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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2015年9月24日至10月15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

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2015·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在北

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参展国家96个，参展作品688件（国内作品188件，国际作品500件）。

这一参展国家规模空前的国际艺术盛会，为北京的秋天增添了一道分外迷人的风景。

与2003年首届北京双年展相比，第六届北京双年展参展国家的数量从45个翻倍增加到96

个，参展作品的整体艺术水准也比往届明显提升。自2014年1月本届北京双年展主题展征稿信

息发布以后，共有106个国家（含中国）和地区的6650位艺术家投稿18386件，稿件总数远远

超过往届，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法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希腊、罗马尼亚

等国的艺术家投稿尤其踊跃。这表明北京双年展作为当代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作为当

代世界绘画、雕塑艺术展示的中心，已经积累了五届十余年办展的经验，国际影响力和号召

力正在日益扩大。北京双年展独立自主而又开放包容的策划理念、展览模式和品牌特色，已

经获得了当代国际文化艺术界的普遍认同，吸引着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艺术家特别是画家

和雕塑家的参与热情。

第六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是“记忆与梦想”（Memory and Dream）。记忆是人类心

灵的碑铭，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精神省思的宝库，是艺术开掘的空间。梦想是人类美好的

理想，是消弭灾难的希望，是追求幸福的憧憬，是不懈奋斗的目标。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的记忆与梦想，其中最重要的记忆是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最重要的梦想是人生理想和社

会理想。记忆使历史变得厚重，有助于塑造文化的特性；梦想使人生富有意义，有助于促进

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同样悠久、丰富而珍

贵，通过这些历史文化记忆，我们可以互相沟通交流，共同分享不同民族独特的心灵体验与

精神芬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世界梦”，是当代人类社会一致的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可以激发我们开辟未来、创造奇



迹的生命活力。记忆属于过去，梦想属于未来。记忆与梦想凝聚着历史与现实，连接着过去

与未来。艺术家是历史的记忆者，也是未来的梦想者。“记忆与梦想”这一主题可以充分表

达当代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唤起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发挥艺术家的审美想象，打开心灵记忆

的宝库，开掘艺术梦想的空间，从而创作出像记忆一样深刻、像梦想一样神奇的艺术作品。

正如一位意大利朋友在解读本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记忆与梦想”时所说：“我们和中国一

样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记忆对我们同样重要，展望未来也同样重要，这一主题不论对艺术

家还是对其他人的交流来说都非常之好。”本届北京双年展展览期间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

会，中外理论家和艺术家将围绕“记忆与梦想”的议题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

参加本届北京双年展主题展的世界各国艺术家，大多自觉地响应和紧扣“记忆与梦想”

的主题从事创作。鉴于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不少参展作品艺

术地表现了战争的记忆与和平的梦想，在当今仍不太平的世界特别具有警示意义。国内与国

际的大量参展作品，不约而同地集中于表现童年的记忆、家园的记忆或记忆的碎片，表现个

人的梦想、民族的梦想和人类的梦想，渗透了艺术家强烈的情感色彩。情感记忆比其他记忆

更为深刻而牢固，当个人的情感记忆与梦想同民族和人类的历史文化记忆与梦想融为一体的

时候，这样的艺术作品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与审美联想。参展艺术家在诠释“记忆与

梦想”主题的同时，也呈现了多样化的艺术风格，进行了个性化的艺术探索，继续开发把绘

画、雕塑艺术从传统形式转变为当代形式的潜能，也为装置、影像、综合材料艺术注入更多

人文精神。参展作品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几乎囊括了从古典、现代到当代的各种艺术表现形

式，有些是写实的甚至是超级写实，有些是抽象的甚至是纯粹抽象，而大多数作品则介于写

实与抽象之间，类似中国现代画家齐白石提倡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过去的记忆与未来

的梦想虽然带有虚幻性质，但都是基于现在的真实感受。因此表现“记忆与梦想”主题的许

多艺术作品，往往把超现实主义的浪漫幻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结合起来，营造了亦真亦



幻的梦境，带给我们全新的审美体验。这些多样化艺术风格的作品，实际上也体现了世界各

国艺术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和传统艺术特色，为当代中外艺术家在北京双年展的平台上直接

交流对话、取长补短，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图像资料。

本届北京双年展在主题展之外，特展的参与热情也超过往届，共设有6个特展：“东南

亚当代艺术特展”“厄瓜多尔当代艺术特展”“加拿大当代艺术特展”“南非当代艺术特

展”“亚美尼亚当代艺术特展”“智利当代艺术特展”，涵盖亚洲、非洲、北美洲、拉丁美

洲部分国家的当代艺术。这些特展对主题展“记忆与梦想”的主题有所呼应，展示了这些参

展国家的传统艺术特色和当代艺术探索，为本届北京双年展锦上添花。

	 	 	 	 	 2015·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组织委员会、策划委员会

2015年9月  北京



Foreword

Autumn in Beijing is supposed to be the best season. From Sep. 24 to Oct. 15, 2015, the “6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China, 2015” will be held at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It is co-sponsored by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includes 688 pieces from 96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ncluding 188 domestic pieces and 500 pieces from abroad). This unprecedented international 

art gala will add a dash of exceptional glamour to the autumn of Beijing.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event held in Beijing in 2003, the 6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in 2015 has see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rise from 45 to 96 and an improvement in the 

overall artistic standards. Since the contribution invitation to the themed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began in January 2014, 6,650 artists from 103 countries have contributed 18,386 pieces, 

outnumbering those in the past. Artists from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Egypt, India, Indonesia, Greece, Romania, and many more became very eager 

to contribute to this event. It manifests th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as a platform for 

moder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art exchanges and the exhibition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has accumulated the experience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ive biennales in the 

past decade or so and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charisma have been grow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e independent, open and inclusive operating principles, exhibition modes and brand features of this 

event have received recognition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art circles and have attracted the 

enthusiasm of many artists, especially painters and sculptors, worldwide to participate. 

The 6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China, 2015 bears the theme “Memory and Dream”. 

Memory is the inscription of the human mind.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this 

event is a treasure trove of contemplation and this space for art breathes new life into memories. In the 

ideals of mankind, the hopes to eliminate disasters, the visions for happiness and the goals for untiring 

struggle contain the significance of dreams. Each nation in the world has its own memories and dreams. 

Thereun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counts most and the worldly and social ideals stand most 

important. It is memory that distinguishes the history and fuels the shap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it is the dream that enriches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drive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people share long, rich and prec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ies with other nations. It is through 

th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ies that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share the unique 

spiritual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nations. It is the unanimous objective and sublime ideal of modern 

human society to materi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rejuvenation and the “World 

Dream”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for all people. It can inspire our vitality 

to usher in the future and create miracles. Memory describes the past while dreams depict the future. 

Memory and dreams agglomerate the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and link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 artists 

record both history and the dream of the future. “Memory and Dream”, the theme can fully convey 

the care of modern artists, stimulate their creative passions, give scope to their aesthetic imagination, 

unscrew their memory at the bottom of their soul and excavate the space for their artistic dreams so 

as to create the artistic works as profound as memory and as miraculous as dream. An Italian friend 

interpreted the theme of “Memory and Dream”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China, 2015, 

as “Both Italy and China have a fairly long history. Memory means as equally important as dream for 

future to us. This theme is exceedingly good for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artists and between others.”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theorists and artists will carry out intensive academic exchanges on the theme 

of “Memory and Dream”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during the art biennale this year.

Most of the artists from all of the participating nations in the theme exhibition this year consciously 

created their works closely on the theme of “Memory and Dream”. Since 2015 happens to b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many participating works show the memories of the war and the dream for 

peace and specially warn the world that it is not peaceful even today. A mas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articipating pieces coincidentally focus on the memory of childhood and the homeland or the fragments 

of memory to exhibit the individual dream, national dream and human dream and are tinged with the 

powerful emotions of the artists. Emotional memory is deeper and firmer than other memories. When 

individual emotional memories and dreams integrate with those of the nation and mankind, such artistic 

works are easier to arouse the viewers’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aesthetic association. In the middle of 

interpreting the theme of “Memory and Dream”, the participating artists display their diverse artistic 



styles, conduct personalized artistic exploration, continue to tap the potentials to transform painting and 

sculp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s to the modern modes and infill more humanistic spirits into the 

devices, images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The diverse artistic styles of the participating pieces include 

classic,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pressions. Some are realistic and even super realistic while 

others are abstract and even purely abstract. Nonetheless, these pieces are between realistic and abstract 

and are similar to the principle of “ingenuity between 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ty” advocated by Qi 

Baishi, a modern Chinese painter. Although the memory of the past and the dream for the future are 

imaginary, they are the realistic feelings based on the present. Consequently, many artistic works themed 

on “Memory and Dream” usually couple the surrealistic romantic illusion with the true feelings of the 

realistic life to create the real and magical dreams and bring us completely fresh aesthetic experiences. 

Such diverse artistic works in effect reflect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ll the countries and provide the valuable first-hand image data for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artists to conduct direct exchanges and dialogues and learn from others’ strong 

points through the platform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In addition to the theme exhibition, the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the special exhibitions surpasses 

previous ones. There will be six special exhibitions, namely,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of Armenia”,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of Canada”,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of Ecuador”,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of South Africa”,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of Southest Asia” and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of Chile”, covering the contemporary art of the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North 

America and Latin America. Such special exhibitions echo with the theme of “Memory and Dream”, 

display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add brilliance to the present splendor of the 6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China, 2015.

The 6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China, 2015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Curatorial Committee

September 2015,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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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美术的新坐标

在世界级的双年展中，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一直以“绘画和雕塑的当代性延伸”之办展

宗旨而保持着独立的姿态。经前五届之积累，其办展宗旨、展览主题、评价体系和组织方式

已获得世界各国艺术家的认可与尊敬，同时也赢得了国内艺术家的广泛认同。第六届展览主

题“记忆与梦想”一经发布，便引起国内外艺术家的积极回应。包括中国在内的103个国家的

6650 位艺术家投稿18386件，其中中国艺术家5253人13734件，国画类1320人，3537件；油

画类1927人，5600件；雕塑及装置类592人，1282件；版画及其它画种类1344人，3164件；

影像类25人，30件；港澳台地区45人，121件，可谓汪洋恣肆，蔚为大观。中国艺术家涵盖

了各个世代，尤以70后、80后为主体。各个世代艺术家的作品相互辉映，在诠释“记忆与梦

想”主题的同时，也表现出富有进取价值的艺术探索。由此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双年展的艺术

风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当代美术近年来所取得的实绩。

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作品遴选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评选出有

道德、有筋骨的作品，成为评审工作的准则与标准。诚如中国文联副主席左中一所说：“我

们评选出的作品应当是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当然，优秀作品不拘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

于一尊，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喜

爱，都是我们所倡导的。”

在全球化时代，本届展览主题“记忆与梦想”是有其深刻寓意的。记忆是人类精神的底

色与密码，是各个民族、族群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艺术家们创作的资源库；而梦想则表现

出人类对未来的憧憬、期盼与追求。对中国艺术家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发展，则是最为伟大的理想。从本届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作品中，我

们不仅可以清晰地体察出这一思想脉络，看到艺术家们在记忆、现实、梦想中自由穿梭的动

人情景，亦可感受到他们试图与其它国家的人民共同分享梦想的愿望。在他们看来，记忆与

梦想，可以在交融中共享，在对话中互取。

中国艺术家是天然具有历史文化记忆的群体。在他们那里，记忆与当下，很难有一条

明晰的界限，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意识。在许多情形下，记忆总是若隐若现地规约着

艺术家创作的方位、路径、趣味和境界，并为其作品注入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化辨识度。近年

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创作实践中，历史记忆都表现出它的巨大的现实诉求，即依托

于记忆的文脉，通过传统艺术精神、哲理、图式及语言的当代性转换，完成中国当代美术话

语体系的建构。毫无疑问，这一思潮与实践，正不可阻挡地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主潮；

同时，在全球化格局中，它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当代美术自立的根本。令人欣喜的是，在

本届展览的中国艺术家作品中，这一重大文化取向有着突出而卓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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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历史记忆是当代美术创作的文脉与资源，那么，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受与经验则

是创作的源泉与动力。总体而言，本届入选作品的题材之广泛、经验之丰饶、感受之深入、

图式之丰富，几乎涵盖了当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对底层群体的人文关怀，又有对都市生

活的冷峻观察；既有对世俗生活的描述，又有抽象的形而上之玄思；既有历史事件的宏大叙

事，又有个人生活的微自语。从参展作品所呈现出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美术的

重要走向：一方面，中国艺术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个人的感受与经验，他们的创作更

多地听从于内心而非外在的观念；另一方面，一个开放、多元、高速成长的中国当代社会，

以及它所拥有的丰富人性与复杂景观，注定要成为艺术家们感受、经验乃至观念的来源。

无论是深邃的历史文化记忆，还是丰饶广阔的现实经验，只有在梦的境界中才能绽放

出思想的力量和审美的光彩。梦想是本届展览最具理想主义光芒的主题，有梦不觉人生寒，

正是梦的力量，让人们在各种冲突、困厄与危机中依然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依然看到未来的

希望与生机。本届入选的中国艺术家作品虽然题材、观念、风格各异，但却隐喻着共同的追

求，那就是对梦的遐想与建构。近200件各类型作品，或多或少地都隐含着某种憧憬，某种期

待，它们交集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之梦。从这层意义上讲，艺术家

就是造梦者。

从入选作品的风格、样式和语言上去估价，说本届展览是中国当代美术成就的一次大检

阅亦不为过。中国画经百余年之维新，已呈现出多元并举的繁荣格局，一种可被称之为“当

代中国画”的新形态已浮出历史的水面。入选的50幅中国画作品虽不能覆盖当代中国画的

样式与风格，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中国画维新的思路，以及它在形态与语言上所能达到的高

度。同样经过百余年的拓进，油画的本土化探索已硕果累累。所谓“中国油画”已不再是空

洞的构想，而是中国当代美术的一个事实，本届入选的51幅油画作品，可以看作是这一事实

的注脚。公正地讲，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版画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最强，艺术成就也最高。

经过1980、1990年代的式微，新世纪的版画正呈现出昂扬的复兴之势。本届参展的版画作品

既是对已逝辉煌的致意，也是对当下状态的自我肯定。或许从20世纪早期第一代雕塑留学生

开始，雕塑的本土化历程即已启动。时至今日，中国雕塑以其所拥有的成就及鲜明的本土风

格，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世界当代雕塑的前列，本届参展的雕塑作品，再次坚定了这个信

念。此外，入选的漆画、水彩及综合材料作品也标志着这些画种当下所取得的成就。限于篇

幅，不再一一述评。总之，具有个性的审美语言创造，以及构筑于其上的中国梦，是艺术家

们对这个时代，对本届双年展的最为珍贵的馈赠。

张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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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境

简介：在展现当代美术推广和创新交流的 2015 第六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开幕之际，亚

美尼亚共和国文化部推出了通过隐喻和自然景观来探索双年展主题“记忆与梦想”的特别展

《梦境》。

这场联展按作品质量和原创性标准遴选了多位亚美尼亚籍艺术家的作品代表本国参展。

其中有些艺术家在国际当代艺术界已久负盛名，如赫拉伊尔· 萨克辛（英国伦敦）、艾伦·萨

伊格（美国坎布里奇）、米卡耶·奥翰南扬（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卡伦·米尔左扬（亚美尼亚

埃里温）。除此之外，我们还自豪地推出一批新秀的作品。如丽阿娜·姆尔克特扬（意大利佛

罗伦萨）、赫拉赫亚·瓦尔达尼扬（亚美尼亚久姆里）、大卫·高斯蒂安（亚美尼亚埃里温）

以及阿拉拉特·米纳斯扬（亚美尼亚埃里温），都是首次参加国际双年展。

参展艺术家通过不同的风格、利用不同的介质探索了“记忆与梦想”这双心灵之眼的超

现实世界，将其作为一面探究身份、归属感与国籍的镜子。艺术家审视、分解并重构了现实

与幻觉、过去与现在以及个人与集体记忆之间对立的紧张状态。

展览：梦境

记忆与梦想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精神产物，反映了我们的自

我意识以及我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记忆与梦想”的空间里，现实和时间都是流动的概念。

本次展览的主题“梦境”，将这个内心世界构筑成隐喻的风景，艺术家试图在这个风景中将他

们的“记忆和梦想”表现在所展示的艺术作品中。有些作品的内容就是风景，有些作品则唤

起了内心抽离的紧张情绪。无论哪种作品，艺术家都在探索形成我们观点的语境。

亚美尼亚集体记忆：寻找共同的参考框架

探索记忆与景观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块处女地。早在 1950 年，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就在他的代表著作《论集体记忆》中用一整篇来探讨“空间与集体记忆”。作者将物理空间描

绘成保存甚至影响集体记忆的框架。他指出，我们的环境带有我们的印记，“就像待解释的语

言”，反映了我们的行为、习惯和传统（哈布瓦赫，1）。

哈布瓦赫的空间现象并不能轻易地应用到亚美尼亚的集体记忆上。20 世纪初期的政治冲

突迫使亚美尼亚人背井离乡并彻底改变了亚美尼亚集体记忆的架构。在赫拉伊尔·萨克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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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装置作品《构建》中，艺术家利用卡普乐积木再现了祖父童年时逃离的家。萨克辛从

未见过他的祖父，也从未见过这个家，只是经常从父母回忆中听到的这段记忆，他觉得有

必要为这段记忆创造一个空间。这种将一段遥远且触摸不及的记忆，变成物理空间上的重

构的需要，是艺术家将并不了解的过去藏于内心并进行展现的尝试。或许，正如哈布瓦赫

所说的：“一群人甚至在分开后仍能团结起来的原因……是他们想念原来的家”（哈布瓦赫，

2）。萨克辛对祖父家的探索不仅是他个人和家庭的记忆，也是亚美尼亚人对失去的家园的

集体记忆。

我们流离失所的结果造成了当今在全球形成了具有复杂集体文化身份的亚美尼亚社

区。全世界的亚美尼亚移民社区通过吸收当地特点，并结合本民族文化身份符号，形成了

他们的自我形象。

界定文化记忆

历史学家简·奥斯曼将“文化记忆”称为一种更加“遥远的记忆”，与日常生活中的

物体与空间并无关系，而是与更大的身份确立有关。对于亚美尼亚，我们可以说，共同的

创伤形成了统一的集体记忆。按照奥斯曼的观点，这些想法是人类创造之物的外在表现，

这一观点印证了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的理论，文化的物化“将集体经历具体化，其含义

历经千年后仍能再次被人解读”（奥斯曼，129）。

亚美尼亚的历史和文化充满了这种创造性作品，包括泥金写本、雕塑、音乐以及其他

艺术形式与传统。或许亚美尼亚国家身份最显著、最长久的象征就是亚美尼亚教堂。亚美

尼亚教堂里不仅有“十字石”（传统亚美尼亚雕塑）以及礼乐编曲等国家标识，教堂本身

也是信仰的多层象征。亚美尼亚教堂正面及门口的装饰有许多异教符号，这是不太遥远的

历史遗迹，也是亚美尼亚具有融合和吸收等适应能力的最好例证。寺院遍及亚美尼亚高加

索地区，教堂往往是犹太人社区建立的第一个建筑，这是一种鲜明的信仰和文化特点。艾

伦·萨伊格和张子亿在借鉴亚美尼亚教会建筑几何学创作的新媒体装置《梦想的机器》中，

回忆了这个重要的国家象征。这个装置结合了动态雕塑与非凡的想象，唤起可触摸现实与

短暂梦境之间的互动。

记忆与梦

梦或许比记忆更加难以理解。关于梦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我们则一直痴迷于它的魔

力。在“梦的历史性”（弗洛伊德提出的两个问题）中，乔治·斯坦纳指出，地中海古老

的梦与先知有关，18 世纪后，等同于回忆（11-13）。我们仍然不能确定梦是过去或未来

的产物，还是萨伊格与张的作品所表达的二者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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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努力将记忆保存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建立的关系以及我们钟爱的事物上。我

们与客体的联系创造了一种稳定感与历史性，尤其对于去领土化的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特性

而言更是如此。客体与传统成为强化集体叙事并形成文化凝聚力与持续性的象征。我想说，

尽管亚美尼亚可能缺少集体记忆的共同风景“框架”，但是我们文化记忆的力量已经成为

亚美尼亚身份象征的统一力量。这些更加遥远、抽象的文化身份标识成为了全世界亚美尼

亚人的重要参考，同时也留下了将其内化的多种文化进行解释的空间。《梦境》的艺术作

品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关于“是什么在历史上定义了亚美尼亚文化记忆”“是什么对这种

国家身份仍然重要且独特”“我们如何与世界共享文化遗产以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这些

问题，《梦境》提出的问题比给出的答案还要多。

安娜· K·加加瑞安 

亚美尼亚特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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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记忆

2015 年是加拿大与中国建交 45 周年，2015-2016 是加中文化交流年。适逢此盛事，受

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组委会邀请，华裔策展人周琰与加拿大策展人马修·布

劳尔共同策划、组织了加拿大当代艺术特展参加 2015 年第六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特展的

主题是“间接记忆”，在本届双年展“记忆与梦想”的主题框架下构思成型。十位参展艺术家

分别为：莎拉·安吉鲁奇、道格拉斯·柯普兰、沃利·迪翁、皮埃尔·多伦、安吉拉·格罗斯曼、

刘任均、戈德·皮特朗、边亦中、马克斯·施特赖歇尔和卡罗尔·维尼奥尔。展览将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15 日期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间接记忆”带来十位加拿大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的艺术实践探讨了记忆与梦想在当代社

会中的角色。艺术家们在作品中探索了他们个人、社会经验与身份认同的不同方面。这些作

品突出了塑造他们的记忆与梦想以及与他人分享的物质与文化过程。在这些探索中，艺术家

们揭示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对技术在文化塑造中扮演的角色富有先见之明的分析 ：“媒介即是

信息”。

为表达数字化时代传统摄影的过时，莎拉·安吉鲁奇的作品通过对孤立照片的处理，探

讨媒介保留不再可能被解码的记忆的能力。在《珍禽馆》中，通过将 19 世纪流行的肖像名片

（用于表明被拍摄者的社会身份）放大，安吉鲁奇创作了葬礼般的肖像，哀悼失去的记忆。她

的影像投影作品《无名合唱团》将一个无名的美国家庭合影进行动画处理。随着查尔斯·艾

夫斯的合唱作品的曲调，安吉鲁奇临时让群像中的个体恢复生机。她的动画微妙地表现了注

意力的本质及其在记忆中的作用，对部分的关注又如何能够改变我们与整体的关系。

道格拉斯·柯普兰的作品关于因互联网出现而对记忆与梦想造成的改变。他的作品是对

当代社会中记忆的可能性的反思。绘画作品《神奇时刻》探索在全球范围内身体与物品流通

周转中空间与时间差异的瓦解，表达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感知的扁平化。在他的堆积雕塑作

品“对塑料的凝思和堆积研究”中，他将对平常物品的接纳作为他在科技变化这个背景下融

入日常生活的一种举措。他的地球仪作品《乐观》与《悲观》蕴含着我们希望描绘、了解世

界的欲望与损坏、毁灭世界的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暗示着我们以技术掌控一切的梦想所

固有的存在局限。

沃利·迪翁的《雷鸟》使用当代数字科技中的元件表现第一民族的神圣图像传统。大尺

寸浮雕作品使用了作为我们数字时代基础的线路板元件。这样的雕塑作品让我们注意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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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常不可见的科技基础设施，而北美原住民复杂的神话形象雷鸟是自然能量的精神化身，

它的振翅造成雷鸣，它的眼睛射出闪电。这个作品表面浮现出的雷鸟表达了重新开启将世

界视为一个由网络化现实产生的具有宗教意味、各部分彼此相连的空间的可能性。

皮埃尔·多伦的绘画着眼于当代图像科技产生的问题，描绘快照拍摄的他看到的美术

馆、博物馆建筑的细微细节。他的作品游移在抽象艺术的边缘，借助摄影捕捉的扁平化效

果对复合空间做具象表现。通过专注于通常不被察觉的建筑瞬间，这些绘画让图像科技构

建的效果和这种构建成为我们文化与社会语汇的深远影响变得清晰可见。

安吉拉·格罗斯曼的作品同样也考虑孤立照片的问题，但是以完全不同于安吉鲁奇的

方式对废弃的图像做出回应。在作品中，格罗斯曼对搜集的照片进行实物干预，这种暴力

式的干预表达了个人与文化记忆中的不同方面。这些照片被格罗斯曼从个体生活记忆的语

境中割裂，并通过拼贴和激烈涂抹重新嵌入到更大的文化叙述中。

刘任均的录像作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 ：北京生活瞬间》，通过探索传统中国文人的

梦想世界，考察理想表现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描绘一个文人书房的空间，刘任均

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它开启了逃脱当前种种束缚的可能性。书房的文化记忆作为艺术

家之梦的一个原材料，也同时保留了艺术家与现实生活经历之间的紧张关系。

戈德·皮特朗的雕塑通过探究“物”的边界以试探“人”的界限。展览中三件作品

通过改造被弃物品以唤起蕴涵在文化形式中的记忆。《公爵夫人》将裁缝的女模型和一

张捡到的桌子缝在一个粉色单子里。他以简单而又能强烈触动人的结合方式，重新激发

了对人体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曼塔巴尔》是一个白色皮革包裹的木质组合

家具。通过雕塑的桌子的脚和手，在家具的每一个部分暗示人的身体。《连结的形式》

由一件拆开的旧式美国摇椅组成，它用线连起来挂在一个带着黄铜环的架子上。通过皮

特朗的干预，椅子不再作为被人坐着以供思考的器具，邀请我们深刻理解体现在文化形

式中的物质记忆。

边亦中的《幽灵素描》是一组白墨黑纸素描系列装置作品。幽灵般的人物漂浮、消融

在纸面，他们渐渐从观者的视觉中抹去自身。运用偶然性的效果，边亦中在人物中创造了

进入艺术家无意识过程的梦一般的效果。有时暴力的、人物脏器般的纠结暗示一种文化痕

迹的生态系统，形式在这当中活着、发育、死亡并成为永恒。

马克斯·施特赖歇尔的充气雕塑《格尔尼卡之梦》呈现了一个包含两匹马、两位骑手

及一头公牛的舞台造型，向毕加索的反战绘画《格尔尼卡》致敬。大尺寸作品令人敬畏的

效果被透明和漂浮所减弱。作品结构沿袭了超现实主义梦的逻辑。以柔和的形态提供了一

个可以反思记忆与梦想边界的空间，从而代替了毕加索原作中噩梦般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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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维尼奥尔的作品重新探访了固有的文化形式，以陈述在理解当代状况时儿童

记忆的重要性，同时也触及梦的逻辑这个空间，在其中图像通过凝缩、错置而非忠实翻译

得以解读。《一个傍晚》描述了线性时间体验的转变和早期对循环时间直接体验的丧失。

绘画通过将话语与描绘的森林交织，将多层叙述置于图像之中，拒绝停留在单一视角中。

《次大陆的猫》将查尔斯·佩罗的神话角色骗子猫重新置于审视全球化农业商业的政治中。

通过引用以往的艺术作品并探索文化指涉及文化形式，这些艺术家们探索了记忆和梦

想嵌入物品的方式，以及记忆如何失落、重新发现、变形并重生。展览所选择的作品相互

挑战，艺术家们作品中不同策略的表现，揭示了媒介在记忆过程中介入复杂与微妙的方方

面面。总体来说，他们的作品反思了我们当前的环境如何塑造我们的记忆，又如何重新将

我们的记忆塑造到梦想中的能力。

 马修·布劳尔 

加拿大特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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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  纷

厄瓜多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很荣幸能够在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厄瓜多尔展

厅介绍本国杰出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包括奥斯瓦尔多·维泰里（1931年）、维尔弗里多·马

丁内斯（1944 年）、拿破仑·帕雷德斯（1947 年）、乔治·佩鲁卡（1954 年）、米格尔·贝当古（1958

年）和赫尔南·伊雷斯卡斯（1961 年）。

著名艺术家奥斯瓦尔多·维泰里出生于安巴托城。他的作品从写实绘画、素描、表现主义和

抽象表现主义发展而来，并由此蜚声国际。其作品采用了纺织品元素，将环境与艺术家自身想法

相结合，并且体现了安巴托城本土的文化遗产。

维尔弗里多·马丁内斯出生于基多城。他的作品描绘了修女的美丽，强调了基多社会的宗教

精神。他的每部作品都具有生动的色彩、笔触和视角，令人为殖民时期的建筑美而感到心醉神迷。

画家拿破仑·帕雷德斯出生于厄瓜多尔的基多。他的艺术生涯始于雕塑，后开始涉足绘画，并

成为一代写实派名家。画家仿佛置身于神奇世界中，通过热情描绘丑陋来揭露厄瓜多尔人的悲剧。

乔治·佩鲁卡出生于因巴布拉省奥塔瓦洛。他的画作采用“象征性的表达”这一概念，用精

致的色彩关系将面部肖像和风景融合在一起，给观者留下深刻的感官印象，体现出安第斯女人系

列作品的神秘感和美感。

米格尔·贝当古也是出生于基多。作者作品中的前哥伦布时代的符号贯穿了他的整个艺术生

涯，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安第斯风光，植被、树木、安第斯山脉和蓝天交相辉映。此外，在他最

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的应用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特征，使观者可以深刻感知到作品周围的

的不同影像和人物。

赫尔南·伊雷斯卡斯出生于人类文化遗产之一的厄瓜多尔昆卡城。他是当代造型艺术的杰出

代表之一。当你体验他熠熠生辉的现实与幻想奇观时，会发现具有寓意而又难以想象的素描和透

明无形的纯净灵性相融合，而这些富有灵感的作品会深深地触动您的感官。

此次厄瓜多尔参展是在庆祝厄瓜多尔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5周年的框架之内进行的。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歌颂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而这正是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加深而取得的成果。

在这次以“记忆与梦想”为主题，缤纷多彩的第六届北京双年展中，到中国美术馆参展的厄

瓜多尔艺术大师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技巧和特征。正是这些技巧和特征，使他们每一件优秀而独

特的画作都成为厄瓜多尔当代艺术的代表作品。

敬请欣赏这些作品吧！

                                          厄瓜多尔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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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民主时期艺术

“1994 年 4 月，第一次民主选举最终宣告了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正式灭亡。然而，建

立一个能够向民主主义全面过渡的可行性经济、政治、文化基础设施的艰巨任务才刚刚开始。”

（库姆斯，2004 ：1）。

南非在经历了推行民主体系和全民自由的长期斗争后，人们或许认为这场反映了我们民

主社会现状的展览一定会是一场振奋人心、积极向上的盛事。然而，正如以上引文所述，后

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仍然处于重新调整的过渡时期。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制度

不平等的后遗症以及体制转变的速度并没有达到公众的预期。安妮·库姆斯在《种族隔离制

度废止后的历史 ：一个民主南非的视觉文化和公众记忆》一书中指出，文化诉求既反映也影

响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革。过渡是一个很难驾驭的状态 ；通常情况下，信仰或行为实践已

成为规范，因此如果没有催化剂使我们摆脱自满并意识到其他可选择性实践和思想的可能性，

变革就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我相信有智慧参与并有社会意识的艺术正是这样一种催化剂。

我的两位联合策展人戈登·弗洛德先生及霍尼塞尼·纳特西娅女士，同我在一些立场鲜

明的老牌艺术家的经典中挑选了一些作品。这些艺术家已成为民主抗争中的一部分，他们目

睹了新体制所带来的好坏两方面的变化并对其做出了回应。（威廉·肯特里奇，黛安·维克多

和大卫·科洛安就是这一类艺术家的代表）这些艺术家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已经享

誉海内外。此外，我们还在当代新兴的青年艺术家中进行了精心的挑选，我们相信这些年轻

的艺术家正在为自己成功的职业生涯努力着，并且他们拥有着能为年轻人的未来讲述有关我

们社会状况的能力。所有挑选出来的艺术家都承认，南非当代艺术在改变和改善社会政治问

题中担任着催化剂的角色。他们的作品评价了二十一年的民主政治所产生的真正影响，这一

民主政治，已经允许艺术家们有自由对社会上遗留下来的和现行的不平等现象所带来的一些

持续性挑战进行淋漓尽致的评判。所选择的作品也说明了南非各类传统画法的成就（包括素描、

油画、版画、雕塑）。此外，我们还收录了一些数字媒体和综合材料作品。

在内容方面，本次画展涵盖了颂扬我们“彩虹国度”多样性及成就的艺术品。如果有人

认为我们来自一个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国度，那这样的作品有很多，例如马尔科· 切芬娜

丽的《释放》，歌颂了我们最著名的政治人物—纳尔逊·曼德拉的一生及其影响。他对南非

政治的影响以及由他打造的一种颇具凝聚力的民族认同感不容小觑。玛西普·普莉希拉· 玛

托巴在她的《非洲女人》系列（2013 年）中歌颂了温妮·马迪克泽拉·曼德拉的政治角色及

公众形象。马迪克泽拉·曼德拉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民主斗争中的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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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继续成为一名为争取社会正义和女性权利而直言不讳的推动者。

一些年轻艺术家对南非后殖民时期那些由文化与自由混淆所引起的认同危机进行了探

索。例如玛丽·斯班德探索了其身份在一个社会中重叠的方面。在这个社会里，传统的信

仰和习惯已经与现存及源于过去的一种多元文化的现代方法混为一谈。认同问题也出现在

阿登纳·理查德森的作品《虚假的路线》（2013 年 -2014 年）或雅克·范·斯考维克的作

品《生肉旁的祈祷者》（2012 年）中。前一位艺术家有着南非荷兰语的背景，后一位艺术

家则记录了在一个不被大部分南非人所熟悉的封闭宗教社会下，他的人生的各个方面。德

里克· 齐茨曼《像我一样的黑》（2012 年）也同所面临的认同危机进行斗争，特别是由白

人男性所引起的认同危机。他们觉得以前的父权统治在一个由黑人主导并推崇性别平等的

新社会里已经受到侵蚀。在新宪法的保护下，这些艺术家们能够去探索并质疑他们的个人

权利及信仰，正如这段简短摘录所示 ：

国家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以一种或多种理由歧视任何一个人，包括种族、性别、性、怀

孕、婚姻状况、社会出身、肤色、性取向、年龄、残疾、宗教、良知、信仰、文化、语言

和出生。（南非共和国宪法，1996 年版第 106 条法案，ss.9.3）

几位被挑选出来的艺术家颂扬南非当代生活和现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自由和好处。还

有几位艺术家呈现了构成我们所谓的“彩虹国度”（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杜撰的术语）

的多样性和文化，例如海伦娜·雨果、班博·希比亚、杰米·范泽尔，以及邦格尼·布特

莱奇所画的人物肖像。然而，我还会将一些不仅能批判性地反映过去和现在，而且还具有

促进社会持续变革的催化剂作用的作品列入本次展览。

一些作品，如布雷特·莫里的《贝坎德拉上空的彩虹》就是一幅讽刺当前政府腐败和

管理不善的作品。戴安娜·维克托的《和平的灾难》系列则展现了更加混乱的日常事件的

悲惨一面。这些事件构成了新闻，并证实了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山

姆·兰格特娃在他的作品《罢工令人担忧》（2012 年）和《罢工队伍》（2013 年）中关注

了采矿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他记录了 2012 年 8 月 16 日一场警察与罢工者之间的冲突，

冲突中共有 34 名矿工死亡，产生了严重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因此引起国际广泛关注

（南非历史在线）。曼弗雷德·齐拉对令人恐慌的所谓的“圣战”进行了评论，这些“圣战”

导致了由宗教极端主义所引发的恐怖主义的出现。金姆·伯曼提出“仇外”是南非另一个

长期存在的问题，并已经在 2015 年逐步升级。威廉·肯特里奇认为仇外作为过去南非的

另一个自我，或许能够证明以往的意识形态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目前新的民主体制

所面临的困难。

正如你从这些案例中所看到的，本次展览表明我们已充分认识到当前社会和政治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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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也表明，目前南非的艺术是一门具有一定立场且意义深刻的艺术。它的目的是打破自

满，鼓励思想和行动的革新。总之，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我们有一个充满活力、技

术精巧且与社会相关的艺术环境。最后，我只想向我们的赞助商证大集团和约翰内斯堡大

学表示由衷的感谢，没有他们的财力支持和后勤保障，我们就不能将这次展览带到北京。

来自本次展览的热情赞助商南非证大集团的结语 ：

艺术掩盖了个人的和社会的斗争，它同时具有个性化和突破性的特点，并根据政治和

社会经济局势、改革及起义反映了时代的愿望和对话。它散发着神秘的光环，让人联想到

响亮的呼喊，也唤起了感知者同样充满激情的回答“属于我们”。纳尔逊·曼德拉曾说过

一句名言 ：“你们或许能够延缓，但从来没能阻止南非向民主主义的过渡。”

这一过渡的所有方面都由本次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特展—“南非民主时期艺术”所

展示的艺术家们如此深刻的捕捉到了。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都很优美或合理，但它却足

够强大，能够通过展现残酷、含蓄微妙却也充满希望的情感描绘出新南非。在证大集团，

我们从马迪巴（纳尔逊·曼德拉的族名）耐心的话语中汲取灵感。我们也很自豪地指出艺

术为建设强大公正的社会做出的无价贡献。

（南非特展策展人 ：凯伦·冯·费教授，戈登·弗劳德先生及霍尼塞尼·纳特西娅女

士均来自约翰内斯堡大学）

凯伦·冯·费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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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南洋画风

东西方文化与艺术的交流与碰撞，早在公元前就有了间断式的接触。而在马可波罗从中

国返回欧洲之後，15 世纪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16 世纪之后又有一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到东

方传教与文化交流，形成了近二三百年“西学东渐”之势。到了 18 世纪，因欧洲在 17 世纪

发动了工业革命并催生了资本主义，而资金的积累，衍生了殖民主义之政经向东方世界领土、

版图扩张与资源掠夺，市场拓展等殖民主义的“文明”侵略。

东西方文化与艺术的交流、融合乃至创新，是在欧洲强势文明的政经侵略与掠夺之下，

并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形成的，尤其是东南亚区域，更具代表性。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了

几百年，之后又转手于美国。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国却被大英帝国统治了一两个世纪。印

度尼西亚最终落入了荷兰的殖民管辖，越南却沦为法国殖民地，纵观所述，当西方殖民主义

到东南亚诸国除了天然资源掠夺之外，同时，拓展他们的市场，推广他们的文化，培养一批

批忠心于“宗主国”的忠心跟随者与殖民主义的本地化的接班人 ；因此，西方文化随着政经

的“入侵”而引导了文化的“奴化”与“熏陶”，这不但“边缘”了被殖民国的传统文化，同

时更“腐蚀”了其本土文化，或去本土化！从而培养殖民文化的忠仆。

具有五千年文明与历史的泱泱神州大地，在历史上曾因改朝换代而浮沉兴衰，战火连绵

不息，家园沦落、流离失所而形成了“走西口”“闯关东”与“下南洋”的人口迁移浪潮。

1911 年由孙中山先生发起的辛亥革命终成功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而“反清复民”。1919 年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则把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延伸至南洋区域。尤其是 1937 年日军捏造卢沟桥

事件而入侵东北，引发了 8 年抗战。1942 年，南下日军的战火在东南亚各国愈演愈烈。在这

个大时代里催生了爱国主义与反侵略的文艺思潮并结合了艺术创作上的浪漫主义精神，为时

代、社会与人民服务的艺术创作观。随着二战的结束，曾历经 3 年 8 个月日军战火洗礼与蹂

躏的东南各国催生了反殖民地运动，至终纷纷争取了独立自主。便在这段特殊的时代里，在

这动荡家国与社会的变迁中产生了东西方文化大融合。文艺作品的反映现实社会与人生，表

现了时代精神与社会面貌。构成了南洋区域的特定时代与地区的历史真实碎片，从而为接下

来艺文创作南洋化奠基！

若说 20 世纪 30 年代是南洋文化与艺术的萌芽，则四五十年代却是南洋艺文的发展期。

1952 年新加坡四位由中国南来画家 ：刘抗、陈文希、陈宗瑞与钟泗滨，结伴到印尼巴厘岛写

生，以不同的创作媒介表现了当地的人民生活与风情蔚然成风，开创了南洋画派，历经一甲

子的岁月，南洋风格的推广与创作上的深化已得到世界艺坛的认可！第二、三代的南洋画家，



385

站在先躯画家的肩膀上创作了多元化的作品，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各美其美”

的艺术盛宴。

2015 年第六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特为东南亚开僻了这个特展区，让东南亚艺术家

有机会在这个国际艺术大舞台上展现他们与艺术创作元素，从而在各自传统与风格上产生

新的创作驱动力！

也许，这便是艺术创作之多元一体的当代阐释吧！

林祥雄

炎黄国际文化协会 会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 特约研究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客座教授







































404



405

智 
 

利

当
代
艺
术

特 
 

展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OF 

CHILE

主办单位:
[中方]  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组织委员会

[智方]  智利当代美术馆

Organized by :
[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Organizing Committee

[Chile] Comtemporary Art Museum of Chile



406

寻找记忆 ：解读收藏品的内涵

值参加本次双年会展出之际，为了呈现对我们国家文化财富一个更为完整的基本认识，

在下文中我们将深入地解读本次展品的内涵。

对表面的观察必定转换成与对本质的认识的一种对比，通过这种对比，才能进一步探讨

我们国家文化财富的本质，这需要那些以保护和完善这些财产为使命的人们。因此，出于在

这个领域可能产生的进一步拓展亦或是再一次深入地强行审视那些赋予这些财富意义的论据

以及每一件相关作品的贡献价值，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学术行动。

这次双年会的举办恰使我们能够再次审视我们的展品，并且就其艺术种类或其主题类型

将展品再次分类为五种类型，比如 ：内涵世界，风景，城市，人们以及抽象。前四种分类可

以列入形象的塑造，而第五种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表现出一种抽离和疑惑。这样，我们就能

发现我们的艺术家们是如何感受和表现我们的世界，还有这些像记忆一样重要却又易逝的事

物在不同情况下是如何被保留下来，而记忆恰好是本次双年展“记忆与梦想” 的主题之一。

如果说记忆转瞬即逝，那是因为它天性脆弱的特点，特别是被暴露在大众文化横行并以

不可能减速的快节奏生活为特点的当代。

然而，正是记忆，那所回忆的银行，我们想要将它作为身份的鉴证一样珍视。为了尚且

存于这个召唤它的世界，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但就像它的拥有者想要它表现的那个脆弱的

形象一样，记忆自愿地任由其摆布。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它就在那儿为我们守着我们生命

中那些不可或缺的回忆。通过某些方式它向我们证明它自身存在的意义，记忆又显得如此重要。

智利是这种脆弱性的一个表现，甚至在其自身地理条件这方面也是。位于两块大陆板块

的裂缝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地震就无情地掩盖能够证明它存在的大部分痕迹。其本身的政治

也是一段断断续续的历史，最后它变成了一个新事物想要抹灭所有不认同其存在的记忆的地

方。我们觉得这一切都以一种延续的方式不断地包含在我们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并且作为一

种隐伏，无论是在形式还是主题的内容方面都渴望得到被大众认知。

内涵世界  这个名字与选文的标题的名字有重叠之处，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沉浸在

艺术品的内涵中，而现在是在这些展出的作品中，因为这些作品表现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更

因为作品流露出对充满魅力的朴素生活的回忆。如此，在那一刹那停留在厨房的光线，但是

通过画的表现而被人所感受。在一个近似抽象的过程中，突然我们怀疑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便产生了认知的经历。虽然何塞·巴尔梅斯的乡村厨房（1957）还有罗塞尔·布鲁的在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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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的傍晚（1961）这两幅画的处理方法不同—在第二幅作品中，由于质地的不同，在

漫长的岁月里画布上留下了对具体物质的随意刻画的笔触—两者都使我们联想起很久之

前在乡村经历过的一个瞬间。此外，这两幅作品分别出自我国最为杰出的风景画家之手，

并且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恰如其分的联系。

风景  受到长期农业文化的影响，在历史上相当多的地方绘画使用风景这一主题，与

肖像画还有家庭场景画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自 20 世纪出，艺术家们的兴趣转向

了不同的构思，其中包括了想农民，渔夫甚至是寻找在乡村生活乐趣的人。约兰达·本图

里尼的沙滩风光（1978）画中，在海滩一片宽阔的空间里，我们恰能看见人群的聚集，汇

集成了一条直线，而透视的手法使画中的这个地方显得遥远得没有尽头，人们也归途漫长。

它用于表现夏季的主要颜色的色差就像是一个温和的夏天的躁动。库尔特·艾尔丹的画如

果回忆里的利马里是沙漠（1978）则表现了其冬日的一面，视角从一扇窗向乡村广阔的郊

外延伸，这种分隔像是在表现一个视角，但是在这个视角中又重新形成了其他的视角。因

此这个视角可以是从一个媒介产生的综合视角亦或是从那扇窗后形成的各种视角的集合。

但是，毫无疑问，作品也表现出一种抽象复杂的结构，并采用了不停地重组所看到事物的

视角的多重体验。特别是宁莫修·安图涅斯的夜晚（1966），通过作品中体现出的大量的

相关提示，弯曲的一抹笔触清晰地映射到一处消失在山脊线的风景，这是我们独有的风景，

也因为两座山的互相挤压形成了这片风光。如此，这一切将我们重新带回第一组作品分类

所表达的内容中，外界、风景与本质相联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后，大卫·科费雷属鱼

群系列的无题作品（1992），从一个很明显的抽象角度看去，目光与一片深黄色的麦田碰撞，

但是一条小鱼的出现突然拨动了这接连出现的曲线，形成了麦浪，在这片我们幻想的土地

上创造出了两处景色十分和谐的融合。

城市  这一主题在我们的艺术史上鲜少被提及，却在近些年显得十分重要，从对城市

居民的关注，直至逐渐出现了对于城市面貌的描绘。米瑞亚·拉瑞纳斯，亚历山大·基洛

加，马科特·瑞赛纳乌以及弗朗西斯哥·欧塔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这种改变的

初期阶段。

在回家路上（日期不详）这幅画中，米瑞亚·拉瑞纳斯通过绘画表达的技术手法中向

我们呈现了一位妇女，她的轮廓从整个色调比近景更浅的远景中突显出来。画中不仅仅有

这位妇女，在远处，画的深处是一堵带有同样色调的没有窗户的墙，但却截然不同于其他

的构建。这一切都在表现着一种矛盾，还有因为缺少主要对象的视角而表现出的一个城市

的可悲的孤独。同样地，城市的孤独也流露于亚历山大·基洛加的你我，我们都快乐（1990）。

毫无疑问，这个标题带有讽刺意味，对散落建筑的不同层次景象的刻画展现出一个悲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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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通过模仿木雕的手法而采用的平行笔触的技法，刻画出木制建筑的形象，暗示着对

其脆弱一面的感知，这个时间好像都静止了的整体使人时刻保持着警惕。

在马约特·瑞赛纳乌的无题作品（1977）中，虽然同样缺失主要对象，但是因为人们

的存在以及具有个人特征的物品的出现，在一个带有明显城市色彩的紧凑整体中彼此互相

映衬。作者描绘了一个在现代城市聚集的背景下分裂成一个个个体的社会。通过伸向天际

的直线虚拟的交织以及与直线相交的彩色图形，弗朗西斯哥·欧塔的作品摩天大楼则表现

出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很显然，作者毫不做作地进行了一个乐观的隐喻，并告诉人们从

娱乐的角度来理解城市。

人们  这个部分使人们理解居住在城市并把自然当成风景的我们，以及我们在自己面

前是如何表现得。从不同的行为和表现中，罗多尔福·欧帕所，西罗·贝尔特朗，萨米·本

马约尔和贝尔纳多·奥亚尔顺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一些集体肖像画所拥有的这样的作用。

罗多尔福·欧帕斯的画作，狄安娜德普瓦捷的猛烈的觉醒（1982），其作品名意在非

常出名的法国亨利二世的情人以及她听闻情人在一次比武中眼睛受了致命伤害的消息时的

猛烈的觉醒，成了一幅与超现实主义还有玛格丽特形而上学的画相结合的作品。作品展现

出由下而上从左至右的对角线结构，一个身着白衣的女性形象，她直着身子想要够到横跨

在画景上方又像是漂浮在空中的一条白色饰带。毫无疑问，这幅画透露着对与我们交织着

的社会处境的暗示。

西罗·贝尔特朗和萨米·本马约尔的作品都体现了对宗教过分狂热或狂热先锋派画作

的沿袭。前者借东南西北（1992）再次审视了立体主义，标题虽然明确指向对第四个维度

的寻找，但是从社会脆弱性来看，似乎暗喻着我们在大城市处于社会边缘的处境，并将一

切赋予讽刺的意味和嘲讽的结局。萨米·本马约尔的无头女人（日期不详）形式上与罗多

尔福·欧帕斯的画出奇地接近，但是这里存在一种行为的抗议 ：画像穿过平面并最终朝向

画中色彩最暗的右上角延伸。俗话说，一个没有头的人意味着没有思想，无法思考。这个

有意的引用正像是在暗示着女人走向黑暗。采用大笔触的绘画手法，造成了大色块，像是

要表现出模糊的感觉，但一笔比一笔更加有力。然而，贝尔纳多·奥亚尔顺为我们展示了

他化妆系列的一幅自画像（1998），在其一系列摄影作品中，通过不同的伪装来展现当代

城市生活中人们的不同。因为拥有土著人的外貌，他通过乔装打扮来表现受歧视者的处境

并试验这些伪装是否是有必要的。

抽象  伴随着两股对立的潮流，在 50 年代的智利突然流行起这一主题。一种是抒情

抽象画，即通过虚拟的隐喻来表现现实事物，这使得需要有个开放的态度对待作者的主观

性。而另一股思潮则完全是否定以抽象的形式来表现的概念，通常它被称作写实主义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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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注意，在拉丁美洲有乌拉圭的托雷斯 - 加西亚这位先驱前辈。

卡洛斯·多奈瑞的成份（1961）一画中，两个巨大的以植物为原型的形象占据了整个

农田。两者的对称性以及它们的假足体现出对画纸一种完全占领的紧凑感甚至要溢出画外。

费特烈·阿斯勒的事件（1965）和虽在……之中（1963）描绘了腺状组织的形状以及消

化的过程，同时红铜色也为他的作品增添了矿物的色调。

写实主义中，我们介绍其在智利的创造者之一，古斯塔奥·博普莱特，还有一位贡献

了当今变体的新写实主义的青年女艺术家，克里斯蒂安·科蕾亚 - 塞瑞。博普莱特的作

品名叫 EF-A3（2002），是一个倾向于使用规则元素和主颜色的典范。然而它起源于哥

伦布到达美洲前的安第斯几何学，就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这种几何学存在于编织物和陶

瓷品的装饰花纹中。另一方面，科蕾亚 - 塞瑞的作品，无产阶级派别的回忆（2008-2014），

展现了一系列精心绘制的画作，这些画像是想让手做着一系列重复的动作，且像是在告诉

我们追求完美的愉悦感。这些画惯常被整齐划一地叠放在那些使它们变得不再普通同时又

诉说着相似故事的旧摄影作品上，这种有层次的叠放产生一个间隔，而这个间隔带来一种

捉摸不透的省略。

作为符合国家收藏品的水准，这个部分的藏品不仅使我们正视了我们国家的文化财富，

而且作为一段记忆形成的见证，也是对文化沉淀过程的一个总结。

弗朗西斯哥·布鲁诺里

智利当代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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