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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制作的反思转向
读《惯例下的狂欢》

文｜茱莉·施奈德(Julia Gwendolyn Schneider)  译｜余小蕙 

图｜艺术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

上  陆平原，《等待一个艺术家》，2013,， 装置
下  李然，《我想和你谈谈，但不是你们》，2012，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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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驻上海的独立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 (Biljana Ciric)

策展资历丰富，她借用策展人玛丽亚·林德 (Maria 

Lind) 的话，声称自己的策展实践“对语境十分敏感”。1 在

投入独立策展之前，思瑞克的事业从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这

一机构起步：2004 至 2007 年间，她担任过该馆的策展部主

任。思瑞克认为这段工作经历塑造了她的策展实践。2 离开

多伦现代美术馆之后，对机构模式的关注与探索仍是她策展

工作的一个重要面向，而这一点在 2011 年则变得十分明显：

作为曼彻斯特亚洲三年展的一部分，她所策划的“未来机构”

展围绕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试图建立新机构模式的艺术家

展开。思瑞克在与展览同时出版的同名文献集中，提到策展

人哈罗德·史泽曼 (Harald Szeemann) 的“痴迷物的博物馆”

给了她今天独立策展实践最重要的启迪。3 史泽曼的“博物馆”

与其说是博物馆，毋宁说是一种策展的理念。这一理念由他

在 1973 年所开创，而且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想像之中。4 对思

瑞克而言，这种策展理念令人着迷之处在于这个不断行进并

演变的博物馆概念。5 和史泽曼相似，当思瑞克以独立策展

人的身份策展时，她是在为一个想像中的艺术机构工作。她

倡议展览作为具有明晰策展远景的实验平台，以此催生更多

的问题和其他的展览。6 她的策展实践充满理想色彩，采用

进步主义的路径：一种她希望能更加常见于博物馆运作当中

的开放式过程。她认为“（博物馆） 需要放弃僵化的官僚结

构，同时开始回答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亦即何谓‘机构’，

而且不畏惧赋予它一个非常主观的形式。”7

基于这种信念，她最近的一项展览和同名出版物《惯例

下的狂欢》审视了当今中国的展览制作和策展实践所面临的

危机。时下中国各地新开的美术馆有数百家之多 , 但在思瑞

克看来，它们绝大多数“均沦为缺乏策展远景或独特声音的

空壳 , 成为娱乐奇观的一部分。”8 为了规避这一点，她策划

了一项另类展览，提供实验和反思的多种可能性。本文将剖

析 “惯例下的狂欢”如何重建艺术家、机构与策展人之间的

关系，并审视试图再思和重塑中国展览惯例的个人艺术实践。

艺术家博物馆思瑞克与上海歌德学院合作，于 2012 年

9 月策划了一项为期六个月 9 的展览“惯例下的狂欢”。思

瑞克的这项群展渗入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

化教育处的办公室里头，并在其原先的电影放映室设立了一

个如今称为“歌德开放空间”的展场，展出参加办公室群展

艺术家的一系列临时个展。思瑞克不仅创造了一个非比寻常

的展览场景，她所选择的出发点也与自己想处理的问题直接

上  下  胡昀，《海墨思博士美术馆，西方艺术史中我最喜欢
的作品》，2012，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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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至于在办公室空间持续进行的群展，思瑞克的策展灵

感源自史泽曼在 1972 年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上所展示的“艺

术家博物馆”。更确切地说，她借鉴的是文献展中的一个版

块，那是最早将机构批判的讨论引入博物馆语境的尝试。思

瑞克邀请了六位艺术家，在“惯例下的狂欢”的办公室展厅

中呈现各自的艺术家博物馆。胡向前 10、高铭研、胡昀、李然、

宋拓和陆平原都是 80 年代出生的年轻艺术家，用思瑞克的

话来形容他们“都试图抵制艺术体系中的固有机制，并且在

其中提出一些新的模式作为批判。”11

因为展览在办公室内进行，部分艺术家遂就地创作来直

接干预这个空间。 在《海墨思博士（Dr. Claus Heimes）美术馆》

(2012) 中，胡昀对歌德学院院长的办公室做了实地调查。他

从院长办公室挑选了一些物品，例如可调式办公椅、小圆桌

上的植物、塑料短尺、中式陶瓷茶杯以及两个存放电影资料

的矮柜，并将它们视为艺术品，加上标签。除了《一盆未知

植物》或《一堵可以看透的墙》之类的标题外，鉴于特殊描

述能够激发人们的想像力，胡昀为每件物品加上了海墨思博

士所写的描述，透露出该物品对他的意义或无意义，同时给

原本普通常见的办公室空间赋予诙谐的注解。

宋拓使用基本的电脑绘图软件，以一种绝对主观的方式

描绘他所知道的国内外艺术机构、美术馆、非营利空间、双

年展和商业画廊。他的简笔画大多呈现建筑物的轮廓，更像

是出自他记忆的碎片。当我们分析宋拓为这个艺术体系所绘

制的肖像时，不难发现他的观点片面而狭隘。例如该项目主

要描绘的是欧洲和北美的机构以及一些本地机构和画廊，却

不见世界其他地区。思瑞克认为，这恰好反映了“大部分中

国当代艺术家的知识 / 信息结构和参照体系”。12

另一件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是胡向前的《向前美术馆》(2010-

持续进行中 )。艺术家在这个项目中，以肢体动作和言语叙述

去视觉化地呈现一座艺术家头脑中的美术馆馆藏——一系列

左  胡昀，《海墨思博士美术馆，一盆未知植物》，2012，植物，标签
右  高铭研，《我还能做些什么？》， 录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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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品，某些确实存在，某些纯属虚构，他以此对知名美

术馆的价值体系提出挑战。在“惯例下的狂欢”中，胡向前

呈现出一个新版本的向前美术馆。这一次，他请演员与文化

教育处的工作人员根据脚本演绎这些“馆藏”。思瑞克写道，

胡向前的艺术计划可被解读为“带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同

时也是对中国当今的艺术机构提出的强烈批判。”13

在中国，展览作为一种媒介 14

比利安娜·思瑞克在她为“惯例下的狂欢”所编辑的同

名出版物（此书收录了有关该项目的丰富资料，以及理念相

近的几位本土艺评和策展人的论述）中发表的专文“在展览

中重建关系”，概略叙述了中国艺术体系的困境，并提问策

展人如何能为“展览制作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带来改变。

15 对思瑞克而言，这一问题始于策展实践和理论的根本匮

乏 :“当今（中国）艺术体系内，展览制作已进入极度僵化

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只能不断地生产……物质化对象。关于

展览制作的其他方面……几乎得不到任何重视。”16 她简要

介绍了策展人从 1980 年代出现至今的演变，认为国内策展

人“在制定机构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

位，他们在机构中的角色更多的是展览的协调员。”17 她只

提到广州时代美术馆和深圳 OCT 当代艺术中心，认为它们

是“策展工作的意义能够得到体现”的美术馆。18 她强调，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的艺术系统“建立在西方模式

之上，并具有中国特色。”19 这个系统在 2000 年代初期接受

了政府在当代艺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商业价值为主导 , 而非营利艺术机构则几乎销声匿迹。尤其

能说明中国当下处境的是“艺术市场位于系统的最顶端，并

极大地左右着艺术领域及其内在动能的发展。”20 在这个受

市场左右的领域，机构通常对策展实践毫不在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思瑞克具有强烈的策展理念，

要求在展览制作上产生一个反思的转向。她的姿态可视为一

种思考机构批判、具有论述性的策展实践，近似安德烈亚·弗

雷泽 (Andrea Fraser，译注：美国行为艺术家，以对体制批判

著称 )在其 2005年著名的文章《从体制性批判到批判性体制》

所提出的论点。21 弗雷泽强调建立批判性机构的重要，即通

过自我质疑和自我反思建立她所称的“批判性体制”。这种

自我反思的模式显见于和思瑞克合作的艺术家身上。除此之

外，以研究为基础的工作方式，是她和艺术家以及合作机构

建立生产性关系的关键。可惜在中国艺术系统里，少有人将

策展人视为和艺术家长期进行开放性对话的研究者。在中国，

艺术家和策展人更像是对手，诚如广东时代美术馆策展人蔡

影茜所指出 :“‘艺术家——策展人’这样的二元表达，总

是更多地令人联想到两者间直接的对立…… 展览并非被看作

知识交换的平台，而是某种权力的游戏。”22

艺术家——策展人的关系

李然在歌德开放空间的个人项目《我想和你谈谈，但不是

你们》，以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的对话为基础。艺术家利用配

音的方式，制作了一部视频作品，呈现自己和策展人思瑞克对

话的情景。在这段对话中，李然扮演一名饱受幻觉困扰的病患，

思瑞克的角色则是一位试图治愈他的医生。她给了很多医学建

议和科学解释，却无法看见病患所说的幽灵。作品以病人看病

来隐喻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潜在的误会；而藉由聆听李然和思

瑞克之间的对话原音，则更能了解问题的症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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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谈话出现误解，他决定在谈论自己的艺术时变得吹毛求

疵——这是他选用 “我想和你谈谈，但不是你们”这样一个

标题的原因。尽管如此，他确实希望被人理解，但无法克服

自己对多数人是否能够理解自己的怀疑。29 对思瑞克而言，

“（对话双方）互相理解的失败贯穿作品始终，同时也反映

了（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体系”30 这件实验性创作揭露了艺

术体系内的种种关系。

社会中的艺术家

和李然一样，高铭研针对的是他个人的关注点：作为艺

术家的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作品《我还能做些什

么 ?》灵感源自他的个人处境。展览前不久，他因没钱付房

租而关闭了工作室。基于这个理由，他将私人物品整齐地堆

放在歌德开放空间入口处，把这个白色立方空间当成临时仓

库。这件墙一般的雕塑附近，陈列了一件名为《自我介绍》

(2012) 的录像，高铭研在其中通过一段独白式的自述，介绍

自己现在的处境；而他身后的工人正在把他的一件件物品搬

出工作室。放弃工作室之后，他宣称城市就是他的工作室，

并想起自己数年前也曾做过类似不合常规的举动；当时他在

上海街头玩起高尔夫球，称其为一场“与城市的亲密约会”。

31 高铭研谈道，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够融入社会，真正对社会

有所贡献。在他看来，某些艺术家同僚的自我中心意识让他

们与世界脱节。他虽然反思艺术家不应该是什么，却没有说

出艺术可以对社会做出哪些贡献。翁笑雨为展览画册所撰写

的关于高铭研的文章指出，或许艺术家并未企图给出答案。

她认为高铭研项目的重点“并不在于具体的‘什么’，而在

于他如何引出问题的过程以及对于‘可能性’的思考。”32

高铭研个展的主要部分由几件录像组成，将一系列体能

训练项目和他从面试中挑选出来的评论与问题相结合。例如，

他一边做俯卧撑一边宣称“这里没有自由，更不用谈理想了”；

或是一边拉着吊环，一边问道：“你靠这些东西 ( 艺术 ) 能

吃得上什么呢 ?”画面中，他像诵经般不断重复这些句子，

并且一边做运动，直到精疲力竭才罢休。对翁笑雨而言，这

些句子“从字面的意义扩展到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勾勒”。33 

不仅如此，她认为句子所传达的负面内容与艺术家竭力的行

动这两者之间所构成的矛盾关系隐喻了“通过个人的身体和

意志来对抗社会现实的可能性……对抗一种在新自由主义经

济背景下形成的普世社会价值观模式。”34

他们原初谈话 ( 医生病人版本具有高度虚构性 ) 的起点

是先前提到的“艺术家博物馆”(“惯例下的狂欢”在办公

室的展出部分 ) 展示的一组照片；画面记录了在朋友聚会中

随意捕捉到的吉光片羽，例如人的手或桌上的点心。在缺乏

对场景的了解下，观者看这些照片有点像雾里看花、不明所

以；然而对李然来说，这些照片能唤起他与艺术家朋友们讨

论艺术和艺术体系的记忆。24 在未经配音的原声视频里，谈

话的议题之一是“策展人作为创作者”的概念。李然表示这

个概念是他在思瑞克的策展工作中观察到的，在李然看来，

思瑞克在“惯例下的狂欢”这个项目里，通过选用和展示史

泽曼“艺术家博物馆”的档案资料和文献，26 为艺术家创造

了一个语境，“（给）艺术家一种可以言说、可以描述、可

以追随之物。”27 虽然某些艺术家对策展人把展览当成一种

创作表示怀疑，李然却乐于在两人的视频谈话中讨论思瑞克

的想法。然而，李然在谈话过程中显然感到作为艺术家的

自己受到误解，只有艺术家能够了解彼此。28 为了避免接下

胡昀，《无题》，2012，幻灯机，彩色反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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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然和高铭研都暗示了作为艺术家的脆弱性；相较之下，

陆平原的个展则故作轻松。他将展览空间转化为可以步入其

中的洗衣店：展览期间，一架洗衣机不停地运转，艺术家的

衣服吊在那儿晾干，展示的衣服因此总是湿漉漉的。陆平原

招募了两个工作人员负责整个过程。休息期间，我们看到他

们似乎在等待某样东西或某人。若从展览标题“等待一个艺

术家”来看，等的对象或许是陆平原。我们很难说这个剧情

具有什么意义，但从这个展览的海报中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

倪。海报上有一条鲨鱼，是众所皆知会攻击人的捕食者。这

条鲨鱼是否代表了日趋商业化、只对消费感兴趣的艺术体系，

而它是否正等待着猎物——艺术家呢？这个说法似乎有点牵

强，但思瑞克的诠释指向了这个方向。她对这件作品的解读

是 ,“（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陆平原个人的焦虑感，也反映

了一个相当普遍却极少被公开承认的关怀，即艺术家任凭艺

术体系消费而毫无反抗之力。”35 尽管如此，谈论受市场力

量主导的艺术体系对艺术家造成的压力这些负面影响至关重

要，而陆平原的装置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点。思瑞克自己

似乎对陆平原的做法有所批评。她指出，他的创作着重在揭

露艺术体系内的情况，但她更希望看到“他如何在今后的实

践中找到针对他所揭露的现状的反抗之道。”36《等待一个艺

术家》的场景设计虽引人注目，但并未真正抵制艺术体系的

规则，而是游移在揭露体系的要求和确实符合这些要求之间。

一种新的历史感

思瑞克和另外两位策展人艾利克斯·霍比 (Alex Hodby)

与辛友仁 (Seng Yu Jin) 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从乌托邦到现

实——我们的艺术世界是如何被建构的”37，以探索博物馆

惯例形成的历史轨迹。这一持续进行的项目采用时间轴的视

觉形式，陈列在歌德开放空间入口处。它以 16 世纪以来的

各类事件、展览、出版物和活动为焦点，与新的机制、展览

模式和艺术批评实践建立关联与互动。这一时间轴或许会被

视为“惯例下的狂欢”整体项目的一个旁白；实际上，它对

另一重要面向亦有所贡献——对历史与当代性之复杂的体

认，这是超越策展只在乎当代艺术这一狭隘观念的关键。38

胡昀同样关心“如何与过去产生关联”这个命题。他建

议与历史点重新连结，他对历史的兴趣与其说是一种怀旧，

毋宁说是对当下根本性问题的重新评估。他的个人项目“我

们的祖先”，通过两位男人各自代表的特定时期的历史，将

个人的历史片段与历史事件相结合，藉以审视现代性在中国

建构的方式。他的装置作品第一部分，指涉的是 1905 年创

建第一座公立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实业家、教育家和政

治家张謇。他将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和一对金属

小盒埋入歌德开放空间的地板。他借鉴了米夏·乌尔曼 (Micha 

Ullmann) 为纪念纳粹焚书事件所设计的柏林《图书馆》，以

玻璃覆盖的地下空间模拟张謇的墓室。张謇的墓穴曾在“文

革”期间遭人掘开，发现过上述几样随葬品。

胡昀，《黑暗中什么都可以》，2012，相片，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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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展厅展示了十张照片，所有照片均以背面示人，配

有手写的拍摄年份和地点。这一组个人照片为胡昀祖父所有，

他是紧随张謇之后的一代。选择展出的照片代表了他祖父生

命历程中的十个不同阶段，但可连接到中国历史某些特定事

件，例如清朝末年，或第二次中日战争 (1937-1945)。通过这

些不具名、以背示人的照片，胡昀的祖父成为他那一整代人

的代表。和其他个人项目一样，这件作品也出现自我定位的

问题：在胡昀所创造的历史语境中，他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39 因此，他选择展示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当观众进入展厅、

并站定在某一特定点时，艺术家的影像会定格到他们身上，

其他时候则看不到。如此，艺术家以幽灵的身影出现在自己

的装置作品中。胡昀的作品通过对两名男子个人生命历程的

研究和选择展示的方式，展现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解读。

重新反思展览惯例

“惯例下的狂欢”给予策展相关的批判性论述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并提出与中国当下展览制作惯例不同的方法论。

它将展览当作一种媒介来加以审视，通过在歌德开放空间的

五个个人项目以及“艺术家博物馆”群展的六件作品，探索

此媒介所特有的命题。相较于中国普遍对策展实践“如此单

一”40 的认识，这个项目以机构、策展人、艺术家、艺术体系、

社会、现代性及当代性等各方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思瑞克通

过展览以及配合展览所编辑的同名出版物来质疑、探索和沟

通这些不同的关系。关于此项目未来的发展，思瑞克希望在

艺术生产中找到更多的探索和实践，能“抗拒艺术系统的机

制，提供一种批判方式在里头运作的新模式。”41 她希望以“惯

例下的狂欢”中所呈现的艺术实践“为契机，在艺术领域激

活出更多具开放性和建设性的实践与探讨。”42 此外，她坚

信这种艺术方法论不止是另一种短暂的趋势，相反她认为需

要 “对当代艺术的各种桎梏进行严肃的探索，反思其历史”，

对她而言“这对今后艺术家在本土和全球语境中的重新定位

具有更为长远的重要意义。”43

陆平原，《等待一个艺术家》，2013年，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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