
Apse
Saint Simon 2012
父母早年在西班牙的生活使得藤原西芒一直对西班牙的民间文化着迷，
这也促使他经常造访墨西哥。在这几次旅途中，他开始有意识的去了解
有关马克西芒（Maximón）的故事，马克西芒又被称作圣西芒，是一
位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南部这片玛雅人的土地上非常受民间崇拜的传
说中的圣人。在典型的混合了本土与基督教的当地传统中，马克西芒是
一位玛姆神的化身（玛雅文化中保护商人和旅行者的神），同时也是圣
经中背叛者的扮演者，出卖耶稣的犹大。
在今天，马克西芒通常会在圣周（Holy week，复活节的前一周）期间
受到百姓的朝拜，他的各种雕像也会被抬上街游行。而一年中的其他日
子里，他则居于百姓家中或酒吧里，受信徒膜拜。他的塑像，总是一副
乡村打扮：一个短手短脚的人体模型，一身深色套装，一顶牛仔帽，脸
颊被一副宽大的墨镜遮去了大半，一块扎染印花手帕和一撮胡须，嘴上
总是叼着烟。他总是端坐在一把木制宝座之上，被一些“非正统”的供
品包围：钱、烈酒和香烟，但也有鲜花，蜡烛和花环。
藤原在精神上完全将自己与这个角色合为一体了，并不只是由于马克西
芒的西班牙名字与藤原的如出一辙，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着极为相
似的共性，个人历史中混杂的起源以及对于破除旧习的热爱。这个展厅
中的作品《圣西芒》是藤原对于马克西芒塑像的再创造，神像端坐在一
个半圆形的殿室中，源于藤原在墨西哥见过的神龛造型。通常，神像的
脸部都是一种抽象的面具造型，而这一尊，艺术家则用自己的脸加以取
代。

第二展厅 上层
为重聚排练（与陶器之父一起）2011-2012
Upper Gallery 2
Rehearsal for a Reunion (with the Father of Pottery)
2011-2012
母亲来自英国，父亲来自日本，藤原西芒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成长。
童年时住在离圣艾夫斯一英里外的小镇，藤原经常去利奇制陶工作室
（Leach Pottery）。但是直到最近，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历史与另
一位“英国工作室制陶之父”的历史一直平行发展着，他就是伯纳德·利
奇（Bernard Leach）。利奇，1887 年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英国家庭，
1920 年搬回英国之前一直在日本和中国研习制陶。直到 1979 年去世，
利奇与他的挚友，日本制陶师濱田庄司在圣艾夫斯创立的制陶工作室，
对世界的近代工作室制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个利奇组合中情感
上的东西方交融，引起了藤原的兴趣。
2011 年，藤原再次拜访了利奇制陶工作室，立刻被工作室里正在进行
的“亲子工作坊”吸引，并激发了这个与自己的父亲有关的项目，藤原

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分居了，父亲随后就搬回了日本。这个与父亲
有关的项目就是关于他们父子俩。两个男人在日本参加陶艺课，制作藤
原在利奇工作室见过的那些标准陶器的仿制品。

藤原的这件装置作品“为重聚排练（与陶器之父一起）”陈列在一长条
玻璃柜中，其中，还包括了利奇工作室的几件原作，曾于 2001 年在泰
特圣艾夫斯美术馆的展览中展出过，也许藤原在 90 年代末为数不多的
几次回西康沃尔的旅行中，也看过这个展览。散布在展品中的还有一些
与项目有关的物件。包括锤子，一盒 PG 袋泡茶以及一系列“老照片”，
这些照片都与利奇工作室以及几位日本制陶师有关，只不过，照片中的
人都被藤原父子所取代了。
展柜中，原先 2001 年展览中的几幅画由几块用木框装裱的显示屏取代，
播放着藤原在日本拍摄的短片。短片记录了一次排练，藤原扮演自己，
另一位演员扮演他的父亲。父子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小声交谈着，他们使
用的茶具是父子两人在日本一同制作的。但是，他们必须从这些仿制品
和藤原在利奇工作室看到的工作室原产标准器之间做出选择：是应该选
择这些象征着东西方文明完美交融的代表（利奇陶器）呢？还是藤原与
自己的父亲之间试图重新建立的个人连接？他们考虑了片刻，最终，极
富仪式感的将工作室标准器砸毁了。

第二展厅 下层
创造之母 2012
Lower Gallery 2
Mothers, of Invention 2012
在卡尔比斯湾长大的藤原西芒非常熟悉那里的芭芭拉·赫普沃斯美术馆
及雕塑公园（Barbara Hepworth Museum and SculptureGarden），
园内展示着赫普沃斯留给圣艾夫斯的多件经典作品。赫普沃斯的家族于
1976 年开放了她的房子和花园作为美术馆和雕塑公园；并于 1980 年开
始由泰特美术馆管理。馆内常年陈列赫普沃斯各个创作时期的重要雕塑
作品和文献资料。
女权主义者一直强调赫普沃斯的艺术实践与其性别的联系重大，身为三
胞胎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藤原试图将赫普沃斯置于
一个由其她几位同样被视为女权主义经典代表的艺术家所构建的语境
中来进行重新思考。在这一组装置中，包含了几件藤原从泰特美术馆收
藏中挑选的萨拉·卢卡斯（Sarah Lucas）和安德里亚·弗莱泽（Andrea
Fraser）的经典作品。
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作为三个孩子的“保姆”，赫普沃斯在卡尔
比斯湾的家中厨房，建立了一个非正规的托儿所。而藤原的母亲同样在
卡尔比斯湾，在自家的厨房里开设了一家托儿所，第一个孩子就是藤原
西芒。这种传记式的巧合预示着赫普沃斯对于藤原来说，就如同自己的
母亲。但在这一部分的展厅说明文字中，藤原没有对作品进行过多的介
绍，而是假装严肃的，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讨论促使同性性倾向的各种
“原因”，比如被一位“傲慢的，但又对孩子极度溺爱的母亲”抚养长大。
在这个展区，藤原的装置如同一组舞台布景，并结合了一些从赫普沃斯
美术馆和雕塑花园中借来的原作和文献物品，这使得现场既像是一个艺
术家的工作室，又像一个正在制作各种具有女性样式的作品的工作坊。
这样看来，这个现场同样暗含着一种哥特式的想象，使人不禁联想起玛
丽·谢莉的“科学怪人”（MaryShelley’s Frankenstein）。造成这
种联想的几件核心物件，包括铁链、骨灰盒以及身体部件，同时与一些
极富浪漫色彩的材料混合在一起，如古典式样的半圆形阳台等，将一种
精致细腻的恐惧感置于一个浪漫的氛围之中。
与从泰特收藏中挑选出的作品一同展出在这个区域的还有藤原自己的
三件雕塑。这些雕塑除了与赫普沃斯有关联之外，还涉及到另外两位
在藤原成长过程中扮演过“母亲”角色的人：他学校里的艺术课老师，

过去是一位迷人的模特，另一位是他的大提琴老师。被放置在中间的雕
塑是代表着赫普沃斯的一座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基督教中的经典母亲形
象），但腹部被一个圆孔穿透，与一旁赫普沃斯的雕塑作品相呼应。藤
原在这样一个室内空间来展示原本被放置在户外的赫普沃斯的雕塑作
品，同时，藤原又添置了一些室内装饰经常使用的元素来配合赫普沃斯
的作品进行展示，如屏风、窗帘、地毯、圆桌及古典式样的基座等等。
这种家庭的氛围唤起了一种私人的情感，在一个父权社会中传递一种女
性独有的柔美。

第一展厅
来自墨西哥的信 2010-11
Gallery 1
Letters from Mexico 2010–11

这件装置作品以“来自墨西哥的信”作为题目，这与 1521 年大名鼎鼎
的西班牙“征服者”赫尔南·科尔蒂斯（Hernán Cortés）下令进军阿
兹台克帝国（墨西哥中部）时发布的文书同名。科尔蒂斯亲自书写了共
计五份请战书，这些信件很快就被送到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一世，即后来
的神圣罗马皇帝查尔斯五世的手中。
与科尔蒂斯一样，藤原作为一个欧洲人到达了墨西哥，并且，他也将自
己的经历写成了八封信寄了回去。藤原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初到墨西哥时
对当地文化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无论是当地的建筑风格，还是风味独特
的各种美食都让他爱上了这里。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了隐藏在这些异域
情调之后的各种问题，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暴力的无处不在。
藤原的信都是在圣多明戈广场找专人用打字机打的，这个区域在墨西哥
城历来就以代写信件而出名。这些书写员就在街边为不识字的人撰写各
种信件，从官方文件到私人信件。从 2010 年到 2011 年，藤原就与这些
书写员合作，由他口述内容，书写员代为记录。由于这些人大都不懂英
语，所以都是通过读音来记录。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误读，而这种交流方
式也象征了今天依旧存在于墨西哥与欧洲之间的各种误读。
藤原将这些信件一一装框，并与他自己在旅行过程中收集的纪念品一同
展示。比如第一组是一张汉莎航空的机票，一把金属的玩具剑夹在一
本仿古的书中（科尔蒂斯的“来自墨西哥的信”），同时还有一块印有
圣多明戈广场照片的瓷片。藤原也将许多在墨西哥收集的物品运回了欧
洲，包括一颗“征服者”的头骨复制品，一顶墨西哥宽边帽和一把象征
革命者的镰刀。这些物品都被放置于一个珍宝柜中，这种展示方式刻意
营造了一种人类学博物馆的气氛。
2010 年，正值墨西哥独立二百周年以及革命胜利一百周年。藤原试图
重新触及这段西班牙与墨西哥之间的殖民史，并有意将所有的信件地址
写为“欧洲”，还使用了红、绿、白三种颜色的帷幔来暗指墨西哥国旗。
在他的“来自墨西哥的信”的最后部分的文字介绍中，艺术家特意提到，
作为整件装置的一部分，这个故事中的“他”在这个由他自己亲笔写就
的残酷的故事中，永远的死去了。
藤原西芒（Simon Fujiwara）的作品近几年来频繁出现在诸多重要的
国际展览中。2009 年，年仅 27 的他就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紧接着，
他又参加了 2010 年的第八届欧洲宣言展（Manifesta 8）和巴西圣保
罗双年展；2011 年的新加坡双年展，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及纽约的
PERFOMA 艺术节。同时，藤原西芒也是伦敦 Frieze 博览会卡地亚艺
术大奖和巴塞尔博览会 Baloise 奖的获得者。
正巧在翻译整理此文的过程中，藤原西芒的作品在本届深圳雕塑双年展
中展出，而这件新作正是他年初在英国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大型个展中
的核心作品之一。同样作为参展艺术家的我也因此有机会看到了作品的
现场（作品《镜像场景》，The Mirror Stage2009-2012, 详见正文介
绍）。藤原西芒将个人成长史与各种人类历史片段巧妙结合的创作方式
在不断进行自我探索的过程中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打开了一个个充满“诱
惑”的入口，也似乎总能够触碰到我们的记忆深处。

展览

Art-Ba-Ba 流动空间 :“墨不到”水墨群展

书法、水墨画、古建筑……中国的老祖宗们手捧文化遗产、像半僵尸一
般等着被今人接手，而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将之“当代化”？或者干脆远离它？已知的现实是，很多试图用当代语
言解读传统精神的展览显得装腔作势且令人生厌，正像前段日子唐宋八
大家后人穿汉服举办宗亲联谊会一样。于是这个话题渐渐变得不可谈论
或无从下口，直接绕行成为一种最正确的态度。
此次展览试图用最强权的材料限制把艺术家扔到真理之秤上最不正确
的那一端——面对浑身贴满国粹标签，早被描眉画眼、贴金戴银到面目
全非的老祖宗，如何化解尴尬？
是不是只有将他彻底杀死了，才能让他有尊严地活过来？

网友评论：
[ 板凳 :1 楼 ] guest 2012-07-21 21:16:15
很多 《无题》，其实是很多无奈，很多无招，很多无用，很多无所谓，
很多不在心，喜欢《天下》，网络游戏一样的俗气，至少有态度。喜欢《一
块冰墨融化在纸堆上》是邵一的？气息很足，自然得好。《无题的过程》
把在场的无题都讽刺一遍吧。
[ 地板 :3 楼 ] guestguest 2012-07-21 22:35:15
就剩几张纸了，再下次纸也不需要了，就你们几个站在那儿就足够了。
[4 楼 ] guest2012-07-22 17:33:00
用纸和墨表达不要纸墨的态度，很好。

还是把他弄得要死要活？死死活活？

“暴徒生涯”——金闪个展

这个全新项目是金闪这两年来思考的重要表达，包括了录像、声音及多
张摄影作品。艺术家从他日常的写作和影像拍摄工作中寻求并表现出一
种相似于书写和涂抹的紧张痕迹。出于艺术家本人的兴趣，毋庸置疑，
作品中隐含了他对历史主题的关心和着迷。但就像金闪之前的作品，他
总是给观众带来一种矛盾的感受：不合时宜的幽默和难以跨越的距离。

@ 陈 x 晓 x 云：金闪个展 ( 暴徒生涯 )：粗鄙，低画质，野蛮，低技术，
浑不吝，采样，重口味，末日快感，无边忧伤，真正工人阶级篮领录像。

网友评论：

[9 楼 ] guest
试图破坏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 板凳 :2 楼 ] guest

[ 地板 :3 楼 ] guest
太文艺

“由王兴伟策划：具体”北京 UCCA

“具体”展出的将会是 7 位年轻艺术家的绘画作品，通过展览来讨论“在
绘画中什么才是不抽象”的。他们分别是刘唯艰，王兴杰，温凌，夏广
龙，战英祥，张书笺，张武运。他们大多来自王兴伟的家乡东北。

这种真实感往往不一定是外貌的相似程度，而是来自于画面里事或物能
把他们带入一种切身的情境。画家真正营造的其实是这种“带入感”。

夏广龙：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开始用身体去触摸这个物质的世界。
王兴伟：1969 生于辽宁沈阳，毕业于沈阳大学师范学院美术系，现工
作生活于北京。王兴伟是一个随时测量他和艺术之间距离的人，在他极
为“热烈”的理性能力的驱使下，他对艺术抱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态度，
时刻清醒地与各种东西保持距离。

对身体的期盼更多的不是她的身材和相貌，也不仅仅是她的外部特征，
我想应该是她体液的味道，或者是她的肚子像个皮球，或者是身体以外
的什么东西…

战英祥：城市在某一个特定的视角会突然变得陌生，而这样的感受有
张书笺：我总是擅长于识别整体中的局部。细节总是以某种方式固守
在我的感觉中，从很早开始，我的导师就肯定了，我看到了别人往往忽
视或者无视的那些事物，也就是那些琐碎、平淡、非典型性，以及稀奇
的事物。

时自己也为之一惊，因为这明明就是自己生活其中的大街小巷。在一瞬
间我对它变得超越常理的疏离，而这又真真切切是那一刻的真实感受，
我近期的画面折射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刘唯艰：在生活中，有时突然感觉其实自己要说的在某些场景中就体
张武运：我喜欢借助身边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景物来勾起回忆。熟悉
是因为他们就静静的躺在我的身边休息，陌生是因为只有我发呆时才会
把他们放在眼里。借助这些景物，更能让我不被景物本身吸引，而进入
我的休眠状态。

温凌：我希望能做到“具体化”。具体到要画出主人公手里拿的手机
是什么牌子的。

王兴杰：人们看画时往往会说“真像”或者“不像”。他们评判的标
准来自于生存经验，当他说一张画很像的时候，他往往是指画得很真实。

现了，虽然在理论上它们没有任何联系。什么地方触动了我，就抓住什
么地方。这种方式更直接一些。

网友评论：
[10 楼 ] guest
少王音、张慧啊
[12 楼 ] guest
小王兴伟们 大集合

“与行走无关”——无关小组

无关小组一直在进行一项“行走计划”，这个项目意在更新一种介入社
会的语言，提出一种合法的强调个人意识形态的行动方式，在社会空间
里坚持一种特质，这种特质的传达在一种有预谋的肢体语言里。这次展
览将集合无关小组成立以来一直做的行走计划项目，不是划上句号，而
是把在公共空间中各种形式的“行走计划”一次阶段性呈现，以一种被

过渡敏感化的公共行为来讨论其它可能性。
无关小组从 2011 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用更广泛的工作方法去实践
艺术作为一种公共行动的能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为表演而进行的表演。

“祝你成功”——Guest 个展

2012 年 7 月 5 日 Guest 成员在南京某医院以有偿的方式向
临终病人沈明凤获取了一句“祝你成功”。
网友评论：
[ 板凳 :2 楼 ] guest
一件没有阐释的作品，简单有力
[ 地板 :3 楼 ] guest
有道德问题
[5 楼 ] guest
@ 汪建伟 WJW：guest 小组最新的行动，他们用 2000 元购买了一句
话“祝你成功”，并作为一种非物理性展示。
[7 楼 ] guest
皮三动画：汪老师如何看这个作品？我刚开始第一感觉很棒，后来觉得
有问题，说不上来，但不知道现场的细节，所以不能瞎判断
[8 楼 ] guest
汪建伟 WJW：这个“作品”也许涉及交换价值，位置以及作为亊件而
非仅仅展示。
皮三动画：回复 @ 汪建伟 WJW：刚看了一遍展览录像，是不是公开
的东西太多了，病历，收据，过于详细，事件就太具体了
[9 楼 ] guest
-Vimaiakirti-：看完之后有一点反感，不要想到一个点子之后就去触碰
死亡的话题
[11 楼 ] guest
辛云鹏：一个很打动我的项目，作品，展览。及其罕见的“无印良品”。
希望这回听不到汪建伟老师的肉麻阐释。
[19 楼 ] guest
设想一下，这位妇女是他妈。我们再在这谈论观念。
[20 楼 ] guest

这个作品的问题在于，打了道德的擦边球，又玩的不彻底，从形式到内
容都是含糊其辞，打哈哈。汪建伟你说是不是？
[21 楼 ] guest
有个艺术家请一个临终病人到展厅，让他在展厅死掉
[22 楼 ] guest
21 楼牛逼
[23 楼 ] guest
客观的讲，这件作品是“很出效果”的。可是这种所谓的“很出效果”
是今天最值得怀疑和警惕的东西，试想一下展览过后这种作品的价值究
竟是什么？它是被今天整个艺术生态、展览体系绑架了之后的空虚的果
实。所谓不可言说的“艺术”之物，是艺术家经过操练之后所得到的一
种新的元素，它绝不是绞尽脑汁的计谋。
[25 楼 ] guest
我们换个立场设想，这件作品如果是独立的艺术家做的，展览对于观众
的效果还会这么好吗？一个团体的共产主义能感动到观众（艺术家），
是他把以前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对立的隔阂给缝补起来了。艺术家销声匿
迹，牺牲自己来得到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共同胜利，但，可怜的是，观众
一旦不买账，这样的共产主义是被架空的，观众不说好，它的价值就将
瞬间虚无。
[30 楼 ] guest
我不认为这是一件作品，做他的人也不会是艺术家。这件事让我觉得动
机很恶心。
[32 楼 ] guest
希望艺术家有你道德的底线，让这些底层的人死的有些尊严。是不是艺
术那不重要
[33 楼 ] guest
说到人死的尊严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这不正是艺
术家要揭示的现实问题吗，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来说，活着的和死了的都
应拥有的基本权利，楼上空把帽子扣给艺术家是不合情理的。

波拉 • 彼薇个展《分享，但不公平》外滩美术馆现场

据外滩美术馆馆长拉瑞斯·弗洛乔说，当他第一次踏入外滩美术馆，头
脑中闪现的最适合在这个空间做展览的艺术家之一，就是波拉·彼薇。
一楼入口处是波拉·彼薇的装置《无题（花瓶）》，由上百个不同颜色、
尺寸、形状的玻璃花瓶构成的吊灯。二楼是该展览的点题之作《分享，
但不公平》，由 400 只红黄相间的长条形枕头扭结，悬挂在天花板上。
据说这些枕头全部由尼泊尔手工艺人制造。
上到三楼，波拉·彼薇在入口处弄了点玄虚——拉开白色帘幕，左右两
边各有两个小门，亦覆以白幕，其实不管从哪个门进入，看到的作品都
是一样的。此件作品名为《打圈便成艺术》，由 24 张人造熊皮以白、黑、
棕三色首尾相连，构成地板 - 墙壁 - 天花板 - 墙壁 - 地板的一个循环。
有一条木制长椅横跨过地板上的熊皮，观众可以躺在椅子上，以另一种
角度打量这个熊皮圈圈。转过墙后，是另一件作品，名字起得很诗意，
叫《谢谢你海洋》，由上万颗廉价人造珍珠重叠缀连而成。据说波拉·彼
薇曾在上海生活过一年，常去小商品市场淘那些廉价的、艳丽的塑料珠
子，由此创作了一系列的珍珠画。

四楼是一组由 9 个喷泉装置构成的《鸡尾酒会》，犹如放大了的厨房水
槽，水、橙汁、薄荷汁、杏仁汁、甘油、红酒、黑墨水、咖啡、化妆水
分别从水管喷嘴飞流而下，色彩各异，空中弥漫着各种液体的味道，水
沫四溅，以至于馆方要向观众发放雨衣。四楼另有一组摄影作品《三联
画》，波拉 • 彼薇将许多缎带垂直悬挂，一条紧压另一条，由此重叠
构成一个帘子状的平面，摄影的角度选择在每条缎带的侧面。
六楼是美术馆的休闲咖啡馆，柜台上方悬挂着类似于一楼花瓶吊灯的
《疯狂的球》，由近百个瑞士知名家具品牌 Vitra 设计的椅子模型组成
的吊灯。
美术馆沿虎丘路的墙面上，还有波拉·彼薇与新西兰艺术家迪伦·霍洛
克合作的长达 96 米的巨型“飞机”，这架飞机上下颠倒，椅子在上方，
乘客们在或站或坐在天花板上，喝酒的、野餐的、打网球的、做瑜伽的、
晾衣服的、遛狗的、祈祷的、跳舞的，好似展现了整个花花世界，机长
在向机舱里扔纸飞机，一缸金鱼留在驾驶舱里。有趣的是，在这幅巨型
景观作品的下方，不知哪位虎丘居民用粉笔写了大大的标语：“身居危
房已十年！！！虎丘居民要生命，要安宁，政府诚信在哪里？”

长征空间－胡向前个展“主演”

展览由 3 个录像组成，胡向前在里面扮演三种角色。进门靠墙上的投影，
是他穿上山寨版查尔斯王子婚礼礼服与演员一起在一个保安亭里面拍
摄的，唱歌的节奏和他老家雷州当地很多当地歌曲有些近似。在这个录
像的对面是他在斯沃琪（Swatch）和平饭店艺术中心拍摄，在这个录
像里面他扮演一个“表演 s 艺术家”在酒店生活并与一些人交谈的镜头。
录像是无声状态。在这个木箱对面的柱子上挂着一个电视机，播放的是
他自己编写的歌曲，这个歌曲的现场演出是在长征 10 周年庆祝香港的

船上。这次播放的是那一次的录像。

网友评论：
[ 沙发 :1 楼 ] guest
马修巴尼，粤语版

长征空间——王思顺个展“空间差”

空 间 差
本次展览中，多件作品是由呈现物与现实中的原型一起构成，原型在实
际生活中不断使用，消耗，流转，但它的一瞬间和一片段通过作品与原
型形成互相分离又充满交集的空间差，被固定在平行世界里占据时间，
获得永恒，找到意义。另一些作品则是通过单向的平面折叠制造出自身
的复合空间，在自身的悖离和扭曲中延展经验。

在大山子桥下一侧人行道上抓拍对面人行道上一段 3 分多钟的视频，在
展厅播放。
开幕当天下午，邀展厅观众去大山子桥下一侧人行道，看到对面人行道
上有一幕和展厅视频一模一样的情节发生。是选用和抓拍视频中的角
色相象的演员穿上同样的着装，让他们把抓拍内容在此时重新表演了一
遍。

欲望又 N 分之一
随意将一饮料瓶盖扔在展厅地上，在瓶盖外画个圈，捡起瓶盖，再扔，
直到扔进那个圈，作品完成。
世界是一个庞大的方程式，我们被决定着。不经意中微小表面背后实则
经历了大于我们世界的定律演算，概率作为对不确定性最有效并充分的
描述，其演算的宿命，决绝又充满迟疑。

没有时间，没有开始，没有结局，剧场般的建筑形态加上穿梭来往的车
辆和噪音形成粗砺的介质，特别恍惚和疏离。仿佛这个情节在自己身上
发生过，或是这个情景以前见过，像是上辈子的事情。届时，我们的想
像不再是一种比喻，现实反而成为一种修辞。隔着车流，对岸是自己，
这种伤感，是整个城市的伤感。

美好之否定之否定
墙上呈现一只倒放的白玫瑰。

忧伤的角度
根据在黑桥一钢构架工作坊拍的照片，复制出其中斜着倚靠工棚的那根
蓝色钢材，漆成同样的蓝色，按照现实中原型的倾斜角度，单独倚靠在
展厅干净和安静的墙面。原照片一起展出。那种蓝色，和那倾斜的角度，
非常忧郁。

该作品正确观看方式为：背对玫瑰，弯腰低头，视线穿过裆部观看。

网友评论：

这种忧伤并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世界本质性的物质，它不是来自个人，
也不是来自世界，而是先于世界。

[ 沙发 :1 楼 ] guest
@ 汪建伟 wjw：王思顺“忧伤的角度”提供了一个他的“角度”。

凌晨两点半

[ 板凳 :2 楼 ] guest
孤立的概念主义

黑色石雕横截面为等腰三角形，最大角度为 105 度。105 度正好是凌晨
两点半时针和分针的夹角角度。这个角度的表情既没有锐角的紧张和神
经质，也没有直角那么必然和严肃，这个角度像是涣散疲软的神经或是
慵懒散开的大腿。它是世界边缘的角落，是上帝的沉默，是创世纪之初
未有世界已有的形状。
石材选用山西黑，为世界最黑最纯的黑色花岗岩，俗称“夜玫瑰”，抛
光后黑暗而有光亮，雕塑宛如黑夜的纪念碑。

[5 楼 ] guest
hemuse：王思顺的“空间差”将物质的转变和消耗的串在一起，细如游丝。
真真假假、实者虚之、虚者实之。
沈朝方：王思顺作品的冷就是他个人冷的再现。
[12 楼 ] guest
纯粹，利落

所有肉体都是有悔恨的

佩斯北京——海波个展

此次展览将展出海波的代表作系列以及最新作品。创作于 2009 年的《无
题系列 No. 8》描绘了一幅黄昏中的老人肖像，以及与他的生活密切相
关的一组静物。海波擅长通过摄影来记录事物不断发生着的变化。这组
三联照片通过人与静物的通感与关联，以微妙而含蓄的方式，传达出人
们面对即将逝去的生命的伤感和无奈。
“黑边系列”作为海波的代表作之一，用看似零落的片段来记录人们似
乎正在逐渐遗失的记忆。这些片段或在梦中、或在潜意识里会不时地闪
现，它以一种脱离叙事的方式引起人们对自我的再次关注， 以一种“意

识流”的手法来进行一次记忆的重拾。
此次展览还将展出海波最近的作品《盲人》系列。艺术家选取高墙之下
的盲人算命先生作为拍摄对象，暗示一种人们对掌控命运的期待和面对
真实的无助。海波的视线再次转向有关命运的主题：人们面对命运的未
知的恐惧，对无法挽留的记忆的追随，对永恒的诉求以及随之而来且不
可回避的伤感。步入知天命年纪的海波，借此抒写出一段关于人生无常
和命运未知的慨叹。

“一种退步：金盏的生掌，语言，和他的亲戚们”——李大方个展

在绘画的同时，李大方也乐于用他平常感兴趣的电影、戏剧、文学来综
合一下，寻找他所追求的艺术的形状，一个平衡的点。首先，这些元素
的出现使欣赏他的作品过程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类似于观察，推理的趣味
性：多重空间、厚重的色彩，一些极具心理暗示意味的物件，间错倒置
的画板，那块厚实的猩红色毛毯，发光的人体…就是你很难不被画面营
造出的悬疑气氛挑逗，很自然地像阅读一样观看他的绘画。李大方直言
这些都是他试图理解什么是绘画的尝试，以影像、文学的语言介入试图
抛除纯绘画的语言到这个展览又重拾了一些绘画手法加进去，他说绘画
和艺术都是一个特别偶然性的存在，是“一瞬间创造出来的事情”，他
用他认为是“一种本能和本质”的办法展示这个很朴素的本质，所以这
些风格强烈的视觉语言都不过是基于绘画的生发，本不应接受来自社会
学、心理学的分析。

现在的艺术品留给人的印象是它们常常都是带有强烈哲学反思色彩的，
必须得有更高的知识储备和视觉经验才能唤醒作品期待的感受，而且很
多作品表明它们也在丧失审美的维度。观众也不可避免的患上某种分析
瘾、侦查瘾，或是预设艺术作为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但联系作品
和观众之间的不应该只是强迫症一样的瘾。
“‘进步’和‘退步’其实没有差别，对我来说都是合理的”，李大方
将自己的生活定义为平庸的，他大都借着经过时间沉淀下来的印象发
现、判断、调整，三年前他说“绘画是为了恨某种发光的东西”，这次
的展览依旧是他对“某种热闹的生活状态”的拒绝。

佩斯北京——刘建华个展

从 2008 年开始，刘建华的创造开始探寻材料本身所待有的一种气质并
加以改造。用的他话讲这是尝试通过一种作品的方式来与现实保持一定
的距离。这个距离在陶瓷这个材料属性下被他用技术与审美的方式隔离
出来。在地平线那个展览体现的最为突出。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出于对
以前这个展厅显露的展示方式不同，他选择一种带有隐秘感的展示，他
从空间开始制作了一个立方体置于展厅之中，两件作品都围绕在这个立
方体展开。外面在视觉中心线位置挂满一排仿宋青瓷圆盘，在这些青瓷
圆盘中央都有一条手工绘制的酞青蓝线条。这个线条是在胚胎的时候他
逐一绘制上去然后统一套上青蚰，在高温之后显出来。这些圆盘按照这
个线条围绕这个立方体一字排开。转到这个正方体的背后，开着一道门，
从立方体的顶部满满的垂下一屡屡的细铁丝，捆在一起，上面随意的用
单根的铁丝打节。象密集的竹节，也像带铁蒺藜。离地不到 10 公分，
不过这种相似感并非他说强调。在只有自然光照明下，利用盒子里的局
促感，在一种氛围下对这些材料常见的属性进行他的改造试验。

网友评论：
[ 沙发 :1 楼 ] 5517259 2012-07-27 15:24:13

传统文化正在断层，像被错开的线，而错开他们的是如铁丝一般尖利杂
乱生长的现代文化，也许这些不叫文化，而我们却引以为豪。
[5 楼 ] gary1 2012-07-27 16:30:16
用仿宋青瓷圆盘组成了的直线展现了一个平静的外表，然而里面却是一
个错综复杂密集的小世界！ ~ 喜欢这个！
[22 楼 ] guest2012-07-29 15:16:05
超级资料里一国外艺术家把不同身高移民族召集起来排成队，在他们背
上刻一标准的水平直线统一起来，那件作品做的好，涉及到种族、伦理
和各种标准，这件作品的线用的牵强。
[26 楼 ]   guest 2012-07-30 22:26:07
仅用这般简单的元素，就可以使人驻足这么久。不得不说有一种力量，
耐人寻味。
[36 楼 ] guest 2012-08-07 20:25:12
一向用陶瓷，能尝试新的材料就不错。

亚力山大画廊－赵赵个展 - 没什么画 ...

整个展厅被布置成一个黑屋，里面挂着一些赵赵平时的绘画作品，在漆
黑的屋子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在进去之后眼睛渐渐适应才会隐约看
见墙上挂着画。逛完展厅，门口免费发送他最近录制的歌曲。

好啊 / 真适合自卑啊 / 一点儿也不可惜啊 / 逛逛公园儿 / 晒晒月牙儿吧 /
一点儿也不错过啊……
@ 戴卓群：晚上开车回家，一路听完，歌儿比那个照片苦逼多了。

网友评论：
[ 沙发 :1 楼 ] guest
@ 唐莉 tangli：赵赵的同名 CD“赵赵”，@ 赵赵和稀泥 这半拉脸忒苦
哈哈了点，扫了眼歌词内容，有首“天气”，开头是这样的：天气真的

[ 板凳 :2 楼 ] guest
展厅入口被黑布遮死，里面漆黑一片，观众进去后都不自觉地用手机照
亮来寻找观看墙上的画，但赵赵是希望大家进去后适应下黑暗，最终是
能看到墙上的画的。

“有个姑娘”——群展

                                     “各自为政”时的可能性
                                                                                                    文 / 杜曦云
作为表达方式的艺术，它的形态和所指涉的方向是多元的。每个人选择
艺术的目的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在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表
现，并不能代表他的方方面面。而且，艺术家在每个“此时此地”的艺
术表达，只是他阶段性的关注、体验、思考范围的曲折体现，随着情境
的流变而流变。
当下所谓的“青年艺术家”，大致是指出生于 1980、90 年代的艺术家。
对青年艺术家在艺术方面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具体表现，是难以清晰、准
确描述的——中国各个地区的发展非常不平衡，青年艺术家成长和生活
的环境差异非常大，再加上其它复杂因素，“青年艺术家”们彼此间的
差异甚至可能大于相同之处。而且，青年艺术家与“非青年艺术家”既
有大致的差异，但也有很多趋同之处。
所以，就笔者目前的体会而言，只能宽泛的大致描述：在相对而言偏于
实验性或批判性的青年艺术家中，与年长的艺术家相比，他们更加注重
自己真切细腻具体的亲身体会（这也让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度进一步拉
开），而不是看似宏大激越却空泛的、概念化的、与自身无涉的。因为
对真切细腻具体的注重，他们在表达方式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表
达方式的准确度、丰富度、个人化和当代性方面，他们有了进一步的推

进、拓展。
这些特点，让他们显现“各自为政”的独立和多元。他们所关注的问题、
领域各不相同，但如果通过交流，可以互涉。与年长艺术家相比，某些
青年艺术家目前在自己或他人眼中可能还有待更加“成熟”，但很多可
能性的正在萌芽、生长，已经比较明显。而且，从艺术中传达出的信息
也是很有限的，艺术家在面对和处理其它问题时的具体表现，难以从艺
术中“见微知著”。至于在未知的前方每个人（不只是青年艺术家）的
具体方式和能力，既取决于自身，也取决于各方面的情境。

网友评论：
[10 楼 ] guest 2012-07-30 13:40:18  
很生猛的展览
[27 楼 ] guest 012-08-02 05:17:42
“一代不如一代”是历史上永不停息的一个牢骚，拿这当话题本身就没
有价值。但是退一步说，个别长者对年青一代有所不认同，也不完全是
无稽之谈。现实总是复杂的，个别具体并短暂时期内，整体呈现上或许
有些问题，老师长辈提提意见倒也无妨。可是把如此展览当做 一个态
度的转折点，那真是荒唐。

[34 楼 ] guest 012-08-04 11:59:02
赵要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什么啊，做了个弱智幼儿园玩具，还占那么大
的地
石玩玩你能不能有点出息，画个人就说是你女儿！？况且还画得那么差
王思顺大学二年级方案，黑桥 + 宋庄 = 土得掉渣
菜刀那个是 80 年代的方案，没到讨论的份上
打开抽屉又土又 diao 丝，这人长得土就算了作品还那么土。多看一眼
就多一坨眼屎，
门口游戏手柄那个抄袭那么严重，策展人都看不出，看来策展人也不懂
艺术
那个英文名称的作品你要干什么呢？英文装洋气吗！？周末无聊吗？
你快成为洋气艺术的走狗
那个厕所你要教观众中国文字吗？典型的剪纸教育出来的
几个影像差到不能看，装逼吗？挂个别人看不懂的影像在那里就是当代
艺术了？回家喝奶，长大再出来混吧
背个石头下水的那个，你不要再出现了，弱智儿童都做得比你好。
寄来的文字和那件恐惧的欲望简直就是艺术爱好者的水平嘛。差到可以

直接在垃圾堆里展示
最差的是那个闹钟和画，我只想确认他是不是邱志杰的学生。
[44 楼 ]guest 012-08-05 10:43:21
年轻人突破平面走向空间结构和事件就是进步，学习期间作品是有很多
问题，如简单化，图解化，平面思维化等，思考需要时间的。布展很臭，
太不讲究，线路和接线盒乱飞，作品和作品之间各自为阵，与环境不搭，
执行的也不到位，总体仍旧学生味。
[48 楼 ] guest 2012-08-06 02:57:05
这个展览总体来说比青年 100 和那个青年扶持计划要好得多，但这还是
要批评的。你们不要怪我尖端与刻薄！这个展览总特点就是 85 以前在
应付，85 以后很卖力！ 85 以前的艺术家出道几年基本很油滑，我敢肯
定他们大多是碍于金锋的面子参加展览的。85 以后的艺术家有活力，
但基本都是单打独斗，难成气候，作品受理论和政治影响过多，混江湖
的能力也比 85 以前的艺术家差，所以这个展览可以说是 85 后与 85 前
的交战。最终以 85 后失败而告一段落！

赵要：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这是继赵要去年同日在公社首次亮相之后的第二次展览，将展出其最新
的绘画和装置作品。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个人，但相隔整整一
年——这段距离意味着什么？
诸多细节提示观众这是一个针对“展览”的展览：它由时间、空间的呼
应重叠，似曾相识的布展方式，包括具有视觉侵略性的作品所共同构成。
不同于常规展览对结果的展示，“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的出发点
在于重新审视展览的意义和有效性，破坏艺术家与观众之间通过一次次
展览而建立的简单的对应关系。
赵要试图让观众彻底放弃对艺术家的想象，以便让艺术家从观众的欲望
需求中逃离出来；彻底解放自我创作，并且更加不受约束。对一个已知
展览的“再次制作”是一种态度或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克制强烈
的、按捺不住的创造力，它像是黑洞或漩涡一般试图将艺术家的工作卷
入其中；用赵要自己的话来说，即“创作的动力常常只是在欲望的惯性
当中滑行”。但他同时也对所谓的“创造力”、以及整个社会对其不切
实际的追求持怀疑态度。这种矛盾的姿态往往隐藏着对自我的否定。
此次展览中的作品主要来源有四：一是将“我是你的黑夜”（北京公社，
2011）中展出的作品换一种材质翻模；二是把作品在其原有基础上等比
放大数倍、或不等比压缩；三是从藏家处协议借回作品参展；四是直接
使用原作品。艺术家、观众、画廊和藏家被这四种方式重新拽回并纠缠
在一起，在现实意义上完成了对去年展览的再消费，也同时开启了今年
展览的观念之门；此次呈现不仅仅是上一次的提升和延续，更是一个完
结。在形式不做过多变动的前提之下，赵要很有耐心地试探观众的反应：
你们是否能仍获得新鲜感？是否仍能体会到创造力的存在？在这里，观
众并不是被动地与作品相遇，而是与艺术家共同经历和改造记忆。

网友评论：

[ 沙发 :1 楼 ]guest
汪建伟 wjw：赵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但相隔一年再次展出了他的“作
品”，甚至“看起来”相同的作品，他在测试我们对创造一词的真实度，
同时也在对展示本身提问。
辛云鹏：这就像我给我妈看我的创作，无论什么时候，她总是认为他的
儿子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但实际上我妈她并不关心我的创作。她只在
乎我是她原创的！我不知道我表述清楚没有，有没有必要翻成英文再翻
回中文，总的来说，我非常欣赏赵要这次尝试。
刘礼宾：艺术家拿“创作”来开玩笑时需要勇气的。
何持如：这“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起来’相同的作品”的“相隔
一年”的“展示”，是在什么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如果只是资本，那
就是指鹿为马。这个受到“测试”的“我们”是谁？如果只是“同一”
个艺术从业者群体，那就是巧言令色。
[ 板凳 :2 楼 ] guest
@ 汪建伟 wjw：赵要对一个己知展览的再展览使他逃离了“新”的劫持。
[8 楼 ]guest
有点自说自话了，说白了还是怎么玩市场的问题。重新做精致一点，材
料更好保存和收藏而已。
[10 楼 ] guest
还是不好好说话，一个意思可以说的很明白，故意要把话讲的陌生一点，
显得挺学术。翻译一下，就是说赵的展览不用考虑创新，因为这种形式
对于“创新”来讲是一种遮蔽，他在想办法规避创新的问题，同时不让
人抓住把柄，因为考虑这些比考虑创新要容易。

[12 楼 ] guest
徐震转型没顶可以算是一种摆脱惯性，这样依葫芦画瓢又惯性了。只能
说没顶太强了 小没顶又一拨年轻艺术家如何摆脱这个受影响的惯性我
觉得挺重要的。
[17 楼 ] guest
有些画还可以，就是罗嗦了点，虽然声称对“创新”的思考，但作品却
走向了反方向，“雕塑”和现代主义时期的风格流派并无二致，这些陌
生风格化的东西意味着与众不同，还是所谓的创新。这与没顶完全不同，
没顶的产品起码很波普。

[20 楼 ] guest
比起看完想沉默的展览要有营养，不能解决问题，至少能制造点问题，
就像 guest 的语录：再混乱点～
[51 楼 ] guest
赵要的这个展览和上一个完全不同，上一个展的是“作品”，而这一次
展的“观念”。但看起来艺术家并没有摆脱观念艺术被展出时的难以避
免特点：观众会觉得与其观看展览，不如阅读描述展览方案的文字。当
然，相对来说，去年同天同个地点出席展览的观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更能体会到展览的趣味。但即便如此，展览的观念还是有点“硬”，
信息的丰富性略显单薄。

“Festivela”伦敦 Vela 画廊拉开帷幕
作者：陈颖编译

持续 10 天的装置与行为表演活动“Festivela”近日亮相伦敦 Vela 画廊。

莱斯利（Leslie Kulesh），“只要你爱我：Dakota 给 Donna 的
一封情书（As Long As You Love Me: A love letter from Dakota to Donna）”
网 络 上 女 性 面 部 及 身 体 变 形 的 普 及 能 够 表 明 一 个“ 美 丽 的
数 字 图 像 成 为 了 满 足 感 所 必 需 的 全 部” 的 未 来 即 将 到 来
吗？ 网 络 上 的 美 学 革 命 会 以 与“ 博 主 们 绕 开 印 刷 的 时 尚 杂
志 ” 一 样 的 方 式 给 女 性 的“ 美 容 产 业 带 来 ” 短 路 吗？ 在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一书中，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onna Haraway 关
注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在其中，我们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半
机械人，“为了边界混乱的快乐及其构建的责任”而提出争论。利用科
技的进步来模糊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年轻的女孩们已经开始改变自
己在网络上的角色以创造第二种身份了。
在为“Festivela”准备的这次活动中，参与者们关注了多重网络身份

来源：artspy 艺术眼

的非正式伦理观、对实际活动的文件记录以及“可爱漂亮”的起源，所
有的这些都来自我们肉体感到舒适的物质性。

西蒙与汤姆·布鲁尔（Simon and Tom Bloor）

西蒙与汤姆·布鲁尔（Simon and Tom Bloor）最近创作的焦点放在
了一种与战后城市环境矛盾的关系上，它们提取了一种人们熟悉的现代
美学，并且使其适应于一个怀旧行为在其中被看作是某种反面的乌托邦
的领域。在“Festivela”中，他们带来的作品赞美了一种关于儿童与
硬纸板箱的陈词滥调——持续一天的展览邀请观众重新布置、堆叠、拆
除那些箱子或是坐在 / 站在它们的上方，以此来破坏整个展览。

奥利维亚（Olivia Flecha） & 特纳（Bea Turner）

数月以来，艺术家奥利维亚（Olivia Flecha）与特纳（Bea Turner）
一直在分享记录文件以及视频的草图。在“Festivela”中，他们将原
始交流的元素与受这些谈话启发产生的行为表演的镜头结合到了一起。
用火柴盒相机拍下的图像与视频共同处理了残留物、城市中的压制品、
地质现象以及对熟悉的事物的转换。

本尼迪克特·德鲁（Benedict Drew）个展“Gliss”开幕
作者：Marialaura Ghidini（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我们如何来界定数字对象与我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特性？艺术家本尼
迪克特·德鲁（Benedict Drew）近日在伦敦 Cell Project Space 举
办的个展“Gliss”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回答。我想对他
的艺术实践发表一个个人的看法，不过首先我想要自己来回答一下这个
问题：这种相互作用的特性也许可以通过对界面的概念、它的结构与物
质性的思考进行理解；通过观察我们对其固有的限制与可能性的观察进
行理解；通过思考它所发展起来的、目前正操纵着的社会 - 经济环境
进行理解。然而，当（按上述被理解为一种美学和结构元素的）界面被
转移到一个画廊空间的物质性和固定性中、或是变成了一次艺术实践的
核心元素时，它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展览“Gliss”就能够为你提供
一次亲身体验上述过程的机会。
本尼迪克特·德鲁（Benedict Drew）是一位对数字及网络文化很感兴
趣的多模式艺术家，因为“网络是当前的主导意象”，同时也是发展最
快速的用于交流和信息传播的媒介和工具。也就是说，将本尼迪克特·德
鲁（Benedict Drew）的艺术实践与其他“网络艺术家”区别开来的地

方在于他的作品是以如下一些元素的综合表现出来的：即兴创作的伦理
学，结构主义电影制作人对特定场域性与表演性的敏感，现场音乐会的
DIY 态度以及幻听音乐的创作方式。对本尼迪克特·德鲁（Benedict
Drew）来说，“以多种形式进行创作是很正常的事”，这也许是由文
化在目前被接受和消费的方式决定的。本尼迪克特·德鲁（Benedict
Drew）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介于模拟计算机（例如 OHP 投影仪的使用）
与数字化事物（如电子声音的处理）之间、经计算得到的布置（如声音
在空间中旅行的方式）与 DIY 的生产方式（如内在于其创作方式中的
技艺）之间、非物质材料（如 3D 动画的沉积物）与未经处理的有形材
料（如粘土捏成的怪物）之间的张力。然而我认为其艺术实践最冒险的
地方在于通过分类、媒介、语言与创作方式之间的区别，本尼迪克特·德
鲁（Benedict Drew）的作品走在我们这个“充满了媒介”的世界的复
杂性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棱柱以观察我们与既定界面的
关系，无论它们是美学的、概念的、身体的还是政治的。这可以被界定
为“一个选择性的宇宙以对抗主流文化，同时反映了位于资本中心的欲
望”。

波兰艺术家 Maria Loboda 的“花园”纽约 Ludlow 38 画廊展出
作者：陈颖编译

伴随自己正在进行之中的作品“A Guide to Insults and Misanthropy”
（2004-2012），波兰艺术家 Maria Loboda 种植了一个小花园，她希
望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花语来表达那些痛苦或是悲哀的感觉。这件作品
通过她对花朵的选择发生着持续的改变，其中囊括了各种各样的种类。
Maria Loboda 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艺术材料。通过它对花朵的象征性解
读，最近在纽约 Ludlow 38 画廊展出的新作是对今年的转译主题进行
的一次特别的呈现。Maria Loboda 将这些花盆集中摆放到了一起，它

来源：artspy 艺术眼

们将会在画廊门前生长并且装饰这个小角落，通过对公共空间的“照顾”
反过来改变它的使用方式。
这个小“花园”的开放同时还见证了 Maria Loboda 第一本专题著作
《Oh，Wilderness》的出版，它记录了她在 2009 至 2012 年间的工作。
这本书证实了 Maria Loboda 对语言及材料平等的审美对待，将富有表
现力但却缺乏语言符号学的材料转变成了语言。

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 \|\|\”瑞士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利用购买自二手店高端的立体音响系统、彩色的 LED 灯链条、DIY 商
店的水管、电影文件的片段以及来自流行文化的参考元素，英国艺术家
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创作出来的装置作品在空间里产生了
乐曲。他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将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当做乐器来使用，并且
允许它们进行相互作用进而形成经典的声音。这里的“音景”包含了从
类似于工艺品的声音到电子音乐，将韵律和幽默碰撞结合到一起。哈
龙·米尔扎（Haroon Mirza）喜欢将各种艺术语言包含到他的创作中，
并同时致力于对雕塑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这位艺术家尤其关注作品与
展览空间之间的关系，并在过程中很明显地涉及到了极简主义艺术的创
作策略。

近日，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个展“\|\|\|\| \|\|\”在瑞士 Kunst
Halle Sankt Gallen 开幕。展览的标题并不是打字时出现了问题，而是
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用来探索特定场域性的一系列作品中
一个项目的名字。他利用了不同的展厅空间的建筑属性来揭示这些问题
（例如阴影的差距或是柱子）。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在今
年 3 月于密歇根大学的艺术博物馆里开始了这场名为“\|\|\|\| \|\|\”的展览。
继 Kunst Halle Sankt Gallen 之后，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
将在柏林 Ernst Schering Stiftung 以展览“–{}{}{} {}–{}{}{}{}–
{}”完成这个三部分的系列展。展览神秘的标题是印刷上对于不同的波
状形态的表示，而作为编码，它们则代表了艺术家在这些展厅空间中创
作出来的声音与形式的“概要”。

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个展“Joy in People”近日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个展“Joy in People”近日在布鲁塞
尔 Wiels 画廊开幕。
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出生于 1966 年，他获得了 2004 年度
的特纳奖，并且还将代表英国参加明年的威尼斯双年展。
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几乎从来没对学术规则感兴趣过，并
且总是偏爱于处理关于习惯、符号以及社会仪式的问题。他的艺术实践
给当代艺术的主题、形式与公共功能带来了彻底的改变，由此产生的作
品则完全受到了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对西方社会——尤其
是对英国社会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方面的关注的影响。民间或者说是

“流行”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是因为它以一种能够明显
区别于大众文化的方式结合了智慧、创造性与创造力。杰里米·戴勒
（Jeremy Deller）充当了各种组件的装配工以及集体行动的“导演”
的角色；他组织过一些重现历史事件的游行，制作过电影，策划过展览，
并且介入过公共空间。通过与胆量魄力的结合以及对当前事件的关注，
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发现了新的方式来探索社会景观。
这场展览综述了这位艺术家多方面的创作，集中了他至今为止几乎所有
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装置、游行花车、照片、视频、海报、横幅、行
为表演以及声音作品等。总的来说，这场展览反映了其作品的机智诙谐、
想法的广泛以及巧妙的挑衅性特征。

瑞安·甘德（Ryan Gander）个展“The Fallout of Living”近日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瑞安·甘德（Ryan Gander）个展“The Fallout of Living”近日在
利森画廊开幕。艺术家在这场展览里带来了他的新作，继续通过其既有
趣又概念化的实践探索了意义的分层体系。这场展览见证了瑞安·甘德
（Ryan Gander）达到了视觉故事讲述者的一个新的层次，并且在作
品中采取了自省的方向。展览标题指的是当艺术家变得擅长使用视觉语
言时、他们的生活和实践往往就变得难以区分了，由此产生的附加效果。
这种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渗透到了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每一个决定（甚
至于你穿的衣服、你吃的食物、家中物品的布置等等）都变得富有创造
力而且具有审美情趣了。
作品“I is...(i)”（2012）与“Tell my mother not to worry (ii)”（2012）
都从艺术家女儿的游戏里获得了灵感：首先做一个简单的构造物，然后
给它蒙上一条床单、让它看起来像是幽灵的样子。雕塑本身是用大理石
复制完成的，它们捕捉到了一个小孩在创造性发展中转瞬即逝的时刻，
然后将其转变为永久的“纪念碑”以实现艺术上的发展。而这种“看不
见”与“躲起来”的概念在整场展览中都能见到。

四件透明的树脂玻璃作品“Associative Ghost Templates #2 - 5”
（2012）则同时暗示了不可见性与散漫的关联方式。它们是对瑞安·甘
德（Ryan Gander）早期的系列作品“Associative Templates”的扩
展——在“Associative Templates”中，艺术家在看起来似乎没有关
联的物品之间创造出了一次对话。然而在新创作的这些作品中，那些物
品却被否定了。观众需要通过空洞的空间及其伴随的描述面板才能去鉴
别那些物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散漫的关联方式也是这位艺术家作
品中一个持续存在的主题。展出作品“The way things collide (cond
（2012）就例证了这种方式的“工作进程”——
om, meet USM cabinet)”
它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提取出了不相干的物品，促使了一种本来不
存在的关系的产生。
在 这 场 展 览 中， 观 众 与 展 览 本 身 之 间 的 关 系 不 断 地 由 瑞 安· 甘 德
（Ryan Gander）进行了重新评定。除了需要去发现那些模糊的关联
之外，观众的想象力——甚至是动作——对于展出作品来说也通常是必
不可少的。

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作品“These Associations”亮相泰特漩涡大厅
作者：Charlotte Higgins（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大约 70 个人占据了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漩涡大厅。他们缓慢、庄严、面
无表情地走在通向美术馆西侧入口的大斜坡上。如果你在另一个时间到
达这里，那么你也许会看到他们目标明确地大步行走或疾跑，或是玩一
些诸如追赶一个看不见的球一样的神秘的追逐游戏，或是唱歌。
一个胡子拉碴的年轻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他直直地注视着我的眼睛然
后开始讲故事，一个关于他是如何在英国生活了 7 年却没回过一次故乡
的故事。当他终于回到了故乡，在飞机降落之后，他望向窗外的行李装
卸工和地勤人员，然后惊讶地认识到每个人看起来都和他一样。于是他
带着难以控制的哭泣放声大笑起来，使得连同在飞机的小孩子都开始盯
着他看。这个充满了破裂、背井离乡和回归的故事有一种古怪的力量感，
尤其是因为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这便是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受委任为漩涡大厅创作的新作
“These Associations”，这是第一件使用故事这种无形的东西以及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为表现形式（而非雕塑、绘画或装置）呈现出来的
委任作品。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的作品总不具备一种有形的
形式，他同时还拒绝就自己的作品发表书面的阐释，也不允许任何官方
照片的流出——尽管这是一个充满了智能手机的时代，人们始终可以在
网络上找到大量非正式的图片和录像。
这件作品的“展期”将一直持续至今年 10 月 28 日，这期间预计将有数
百万的观众来到泰特现代美术馆；而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拦住和交谈

也许会让人感到不太舒服，因而对美术馆馆长 Chris Dercon 来说，“这
是泰特现代美术馆有史以来‘展出’的最复杂、最困难而且最危险的项
目。”
据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本人介绍，这件作品是关于个人与群
众之间的关系的：“它与成为一个集体的一份子的意义有关，这对于我
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他还称漩涡大厅很能激发人们的兴趣，
因为“对一间博物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空间，因为大部分博
物馆都包含了教导观众要具备礼貌优雅的行为的目的。而漩涡大厅则不
同：它的目的在于使人们集中到一起，然后为他们提供一个有趣、能亲
自体验并且不受限制的空间”。
大概有数百名参与者参加到了“These Associations”中，他们都是
通过朋友或是熟人招聘而来的，然后由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
和他的舞台监督 Asad Raza 亲自进行排练。他们对观众讲的故事都以
一系列由艺术家本人提出的开放式问题为基础，比如“你在什么时候会
产生一种归属感？”“你在什么时候体验到了一种到达感？”参与者实
行四小时轮班制，（据美术馆策展人 Jessica Morgan 称）每小时则将
获得 8 至 9 英镑的报酬。Asad Raza 表示这件作品“向伦敦展示了它
自己，与其说它是由某个特定的人打造的，倒不如说这是一幅更加精确
的伦敦的画像”。
漩涡大厅拥有一段“让观众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活动”的历史。在作品正

式亮相的半个小时之后，就已经有小孩子在模仿作品中的“追逐游戏”
了。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则表示：“失去控制对我而言是某

种在心理上所必需的东西。如果它全部由我而来，那必然不会令人满
意。”

维尔弗雷多·普列托（Wilfredo Prieto）个展米兰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维 尔 弗 雷 多· 普 列 托（Wilfredo Prieto） 个 展“Equilibrando la
curva”近日在米兰 HangarBicocca 画廊开幕。维尔弗雷多·普列托
（Wilfredo Prieto）1978 年出生于古巴圣斯皮里图斯，现生活并工作
于哈瓦那及纽约。由带有令人惊讶的视觉直接性的作品组成（其中大部
分都是特别为这场展览创作的），“Equilibrando la curva”展示了
一个让人迷惑的幻想世界，吸引着观众对当代社会及其主要的问题（经
济、政治与环境）作出仔细思考。
这场展览展出了 8 件装置作品，其中包括一辆寻求平衡的巴士，灌满了
水泥的水泥搅拌机，一朵利用七公里长的带刺铁丝网制作而成的巨大的

云，一根藏在干草堆里的针，一长列球形物体以及一个提供伏特加和橙
汁的吧台。
维尔弗雷多·普列托（Wilfredo Prieto）的这些作品看起来有趣而且
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它们将批判的眼光转向了分析当今世界的各种问
题以及社会和经济上的矛盾上，对公共空间及其限制提出了质疑。利用
这个全球化社会中的物品、符号以及日常材料，维尔弗雷多·普列托
（Wilfredo Prieto）创作出了将琐碎的细节改造为意义上出人意料的
转变、将低价值的产品转变为政治宣言、将功能上的改变转变为令人不
安的图像的大型现成艺术品、环境以及表演。

谢尔盖（Sergei Tcherepnin）个展纽约开幕
作者：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谢尔盖（Sergei Tcherepnin）个展近日在纽约 Audio Visual Arts 开幕。

言起来。”

谢尔盖（Sergei Tcherepnin）出生于 1981 年，现以纽约为创作基地。
这场展览扩展了谢尔盖（Sergei Tcherepnin）对表演、作曲以及装置
的使用以探索声音的物质性及声音给听众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影响。

“这些盒子都是混合的装置。它们每一个都包括了物质性的叙述，你可
以用你的耳朵进行操纵并且让它随着你的身体改变。在展览持续期间，
你需要发展起一段配乐来聆听这些盒子。这里的可能性包括：打开盖子；
关上盖子；移动你的舌头；摇摆你的舌头；按下按钮，将你的耳朵凑近
箱子——或是将这些动作以任何方式、任何速度组合起来。每一种状态
都暗示了不同的倾听和移动方式。”

“桌子变成了从合成的风琴音进入到不同的曲调中的门。门则变成了你
可以坐、可以玩耍和思考的地方。洞穴变成了唱片、之后又再次变成洞
穴。唱片归入到盒子中，它的调调招致了有形的谈话。墙也开始畅所欲

伊利亚与艾米利亚·卡巴科夫（Ilya and Emilia Kabakov）作品米兰展出
作者：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 艺术眼
“最快乐的人（The Happiest Man）”是由俄罗斯当代艺术家伊利亚
与艾米利亚·卡巴科夫（Ilya and Emilia Kabakov）夫妇创作于 2000
年的装置作品。近日这件装置在米兰 HangarBicocca 画廊展出，它属
于系列项目“Artworks against Time”的一部分（该项目主要是以全
新的特定场域的方式来展出过去数年里某些最为重要的装置作品）。
走进展厅，观众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灯光昏暗的影院中，屏幕上放映
的是许多历史片的片段。在微弱的光线里，我们注意到了一间家具布置
齐全的小屋。在两位艺术家的心里，这间屋子是“最快乐的人”的家，

他能透过他的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景——即投映在屏幕上的电影片段。
这件作品强力、讽刺而且尖锐地隐喻了对逃离现实的方式的追寻：“最
快乐的人”在一个充满了持续的逃离的世界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快乐的小
角落，而这都被不断更新的电影的幻象与魔法表现了出来。这样的幻象
同样也能引诱观众，将他也转变成“最快乐的人”。在这件装置中，现
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是脆弱的，而艺术与生活的角色也变得可以相互交
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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