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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3日�午，“双飞�蛋奖”期间，双飞艺术中心创作讨论�于�日美术馆1�馆2层举行。
��者从对于双飞创作的理��发，提�了多�面的评议、思��疑问，��双飞�当代艺术机
制间的关�，�其创作思路�可�性等一�列问题。��为当�讨论���的�要。

��者：富源、付晓东、和�朝、李宁、桑田、苏磊、夏�国、杨北�、于�、张�希、周�、�
双飞成员（李明、张乐华、杨��、�绍翰，林科，王�，孙�源）

张乐华：这七年�现在�这么过来了，�近做两个个�。从各�面来讲，我们觉得自己�了要转�
或者�思的一个点。

桑田：我一边�喜欢这个�玩得���忌惮的状态，一边又�觉得只是自己这么玩的话，是不是�
�易�资本力量、�政�、�机构兼并？

李明：一�面是�绝的，但�终还是在�统��。双飞�常主动变成小�，在这样的快感中，�较
调皮。在早期�洲�达�式中，小�是�有��性的，后来又变成一个貌�贬义的��。我们关注
创作��。我们做�多作品，当你看�这些物质的时候，想�双飞东�，你�发笑。我们�往做的
作品，克莱�蓝和撕票艺术等，��，行为、说话�式，�体的物质，不在于物质�，而是通过这
些手�感受�双飞精�，带有双飞的色彩。我们现在不�说太对的话，不�太�诚，双飞一ዠ�要�
�——只要双飞形��现，�要�双飞的手�。双飞不是��统一的状态，是分�开的。双飞的星
�是双子�。

我们9个人的组合�常�主，任何事情都�有�见领�。在�日美术馆做�览，开幕�后的�二
�，有的人�回�了。我们的一些成员有自己的生活，他加�双飞并不是在艺术上有�诉求，只想
�够鑕几个�好朋友在一起玩，鑕心里边的艺术�相呼应，�体验，做�工作�全脱轨的事。前几
年�然发现�多小组�散，��是�咒。小组阶�性任务�成�后，还有�有可�往�走？双飞向
前�进的是情感，并不太在乎艺术上的结果。

张乐华：在9个人形成的�体里边，我们脱�了个体的层级。当我进行��的时候，�另�一个�
阶上背�自己的个人��。事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把自我抛�掉了，有一�虚伪的�圣感，�可�
�决一些问题，是带有��性在里面。我们也�别努力、�别认�得把一个事做坏，从一开�我们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09年做了一�行为，�一次双飞个�是在�间�，《双飞宫》是双飞�早的基
调。双飞是把个人生活当成艺术的�线，我们�间的�养是�同学时期的感情�养�来的。在一些
视觉、�面的事�有冲�，但是终点都�是一样。我们共同可�在一起产生��的点，是一�默
�。

杨北�：双飞早期作品“应�性”��。人们总觉得知识分子的工作是策略性的，其实�多�常应�
——大时代里，遇�一个事�然提笔�了一�东�，策略�顾不上了；而艺术�本来貌�是“应�
性”的，或者�兴的，但�而䡨来䡨策略。我把双飞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她多�有点�漫主义——
什么是�漫主义？�是在一�诗�的和自�有�理性�间�寻求某����超䡨的状态。当然，我
们现在不再谈超䡨或者��了，但当代的状态是，艺术�统、资本、机构等各�各样的存在，�们
�个都�有�性示人，但�们叠加起来便显得“��”��如同资本主义一样�备“超䡨性”。这样看起
来，双飞的�次作品都在转换一个阵地，都在和一拨人或一�势力战斗，这里当然��了�思的状

“双飞�蛋奖”�蛋现场，2015.

关注我们     

http://www.artforum.com.cn/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74__zoneid=16__source=slant__cb=ce4b12eae5__oadest=http%3A%2F%2Fartforum.com%2Fartguideapp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23__zoneid=6__source=slant__cb=176091d242__oadest=http%3A%2F%2Fartforum.com.cn%2Fsubscribe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signin=1
http://www.artforum.com.cn/register/
http://www.artforum.com.cn/
http://www.artforum.com.cn/news/
http://www.artforum.com.cn/picks/
http://www.artforum.com.cn/inprint/
http://www.artforum.com.cn/diary/
http://www.artforum.com.cn/words/
http://www.artforum.com.cn/column/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
http://www.artforum.com.cn/video/
http://artforum.com/guide/region=AS&country=CN
http://www.artforum.com.cn/subscribe/
http://www.artforum.com.cn/advertise/
http://www.artforum.com.cn/contact/
http://artforum.com/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section=slant#entry10423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section=slant#entry10336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section=slant#entry10347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section=slant#entry10341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section=slant#entry10296
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section=slant#entry10316
http://www.artforum.com.cn/news/#news10425
http://www.artforum.com.cn/news/#news10424
http://www.artforum.com.cn/news/#news10421
http://www.artforum.com.cn/news/#news10422
http://www.artforum.com.cn/news/#news10415
http://www.artforum.com.cn/archive/10412
http://www.artforum.com.cn/archive/10416
http://www.artforum.com.cn/archive/10411
http://www.artforum.com.cn/archive/10410
http://www.artforum.com.cn/archive/10409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25__zoneid=4__source=slant__cb=c182b5b8a7__oadest=http%3A%2F%2Fartforum.com%2Fsubscribe%2F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89__zoneid=5__source=ad__cb=66de59340e__oadest=http%3A%2F%2Fwww.pacegallery.com%2F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66__zoneid=5__source=ad__cb=9bcdb441e3__oadest=http%3A%2F%2Fwww.whitespace-beijing.com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60__zoneid=5__source=ad__cb=835f4ee38f__oadest=http%3A%2F%2Fwww.pearllam.com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226__zoneid=5__source=ad__cb=fec99efabd__oadest=http%3A%2F%2Fwww.timothytaylor.com%2F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54__zoneid=5__source=ad__cb=6c5e6a5274__oadest=http%3A%2F%2Fwww.10chancerylanegallery.com%2F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212__zoneid=5__source=ad__cb=aeb8eb692d__oadest=www.longmarchspace.com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71__zoneid=5__source=ad__cb=a09f0de4d6__oadest=http%3A%2F%2Fwww.galerieursmeile.com%2F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38__zoneid=5__source=ad__cb=f65440746c__oadest=http%3A%2F%2Fwww.platformchina.org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08__zoneid=5__source=ad__cb=970feaca58__oadest=http%3A%2F%2Fwww.jamescohan.com+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48__zoneid=5__source=ad__cb=cd8653a4f5__oadest=http%3A%2F%2Fwww.edouardmalingue.com
http://artforum.com.cn/ads/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91__zoneid=5__source=ad__cb=412d93b6b1__oadest=http%3A%2F%2Fwww.mabsociety.com%2F
http://www.weibo.com/u/1750011241
http://www.artforum.com.cn/index.php?pn=follow&section=wechat_main
https://www.facebook.com/artforumchina
http://www.twitter.com/artforum
http://www.artforum.com.cn/rss.xml


态，然而这��思的“诗�”对我来说还是太“应�”了。

付晓东：�年双飞�加在美国的“年轻一代”的�览，介绍双飞为国际�的青年一代。双飞是�长的
国际�扩散�本土地��后的一��映，是在地��生存经验的国际��馈，而不是主动的策略�
的寻求国际�。

夏�国：双飞是一个精�分�的状态，�办�统一。我们要讨论双飞这样的�色在艺术�是否有存
在的必要性？有�义的地�，�是对发�的��。这个团队有的想往上，有的想往后，处于分�的
状态。在��结构中需要有这样的�色，双飞��这样的�色。

苏磊：双飞的录�中�较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我�佩服双飞，他们�年轻，�有
动力，�别喜欢他们�体在酒�里的录�（双飞拯救全�界）。�隐喻了性和资本作为��的两个
动力，�马达一样。�近一年半时间，中国各个层面变��别�烈，��艺术界更�大变�。双飞
面对了�的问题，而不是策略。�为整个环�都在变�，主题�全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的环�
里，怎么找�自己？这个主题是变�的，�个阶��映情况不同。艺术把���在不可见的东�可
视�了，现在�在变了，做�也不同了。

和�朝：�早注�双飞是09年，一上来�感觉他们不太一样，而且这么多年�来，许多团队�生�
死，双飞��现在，而且还可�继续��，这�不多算个奇�了。有时候我们�把双飞和徐�（�
顶�司）相�，徐�是�大上，双飞是�小�。�徐对各�形而上�统的援�不同，双飞是小产
品，针对的是自己的处�和欲求。我们常常�希�在双飞�上求得或映�某�现实或理论的�答，
但也许双飞不负责提供这些可�的�分，他�只是要努力地在这个�统里存在��。他可�带来不
同程�的小刺�，但不�有更多超䡨的东��来刁难别人。双飞这个事情里有个��存在，这个�
�是他们自己还是这个体制或�统，我不得而知，�一肯�的是双飞要干���必须一ዠ�饲��，
把这个小�好好养��。

周�：双飞的��一看�是��，是�谋的“坏��”。“坏��”在当�政�环��，可�说是�一“道
�”的��。大�都在��，“坏”的��暴露了大�的默�。坏��有攻击性、有策略。我觉得策略
�有什么不好，而且应该攻击得䡨��䡨好，䡨恶�䡨好。我认为你们是有��的，我��保�地
支�。

和�朝：这个团体结构（成员的��、背�、地域）�是他的��，一�多于这个��的��，可
�都只是我们的想�。假设是一群由�全的职业艺术�组成的�谓团体的话，他们�的需要一�常
规�义上的���形成某个风格或样式，但这个双飞还�不是，这里起���论作用的，正是这个
团队�实的结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个人从经验和��的��里�发，并在这个团队里�场，
带这自己的思路走向某个临时和应�的主题，大��是双飞��论的样子。

富源：看克莱�蓝的现场我是�不多坚���后，有一���的感觉。极其�散的��也是一��
有�思的�映，可��做一�social commentary，是一个��的简单��。�是一个坏的��也好，
好的��也好，都是有计划性、有组织性，我觉得不是ዠ�觉�映，是�自然。

�绍翰：一旦登上��，�光灯24000��，�实�有太多策略性，�为�一个人都在这个结构里面
存在，有他的�性。�如有的人��常有逻辑性，�有整个架构，有的人对�边�常的仔细，有的
人想问题��常周�，�个人可�有自己的case，是一个自然发�。��双飞，是�实爱这个事，
爱这些人。�个人�阶�性地承担双飞的工作。

杨北�：应��是把艺术�当成奇人，�受一个�息，然后�一个软件运算�结果，成为一个作
品，或者是平光镜或者哈哈镜，�一的转�工作�在于ዠ���照�或��。��应�状态的��肯
�是雷同的，双飞当然有��，而且���常明�。我期��正多样性的�现，我对双飞的期�是
可�再多样性、再变一�，再把这个应�的状态变得更加有弹性。应�我觉得�有问题，但我希�
这是一�主动的、而��动的应�。

于�：“好的坏艺术”已经成为一�范式。�多时候艺术�开�做这�坏艺术，而成为一��价，�
�绝�评�观众用一��光来���。应该用一�认�的姿态来审视�谓的坏艺术�面，艺术��
�有什么样��？��想干什么？双飞还是一个个在做作品，�复用工作这个词，其实是�严肃
的，是一个相对组织性的工作。有�有�览你们是�绝的？

杨��：艺术�在��中的�色不一样，我们现在�活是有选择性的，但选择性不是嫌贫爱富。我
们希�不要做�级的事，小的�览或者二三线城�的也都是不�的，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这是一个积极的状态。这个�大上鑕屌丝其实是�全重叠的，相�的��。

周�：我�释一�我的指向。“坏��”否�我们共同的自我形�，是�常理性的。好��指�情的、
自然的、����的转换�色，���毕�剑这样的��艺术�。��技�在日常生活中是基本的
生存技�，各行各业都把肯不肯�，�不��作为你“�不�行”的基本要求。你�行还是不�行，
主要看你��还是不��，看不看得��情和态�。其实都是�，往�了�让人相�和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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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挂不住�义和目的不一样。

苏磊：坏艺术是对�前各�固有模式的不服从，�不�加各�模式，现在���是一�模式。坏艺
术�乎对�有艺术都不服从，�后���合�统。

桑田：不是任何玩都有一�的创造力，有�的东�。如果��分��是�服于原有的那些玩�，�
难发���的�戏。�重要你��变这些东�，��双飞的这�个录�，�多可�都是来自生活中
的录制，这个恐怕是双飞和其他艺术��不同的。那些是�别追求固�的一�成品状态，�谓的艺
术观�呈现，�显��别��。把双飞的作品鑕成品作品、艺术品��，当拿你们作品和现实生活
作品的时候，他鑕你们不�，他们更�。

李明：我有一个提议，我们把这个艺术作品�在�坛上边，然后我们再�艺术好吗？现在的这�感
觉，大�的�觉�多一点。

桑田：克莱��活了34年。当时他�做�来，是20�纪艺术的片�，是前卫艺术一个终结，�后面
的行为艺术，更多是在策略层面了。

李宁：�如说撕票的��并不是单一的，�调了一�悖论，在关�里面找�成�的��。谈�小�
的����，自然形成了一个�标�的���照物，���是�照�来的，�看�的一个�识形态
的东�。这个作品的里面，是有策略性，�如�有一个情��现了不�打的电话�码，�可�是一
个正�识形态��讲。撕票作品��不�单一作为艺术品，�调的思维和观�是�成�的东�，这
可�艺术�思�问题的�续性。

张�希：双飞这次的作品可��性更�，和他们的大多�作品一样，兼�波普娱乐�机智嘲讽，不
仅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王小波的小说，对传统��虚伪的��保��惕，读来过瘾。但正�
有人指�王小波的小说只是指�了问题并�有��或�决问题一样，这可�也是双飞要面对的一个
问题。不过从�近的克莱�蓝�这个�蛋奖，可�多�看�他们开�面对问题的态�。

桑田：不再是50年代的艺术�，不再是�漫主义、�现主义时代，艺术�现在需要一个更�大对�
�的认知，需要知道怎么回事，该怎么做？��有策略、有�识、有目的，不是�赖别人给一个策
略，一个合�性，然后�做。双飞的现场行为、�制�、图片，是同时做�来。他们�是一个生
命，�是策略的��。�其在群�中双飞往往�显得�常��，�然还�有这么生猛的作品。

付晓东：刚��常感谢各�不同观点，我鑕双飞合作�常多次，从08年�来伴随��成长。双飞一
ዠ��屌丝青年的��进行艺术生�创作，��层��者形�来自居，自己�体作为一�ዠ��的观�
性的媒介，创作形式多样，并不是局�于行为。在�纽约军械库，更多地�虑把观众��作品�
�，通过消费来��消费的这样一个��，受�一�关�美学的�响，把�览���做成一个作品
材料。双飞从头�尾都有一�对于艺术体制的��性，在�日美术馆的这个环�里面，由艺术�来
组织并且来��的，由普通�众来�赛，同样也追问了“什么是在美术馆里的艺术品”这个��，产
生了一�错�。

双飞可�在阅读起来有�常大的�碍，�为�本�不是�照现代��行的理论或者主�的期��
做，�有自己�在的生长规则，设�处地��虑他�处在的现实生活环�和��环�，他只��于
自己的需要来做，双飞��做��别符合理论期�的东�来，他本��是一个顽�成长的生命。他
们��了�体元�、虚拟网络、�体主体，消费主义，国际�、���奇的元�，他的戏仿和�
�，�乎又都鑕双飞有关�，但是他又不是�照话题生产的，�雪球一样粘合在一个东��上，然
后�滚�自己的东�。

杨北�：双飞可�是�难消�的一个�满刺、�坚硬的东�，双飞可�代�一个另类的、不是“全�
界的未来”的“未来”，这也是我对双飞的一个期�。

周�：我鑕北�说的整体是有共识的，希�双飞更有策略一些，不是那�应�状态。双飞一贯�来
的策略，�是把�话当做假话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有策略性，�蛋奖是�常好的策划。

和�朝：双飞如果还有什么可�期�的未来，我认为恰恰不在于策略，可�有，但要�惕，而在于
双飞�否�大程�上长久的保�他们的应��力，���小挫，保护并�练这��力，让这��力
更由�气和锋�，如果在�一个七年或十年，双飞还�这样活�，�事别进�好吗？那��一个精
彩！

张乐华：大�开��蛋吧。

— �/ 整理/陈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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