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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灵
红砖美术馆“太平�记”�览开幕
2014.05.25

����某媒体报道“一开馆��废了”的红砖美术馆自2012年�开馆�后�归于��。�资人、创
办人闫士杰从2007年开���当代艺术，�品虽然还不多，但“都是大件的、水���”。在国��
各�艺术资源�涌一年多�后，��他�红砖美术馆馆长的����调�相，消散了�前�间的一
些传闻。红砖美术馆占地二万平米，其中8000平米是��园林，设计来自著名�筑师、北�大学�
筑研�中心董�赣教授，在大陆�筑�园林都�自同一�设计师不太多见。闫馆说他�早受�丹麦
奥胡斯美术馆（ARos Aarhus KUNST Museum）的启发，��了�多营养，而且红砖还有一个�势，
�是这么庞大的美术馆的地是自己的，�有�租的压力。重�开馆选用�代大书《太平�记》为
题，是否是一��的��？美术馆�于��，紧临一�地艺术�。辗转从马泉营地铁�上来，为了
赶时间打了一个�的，可�是��来的人多，200多米的路程居然坐地涨价�10块。赶�现场�闻
发布�已经开�。

美术馆大厅正中悬挂�27个晶莹的多面体，�常�大上，“这是奥�维尔•�利亚�(Olafur
Eliasson)2012年的��作品《声音银河》（Your Sound Galaxy），是他近年来�重要的一件作品，�
是红砖美术馆的重要���一，在未来的规划中可��拿�一个大�厅来专门为其做永久�
�。“�多国���可��有一个起�阶�的试�性尝试，从自己�较�悉的领域开�，但他不
是，”�任红砖美术馆学术�主任的�泽�热情地向我介绍�，�边一个漂�女��然问：“奥�维
尔这件作品多�钱？”�泽��职业地回答不便�露。这个女�子转而又问我，�想�问题是：“在
现实生活中你是否遇�过一些灵�事件？”我问她为什么问这个，她说正在中央美�上学，这个�览
有一�分�灵�有关，她�感兴�，专门过来想做些调�。“嗯，有过，但不多……”我�想回答她的
问题，但还是先�听�闻发布�吧。进��场策�人�士明正在阐述“太平�记”的策�理��背
�，“这是当�对一千年�前的一次呼应……这是一个运动中的�览。值得注�的是这其中‘叙事’作
为一�策���，同时也是创作策略，贯��从创作�开幕、����的全�过程。”有�的是，只
有一���艺术�张永和�闫馆，三�策�人��学者朱��加了�闻发布�。

我�几�媒体的朋友期��媒体导览，但由于�闻发布��迟开�，现已是�点，嘉宾陆续在进
场，工作人员�奈地说导览�消了。在大厅璀璨醒目的“星�”�，开幕仪式启动。范迪�馆长的发
�总是�情澎�、指点江�：“红砖美术馆的成�，是在用自己的��视野和对当代艺术的关注形成

左：“太平�记”�闻发布�现场；右：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

全�摄�：窦子

左：作�邱华栋�策�人侯翰如；右：红砖美术馆创办人、馆长闫士杰�夫人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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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的�共��平�，�疑是整个中国��、中国艺术、中国美术馆发�的标志。”现场掌声雷
动，�多在Art Basel香�见�的人都来�现场，侯翰如、张颂仁先生周围人�不�，我闪�来�备
先�看看�览。

在通往�厅的路上碰���艺术�白双全，他昨�晚上在�馆连�筹备作品《�散》，这也是本次
�览�一“不可见”的作品，源自《太平�记》中的�故事。听说他�请了几�道士昨晚在整个�场
专门做了招�等�式。我��问他哪里有�？他灿烂地�笑：“嘘，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那样�
�有惊喜了。这要看机缘，总�你可���黑�的地�看，但我希�你�好不要看�。”我一边��
为什么�好不要看�，一边走向他�后、一层中间的�厅。这个�厅两边分别是两�黑色的通道，
�块屏幕同时���不同�面、�美委�的��，虽然�有标签，但明显是杨�东的作品。白双全
的话�发了我的好奇心，我��走向�厅�墙�黑的�落，企图��，��把墙�看�的一丝��
光线都想�成是否是他的作品。�过这�黑色的通道，�然开��一个明�的大�厅，吴�专&英
格夫妇（Inga Svala THORSDOTTIR）的架上作品�现在�前。吴�专正在给老朋友朱加讲�作品，
另一边艺术�张��静地�在一幅�前�详许久。��兴碰�不经常�现在�览开幕的艺术�沈
远，音乐�朱哲�。

转过�，来�一间���布�几近��呼�的大�厅，这应该�是邱志杰的《邱注上元灯彩图》。
艺术�在一����中看�《上元灯彩图》原作后受�启发，开��手这个�列的作品，计划�据
金�剧场的108个�色创作�108个“�灯”。这次��的是已经�成的几十件��作品，创作手�在
�厅两边一��开。�个“灯”都带有隐喻，�厅顶�飞�的大�也许是乡愁，抖动的黄布、�转的
木球等分别代�妓女、太监、书生……好�一个�览�。“这个�厅�乱，”�边一�策�人感叹�。
闫馆��士明耐心地给来自人大，对���协���联合国教科��间艺术国际组的十几�政�嘉
宾观看讲���一件作品。这个�厅的两个�口处分别是黄永砯的《三摞，一�，一摊》�汪�伟
的《�人》。相对这边的�闹，�于一层另一侧的陈界仁的�厅显得静穆。

走��厅，���里��气，碰�Artnet中国�代�张然，她�秘地说别�后�，那有一个湖，还有
那个、那个…..她欲�又止，更�加了我的好奇心，��向后�走�。这边��静，绿树环��湖
泊，石块，迂回的走�，石�路��拱门�织��富的层次感，感�上��受。艺术�江大�说这
是他看�的目前北��有�筑�色的美术馆。半路上碰�前林冠��艺术总监旷为，于是�他一同
前往，这里他�经�常�悉，2012年红砖美术馆的开馆��是他策划的。首个�览的风格��日二
次开馆的风格��，当时选择的都是��著名艺术�，��则是中国大咖＋年轻�锐。�过一道门
终于来�后�，小�坡的草坪上��一个黑色的几何体，这是奥�维尔•�利亚��加2003年�尼
斯双年�时丹麦馆的��作品《��》(The Blind Pavilion)。这件作品�奇�的�是，如果你�在�
子中间不动，看�的只有�周环绕�的黑色玻�，什么都�有；但其实你迈�一�，随�光线的变
�，你��看�玻�中��的�面的风�。�想知道张然��看�了什么，也许她碰�了白双全不
可见的作品中的另一�分？�为艺术��前�请了几十�志愿者，随机��在开幕现场传�灵��
量。

晚�间把��招呼各路宾�的闫馆��，�其闲�几句，问�他为何两次开幕�风格如此不同，中
间又为何休业1年多，他说：“�一个�览不是开馆�，是试运营的一个�览，我们选择了国际性的
艺术�。�为我们当时刚刚进�美术馆，中国艺术��多，我们想�后把这块理�得更�再介�，
��先����手试验�合一�，达�的�果�较理想。首�做�也发现我们�大的一个问题是我
们的功�有�失，�如美术馆的教�功�，还有�厅、咖�厅、俱乐�等配�设�都必须要有，�
��后我们又�理��多�的�筑。同时我们也用这�时间��多中国的艺术�、��、策�人�
�朋友，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有��这个�览，这一年实际上我们是在做�备。我们必
须找�好的艺术��策�人。”闫馆介绍�本次的��作品都是艺术�围绕“太平�记”这个�览创作
的�作，�有现成品，制作费都来自红砖。其中有些作品��了，有些还在协�中。对于红砖不设
艺术总监，闫馆回应：“希�未来��不同的国际、国�重要策�人合作。一�面���览类型�、
单一�；同时不同的策�人也可�把他们的资源和�势都带过来，让美术馆更加�富”。谈�红砖的
未来，他说还��加国际艺术�驻地项目，并�开��一个�间专门提供给青年的策�人和艺术
�。

�速用�后我重��厅，想�看看二层�地�一层。����上升的楼�走上二层，原来�筑师张
永和的作品在这。他谦虚地说：“其实我不知道自己这次�加这个�览干什么，一�都源于我前一�
读�的19�纪爱尔兰的一本小说《�三��局》（The Third Policeman）。��心的问题其实是�讨
�伪科学，由此我也在想�假知识的问题。我想�讨阅读����在多大程�上对我们的思维��
生活模式发生�作用？”在小说的基础上，张永和创造了一个剧本，�据剧本又�伸���的作品，
看�这些���木偶，如果不读剧本�较难理�他作品的�义。在二层�厅�达，看�本次��的
两�年轻艺术��一冯冰伊的����作品《再见，米斯瑞》，她刚毕业于中国美术学��媒体艺
术�，在这个开馆�上�看�如此�鲜的面孔惊讶伴随�欣喜。

经过一面���假的前�墙“多余的话”（�自�秋白�后一本书），来�本次�览��作有关的�
分。本次�览�年轻的策�人、邱志杰的学生张健�贡�了�多有�的想�。她给我介绍在做这个
�览前期调研时，她偶然����国乌力波（Oulipo，潜在�学工厂）这样一个团体，“我在想，对
于当�中国�我同龄的年轻�作者，他们在进行怎样的实验？他们对整个�作过程、生产过程在进
行怎样的�思？现在的作者不仅是把一个�本输���，其实作者本人已经在发起�多超��本本
�的试验。2011年在�州成�的 “联邦走马”�是这样一个�作群体，相对�散，灵活�动。除了阅
读研���，他们还发起�多不同形式、�多超�我们想�的实验，从恶鸟的‘�灵�作计划’�乌
青的‘�学币计划’，都挑战�传统对于�作的想�，他们的“小��”�志成为中国的’午��丛’。 他
们�有�的还不是�本上的试验，而是对�本生产、�通过程的试验”。�厅中提供了一个�作者�

左：中国美术学��媒体艺术学��长�士明；右：策�人张健�，策�人�晓��汉�轩负责人张颂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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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现场有奇怪的申请�，在�览的三个月中可�开�申请�作驻�计划。��览的形式尝试打破
艺术��作界�是本次�览的�点�一。

坐电���地�一层，一进�厅�感觉�点阴�潮湿。这一层都是年轻艺术��熙的作品，同样毕
业于中国美术学�，本次�览中他虚构了一个艺术�“賈斯�”，“两个人”共同创作了��的绘�、�
�等作品。���厅时，看�两个女�惊�地跑�来，我问怎么了，一个女��怕地说；“里面有…
有……”，我想这也许是白老师说的地�？一�狭长的走�，地上撒了�多大米，往里走，一张木桌
子摆�得��祭坛，上面同样撒满了米，红色的小蜡烛摆成一个个小�阵，伴随�燃尽的香�，好
�某�仪式，两个人形面��在桌上。桌子后�乎���一�长长的东�，可�是�近在看《汉尼
�》，我本�联想�尸体，看了一�，好在��有动。继续往�处走�，�来�黑，我也有一点�
怕，在尽头有一�半开的门，往右�，还有一个门，里面是一片黑�，我�有再往里走。�了一�
那�半开的门，关不上，里面好�有东�，一个柱子？看不太清。走回门口，那两个女�还在，她
们小心��地问我看�什么，我说�有，伴随�一丝失落。一个女�说里面有�门，自己�然开
了，她看�里面有人�……好吧，我的“机缘”也许还��。

�论是Olafur Eliasson的黑�子，Tino Sihgal的黑�间，这�黑色走�，还是这个�览，预设的未必是
�的。整个�览我一�在寻找�灵，但��目的�假设�让人�作品�来�远。想�刚�和张健�
��时她说：“这个�览也是我们对观众�动观看的一��思。希��个人都可�从更�动的��
�和作品发生关�，如何��近作品，如何�开��更多的��。

►

更多
— �/ 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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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艺术�王友�，白��（香�）的周晓��艺术�邱志杰；右：艺术�林�苗.

左：艺术�刘��白双全；右：艺术�朱加，吴�专&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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