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未来，不可见的亚洲
文：张渊

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身在亚洲》项

仍是大部分演出的出发点，它发散式地伸向不同的

体）参与，共计十场演出与一场对谈，以“身体”

代，以身做尺。

目历时半年，邀请来自不同地域与文化的艺术家（团
的视角重新审视亚洲的当代剧场创作，同时把中国
大陆放回一个“亚洲”的语境，以求开启新的话语
空间。

项目开始至今已快两年，原有的问题未见有一个理

想的答案，却引出一轮新的问题有待探讨。“亚洲”
这个概念愈发模糊，无论从地理、文化、历史还是

人种，无一不是徒劳地指向这个“目标”。西方再
一次陷入困境，试图拨出部分热情，投向其眼中的

那个“亚洲”，然而时过境迁，一个并不存在的“亚
洲共同体”似乎不急于完成自我的构建。身在“亚
洲”，中国又与“亚洲”的距离多远？

作为一个美术馆里发生的演出项目，副标题取名为

“当代表演中的身体呈现”也许更为切题。近两年里，
表演艺术在中国的美术馆与当代艺术机构中被重新
点燃，无论是作为辅料还是主料，涉及的面向已远

远超出僵化的剧场体系所能触及的范围。“身体”

语义场，唤醒未知的生命能量与可能性，身体即当

参与演出的艺术家各自以不同的角度进入，彼此产

生交集，又开辟出新的面向。 每一场的“配对”只
是策划人当时的自作聪明，换作今日，可能出现不

同的组合。演出只认现场，然而现场后的回响可以
用文字留下，陆续两年，得以完成对所有参与艺术
家的采访以及采访的梳理。如果存在一个“亚洲蜃

楼”，《身在亚洲》则未完待续，作为现场的见证，
愿此书打开一个系列的讨论。

衷心感谢上海外滩美术馆与 Hugo Boss Asia Art 对
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陈冬阳女士，能参

与整个过程并极大推动了项目的发生与进行，还有
陈丹女士今年对于出版的意见与帮助，以及参与项
目的艺术家、写作者、影像记录者与所有的工作人

员，同时感谢答应邀请但因各种原因无法成行的三
位艺术家，她们是印度的 Mallika Taneja, 印度尼西
亚的 Melati Suryodarmo 和中国的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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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Back to the Future, an
Invisible Asia

I want to express the most sincere gratitude

Zhang Yuan

program. I want to especially thank Ms. Chen

toward Shanghai Rockbund Art Museum and
Hugo Boss Asia Art for their support to the
Dongyang, through whose effort every step of the
way was this project made possible. I want to also
thank Ms. Chen Dan, who offered precious advice
and help to this publication. Of course,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artists, writers, documentation makers
and staff memb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ject,
as well as three artists who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but could not join us for various reasons. They
are Mallika Taneja of India, Melati Suryodarmo of
Indonesia and Wu Meng of China.

From December, 2015 to May, 2016, over a
period of six months, we invited artists and artist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Being in

museum setting, the subtitle “Body Performance
in Contemporary Theater” is more or less directly

to the theme. For the past two years, performance

Asia.” Ten performances and one discussion

art has been re-ignited in Chinese museums and

took place in Shanghai in an attempt to re-

contemporary art spaces, whether as main course

examine contemporary theater art in Asia from

or dessert. The scope and reach it has achieve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ody.” The project
also aimed at placing Mainland China back in

the context of “Asia,” in order to open up new

in the new setting way surpassed what it did in
the stagnant theater system. “Body” is still the
starting point for most performances, from which

spaces for conversation.

new and diverse contexts are expanded to, and

It’s been two years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is

unknown energy and possibilities are awakened.

project. The question we raised was not met with

The Body is the Contemporary. We use the body

the ideal answer, but a new round of problems

as measurement to understand the age we live in.

waiting to be explored. The idea of “Asia” has

Art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ram entered the

become increasingly vague, be it in geographic,

discourse from different points, then happened into

cultural, historical or racial sense. A common goal

conflux, and finally opened up new aspects. The

is always pointed at, but never reached. The West
has also fallen into a dilemma, trying to spare some
of its attention for the “Asia” it perceives as. And

yet, the non-existent “Asian Community” seems

“pairing” of artists in each performance reflected
simply the curator’s own instinct at the time and

could look very differently now. A performance
only knows its live situation, but the responses

to be in no rush to complete its own manifestation.

and resonance can be recorded in words later.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of it all, despite physically

For two years, we conducted interview with every

being in “Asia,” how far exactly is China from
“Asia”?

As a performance art project happening in a
2

artist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ram. If there is
a mirage of the “Asia,” we would like to offer a
witness report in this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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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亚洲――当代剧场中的身体呈现

Being in Asia -- Body Performance
in Contemporary Theater

由上海外滩美术馆、张渊联合策划

Co-curated by RAM and Zhang Yuan

broad concept of “Asia.” Taking advantage of

当代剧场是一个不断在更新中的概念，有別于传统

直面社会

Contemporary theater is a constantly evolving

的一切可能，从形式多样到范式转换，直面当下社

这个框架下的讨论不止于社会问题。身体与社会环

theater, it focuses on exploring all the possibilities

contemporary theater artists or groups from

以最为原始的方式，甩开语言叙事的障碍与可能的

人“渺小”的身体折射着当下社会的气象。当代剧

between performing arts and the reality. It

mainland China and the rest of Asia, to participate

addresses current social phenomena by adopting

in a one-to-one dialogue in the Rockbund Art

戏剧的舞台形式，它着重探索表演艺术与现实之间
会现象。身体的创作是当代剧场的一个重要特点，

虚假。我们试图通过“身体”走进亚洲，以最为本
质的身体感受切入亚洲各国文化之间的脉络。长期

以来，亚洲各国的文化艺术以西方美学为镜审视自

我，疏于彼此之间的观照；中国大陆亦是如此，虽
身处亚洲，对于周遭世界却所知甚少。

境互文，从被动的接受转为主动的多元表达，每个

场中的身体不“表演”，源于本能的表达意志而不
同于线性的逻辑思维，直面社会于是得以可能。中

国与亚洲的社会形态即存在同构，又由于发展以及
文化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面向。剧场不仅是一面
镜子，更是一种信号。

2015 年 的 HUGO BOSS ASIA ART 亚 洲 新 锐 艺 术

文化间隙

们身后更大的社会历史与背景进入彼此的视野的机

在西方的审视下，亚洲文化一直处于一个被动而又

效且可以操作的逻辑和结构。依附于这个语境，我

期以来从未得到有效地弥合，亚洲在等待的同时又

家大奖，提供了一个让区域内的艺术创作个体和他

会，在宽泛的“亚洲”概念下，从内部建立一种有
们选择中国大陆与亚洲最为前沿的当代剧场艺术家
或团体，他们以“一对一”的方式在上海外滩美术

馆展开别开生面的碰撞与对话。“直面社会”与“文

化间隙”两个基本议题，以不同的面向深入探讨亚
洲这个曾被西方建构出来的世界，让我们以亚洲为

镜，重新思考中国大陆近些年遇到的问题与面临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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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等”的他者地位。东西之间的这种文化等差长
忽略了彼此之间的观照。 亚洲是一个被西方划定出
的概念，各国之间的文化表面上相似，细看则相异

而糅杂，如今的我们熟悉而又陌生。身体是文化，

concept. Unlike the stage forms of traditional

various forms and shifting paradigms. 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theater, body
performance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most primitive
way and bypasses language narrative and possible

hypocrisy. We try to approach Asia through“body”

this opportunity, we invited many cutting-edge

Museum centering on two topics “facing the

society” and “cultural gap,” which were

designed to engage the artists to delve deep into
Asia, a world once shaped by the Wes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ith the rest of Asia as a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Asian cultures

mirror, we were inspired to reflect on the problems

through the most essential bodily sensations. For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a long time, art and culture of Asian countries look

years.

at themselve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aesthetics and neglect to compare with one

Facing the Society

another.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mainland China;
though it is part of Asia, it has little idea of what is

Discussion under this topic is not confined to

going on around it.

social issues. Body and social environment mirror
each other. Our body’s role shifts from passively

剧场中的身体在文化身份的构建与突破上如何应

The HUGO BOSS ASIA ART Award for Emerging

accepting into actively expressing in plural forms.

裹下呈现“表面化”与“正确化”的态势？不是简

Asian Artists 2015, as a platform that helped

Everyone’s body, small as it is compared with

the creative artists with diverse social traditions

the entire society, can reflect the current social

对？是否可以摆脱文化交流在政治与商业的日益夹
单地求同存异，而是在各自文化的间隙中寻觅或创
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and backgrounds in Asia to know more about
each other, was trying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and practicable exchange mechanism within the

climate. “Body” in contemporary theater does
not perform, and it is driven by its instinctive will to

express rather than linear logical thinking, making it
5

possible to address the society directly.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are isomorphic in terms of social
form, but due to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also take o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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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搅局者遇上疼痛的哲学

When Disrupter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Pain

facets. The theater is not only a mirror, but also a
message.
Cultural Gap
Viewed by the West, Asian culture has been in a

27

表演驻地项目 DANCE DECO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 DANCE DECO

passive and "inferior" position of the other. This
bias has never been corrected effectively and Asian
countries have neglected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mselves.
Asia is a concept delineated by the West. Asian

47

激活中的人与物

Human and Object to be Activated

cultures look alike at first glance, but by a closer
look we will find them different and mixed. Body is
culture. How should body address the constru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cultural identity? Can we
prevent cultural exchanges from yielding to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factors and being "superficial" and

65

仪式的入口

Entrance to Rites

"politically correct"? We should not simply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but
also find or create a new culture in the gaps of the
cultures.
83

未知的表演

Body x Brain Research x Media Technology

107

刺入身体的言语

Speak Into the Body

121

附录 : 放弃社交层面成功的主动边缘者

Successful Active Maginals Who Give Up 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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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肥匪费》，40 分钟，纸老虎工作室（中国）
表演者：王亚男、雷琰、田戈兵 | 摄影：河不止

非肥匪费

Fei Fei Fei Fei

这个“编舞”作品曾叫：非肥匪费，也可以是任何

The dance was performed before under the title

文字游戏式的命名有悖于舞蹈命名的常理，从一开

which literally mean “not”, “fat”, “bandit” and

四个同音节的其它字，如现在的：忽狐虎互。这种

始就暴露了对于“编舞”行为的破坏企图。同时暴
露的还有编舞者的困境，最终指向的是舞蹈和剧场
的困境。但同时，当这些混沌的音节掠过身体，跟

随音节、语词的泛滥，舞蹈崭新的能量也被激发出来。

of “Fei Fei Fei Fei” (four Chinese homophones,
“fee” respectively). The title can be changed to
any combination of four homophones, such as
“Hu Hu Hu Hu (which literally mean “mutual”,
“neglect”, “fox” and “tiger” respectively), the
present title of the dance. Such word play is
uncommon in the naming of dance performances
and exposes its intention to deliberately sabotage
the choreography. It also indicates the plight of
the choreographer as well as the plight of dance
and theater. However, these similar syllables when
passing through the body in a flood can produce
a different kind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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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isrupter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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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命名的表演》，45 分钟，contact Gonzo 小組（日本）

表演者：NAZE、松见拓哉、岩手景吾、冢原裕也 | 摄影：河不止

未命名的表演

Untitled Movements

这是 contact Gonzo 小組 10 年来所创作的最简单的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simple performances

拉扯、摔砸物品及其他完全随意的动作。灵感源于

10 years.Totally improvisational movements,

表演之一，由完全即兴的动作组成，包括碰撞、跺脚、
各种运动、露营、网络武术视频、滑板文化、舞蹈
历史、现代哲学，甚至烹饪。

that has been invented by contact Gonzo over
hard contact, stomping and dragging each
other, throwing stuffs, all other totally non-sense
moves, derives from influences from all sorts of
sports, camping, videos of martial arts on the
internet, skate culture, history of dance, modern
philosophy, oh and even c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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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isrupter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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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的讲座表演《安特卫普三部曲》开始，转向混

引言：中国的纸老虎工作室与日本的 contact Gonzo 小组先后

合语境和基于整体视野的跨文化研究性剧场创作。

呈现各自的作品，他们的相遇是两种成熟的当代剧场美学之间

的碰撞与对话，外在形式迥然不同，但内在表演理念之间的联

2010 年纸老虎在北京建立自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的

系却值得探讨。纸老虎“搅局”式的艺术创作，通过剧场介入

五年时间里，发生大量的表演、生活和交流活动。

现实的种种荒诞，contact Gonzo 则一本正经地以平时恶作剧
式的身体行为讨论“因爱与存在所产生的痛”的哲学。

2012 年的“群众”概念的剧场项目《非常高兴》使
得纸老虎开始与欧洲的主流剧院合作，包括慕尼黑

室内剧院（2014《非常高兴》），明年的克拉科夫
国立老剧院（2016《十诫》），汉堡塔利亚剧院（2017

年《500 米 - 卡夫卡，长城及不真实世界的图像》），
持续推动跨文化研究性剧场的实践。

张渊：从 06 年的《酷》以后，纸老虎开始更多的使
用舞者进行创作，这是为什么？

田戈兵：纸老虎和舞者的合作从 97、98 年一开始
就有。但那段时期人员身份更混杂，舞者在其中并
不特别重要。那时除舞者外还有行为艺术家、公司

职员、作家、艳舞女、歌厅的妈咪、街上的卖花小
采访人物：田戈兵 （纸老虎工作室创立者、艺术总监）
采访：张渊

的作品需要更多身体的强度，舞者就多了。

总的说，九十年代起，正是由于不同、多样、五花

创作路径，或者一些时间节点也好 , 有没有过转折？

当代艺术的历史。在今天，真实身体的表演已经在

田戈兵：简短说，纸老虎最早那帮人从 1997 年在一起，
1998 年有了纸老虎这个名字，到现在近 20 年一直都

八门的表演者的入场，开始了中国当代剧场或者是
行为表演和民众剧场里屡见不鲜。这时候，纸老虎
想做些有难度的事。

是独立剧场的方式，远离体制，自生自灭，绝不变现。

至于演员，无所谓舞者不舞者，素人不素人，表演

它实际就是一个名字而已，以方便大家相聚。

些素人身体就一定具有个人性，不信你去看看广场

也没法变现，因为纸老虎既不是机构更不是什么剧团，

早期作品随遇而作，偶发、跨界、材料感、现实感、

者的能量和特质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不觉得那
舞，全是国家身体的一部分。

多场域、多空间和观念、黑色、出其不意的介入性，

张渊：你会做演员训练吗，使他们更适合你的要求？

及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案例。参加者身份混杂多样，

田戈兵：没有，我不训练演员，只选择和使用被各

以乱对乱，创造了很多介于剧场、行为、特别空间
自由出入。

2006 年的《酷》开始，更多的强化 “剧场内部”形式，

以“剧场”机制统摄现实感和建构纸老虎的表演美学。
当搅局者遇上疼痛的哲学

会剧场路数，是当代现实泥沼中的行动。
《酷》以后

张渊：纸老虎从 1997 年开始到现在 , 我觉得一晚上

都说不完，你可以稍微概括一下纸老虎这十七八年的

12

孩等众多现实社会角色，说明纸老虎一开始就是社

种方法和系统训练好的演员。全世界有太多的演员
训练方法，我不需要再做这种事情。我从不试图建
立什么体系和方法，我不做这东西，我不想把我在

剧场的工作变得有任何职业化的倾向。但另一方面，
When Disrupter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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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非常专业，纸老虎的专业程度远远地甩开
了这个国家。

张渊：所以你的重点是在于发现每个舞者或者他（她）
这个演员身上的特质？

田戈兵：最重要的是材料。我会选择所有可能的材
料，舞者当然是一种材料，是被训练过的一种现成
品材料。当然每个演员也会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

反而凸显了规训的结果。我要做的就是怎么来认识
他们，怎么来和他们一起工作。包括我用文本你也

知道，我不会去写作文本。我用公共文本，用那些
有来历和出处的文本。这个很重要。

张渊：在我看来，文本在传统的戏剧里面，它是调

动这个演员去表演和产生一种情绪的东西，有情节
或者故事。那你用这个文本肯定没有这样一个功能
在里面，那么你用的文本，第一个是现有的已经完
成的，第二个我发现是演员他本身自己的故事。所

以这样的文本，会跟表演者的身体也是有一种直接
的关系，所以这里也有你的考虑在里面？

田戈兵：文本在我的剧场里没有一种统摄性的地位，
它跟其它的材料是平等的。文本必须有助于我们实
现一个活的现场的时候才有价值，所以纸老虎比较

拒绝那种文学性的剧本，因为这样的文本会将剧场
变成一个过去时态的假空间。而剧场实际是一个具

有多重时间性的空间，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活的时刻。
夸张的说，剧场里的全部技艺都是关于时间的技艺。
张渊：请着重介绍一下纸老虎 2009 年以后的转向。
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田戈兵：与那年去比利时驻留有关，那段时间忽然

份。所以，激进的扩张的全场域的而非孤立的本地
化的跨文化剧场就成为对抗这种被身份化的行动。
张渊：《非常高兴》就是这之后的一个重要作品。
田戈兵：《非常高兴》是我们开始尝试跨文化创作的
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案例。它不是以往那种西方中

的新方向和可能。也让我看到，在漫长的生涯里，
那种单一局限的语境正在将你塑造成某种固定的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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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优质的体制合作，会进入优质的系统里面，这

张渊：所以在每次演出当中可以产生一些作为知音

个进入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进入，人生的进入，一

定不能变成一种职业意义上的完成，不能成为那种

或者特别投缘的人，然后慢慢这个队伍壮大。

张渊：欧洲的剧院系统比较成熟，也非常有效。但

么要巡演？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去寻找观众，去找到

国式调研，一系列开放的工作坊，两边不同演员在北

己的一个困境。

最后完成在北京的演出，三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德
京和慕尼黑两地的贴身排练，最棒的剧构和其他专业

是他们也面临着这些机制，这些艺术节或者剧院自

没法对话，有些人可能一下子爱死你了。所以为什
那种具体的个人。这是剧场魅力的一部分，总会遇
到一些特别美好的人，这种人很难说有多少，其实

也不需要太多。不需要哭天抢地的粉丝，在网络时

人员的合作，以及德国最好的剧院系统提供的所有支

田戈兵：我们可以享受它的成熟高效，也可以把自己

号，纸老虎在这个最佳剧院里完全获得了主场待遇。

自：如何在不可实现中去实现一些事情。如何利用剧

张渊：你对亚洲，对亚洲的当代剧场，特别是以

前面说的跟慕尼黑室内剧院的合作，不夸张地说，这

虎，以及中国的剧场，目前跟亚洲的关系，据你

持。慕尼黑室内剧院曾连续几年获得德国最佳剧院称

我后来常说，《非常高兴》是在德国非常讲理的剧院
系统帮助下，实现了纸老虎非常不讲理的剧场美学。

张渊：相当于一个个体，跟欧洲很成熟的一个剧院
一个体制之间的一个合作和交流。

田戈兵：这个经验给我们一种鼓舞，就是个人的边

界和可能性是非常开阔的。你可以跟任何你意想不

的困境汇入它的困境里。对我来说，最大的愉悦感来
场的帮助更加出其不意地生活，这是最重要的。比如

种合作这个国家的那些牛逼闪闪的什么大剧院它做不
到，哪怕它掌握着所有资源。但纸老虎这种零预算的

在文化上被忽略的事实，近代以来关于亚洲的知识

现在有什么建议或意见。

你是怎么决定参加这个项目的，然后你对这个项目

体制，不给他们机会，只与那些优质体制合作。

田戈兵：之所以参加当然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

张渊：一直以来，你并不坚守任何一种所谓的规则，

要，常常是私人的原因。比如刚刚在 PSA《聚裂》的

不希望有任何一种模式或者一种操作的东西，好像
纸老虎不管经历哪几个阶段，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管
理的、行政化的东西。

机构。有事则热闹熙攘，无事就空空如也一片安静。
不舍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纸老虎一直以来就是做

都是西方殖民化的结果，加上历史、地缘、种群、
宗教原因，亚洲成为一个无法统合的概念。这两年

不断遇到一些策展人说亚洲，听起来更像一种策展
策略。至于亚洲地区之间的剧场互动，我印象中并

不活跃。有限的交流多来自民间，比如民众剧场方式。
张渊：当代剧场这个层面或者身体创作这一块呢？

演出也是这样，整个过程充满了麻烦和困难，我一路

田戈兵：亚洲身体始终是一个特别民众剧场的一个身

场就是因人而起因人而息，我早期做剧场就是朋友圈

结合这几个地方的社会运动一直都在发生。我猜测，

忍过来。为什么？因为文慧，不是因为你是 PSA。剧

的方式，这是 80 年代以来的一种东西，可能植入在
我身体里。我很容易被人之间某些东西吸引，而不是
一些其它的原因。这是剧场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没
法丢掉它。

张渊：那你个人对所谓剧场的观众或者公众这个概

任何这种企图都是对人生的一个侵犯。在如此荒唐强

亲戚”来关注你的剧场，还是希望更大的陌生的公

大的现实面前必须得有更加强大的虚无感。

亚洲？或注意力不在亚洲？但也无意间道出了亚洲

参加很多事情都不是因为你告诉我这个项目如何重

空而非做实，做实了就成为这个国家奔向成功洪流中

的无数纸老虎中的一个了。我们一直拒绝自我系统化，

个人了解是一个什么情况？

已成定局有什么意思。

永远需要处理与体制的关系，要想利用体制又不被
体制干掉几乎不可能。纸老虎的方式是彻底抛弃烂

身体为出发的这个当代剧场，是怎么看的？纸老

田戈兵：你叫“身在亚洲”是不是下意识说心不在

局，实际上并不只搅别人的局，也搅自己的局，不然

张渊 ：我们现在可以谈一下“身在亚洲”这个项目。

消化掉，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你知道独立剧场

代圈点粉不难，但实在懒得理他们。

野生动物偏偏做到了，有种搅局的得逞感。我喜欢搅

到的一些机制发生关系，但同时你又不为这种机制

我不想跟合作者变成机构化的关系，最好在大家依依

征兆性的蛛丝马迹已隐约可见，让我看到未来剧场

直不在乎。因为你没法也没必要在乎他们，他们在哪里？

种职业导演？我对这种可能保持警惕。前面说我们

12 年开始启动调研到 14 年慕尼黑首演，再到 15 年

心视角的跨文化，而是完全去中心化的一次创作。从

一直以来所处的现实，以及过往的作为，什么独立
一方面全球一体，一方面又完全隔绝，但其中一些

么样？我变身成一个可以在很多欧洲剧院排戏的那

田戈兵：每次演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人，有人跟你

田戈兵：对，纸老虎就是一个空洞的名字，非公司非

剧场这些也可以放在一个很大的背景中看。这世界

田戈兵：我肯定不太在乎“更大的陌生的公众”，一

剧院化的导演，不停的排戏排戏……

放空在一个与之前生活毫无关系的地方，就像一次
重新转世。这时候去看很多事情就比较清晰，包括

比如我们现在做到欧洲这种主流剧院里，未来会怎

念，是怎么看的？你是更在乎像我们这种“失散的
众来关注你做的东西？

体，行为表演混杂，在日本，台湾，香港和内地之间，
这是上世纪席卷亚洲的解放、独立和社会革命运动
的未尽事宜，跟这段历史与这代左翼激进知识分子
的命运有关，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以后再说。

我自己在 2000 年曾得到设在新加坡的亚洲文化基金

（ANA）的支持，他们当时有一个项目，关于全球
化背景下亚洲文化的多样性（大意）。所有他们支

持的项目都必须是亚洲不同国家间的艺术家合作，
以强化亚洲性。有意思的是 ANA 的王景生这帮人都
When Disrupter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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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剧场教育出来的精英，在新加坡这个高度资

张渊：你故意的是吗？

没意思了，你找一个人永远是被打的行不行？这样

做的，别的地方不可能出现。昨天他说的害羞很典型，

做了很多亚洲非遗项目。这是在十几年前发生的一

田戈兵：对，我想要的是一种暴力的没完没了的常

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打架的关

有礼，然后另一面就是特别的狠，这是很日本的两

本主义化的中转站，以亚洲各地民间表演为资源，
次关于亚洲艺术身份的运动，有意思的是，是以后
殖民代工的方式进行的。

张渊：那么纸老虎从身体出发，从身体能看到的是

态化。

张渊：甚至让暴力产生一种疲劳感。

更刺激观众。还有，这些人真实生活中和在表演中
系又是怎么界定的，谁在里面更有权力感，这个东

西是靠你生活中的权利关系来建立吗？还是靠技术、
演技、体力来决定？

什么东西，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田戈兵：一种傻逼感。说回昨天看日本团体的打架也

如果不是这样，那好我为了更刺激观众，我开始设计，

田戈兵：前面说，身体的入场是当代剧场历史性的

样了，再继续，就是在重复这种东西，不会有什么后果，

个对观众来说很难受的，会产生一种丰富的情绪。

开始，这是前所未有的。换句话说，当代剧场的当
代性即由身体而来，当然身体的指涉很多。具体到

纸老虎，就是利用身体来处理语言，处理时间，跟

那些由动作数量统计出来的什么身体剧场、肢体戏
剧有根本的不同。

张 渊： 现 在 说 说 昨 晚 跟 你 们 同 台 的 日 本 contact

有一种疲劳感，差不多看十分钟的时候你就觉得就这

跟在街上看一个真实打架那个现场心理过程不一样。
你在大街上看一个人打架，一拳打在人家脸上，你心
里面那种刺激是很强的……

张渊：因为你不知道结果，在街上的打架很可能都
会出事。

Gonzo 小组的表演，我这个项目初衷是想把中国跟

田戈兵：在剧场里，你打三十分钟，三十分钟是一

产生一些话题。同台的两个团队会有一点相似性，

久？一直这样吗？表演的不可预期变成了人生的不

亚洲做当代剧场的艺术家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期待
当然也可以完全不一样，从而产生一些碰撞与对话。
田戈兵：昨天日本那个表演，其实跟我们还是有一
些相似的东西，都是很身体性的能量表演，但日本

这个能量是靠一种真实的暴力行为来产生，在真实
性抽离以后，它的能量就没有了。不同的是，我们
这个《非肥匪废》是两个女舞者，而他们那边是三
个男表演者。这个还有点反常，纸老虎通常都是男
的多，偏偏这次是两位女舞者，跟他们放一起 pk。

这是我第一次被委约的“编舞”作品，也是纸老虎
最极简，无排练低技术的表演。亚男和雷琰都是很
棒的舞者，我们合作多年，于是就利用这种多年时

间的默契来编舞。昨晚的表演她们始终是不接触的。
而日本团则是通过身体的暴力接触来实现。但现场

个表演的时间，时间在这里很重要，你究竟要打多
可预期，这些人会不会受伤，这些人会在一起打多

这决定了他们差不多是拿一生在里面玩，在里面赌

精彩，技术了得。七分钟时，就让人很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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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去。就每天每次这三个人噼哩啪啦一通然后完
了，这个枯燥他自己能承受吗？就是你对于观看者
的预期被消除以后，你怎么来重复这种东西？所以

他们的作品至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指
向了其它的表演，就像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

问者，他们变成了一个自我身体实验品。他们必须

的身份焦虑有关，一切都搞得清晰明了但一切都在
未完成中。而超级大陆地区一切都命中注定，无底
线无节操，变态算什么。

张渊：最后，你想对中国这个当代剧场的现状说两
句吗？

田戈兵：有一个中国当代剧场吗？不管有没有，不

操他的心了。我们就专注于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就
好，就像你现在这个《身在亚洲》。

他们，你们会不会作为演员去参与别的表演？然后

张渊：现在《身在亚洲》这个项目等于是将剧场放在

的导演合作，会很害羞的。

也是一样。从今年来看，类似的事情一下子好像发生

他们就说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很害羞，如果跟别

美术馆里，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聚裂》
了很多，很多美术馆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你是怎么

田戈兵：他其实很会封闭自己，他反复说害羞。我觉

田戈兵：这种发生已经有十几年了吧，但都是由艺

张渊：他们现场也有增设一些其它的效果，一种配

是他的一种策略了。如果是真的，就像一种修行一样，

可以举出的例子非常多啦。但这种大面积的发生和

合或抽离，比如现场的影像。

表演了，就有点像我们的表演了。我们每一个作品

中辉和丰海打了七分钟，在四分钟时你觉得打得很

他们并不想影响观众。那你就只能这种枯燥无味地

本。再联系到日本特有的变态文化，也许与岛国式

一些变化，这是最有意思的。

面心理的变化，彼此人际的变化，当然包括生理的

的兴趣是剧场里真和假转换的时刻，如果你在台上
逼真，操，就让我们无法判断很凌乱。在《酷》里

对有些观众也许更刺激。但这个也不是他们需要的，

作品，这个同样害羞的台湾人的狠劲儿好像也很日

张渊：所以你觉得他们必须自我封闭起来。

田戈兵：就是打着打着自我怀疑了，打烦了，忍不

真的打架就挺傻逼的，你说假的打架，又打得那么

还可以怎样？

一把。他们通过表演把自己作为了一个样本，这里

感觉，这两位女子的能量更强大，我不是说是因为
我的作品啊。纸老虎也有在剧场打架的表演，我们

面又挺狠。

田戈兵：马上想到的是谢德庆 70 年代那些年的行为

消除对这个世界的兴趣，才能保持下去。我昨天问

时候，他们真实的关系、真实的身体都会不一样。

让你开心，让观众开心。一方面彬彬有礼，另一方

以此类推，那你还可以打到浑身出血，还可以……，

个人来打，那就变成另一个作品了。当然我不知道
一重复的一路打下去，三个人打一辈子。打到老的

观众服务的意识和意图，我用我身体付出这种疼痛

张渊：亚洲有一种特别的狠劲，在行为表演里很多。

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提问了，他们不是一个提

他们会不会做这种改变，依我看，这几个人必须单

面性。比如他昨天表演时对观众特别周到，那种为

我每一次都选一个最弱的，然后残害这个人。那这

久？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人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

化。受伤了怎么办？可以换人吗？如果每一场换一

实际上日本男人是比较害羞的。害羞、自律、彬彬

住要做一些设置和改变，这就完了，就成另外一种
都不一样，而他们恰恰是每个作品都必须一样。所
以这种单调性的固执才是他们。

当然我们可以在旁边猜想，这三个人势均力敌的打

得也许是真的害羞，或者不是，不是的话，害羞就

把这种身体上的疼痛作为一个法门，作为他的修行

之道，而表演只是他们的自我仪式。他不能有其它

的兴趣，他必须心无旁骛地去经历这个身体的经验，
这个经验一点点耗尽人生，这个经验非常枯燥。

张渊：那这种东西你觉得跟他这个日本的文化，或者

看待这样的演出，当代剧场在美术馆的发生？

术家个人开始的，剧场和当代艺术之间的混合跨界，
被意识到，还是跟美术馆的发展有关吧，这十几年

新冒出了多少美术馆机构和空间啊。通常在美术馆

的这个阶段，表演会是一种不错的配料，便宜有效。
虽然最终这些表演都不可能物化，但比起展览的投
入还是很划算的。

亚洲的这种东西，如果要放大的话是有这种联系吗？

至于现在美术馆系统对表演的这个意识，应该不是

田戈兵：你肯定不能简单的说，这只是日本人可以

这个知识的了解，或者说当代艺术这套知识的翻译

来自本地艺术家的实践，而是来自于西方，对西方

When Disrupter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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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好翻译到了这一页。

活动回顾：

总的来说，剧场是个很外来的东西，还来的那么晚，

12 月 6 日晚，中国纸老虎工作室与来自日本的 contact Gonzo

国人，包括那些策展人对它还是挺陌生的。

场中的身体呈现”系列演出活动的序幕。

又常被混杂在文艺娱乐表演里说不清楚，所以多数

小组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共同撕开了“身在亚洲――亚洲当代剧

张渊：在西方，表演、剧场、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

纸老虎作品《非肥匪费》出其不意，随着展厅大门缓慢被打开，

有一种复苏，突然一下子又重新开始的状态。

话筒中传出，在重复中渐变，拨动舞者的身体，文字成了节拍，

很紧密，从上世纪以来就是这样，但好像近几年又

田戈兵：有可能是剧场对当代艺术的一次重新激活

两位舞者亚男与雷琰动静分合，彼此感应对方的存在。语言从
其携带的意义在挣扎，寻找可以着落的地方。

说不定。这两年美术馆演出内容多了以后，大家开

contact Gonzo 小组直接把“打架”这门学问搬上了舞台，

相反，夸张地说，美术馆发生的那些展览不过是表

（contact）中汲取灵感，经过长期摸索发展出独有的创作方式，

始说当代艺术如何影响了剧场和表演。在我看来正
演被物化和文献化的时刻。

把疼痛视作自己与观众的连接点。三位成员从舞蹈的接触即兴

用打斗和身体的对抗寻求极限。这些身体互相击打了十多年，
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而留下的”痛”的痕迹却在剧场内外彼
此的关系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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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About the Artists

Yanan created the ‘Misreading Trilogy’ at Monty
Theatre, Antwerp. From 2012 to 2015, Paper tiger
developed a large scale research theatre project
on the concept of ‘the Mass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Münchner Kammerspiele Germany and
Goethe Institut. Its theatrical presentation, Totally
Happy was premiered in Münchner Kapperspiele
on October 2nd of 2014. In May 2016 Tian
collaborated with Stary Teatr in Krakow as the first
Chinese director ever commissioned by a Polish
national theatre. With Paper Tiger dancers and
the actors from Stary Teatr he created his latest
piece the Decalogue. In 2017, a new chapter of
Paper Tiger’s inter-cultural theatre exploration
500 Meters: Kafka, the Great Wall or the Image
from an Unreal World has taken its world premiere
during May in Hamburg ‘Theater der Welt’ and

纸老虎戏剧工作室 是 1997 年创立的一个独立艺术共

Paper Tiger Theater Studio is an independent

in August the China premiere at Shanghai Ming

自不同领域的人们共同创作，用残酷幽默的‘搅局’

theatre collective initiated by Tian Gebing in 1997.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Collaborating with dancers, artists and people

同体。由戏剧导演田戈兵及舞者、艺术家和一些来
姿态，粉碎现实社会的美丽谎言；并把戏剧作为一种
进入现实环境的按钮，让社会与剧场行为进行交流

和置换，以此来解放戏剧和观众。纸老虎的一系列
作品均以生活本身作为原始材料，对当代人类现实

生活进行解构、置换、误读、续写、描绘、即兴创作，
以及戏剧性的重构。成立至今二十年来，纸老虎策
划和创作了大量的艺术项目及作品，并在这些作品

的实践中发展其独有的‘异托邦’式当代剧场美学。
自 2010 年起，纸老虎开始一系列跨文化、跨媒介和

研究性剧场的创作，最新的剧场研究项目《500 米：

卡夫卡、长城、来自不真实世界的图画以及日常生
活中的英雄主义》，于 2017 年 5 月汉堡世界戏剧节

进行全球首演，8 月上海明当代美术馆完成中国首演。
纸老虎工作室网站：

www.papertigertheater.com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Paper Tiger commits

www.papertigertheater.com

itself to raise an independent voice to the ecology
of theat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dermining
reality with a humorous, and brutally absurd
manner, Paper Tiger, acting as a spoiler, constantly
shatters the sweet fantasy which conceals the
cruelty of current social reality. It does not only
deconstruct everyday life into theatrical creations,
but also converts theatre performance into a
threshold to re-enter these real living scenes. In
this way daily social life and theatrical life on stage
are elevated to a more profound and organic level
so as to set both theatre and spectators free from
their conventional constrains. These powerful
revelations and theatrical reconstructions are filled
with humour and gravity. Through experiments
and practices a distinct ‘Heterotopian’ style of
theatrical aesthetics has emerged itself.
In 2010, Paper Tiger expanded its focus to multi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atre.
From 2009 to 2011, Tian and dancer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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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搅局者遇上疼痛的哲学

When Disrupter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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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Gonzo 小组 自日本大阪，这个组合的特点

contact Gonzo is a collective from Osaka, Japan,

左（gonzo）”美学结合起来。他们在公共场所、山

with legendary journalist Hunter S. Thompson’s

在于将即兴身体接触与传奇记者亨特·S·汤普森的“刚
川、河流、画廊、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的剧院和小
巷里表演，他们的表演带有街头斗舞的感觉，而且

舞蹈动作复杂。近年来接触刚左越来越受到表演艺
术界和当代艺术界的关注。目前接触刚左由五名来
自不同背景的成员组成，包括 NAZE、松见拓哉、岩
手景吾和冢原裕也。

that combines improvisational physical contact
“gonzo” aesthetics. They work in public sites
mountains, rivers, galleries, museums, theaters
and alleys around the world, with performances
that may seem either a street mosh or a
sophisticated dance. In recent years contact
Gonzo became the focus of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both the performing arts and contemporary art
scenes. Currently contact Gonzo consists of five
members with different back grounds, including
NAZE, Takuya Matsumi, Keigo Mikajiri and Yuya
Tsukahara.

When Disrupter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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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 Deco

概念：小珂 X 子涵
编舞：小珂

音乐 / 影像：子涵

演出：黄志豪、李辰川、许梦莹、小珂、子涵
项目策划：张渊、陈冬阳
摄影：河不止

DANCE DECO

DANCE DECO

通过对舞蹈的修饰性表达研究，开启关于个人身体

explores individual's body and identity by

入舞者的当下身体，从民间舞到现代舞，从古典舞

China’s dance education and dance culture

与身份的探讨。中国舞蹈教育和舞蹈文化的影响深
到当代舞，舞动不仅仅是身体美学的传递，更映射

出社会形态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在上海外滩美术馆，

演员们将个人身体的舞蹈记忆通过散点式的结构方

法拼贴、重组并解构，逐一剥离出个人身体的所属性。
DECO 在艺术领域中，不只表示装饰或修饰，更多

也更确切地说，它用于表示古典元素与精神在现代
艺术里的应用。DANCE DECO 旨在运用舞蹈中的传

examining the decorative expression of dance.
left inerasable imprints on its dancers. Dance,
be it folk dance, modern dance, classical dance
or contemporary dance, does not just convey
the aesthetics of the body, but also reflects the
trajectory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t Rockbund Art Museum, performers will use the
structure of scatter plots to collage, restructure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 DANCE D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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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元素调制一出不仅仅是“舞蹈”的身体反思。在

and deconstruct dance memories, demonstrating

找着所谓“亚洲身体”的属性，而在中国这种讨论

of art, DECO not only stands for decoration, but,

当代剧场的艺术范畴，亚洲激烈并持续地讨论、寻

一直混混沌沌。此次小珂 × 子涵于外滩美术馆的驻
场创作，再次尝试打开新生代对“亚洲身体”的反
思与研究。

the properties of each individual body. In the field
more precisely, it re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elements and spirit in modern art.
DANCE DECO applies dance’s traditional
elements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body.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arts theater, spirited discussion
and the search for so-called properties of "Asian
body" have been going on in Asia. However in
China, such discussion has been plagued by lack
of focus. The work created by Xiao Ke × Zi Han
as RAM’s artists in residence is another attempt
to inspire the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f "Asian
body” in the new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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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驻地项目 DANCE DECO

张渊：时间非常紧，是个很大的挑战。还有什么挑

目和用的演员，首先演员大部分基本上都在上海

张渊：在这个作品里面，你们用了很多类似于采访

反而在国内的演出，以及这样的表演类驻留项目其

跟外滩 art deco 的题目来的，所以就没有花太多

是关注到创作者或者演员自身的问题，其实还有一

战？因为据我所知，你们经常在国外有演出和驻留，
实是很少的，所以这次你们参加下来有什么比较大
的感受？

生活的城市、生活相关的作品，给予我们一次在自

种舞蹈教育留给一个个体的痕迹，舞者是最鲜活的材

馆方面也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和当时在美术馆的展览

驻留项目。因为在上海驻留，我们家住的离外滩很

远，所以每天来回路上，基本上快的话一个半小时，
慢的话可能两个小时来回。
张渊：整个排练多长时间？
子涵：从排练到做成一共好像 10 天左右。
张渊：对于一个新作品，这个时间应该是很短。
子涵：对于我们使用演员的作品来说，应该属于时
间很紧、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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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去做 research。因为本身已经积压在自己身
体里，不是一年、两年，你就在这生活。

家的装置或作品产生直接联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小珂：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因为涉及我自己已经很

张渊：对，是 Hugo Boss Asia Art。

子涵：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是我们做过最疲劳的

己的城市――上海――展现自己作品的机会，所以

张渊：有这个点，就等着去触发它。

的，因为那个展览也是关于亚洲艺术家的。

或记忆中，有什么感想或新的观点可以分享一下？

个活动，给我们一个平台做本身我们和我们自己所

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性还是有特别大的
开放度，我们并没有特别刻意地要跟展厅内的艺术

月演出到现在已有 7 个月的时间，现在在你们的印象

陆的舞蹈教育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和反思。

提到这个驻留项目其实跟你做的《身在亚洲》当代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是驻留项目，所以美术

馆的表演驻留项目，DANCE DECO 这个作品去年 12

些记录、文献是从他们自身出发，从而找到中国大

小珂：你没有办法把话题扔到一个特别大的范围，怎

是一个单独美术馆驻留项目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

张渊：作为《身在亚洲》的项目，同时也是外滩美术

做的驻留项目不同的一点。

小珂：对于我们来说，是外滩美术馆和你策划的这

表演艺术剧场项目是在同一时间发生，更让我淡化

采访：张渊

的时间用在在地化的调研，这也许是跟我们以前

这样的提问，还有现场的采访、问题的形式，更多

小珂：我没有特别强烈觉得是在做一个驻留的项目，
可能因为我们是本地的艺术家，然后再加上你刚刚

采访人物：小珂 X 子涵

生活，我们想做的这个题目 DANCE DECO 也是

小珂：我们所关注的话题，DANCE DECO 的身体

身体的创造上？

小珂：对，因为亚洲太含混了，你现在问我亚洲是
什么我也不能准确回答你。

子涵：也许就像项目的题目一样，《身在亚洲》，

个作品寻找有针对性的故事，把这些故事变成可以使

用的现场。那就是我们 10 天里面花很多时间做的事情。
举个例子，比如说志豪开场的那个 POSE，那个姿势。

小珂：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演员辰川在舞蹈学校的时

己是很有意义的。

如何？他们是有抵抗吗，还是他们也是非常积极

张渊：所以这个作品非常具有中国大陆的特性？在

已经很精彩了，那我们只要在这种聊天的过程中为这

作品我也没有见过，我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情对我自

氛围里面，像我们这样反思性、自省性的舞蹈剧场

然这只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去做的、在中国大陆这样
关、反思身体语言的作品。

先是朋友，每个人的经历，留给他们碎片式的记忆就

张渊：这个我很想问。

张渊：包括你当时想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去找

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自省式的、跟身体有

料。我不能这样说他们是材料，就像刚刚说的因为首

多年没有涉及的纯舞蹈性的作品。在上海这样一个

性的思考和展览里的关于亚洲这种不同国家、不同
文化背景艺术家的作品，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当

么去谈中国的舞蹈教育呢？所以只能到个案中寻找这

那些合作者、演员也好，他们当时给你的反应是
的想做？

小珂：没有啊，我们只会找朋友。在那么短时间

里面你不可能找不熟悉的人。另外一个的话，我
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创造跟生活是完全扣合在一
起的。如果不是朋友我不会跟他合作。

张渊：你们当时的演出空间是艺术家莫萨的展厅，你
们在构思上有没有试图和他的作品发生一些联系？

候老师排的一个大型舞剧里面的一个姿势，但是这
个动作非常反人类，很丑陋，但是很有张力。我们

当时就觉得说让志豪这个非中国舞蹈教育出来的，
可以说是有机舞者（他非常热爱舞蹈，一个街舞背

景的演员），让他摆这个 POSE，就形成了强烈对

话的反差。然后瓜子从天而降，就是游戏很重要，
在我和子涵的作品里面，我们一直寻找可以把玩的
元素，所以先是一颗一颗往下扔这个瓜子，变成一
个小时我们都会玩儿的游戏。你去旅游景点，你要
投到水池的洞里表示吉祥，那个石狮子口，志豪就

变成把玩的道具，他的姿势本身就让他变成一个道

具。辰川当年跳这个舞，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具，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这样，把个人故事、经历、和我
们的态度、观点通过游戏的方式串联起来。

亚洲也是一个大概念，我们身在亚洲，相对来说

子涵：可能这种联系是整体作品诉求，或者作者

子涵：这个可能是我们做作品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出

能是我们对于身在亚洲的理解。如果说驻留的话，

的。我们这个作品 DANCE DECO，其实也是对于

去扮演谁，在台上每个人就是他自己，那每个人自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身在中国大陆，所以这也可

当 然 很 感 谢 外 滩 美 术 馆 给 我 们 提 供 排 练 的 场 地。
但是如果说这个驻留项目和其他驻留项目不同的
地方，就是其他的驻留项目，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和精力做很多在地化的调研。我们在上海，首先

我们对上海的城市比较熟悉，而且我们想做的题

创作时候的状态。莫萨的作品其实很具有反抗性
一种体制化的教育制式的舞蹈、身体的表达和这

种对于压制性的教育方式或者说压制性表达方式、
统一模式化表达方式的一种反抗，从精神诉求上
看是一致的，而且有一些共通。

发点，就是不可能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演员在台上
己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切入点，所以我们就以自己的
切入点作为构成作品的素材。当然能够用他们自己
的故事作为素材，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他们自己的
表达也会更有情绪，更有代入感。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 DANCE D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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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更有动力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也听说了有几

舞的时候、舞蹈创作的时候到底想一些什么问题。

张渊：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其实很荒诞。

或我是喜悦，但是其实情感这种东西，哪怕你表达

过舞蹈专业教育的人都觉得非常痛苦。

的时候和每一个舞者共同交流得出的，还是大部分

小珂：这些问题，再加上自己的家乡话，他们又知

况你是用一种制式化的方式表达，这其实是一个让

个本身是舞蹈演员出身的，或者当时在看演出的受
小珂：也不是痛苦，他们觉得我们太恶搞了，当然

那么这些在作品当中涉及到的问题，是当初在创作
是你们两个遇到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是有点伤害，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

小珂：不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太多跟舞

的财富。你认为自己在做艺术，你认为你所学的东

因为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我虽然大学不是舞蹈学

是十几年、二十几年接受这样的教育，这是你唯一
西都是你在艺术这条路上珍贵的、仅有的财宝。而

面对 DANCE DECO 的时候，这所有财宝都被我们
用来调侃。其实并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在他

者交流这些问题，就是顺其自然就出来这些问题。
校，但是我从小也是受过这种迫害，所以该问什么，
或者什么感受，我觉得就很快吧，很快就出来了。

道这是一个演出，得了又变成游戏了，这事儿别想

认真了，所以就以游戏的方式展现了各自方言和母
语，回答了看似严肃实际上非常荒诞的话，比如说

你做的，中国当代舞可不就是要求你跳舞的时候饱

活当中也是无处不见的。

的，你真的要想的话，那这就是中国舞蹈教育要求
含热情，热爱你的祖国。

子涵：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

既是你教育所得，同时也是你不能真正解放自身身

采访的问题是我们排练到了后期，就是后面几天快

小珂：我们一直用游戏的方式。而选择东北秧歌摇

位舞者在排练过程中的状态，但是我之前没有告诉

似乎有一致性的状态，还是一个小团体，观众也有

体的障碍。你如果迈出这步，承认这点的话，我相

信我们身边有太多从这种所谓专业背景出来的人，
他们会成为非常好的创作者。但是绝大多数人，就
是在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候，他卡在这，也许是自尊

临近演出的时候，我根据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几

他们，那个短采访是一条拍成的，就看最真实的反应。

心，也许是怕被否定，也许是种种原因。所以我想

张渊：当时最真实的反应。

友，他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我们比较直接地撕破了

子涵：在这个排练过程中形成的。

DANCE DECO 只不过只有 70 分钟，结束以后 2 天

小珂：你刚才说那个，我没有觉得这个作品只是说

DANCE DECO 那些现场跟我们熟悉的舞蹈背景的朋
他最不想撕破的那层东西。但是撕破又怎么样呢？

就淡忘了，各自回到各自生活的轨迹，继续各自坚
定地守着自己坚固的堡垒，还这样的活着。我不能

舞蹈这件事情吧。

说我们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的方式，

张渊：这是我下面要问你的问题。

朋友来说，是不太合口味的胡椒粉，他时不时回想

小珂：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演员都是来自于

啡。我们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

辰川他在自己大脑思维，当他思考的时候他全是安

只能说我们的态度，也许对于我们自己，对于那些

起这道菜的时候，至少不像是我现在喝的星巴克咖
子涵：只是提个醒，或者说提出这个问题，至于之
后怎么样，那是每个人个体的反应。

张渊：因为这个作品我想说，从观看者来说，很明
显区分为受过舞蹈教育的舞者，即舞蹈圈的人，和

非舞蹈圈的人，也就是普通的观众来看这个作品。
那么从普通观众看这个作品的话，也许会觉得这个
作品非常幽默，很有笑点，很多游戏性的设计，我
们不会觉得是沉重的作品，或者有多少疼痛、痛苦

的作品，反而你们提供这么一个可能性，或者一个

途径让我们了解舞者这样一个情况，或者你们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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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的姿势形成一种身体的律动，而这种律动让大家
的看。但是实际上根本没在舞蹈，完全在游戏问答

过程中。用方言充实这个过程，只是让观众满足一下，
观众认为这是一个舞蹈，实际上不是。回答这些问

家乡，来到上海这边打拼、上学。家乡这种东西，
对于梦莹来说我不知道，可能她说这个江西话，让

己和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张渊：其实有不同的立面在里面，不光讨论一个舞
蹈教育的问题。

这是个很哲学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舞

绘画教育，还是你学理工科的，还是你在工作都会
面对吧，所以只是我们的切入口是跳舞。

张渊：我记得子涵你跟我说过，从这个作品你也想
传达一个东西，人的情感表达和身体规训的问题。

她联想是她跟妈妈在说话，不是跟我们说话。你可

子涵：我不是舞蹈训练出来的，我觉得人的身体反应，

内容，和你面对一个朋友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想用方

达你自己的东西，你想交流，想要告诉别人一些东西，

以想象我们跟爸爸妈妈说话的那个状态、情绪、说的
言的方式来调动起演员回到自己真实的状态。而且
子涵设计的那些问题其实是很荒诞的，怎么回答。

我在纪录片就问她，问她以前其他编导会不会要求
你在跳舞的时候笑，她是怎样笑的。这是隐藏在里
面的小点。

张渊：张献老师说过，中国人笑的时候眼睛眯起来

特别可爱，但是在戏里面一笑要瞪眼，在舞台上练的。

一个是我们的 technical 准备的时候还是很顺利，

掉。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想让四个演员，包括我自

蹈教育只是一个面，我想你不管是舞蹈教育，还是

梦莹是江西人，梦莹跟辰川都是非常小的时候离开

说你跳舞的时候会不会笑，因为许梦莹常常会笑场。

体，而不是让四个个体被一个很像舞蹈的形式给吃

徽话，但是他对外表达自己的时候，就像他在台上
志豪是广东人就更不用说，粤语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子涵：这些疑问也隐藏在我们设计的问题里。比如

小珂：实际上我们现在回忆起来，DANCE DECO

么关系？所以是用这样的方式带出了四个不同的个

小珂：对，这个问题在于有没有激活你自己是谁，

典舞一样，他最本真自己的状态其实是安徽话，那

一直被灌输的这样的思想或者想法，在我们日常生

题跟舞蹈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跟四个人又有什

五湖四海的，所以让他们回归到自己的母语，就像
跳一个传统的古典舞一样，他要用普通话，跟他古

式来编排一系列所谓想要传达情感的动作？

张渊：可能在我们舞蹈教育里，或者舞蹈学校里面

子涵：其实问题有两趴，一趴是我们打在背景上的

文字，那个我们快速整理出来，还有一趴是采访的，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家怎么可以用这种方

你跳舞的时候会想起你的祖国吗？这个话你不敢想

们成长过程中这些都是问题，而有的时候人就差一

点点勇气，你只要迈出这一步，你承认这些东西，

的是自己最真实的状态，别人未必就能够理解，更何

情绪的表达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艺术作品是想要表
但是一旦陷入了这种制式化的表达，比如我一个动

作可以表达我是痛，或者一个动作表达我是兴奋、

演出那天是最混乱的一天。我说混乱是两个方面，
因为我们全部自己出动，提前一天去场地，避免出
现问题的可能性，但是现场还出现了很多问题，比

如说各种慌乱和忙乱，忘了开投影仪，后来投影仪
过热自动关了。还有，其中一段我们四个人要认认
真真一起跳舞的时候，那段结果最乱。我们用我们

的实际表演，再一次凸现了这种规训式舞蹈对于个
人的抹煞和它的荒谬性。因为四个人里面志豪不是
这种背景，辰川是这个背景，但是辰川一旦进入到
个人表演中，他是最反感的，而且他根本记不住动

作，加上整个编排我是让他们 loop 加速，观众第
一遍、第二遍肯定觉得是一个舞段，觉得还蛮好玩
儿的，到后面发现没有可看性，因为动作全部在重
复。但是关键这个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已经被
四个演员不同背景的特质暴露了，非常混乱，从第
一遍就没有整齐过。排练我们都整齐的，因为志豪
和我们都反复练。

子涵：我们本来设计这段要做得很齐，哪怕在演出
之前也是这么要求的，大家一定要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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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珂：但这是不人性化的，怎么出错的呢？在动

想过，如果再发展这个作品，会在什么方向上？

* 2017 年 6 月，小珂 X 子涵在 DANCE DECO 的基础上进行发展，

着节怕嘛，辰川动作错了卡着节拍以后把志豪带

小珂：这个只有靠你了主任。

于上海明当代美术馆。

梦莹慌了，如果她一个人按正常的话跟我们就都

张渊：我只解决钱和演出机会的问题。

规训式的舞蹈，是非常不人性化的，你完全忽略

小珂：我觉得我跟子涵我们俩的创作，我们很少未

作一开始的第二个动作辰川错了，所有动作是卡

错了，把志豪带错我回头一看把我带错了，接着
不一样了，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一样了。所以一个
演员自己的特点，必须在这个节奏上踩拍子做动

作 ，我 们 通 过 自 己 这 个 D A N C E D E C O 的 演 出 ，

雨绸缪创作。

彻底否定我们这 10 天排练是不成立的。

张渊：是否有一种冲动，觉得这个作品未完成？如

子涵：这个是我最嗨的。演出前真的是反复强调这

能是完成的，就算给你机会也不会想做。

一拍一定要齐。

小珂：志豪在最后三天是非常崩溃的。我后来问志豪，
你后悔吗，后悔答应我们参加吗？他其实很后悔的。
因为我让他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就让你跳你想跳
的舞，后来发现我们在规训他，在要求他，不断让
他排练，不断记动作，让他记那么多动作，你想想
那个难度。

张渊：但我们三个人都会有共识，这场演出中志豪
是最亮的，他是整场演出的亮点。

小珂：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 DANCE DECO 的作品，

果以后有机会，会想要继续创作，因为有些作品可

子涵：对我来说，如果有遗憾的部分，可能是虽然
我们在整个作品当中，通过问题，通过母语的方式
带出每个人的背景。但是其实因为时间短促，我们

对于每个人为什么这么跳舞，这么看待自己的身体，
看待自己的身体表达方式，所做的调研还是有所欠
缺，导致了我们素材目前也就只有这么多了。我觉

得如果再发展，我可能对于他四个人，包括我自己，
会在多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张渊：其实从现场来看，你的角色很有意思，感觉
在把控整场的节奏，像一个旁观者。

因为我觉得我们通过 10 天的创作，10 天的验证、印

子涵：虽然我的短片里是根据他们的反应来设计问

式把我们自己否定掉，其实我们否定掉的就是我们

自己有这样的遗憾。

证各种反复排练或者怎么样，最后用作品呈现的方
探讨的问题，这个非常完整。这个问题就是在我和

题，但是还是对他们的背景了解稍微欠缺一点。我

子涵的演出现场，任何意外错误，比如说那个投影仪，

张渊：小珂，你呢？

分。对于后面发生的大型舞段、长时间的舞段所出

小珂：我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刚才说了，我们对于

在自己的作品里犯错误，因为错误本身就是最精彩

以我好像真的没什么遗憾。但是你问我如果有下一

我们可以把它化解掉，这些东西都成了演出的一部
现那么大的失误和混乱一团是完全成立的。我允许

的部分。这可能是很多创作者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如果像我们这种错误发生在陶身体剧场的作品里，
那估计陶冶自杀的心都有了。

张渊：他们的演出是不能错一点点的。这个作品结

创作了 DANCE DECO CO，演员人数从 4 名增加到 8 名，首演

自己作品的呈现都有很大宽泛度，允许犯错误，所
次机会，同样这样的概念主题是否愿意做，我愿意
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可以不断刷新做，下次

做的话，就会跟外滩美术馆的 DANCE DECO 感觉
完全不一样。

束之后，我也跟两位探讨过，你们也觉得这个作品

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今年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可能在未来我们还会再发展这个作品。你们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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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About the Artists

Zi Han
Performance / Audiovisual artist
He keeps moving forward engaging in
comprehensive visual art and live music for theater
performance. His works includes photography,
video, contemporary art and sound.
http://xiaokexzihan.com/

小珂与子涵的合作，将创作的触脚延伸到摄影，影像，

The collaborative works between Xiao Ke and

公众语境下的表达极限。艺术家将艺术观念还原于生

installation that focus on personal body exploring

现场行为及装置中。他们关注个人身体，探索在中国

活当中，完成观念本身“从生活中来，消逝在生活中”
的生命过程。
小珂

表演艺术家
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开拓发展肢体艺术及更贴近中
国现实生活的当代剧场作品，艺术形式不局限于剧
场，更显多样。其作品曾受邀在世界各地多次上

演，并一举夺得 2006 年瑞士国际戏剧艺术节最高奖
ZKB Award。
周子涵

Zi Han involve photography, video, live art and
the extreme of expression under the public
context in China. By restoring the artists’ ideas
back into life, their collaboration is to fulfill the
life process of the idea itself that what comes
from life vanishes into life. Their works have been
invited and shown in different art festival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such as Holland, Germany, UK,
Italy, Austria, France, Norway, Singapore, Japan,
Switzerland, Ireland, and Latvia etc.
Xiao Ke
Performance artist

表演者、视觉和声音艺术家

She has been pioneering the road for performance

以综合视觉及剧场现场音乐为稳定创作方向前进，

about the reality in today’s China, and the artistic

作品类型涉及摄影、影像、当代剧场及声音创作。
参与合作的当代剧场作品曾巡演于世界多个重要
剧场和艺术节。

art as physical art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ater
forms are various, no longer limited within the
theater. She won ZKB Award in Zurich Theater
Spektakel in 2006.

http://xiaokexzi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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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品直击大问题：
DANCE DECO

种的规定动作，一边却可以自如地思考和回答影像

他们的发力点就是作为个人的身体。一个人为什么要

种露出了苍白，放佛被剥去了魂灵，也因此使得个

什么关系？在哪些方面限制了我个人身体的特性和自

中的问题，舞者的身心分离使得那个作为表皮的舞

把舞蹈拉回到个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显现，使得这个话题所要探讨的个人身体

文：卿 青

与舞者身份之间出现了缝隙，促使舞者包括观众得

以借这些缝隙思考学院派舞蹈规范与舞者个人的关
系，思考舞蹈与个人身体的关系，也思考传统和当
下的关系。除了瓜子和影像中的各类问题，各种其

一个古典舞演员由于某个舞姿摆得太久而出现的龇
牙咧嘴等身体本能的抗拒性反应；或者，为了站好

一个芭蕾五位，一个舞者必须拼命地把一只脚的脚
后跟与另一只脚的脚尖并拢等等。这些来自舞者自
身身体本能、记忆以及对所需要表演的彼舞种规范
的本能抗拒，时时出现在这个舞蹈作品中，被编导

当代剧场的角度，以身体为媒介探索和呈现当代的

造了一个戏謔的环境，更埋下了整个作品中对学院

亚洲人、亚洲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居住在上海

的独立剧场艺术家、编舞小珂及艺术家子涵合作为

此活动献上了一部新作品《DANCE DECO》。笔者

有幸看到了这场演出，在获得了一次十分过瘾的观
看体验之余，也欣喜地感叹：终于有了一部直面学

院派各类舞蹈规范的作品，一部以舞蹈向舞蹈发问，
以小作品提出大问题的有力量的当代剧场作品！

是的，如果我们把小珂和子涵的作品当作一种新的
舞蹈形态来看的话，很显然，他们的舞蹈作品与学
院派作品迥然不同。此舞蹈，是身体可以在剧场里

派舞蹈进行持续解构的力量，以动摇各类规范安身

立命、最为强调的“稳定”根基。后面出场的所有
被奉为舞蹈“美”的、稳定的规范都在瓜子不动声
色的无处不在中纷纷中枪、摇晃、露出不该有的动

作失误和尴尬。举个例子，一个手持着写着大大“美”

遇危机，受到挑衅。这个瓜子实在用得巧妙！

都会遭遇来自影像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比如：你

的，据说是模仿某个古典舞蹈经典舞姿火烈鸟的舞
者。接着大把大把的瓜子从天花板上被抛在舞者口
42

表演驻地项目 DANCE DECO

使用手电筒从各个角度照射舞者的身体。如同利剑

一般射出的光束将黑暗中的身体部位突显、切割、
变形，让身体本身演化为更多的可能性，更是让那

些僵化固定的规范相形见绌，让自由和舞蹈的可能
性从这些光线的缝隙中纷纷溢出。

看到的各种舞蹈。他们二人在这个作品的演出说明中

的舞蹈也是如此，瓜子让舞者动作的稳定性随时遭

将身体规范作为各类审美风格基础的艺术的高大
围坐。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在舞台中间摆着僵硬

个作品提问的对象。作品中还有一个精彩的手段是

以保证脚下平坦安全，不会滑倒。在其他段落出现

现场投影打出的各种问题则是这个作品更核心的解

上。演出在美术馆的一个展厅里举行，观众三面

谓新潮的观念性舞蹈，也作为一个舞种被拉进了这

被小珂和子涵在这部新作里提问甚至捉弄的舞蹈种类

任意嘻戏，自由舞动的当代剧场范畴内的作品；而

彼舞蹈则是被学院派、艺术界作为专业、职业，也

捕捉并强化，成为消解规范性舞蹈的利器。时下所

字的扇子庄严登场的古典舞女子，为了保持自己端

庄、讲究的舞姿，她不得不随时用脚划开脚下的瓜子，

剖方式来挑战学院派舞蹈。每一个隆重出场的舞种，
跳舞的时候，知道你是谁吗？你感觉怎样？你自信

吗？等等。这些问题直击这些舞种的要害，将表演、
扮演的身体与舞蹈者自身的身体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逐一揭示出来。表演中的舞者们一边在表演某个舞

身体真正获得自由舞蹈的权利。

这些舞种的态度。这种态度，无论是来自舞蹈从业者，

雳舞习惯都造成对这些舞蹈规范的挑衅；再比如，

要的消解正统学院派舞蹈的视觉元素出场，立即营

个人的身体出场，让舞蹈的源头活水显现，让个人的

看到舞蹈规范与个人身体特性之间的冲突，比如一

舞蹈动作中显露的笨拙以及他自己身体上以往的霹

中、身上，也撒了满场。瓜子，作为第一个也是主

段，让各个舞蹈种类显出问题，露出洋相，也从而让

与其说小珂他们是想讽刺这些舞种，不如说他们是

个从未跳过这些正统学院派舞蹈的男孩在模仿这些

同策划了“身在亚洲”系列活动。这个活动试图从

由动作的潜能？从这个点上出发，他们使用了各种手

他的手段也在作品中纷纷出现：在表演各个舞种的
片段时，舞者之间身体的差异或者模仿的不同让人

上海外滩美术馆在前不久与独立剧场策划人张渊共

跳舞？那些作为审美的规范性舞蹈种类和我的身体是

几乎囊括了时下从电视台、剧场、学院课堂等渠道能
这样写道：“DANCE DECO 通过对舞蹈的修饰性表

达研究，开启关于个人身体与身份的探讨。中国舞蹈
教育和舞蹈文化的影响深入舞者的当下身体，从民间

想讽刺和批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面对
还是舞蹈观众，都是一种将舞蹈僵化为技术，并将

这些僵化的规范性舞种作为舞蹈本身来接受的态度。
这种态度的表征就是给舞蹈贴上舞种标签，以此获
得作为职业、作为艺术的舞蹈话语权。虽然我们不

可否认，这些舞蹈规范，比如民间舞、古典舞甚至

所谓的汉唐舞代表着几代舞蹈艺术家们试图提炼和
记录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的人类集体生活和集体情

感印记的努力，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也反映着我们当下舞蹈艺术的成就。但从艺术创造
的角度上说，这些舞种也的确是对身体具有规训意
义的舞蹈技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技术规范作为

一种固定的审美，在保持特定风格和文化意义的同
时，也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遮蔽舞者作为个体的人
自由舞蹈的可能，遮蔽了个人的身体特性，遮蔽了

创造，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舞蹈最根本的意
义。如果仅仅将这些规范性舞蹈当作舞蹈本身，当

作一种艺术道统来接受，那无疑是一种偏狭的态度
和误解，也夸大了这些舞种的地位。因为这种态度

略去了最具有活力，最具有生命意识的个人身体和
舞蹈创造，忽视了沸腾的当下生活，也捆住了人们

对身体和舞蹈本身的理解。这个态度才是小珂他们
最终要批判的。而将本来更具当代意识的观念舞蹈
作为一种技术规范来接受的态度，则更显得荒谬。

舞到现代舞，从古典舞到当代舞，舞动不仅仅是身体

而国内主流舞蹈界长期以来的问题症结恰恰在于此：

从以上对这部作品的描述和简单分析中，我们的确

造舞蹈，从而将舞蹈的概念封闭，也将舞蹈与个人身

美学的传递，更映射出社会形态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已经看到了小珂和子涵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它要

解决的是个人的身体与代表着主流艺术审美观念的
集体身体之间的舞蹈价值观冲突的问题，更是要解
决究竟什么是舞蹈的问题。

基本上以舞种代替了舞蹈，在舞种之上传授舞蹈，创
体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的关

系悬置、割裂。这种行业观念和格局也因此塑造了整

个舞蹈的面貌，误导了大众对什么是舞蹈的基本理解。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 DANCE D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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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珂和子涵的作品，作为独立艺术家的创作，则呈
现了一种开放的、具有当代意识的剧场方式。这个
方式不再接受身体的规训和符号式的表达，而是对

身体本身的解放，不再是让身体扮演角色，表达某
种特定的情绪，而是让身体作为一个被社会和历史

刻印的存在自己说话、对话、让各种社会和文化信
息显现。这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对身体意义的艺术

追寻和思考。因此，当他们解构了具有规范和规训

意义的学院派舞蹈的同时，也就在艺术上拉回了身体，
让舞蹈回归到个人的身体，回归到每个人跳舞的初

心，也因此给予了舞蹈更加开放、更为当下的意义。
从艺术上看，这是当代剧场或者当代舞蹈的重要突
破，在剧场中强调个人身体，强调个体表达与社会
的互动。如果从社会角度看，小珂他们则是以作品

的方式呼唤和呼应着现代性问题，一个在中国经济
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个体价值的追索是
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都市化、世俗化

现代生活中人的宿命。这个使命在舞蹈上的呈现就

是对个人身体及其表达的重视。在社会中的实现就
是，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个人拥有公开运用自己
理性的自由。这个作品，是小珂他们对当下舞蹈和

个体身体关系的一个艺术上的理性判断，而这样的
理性，在舞蹈界，在艺术界，甚至在整个社会还需
要被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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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压振动器》，60 分钟，G e u m h y u n g J e o n g（韩国）
摄影：戴建勇

油压振动器

Oil Pressure Vibrator

Geumhyung Jeong 通 过 讲 座 展 示 她 对 欲 望 的 追

Geumhyung Jeong tells us of the pursuit of the

演。通过讲述她和一台挖掘机的渊源，她谈到她

unique lecture that becomes a meta-performance

求，讲座的形式非常独特，作为她现有作品的表

的过去，观众一时间难以辨别是艺术家在介绍自
己的作品，还是故事中的人物在口述。这个作品

将在舞台上呈现一场模糊、令人费解又饶有趣味
的表演。

subject of her desire in the form of an extremely
of her existing work. While explaining her affair
with an excavator, she talks about her past, and
things become ambiguous whether the artist
is introducing her piece or if we are hearing the
confessions of the character inside the story.
A fuzzy, puzzling and interesting performance
unfolds 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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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来自韩国的 Geumhyung Jeong 与来自中国的戴陈连都

擅长以剧场的方式探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得以看

见平时不被看见或被忽略的世界。Geumhyung 的表达手法冷峻，
剖析自我而让人直面无法逃避的真实，她用自己的身体直接“激

活”物件的同时，也构建出与观者的交流通道。戴陈连则活泼
乖张，以不同的时间概念拷问身体与物件之间的隐含关系，这

次他将为外滩美术馆“身在亚洲”项目特别制作一个新的作品。

《美丽的错误》的第二次表演，40 分钟，戴陈连（中国）
摄影：戴建勇

《美丽的错误》的第二次表演

The Second Showing of “Beautiful Mistake”

将先前的剧场作品元素拆分、并置在一起，呈现关

This performance will decompose and juxtapose

出效果的背离；物和物之间成为独立的单位。 以身

present the thinking process of the two showings.

于两次演出的思考过程本身；演出形态的相似及演

体作为物连接思考，连接物和物形成的时间；跑动
的速度和影像的时间；身份和叙述者的身体；身体
和作为语法的失效，以达成个人身体、剧场、社会
之间的有效链接。

the elements of previous theatrical works to
The performing formats are similar but their
effects are unexpectedly different. And in the
performance, objects become independent units.
The body is treated as an object to connect
thinking, the forming time of the linking object and
other objects; running speed and the length of the
videos; identity and the body of the narrator; the
body fails as syntax to effectively link the individual
body, theater and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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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事实原来的面貌，对于美术馆的种种差异感到
好奇，这些促使我做美术馆的剧场作品。我都是查

阅很多的资料、新闻、图片中搜索各种信息，然后
筛选信息，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切入，接下去
就是实地采访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进行录音、文字
归档、录像，深入了解其中的信息然后形成和切入
点的连接，进行表演核心构架的构建，结合美术馆
空间及周边环境设计出一套在此地表演的唯一性。

张渊： 作为一种公共艺术，戏剧具有很长的历史。而

在你的剧场创作中，作品更多的是对于戏剧本身的
思考，与发掘私人而非公共的视角。

戴陈连：我感兴趣的是关于反对剧场的剧场，继续

推动剧场艺术发展的一些关键点，比如它的语法，如
何建立与使用，如何构造时间，如何安排剧场中的
位置，如何把时间还给剧场。我认为剧场和文学毫

无关系，它不是文学作品的注脚也不是表达某些社
会问题的工具。剧场是自治的，是由灯光，完全封

闭的黑，声音，空间，时间这些所构成的剧场主体，或
采访人物：戴陈连
采访：张渊

张渊：你是如何看待《身在亚洲》这个项目的？你

的美术馆剧场计划是为特定的美术馆定制一个演出，
这与其它将已有内容搬入美术馆空间进行演出很不
一样，你为什么想做这样的项目？又是如何开展相
关工作的？

者仅仅是一个人在一处烧一壶水加上有意识的自我
观看，再或者就是一个空的空间都已经构成剧场。

我倾向于私人的视角是因为我把剧场创作当成是一
种“真实剧场”的写作方式。 有点作者剧场或者私
人剧场，有时是极度私人的，具体的真实材料和疯

狂的想象混杂在一起。即使真实得如同纪录片一样

的材料我认为是很好的，可以让你琢磨这种真实剧
场的创造性使用可以展开什么样的可能。

戴陈连：可以通过这个活动了解当下亚洲剧场的一些

张渊：你的表演作品涉及各种媒介，包括物件、草

境下谈身体，谈身体的差异，包括谈差异的必要性。

似乎从来都没有一种艺术形式占据主要地位，也似

面貌，其实可以理解为身在全球。在全球化这么个语
现在中国出现很多美术馆，外资的，民营的，一般

情况艺术家都是把已经做好的作品搬运到美术馆，
结合美术馆空间的布局，安放好作品合适的位置就

图、影像、文本、装置、声音、灯光、皮影动画等等，
乎身体这一当代剧场中最重要的元素在你的剧场中
显得“缺失”，那么你是怎么思考当代剧场中的“当
代性”的？

完成了，那么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的，我的做

戴陈连：我的剧场工作涵盖表演、影像、绘画、装置，

他的历史，有不同的工作人员在维持着美术馆的正

故事、行动、音响、灯光、构成、姿势等打碎成最小

法通常是给美术馆定制一个作品，不同的美术馆有
常运营，有来来往往的观众，这里面有很多被我们

忽略的细节，有时往往就是这些细节让人想象让人

图片、文字、声音等等形式，将所有的剧场要素――

的构成单位，直接呈现思想的状态、过程和行动，由

空间构造、光线、口述录音、影像、皮影表演、朗诵、
Human and Object to be Ac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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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舞蹈等语言手段组成复合交互作用体，他们

了妈妈拉艺术中心，它是你一个人的艺术中心吗？

张渊：从近些年的作品上看，你的创作思路或者方

我更多的是考虑当下艺术中的剧场性。

募）？不仅呈现你自己的作品，还有给别的艺术家

什么，而不是像传统剧场中，表演者总是在吊起观

相互平行，没有中心主义式地刻意强调出某一项。
张渊：你早年在中国美院学习的是油画，怎么会出
来做剧场和表演？你是怎么上瘾的或者说“误入歧
途”的？剧场对你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戴陈连：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注定的吧，没什么特殊

的原因。就是天生偏爱表演，表演能给你很多的快乐。
张渊：是否记得自己做过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时
候？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吗？

戴陈连：第一个作品是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在出租的

据说还有妈妈拉基金会，妈妈拉剧团（前一阵在招

做的访谈，甚至策展，感觉你一人千面，包办了从

张渊： 你如何看演出的业余与专业？

无悬念以及无聊？

戴陈连：这要看对专业的定义了，业余得很专业，这

戴陈连：妈妈拉基金会是我在 2013 年创办的。基金

戴陈连：我在大声说指令的时候我不一定按照指令

的直觉感官都是很专业的，但也是“业余”的。

被制造的艺术家，进行学术性的展览和讨论。还建立

是随便切换，它还是一场精确动作合成的表演，我

是什么？你和妈妈拉的关系是什么？

会是以生产当代艺术家及当代艺术作品为核心，赞助

了妈妈拉当代艺术中心微信公众平台以此来共同推广
实验性的当代艺术。 这个微信平台专注于促进和提

高当代艺术的公众意识，因此，从一开始就成为艺术
家的线上创作空间、艺术与大众相遇的场所。

基金会与艺术家们保持着长期合作，他们在职业生

时还控制灯光、音响，设备都是很简单的，粗糙的。但

家 有 Dai Jaro ，Werner Heisenberg ，Yamamoto

是充满愉悦，找到了自己最兴奋的点。

张渊：你称自己做的不是 theater, 而是 theaterrrrr, 可
否解释一下？

戴陈连：我的作品不属于完全的剧场艺术（theater），
也不是完全的表演艺术（performance art），是介

涯之初就开始获得基金会的支持。现在合作的艺术
lianlian ，陈奇曲 ，戴陈连 ，付根利 ，张振福。基

金会帮助这些由我生产出来的年轻艺术家在国际艺
术界推广，寻求与艺术机构的紧密合作。同时我将
自己纳入里面，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转换
在一瞬间，或者连转换都不需要，直接是随时即兴
的状态，连角色都不需要设定。

于这两者之间，混合吸收了这些核心部分，但仍然

基金会一直在生产特殊的艺术家及他们的作品，启动

工作的。是什么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形成独

一般机构和博物馆环境，所以基金会将长期通过各种

属于视觉艺术范畴，而且一直是在这个系统下展开
特的语言，还有如何在自己设立的语言之下提炼出
关于时代的核心。

张渊：2008-2010 年，你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来到上海，
连续举办了三届的妈妈拉（表演）艺术节，在上海

当时的独立剧场圈里引起不小的影响，当时在没钱
也不认识什么人的情况下，怎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事
情？

戴陈连：就是没有这样的平台可以让我们这些年轻
人展示自己的作品，都是各自往其他国家去演出，这
个状况促使我有了这个想法。

张渊：最近几年，妈妈拉不再是个艺术节，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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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直接切入，然后展开表演如何开始和结束。

众的胃口，而观众也一直在期待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你

个人到各种机构的角色，你是在表演吗？你的初衷

公寓里做的，题目叫《他们来了》，那个作品是很
政治性的，邀请了几个好友做演员，我也在里面演，同

法论与众不同，很多作品中你直接告诉观众你要干

点点感性层面的认识，接着就是用这种偏见找出一

他们的艺术生涯与创作。他们当中有些作品难以融入
项目合作和收藏，与这些艺术家建立特殊的关系。

妈妈拉基金会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剧场，它模拟了一个
艺术生态，例如因为一些复杂原因而导致艺术家生涯
的中断或者消失；还有一些艺术家作品因为有比较国
际化认同的形式外观而拥有比较好的市场；还有的艺

术家作品非常独特但却难以收藏；还有素人艺术家。

为什么将这些指令预先告诉观众，故意造成演出的

去做，但有的时候你是明确按照指令来做的。这不
在努力达到准确的时候，准确已经偏离，错误就自
然发生，当错误发生，只能是在当时的时间点上需

的时候不按照指令来进行操作，全部由我自己主观

条件合适就做什么。比如影戏下乡计划是按照制定

路径又多了一层，观看的起点和角度也就变化了。有

的现场判断来执行，这种主观是因为种种的排演基
础和错误发生的时间点迫使你改变。一旦改变，那
就是说时间和空间被重启，需要重新计算。

张渊：你一直在表演中使用水壶这一物件，它对你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戴陈连：烧水壶这个形象来自于童年的整个记忆。我
的老家在绍兴，我在巷子里长大，那里的人们一起
床都会在家门口燃起煤炉，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

的路线去指定的地方给当地的人表演传统皮影，剧
目都是耳熟能详的，像《五峰会》、《哪咤闹海》这
样的。乡村是一个渐渐被忽略的地方，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城乡建设的脚步也加快，城市的版图一
次又一次的向外扩张，乡村里几乎只有老人，年轻

人都去了城市发展，只有在春节才会聚到一起然后
又各自奔走，乡村成了一种回忆、我想借着这次微

不足道的行动去看看乡村的人们，听听他们的故事，让

他们看看我们带去的皮影戏，讲讲我们居住的城市。
张渊：回到《身在亚洲》，你对亚洲其它国家或地

音。是外婆教会我怎样劈柴怎样生煤炉。后来我还

是怎样看待亚洲的当代剧场的？

子里小河边，还有经常在耳边回荡的水壶鸣笛的声
意识到这个东西和时间有关，和图形有关，和虚拟

有关。于是我就把它放在画布上，放在影像里，放
在剧场中。有时能记起来的是一个物体的形状，有

时记起来的是关于它的一个虚拟词，所以这就像是

区的艺术家的创作了解吗？你去过欧洲演出，他们

戴陈连：了解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的，但
他们挺喜欢我的作品。

看一场演出，想看的时候认真看，看完了还可以琢
磨一下。不想看了也可以不看。

里路云和月》（UCCA）等多个项目，这些作品和你

的真真幻幻，还有模拟之后的再表演。

计划，纸上剧场计划，这些都是平行在做的，什么

煤刚放上去的时候就会有浓浓的烟轻盈的吹散在巷

个体以某种方式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这里有艺术

下的失落。这里有模拟和再模拟，有虚拟和虚拟之后

场以及家庭剧场，你还有什么其它的计划？

戴陈连：接下去想实施的画廊剧场计划，影戏下乡

张渊：可以再谈谈你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剧场计划，

的问题也有社会的问题，这里有浓浓的微笑也有微笑

张渊：刚才谈了妈妈拉艺术中心或者你的美术馆剧

要有一个明确的回到事先的准确的方向上来，这样

我并不想让他们成为新的带有异域风情的景观，觉得

在这样时代下的艺术生态中需要一些更加生动鲜活的

是我现在的要求。我的演出从表演内部结构到外部

目前已经做了《美丽的错误》（外滩美术馆），《八千
的剧场作品有什么区别？

戴陈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界，我只是按照自己

的方式进入到一个场域，对这个特定场域观察了解
后才开始慢慢的去理解，去再一次观看，然后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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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的欲望

Desire Beyond the Sexual
Normative: on Geumhyung Jeong’s
transversal choreographies

文：由宓

You Mi

韩国艺术家、编舞 Geumhyung Jeong 的作品多有

最后，我借由哲学家 Luciana Parisi 从生物学出发

Geumhyung Jeong is a South Korean

various training machines in personal, intimate

巨细的为一个医用假人做人工心脏复苏。在 Fitness

括病毒，细胞，机械等等身体）在元层面的稳定状

choreographer and performance artist. She

ways. The gym machines are partially refitted with

has built an oeuvre of works exploring the

plastic figures of man’s heads. In Oil pressur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bodies and machinic

vibrator (2008-2015) presented at Rockbund

objects. One through line in all her works is the

Museum at the occasion of Being in Asia——Body

meticulously and laboriously executed, but very

Performance in Contemporary Theater, she likens

repetitive, medical or mechanical procedures. For

female masturbation with the movements of hydraulic

precision, Jeong always takes time to get herself

excavator, and presents in a lecture performanc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in these procedures, be

the process of h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it hydraulic excavator driving, cardiopulmonary

eventually her operation of a hydraulic excavator

resuscit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echniques,

on a sand sculpture molded on her own body.

or fire evacuation procedures. In her works,

She steers the mechanic arm to dive straight into

the performance of mechanical and medical

the private part of the sand figure, culminating in

procedur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as artist blend

the pleasure of dismembering the sand mass.

探索人与机械的关系。 在 CPR Practice 中，她事无
Guide 中， 她 改 造 了 健 身 器 械 并 在 运 动 过 程 中 与

其产生暧昧关系。外滩美术馆呈现的 Oil Pressure

Vibrator 中，她通过讲座剧场再现了她操作挖土机对
沙土堆成的女性身体进行的挖掘。

Geumhyung Jeong 的作品有着异样的情欲，而她本

人又有纤弱白皙的东方女性特质，因而总引来关于
她作品的女权主义解读。虽然她本人对此不置可否，但

主流的基于性别差异的、反父权的女权主义不足以
囊括她作品中复杂的欲望。

我通过儒家女权主义学者罗莎莉（Lisa Rosenlee）的

论述来检视儒家社会女性角色本身的动态，进而引

对“抽象欲望”的定义，把身体视为微观身体（包
态，其通过互动交通产生更多的差异性，以此挑战性别、
种族差异的大叙事。以此，Jeong 的作品在微观身

体的层面上与机械器具的身体产生了跨越性的欲望。

perfectly into each other.
Strangely erotic, the image of the slender-bodied

出女权主义哲学家 Rosi Braidotti 的从女性之间到女

In CPR Practice (2013-2015), Jeong performs

Jeong and the machines – always impersonated

反父权的第一波走到了个体之内的差异的第三波之

a 40-min long intensive and precise medical

by male figures – may easily evoke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n

of relations of power and domination based on

a rubber male figure, as it were, to revive him. In

sexual difference,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 that

Fitness Guide (2011-2015), Jeong engages with

she thwarts the sexual-difference-based gender

性个体之内的差异性。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已经从
时，对 Jeong 作品的简单解读基于对东方的非进步
认识，因此遮蔽了她作品莫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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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by going out of the ways and having

without disregarding what is appropriate to a

2011). Such foreclosure is based on universalism,

level. It is a choreographed, or indeed almost

intimate relations by dictating and sometimes

particular context. And we may indeed realize, this

itself borne of a Western patriarchal order. The

engineered, set of procedures that allows contact,

breaking the machines. While these interpretations

feminism doesn’t necessarily look on the surface

true epistem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tentials of the

transmissions and metaphorically proliferates

are valid, coming from particular standpoints,

like radical, oppositional politics, which is the

Confucian feminist project remain untouched on

differences. The micro here implies the multiple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a more careful reading

universalized image of feminism that have taken

this level of conceptual criticism.

bodies at metastable states that make up the

of Jeong’s work situated in the larger context

root both in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arguably in

of feminism as desire decoupled from sexual

the East.

difference.

artist Geumhyung Jeong’s body and the body
Now, how does the body on its many different

of the machines or mannequins she interacts

levels – social-symbolic, “animistic” or machinic

with. It takes a desire for becoming to enact the

What Rosenlee dedicates much of her book to is

– articulate in the works? Rosi Braidotti gives a

transversal connections between Jeong’s multi-

Jeong’s works are variably labeled feminist

the practice of reciprocality. (Her historical study

hint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for conceptualizing

leveled differences and the machinic beings.

practice. An article on Korea Herald comments,

highlights the practice of becoming a good wife,

the loss of unity of the body. This version of

What we see on stage is no longer Jeong as

“she openly expresses women’s sexual desires

rather than obeying the prescribed rules of a

conceptualizing the body is based on Spinozist

an individual artist but rather it is Jeong as a

through the unusual performances.” (Lee 2016)

good wife figures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ideal

notion of “bodies as collective assemblages of

multiplicity in a metastable state who emerges

She confirms this feminist labeling by saying “I

Confucian women.) The practice leads to an inner

forces or intensities stabilised or bound for a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The multiplicity, that is,

like when people call me a feminist artist. I try

articulation of the multiplicity of womanhood. This

limited period in space and time”, and as such

the many levels of differential differences of Jeong

to be a feminist in my performances.” And then

offers a substantiation of differential difference

frees the body from the form-content mold

(gender, race, age etc.) connect to the fragmented

she adds, “My works are not a fight against the

articulated conceptually by feminist philosopher

constructed by culture for much of history.

bodies of the mannequins and machines, forming

male-dominated society we live in. I solely focus

Rosi Braidotti in her sexual difference theory: the

Further, “the notion of relation emerges as the

an intense moment of intimacy, on the micro level

on the objects themselves and think of ways to

transition from “differences among women” and

organising principle to rethink the unity of the

and eventually, by way of symbiosis, articulates

express my thoughts through them.” (Lee 2016)

“differences within each women”.

body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ity of certain organic

on the macro level. In this light, we witness

actualisations and the framing of levels of intensity

the intensity of Jeong’s desire – along with the

It seems that she has taken an interesting twis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feminism here. On the one

When Jeong engages with the mannequins,

such an entity is capable of sustaining.” (186)

machinic desire – for becoming something else,

hand, there is how feminism is interpreted in the

machines, tools and toys, her presence as a

Relation is key here, which allows me to read

that is, other than being gendered, racialized and

mainstream as a kind of sexual-difference-based,

frail-bodied East Asian woman too often attract

Jeong’s works as connected to the organization

determined by age. The intensity of the desire

anti-patriarchal opposition, and on the other, how

interpretations that take her practice as part of

of micro-bodies, i.e.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the

hence casts the scene in a very transversal light,

she willfully circumvents it to turn the attention to

a project of first-level feminism that addresses

gendered, racialized body to the biodigital body

much more than the view based on identity

something else.

sexual desire or anti-patriarchal will of the

that interacts with the machines (see Parisi 2004).

politics and straightforward establishment of
female sexual desire.

oppressed East Asian woman. Such a view is

This shift of focus does not undermine the tension

Confucian feminist scholar Lisa Rosenlee points

unsubtle for me for it disregards the historical

around gender and race, rather it serves as a new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male/female whose

context in which women were not reduced to the

conceptual tool to tease out the political potentials

distinction rests exclusively on biological, sexual

non-male, which still codes the society today.

harbored in the microbodies.

difference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by and

Even while it tries to relay a sense of care in the

large applies to animals, not humans.’ (5) In

“global sisterhood”, it does harm in victimizing the

In light of this, I see Jeong’s works as an

her careful analysis, the measuring of female

“othered” females of the non-West cultures and

enactment of abstract sex, that is, sex decoupled

agency is made within a context appropriate to

stripping them from their own agency which have

from sexual difference. Contra the immediate

their means in the given era, that is to say, in the

been historically in place (in some forms). More

association by popular public, the mannequins

traditional Confucian society when women did

importantly, such a view forecloses the possible

appear awkwardly too real to be suggestive of

not go to take office in the public and instead

engagements of Jeong’s works on the second

the anthropomorphized man-subject that informs

stayed home to fulfill their familiar and filial duties,

and third levels of the feminist project, which go

the exchange and qualifies the relation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nurtured their own ways of

beyond cultural tropes of female oppression but

building between two subjects in the macro

expressing their desir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offer more transversal connections that are of

worl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chines

justly discuss feminism in a Confucian context

epistem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idity (see Braidotti

and Jeong, as an image, is on the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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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About the Artists

戴陈连，1982 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毕业于中国美

Dai Chenlian, born in 1982 in Shaoxing City,

和影像相结合的艺术家。他将这些媒介手段都综合

Academy of Fine Arts, is the first among Chinese

术学院，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最早尝试将剧场观念
运用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反映了一个以技术规则和
媒体作为尖端的宣传和公共影响力的世界。

Zhejiang Province and graduated from the China
contemporary artists to try to combine theatrical
concepts with videos. He applied media tools in
his creation to reflect the world of publicity and

Geumhyung Jeong 是一位编舞和舞者，其作品不

Geumhyung Jeong is a choreographer and

体的潜力――身体的敏感性、改变周围的力量以及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body and

断考量人体和周围物体的关系。Geumhyung 探索身
通过欲望的力量进行转变的能力。她的项目将舞蹈
与偶戏结合起来，让观众关注剧场的技术运用。

performer. In her work, she constantly negotiates
the things surrounding it. Jeong explores the
potential of the body - its sensuality, power to
change its surroundings, and ability to undergo

public influence which prizes technical regulations

transformations through the power of desire. Her

and media.

projects combine dance and puppetry, and bring
attention to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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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 It Better，40 分钟，林人中（台湾）
照片由林人中提供

Kiss It Better

Kiss It Better

作品 Kiss It Better 旨在探讨文化礼仪“亲吻”的深层

Kiss it Better aim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behind

的某一部分是否受到伤害了或感觉不舒服，并围绕

on-one performance revolving around a question

含义。表演者向观众提出了一个问题：最近你身心
这个问题进行一场一对一的表演。表演时，表演者
和观众之间的亲密和公共的边界发生了变化，心理
痛苦和身体痛苦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审视，接受接吻
治疗后无形的痛苦变成了可见的伤口。

the cultural convention “kiss” itself. It is a oneposed to the audience: which part of your body
has been recently hurting, feeling uncomfortable,
or injured PHYSICALLY or EMOTIONALLY? During
the performance, the boundary of intimacy and
public between the performer and the audience
has been shifted, the connection of emotional and
physical pain has been reviewed, and the invisible
pain of one’s own has been marked as the visible
wound after receiving the kissing treatment.

Entrance to 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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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从身体行为表演出发，我开始探索那我所不

曾到达的神秘，因为开始成为一个“有身体的人”，
我也开始尝试“跳舞”，跟编舞家合作。

我非常晚，2014 年才开始在欧洲发表行为表演，并
大量看各式各样的当代表演与舞蹈。在此期间，有
许多人的作品精神上影响了我，包括谢德庆、杰宏

贝尔（Jérôme Bel）、萨维耶勒华（Xavier Le Roy）、波

赫士夏玛兹（Boris Charmatz）、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等等。

张渊：“身在亚洲”项目中你演出的作品是 Kiss It
Better, 这个作品你在欧洲使用英语多次上演，这次

是你第一次使用中文进行表演，显然我们对于“kiss”
的文化和西方很不一样，当时记得我们达成共识并
没有将作品名字翻译成中文，是什么促使你想用中
文演出这个作品？在外滩美术馆的演出与你在其它
使用英语进行演出的地方有何不同？

林人中：很多事物无法翻译，不仅是一件作品的标

《刀风吹》，40 分钟 , 丸仔 yuenjie MARU（香港）
摄影：莫力

采访人物：林人中
采访：张渊

《刀风吹 》
刀起风生，缠绕不倦，这是一个凶手的时代 !
丸仔舞作《刀风 Knife Wind》( 2014 年 6 月香港「多

空间 Y-Space」独舞系列 ) 的延续篇，观众所不能逃

避的现场再现，以现场装置与身体互动探索「剧场」
的叙事可能。原舞作受巴西日裔艺术家田中敏的风
乐 (Fugaku) 工作坊影响。

WINDing Knife

张渊：作为台湾表演艺术领域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

Every swing of the knife brings about a breeze

即使在同一个身份中，你也从来不是“老老实实”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ife and the
movement of air never ends. This is an era of
murderers!
“WINDing Knife” is a sequel to “Knife Wind”, part
of solo series performed at Y-Space in Hong
Kong in June 2014. During the performance
from which the audience can not shun away,
site installation and physical interaction we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possibilities of
theater. The performance was inspired by Fugaku
workshop owned by Tanaka Toshi, a Brazilian
Japanese artist.

之一，你身兼艺术家、策展人与评论等多重身份，

仪式的入口

我们那时不将 Kiss It Better 翻成中文标题，主要为

了保留这个英文短语本身。它牵涉到在英文语境里，
这句短语与习俗被转换成这个表演的关系。我直觉
在上海该用中文演出，做决定的当下我未能猜测中
文是否成立，但决定试试看。

安于现状，在你的艺术生涯中，是否存在对你影响

若说最大的不同，目前为止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

时期以及经历过的变化？

行为本身的意思能被理解，因为那是大多数观众可

至深的领路人？可否简单和我们说下你的几个发展
林人中：我在大学时代大概就不太“老老实实”了。
我读的是戏剧系，却一路丢弃着戏剧与剧场相关的
论述，那是我的知识基础，所以我决定离开它。那

时我读了许多文化研究的书，最重要的精神启蒙者，
是英国学者 Stuart Hall，他的文化认同相关理论，影
响了我观看与诠释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从未想过当一个表演者，至少不是剧场演员也不

是舞者。我对身体的重新阅读与实践发生于 2010 年，
日本艺术家霜田成二到台北牯岭街小剧场开设工作
坊，之后我便一头栽进“行为艺术”（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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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有文化差异，而这可能超越语言转换的问题。

比利时、瑞士）的经验，“Kiss It Better”这个日常
以同意的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在上海，这句话原意

因为文化差异而不适用，也许少了这层在接受这表
演时的内在心理设定。

张渊：记得演出中，并不是每个观众都希望得到你

的“亲吻”，甚至有些观众和你开起玩笑，甚至出
现过一些尴尬的瞬间，比如要你亲他的屁股，但你

并没有拒绝这些“侵犯”，这似乎与你作品的初衷

并不一致？什么是你在这个作品的实施过程中不可
以接受的？

Entrance to 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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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人中：我其实不认为任何观众的回应举止是种冒

张渊：你的很多作品介绍中一再提及“仪式”或“仪

回应的方式、语气及想选择被亲吻的身体部位，包

多见，可否（举例）解释一下你作品中的“仪式”？

犯。因为这个表演邀请观众参与，他们自然有选择

括他们也许想要调戏我。我亲过脚底板、脚趾头、

式感”，这个词汇似乎在当代剧场以及表演中并不

大腿内侧、牙齿、头发。而我也被拒绝过。在英国时，

林人中：我感兴趣的“仪式”，可以是宗教文化上

不说的自由，我尊重她并给她一个拥抱。简言之，

络里，因为需求所构成的行为模式，它可称为一种

有位女士不想说出自己身体受伤的部分，她希望有
任何反应我都能接受。

张渊：从 Kiss It Better 到 2016 年在悉尼 Live Works

Festival 上的 Cleansing Service, 你的不少作品都有
触及“疗愈”这个主题，通过在现场构建出一个特
别的氛围，邀请观众逐个参与，在某个身体行为的

实施过程中达到双方的身心沟通。相比于以语言为
主的心理治疗，你认为你的作品在“疗效”上有何

不同？如何评价每次“治疗”的效果？作为艺术家，
而非治疗师，在这样一种与观众构成双向交流的平
面上，你是否负有责任？

林人中：你所提的这两件作品，都是一对一表演

（one-on-one performance）。 在 这 个 型 式 里， 我

认为我的表演是种“服务”（service），而这个表

演必须与观众一起完成，因此我与观众具有一种合
作关系。也许这两个作品都能在事后透过观众的描
述，具有“疗愈”的效果。但其实我的动机，并不

的祭仪规例，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特定社会脉

生活与文化的风格。譬如，对某些人来说，每天早
上要洗澡、喝咖啡可以是一种日常仪式，这个惯例

定义了他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与洗澡喝咖啡之
间的关系。譬如说受洗，也是一种仪式，它是用来

确立你的信仰转折与归属；华人的丧礼文化也是仪
式，他解释了人们的生死观。这些文化元素都是我

处理过的题材，也都与身体有关。透过行为艺术表演，
我转化人们对既有仪式的认知，表演则是那转化的

过程，至于被转化的仪式与概念最后变成了什么，
那便是观众自己的阅读与诠释。

张渊：同时你也是一位观念艺术家，不仅擅长创造

仪式，更喜欢挑战各种看不见的（表演）界限，几
乎在每个作品中都会抛出一个问题，指向自己与观
众。 从 中 可 以 看 见 诸 如 Jérôme Bel, Tino Séghal,
Xavier Le Roy 等欧洲艺术家对你的影响，可否和我
们聊一下他们各自对你的启发？

在“治疗”。在表演的过程中，我也不扮演“医生”，

林人中：其实对我的创作启发较大的艺术家是谢德

较像是，你有需要，我来满足你，或着帮你完成一

间的凝视与实践影响了我对行为表演的认知，以及

观众也不是病人。我提供的“服务”，在逻辑上比
件事。而我认为，艺术家可以用艺术服务公众，这
是我想做的事。

张渊：为何要将这样私密的“服务”放在公共场域
进行，在人们的凝视与窥探下？

庆。谢德庆的“一年行为表演”系列作品中，对时
如何把时间是为媒材。在我开始接触舞蹈、跟编舞
家与舞者工作后后，你提到的三位艺术家，影响了

我从行为艺术到舞蹈的途径。我对他们的喜爱各自

非常不同。譬如说 Xavier Le Roy 作品中的数学性、
物理性与科学性。

林人中：我把这种一对一服务放在半私密的空间中

张渊： 你的（观念）作品在欧洲演出与在台湾或亚

理空间上的界线是模糊的，就好像表演与不表演的

化语境中的观念转换？可否举几个例子？

进行，因为我认为私密与公开场域，在心理上与物

之间的定义也是模糊的，特别在行为艺术的语言里

洲各地演出时的反应有何不同？你是如何处理跨文

面。而一对一表演的亲密性，如何在观众与表演构成，

林人中：其实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不同。对我来说，

立即透过表演所产生的亲密感是很迷人的，它同时

刻意标签我创作是跨文化，我所遇过的观众也没有。

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当你与一个陌生人相处，那种
具有一种不确定性，一种虚实难辨的暧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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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作为一位舞者和编舞，你很少做传统意义上的

张渊：发现你很少有剧场作品？

与西方的 non-dance 运动是否有关？除了创作，你也

林人中：我是念戏剧系的，而我最终发现剧场对我

观众的反响如何？可否分享一些推荐中的策略？

展演框架。

“舞蹈”，而是通过不同的概念与行为呈现身体，这
大力将西方出色的艺术家和作品推荐给台湾的观众，

来说不再那么有趣。或者说，我更想要离开剧场的

林人中：我比较愿意说我自己是 performance artist，

张渊：你对现场表演领域提出了不少有趣的问题，

是一个编舞家，因此在某些作品中，我也没有刻意

品 Why the Body Is/Was 中，你与艺术家 Beatrice

编舞或者跳舞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但我没想过自己
要创作一支舞蹈。编舞比较像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动
态／姿态。当我写文字、策划节目，想将一些我认

为很棒的艺术家介绍给台湾观众时，我想着的不只
是介绍一个编舞家，也不是只有舞蹈观众，而是一
个艺术家的艺术。

张渊：回到仪式与记忆的主题，2015 年你在法国巴

比如演出的记录，是否需要？如何记录等。在作

Didier 合作，你们在展览开始前在展览空间中使用身

体与物件进行创作，展览开始后艺术家反而缺席，
让观众在展览中观看你们“演出”后的各种媒介记

录与在空间中的痕迹，从而突出“现场性“的记录
这一问题。也许这样的问题会一直争论下去，让我
们看到各种新的可能？

黎做的 Necessary Evil，你背负一个点满蜡烛插了

林人中：那是一场很有趣的合作。比利时艺术家

点 Memorial de la Shoah，摇摇晃晃爬行，像是一

们讨论，要如何用展览的语境来“展出表演”呢？我

香火的木板，从 Cite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到达终
个移动的祭台，一路用手蒙起眼睛，整个过程甚至

让人联想起耶稣，而当时的巴黎刚经历了查理事件

（Charlie Hebdo Attack）。这样的表演中，你的身

Beatrice 找上我，想跟我一起表演及展览。那时我
们都不想要展出“行为艺术文件”，也不想要仅仅
在开幕做场表演便罢。

体也许不再仅是个媒介，而是进入“圣徒”的角色，

于是这个点子就产生了：我们在开幕前表演，表演

意象上，现场极具视觉冲击力。然而这样的作品在

览的布展期间变成了一连串现场创作与表演的过程。

文化、记忆、事件在一个时间里揉杂在一个身体的
当时的语境很敏感，或者危险？你当时在创作时是
怎么考虑的？

林人中：当时做 Necessary Evil，就是因为查理事件。

的过程中留下什么东西，展览就开出什么。那场展
我们想问的是，如果只有表演的遗留物，那么观众

与这些物件的关系是什么，才重新思考表演、纪录、
文件之间的关系。

我二月到达巴黎驻留，一月才刚发生攻击。在电视

张渊：在 Everything Dances in Its Right Place 中，在

的经历十分不同。当我在巴黎时，事件、抗议已落幕。

同时你也在场。想谈下现场作品由他人出演的问题，

或网络媒体我们都能看到新闻，但这与亲身在现场
巴黎市中心照样运作，而在事件过后，我是如何感

受这个事件对巴黎人的影响呢？其实就是看到街上

的持枪站岗的警察与军人。那种身体的感受很诡异。
你走在市中心玛黑区，到处是警察，因为玛黑区是

旧犹太人区，有许多与犹太人有关的古迹与机构。而
Memorial de la Shoah（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就在我

一个空间的多个区域你请人出演了你的多部作品，
一方面的确解决了传播上的局限，而另一方面作品
如果不是由艺术家本人亲自实施，会不会改变作品
的性质？不是每个出演者都有艺术家本人的现场能

量或“魅力”。艺术家在什么情景下可以将“演出
方案”交予他人完成？

住的巴黎西帖艺术村旁边。

林人中：一开始很简单，7.5 艺廊邀请我展出多件表

我想用身体回应这个氛围、意象的看法，而透过这

作品。为了要能同时呈现多件我的表演，我便找了

个意象，人们又会想到什么。于是就做了。

演作品，而我不想展出录像或照片，我只想做现场
表演者合作，替我演绎作品。当我把作品交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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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时，我不在意表演者的气质与能量与我不同，

行为艺术等等。最近的案例，譬如亚当计划（亚洲

作品原本的概念与意图。那是我第一次这么做。后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我一直在想台湾与

我只在意概念是否如实施作，以及表演者是否理解
来我在台北美术馆的计划中，又试着做了一次集体
表演的模式。

当代表演网络集会 Asia Discovers Asia Meeting for
亚洲在表演艺术网络上的关系，而这是一个阶段性
呈现。

张渊：亚洲的艺术家似乎不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裸

张渊：你在台北双年展上的新作 20 minutes for the

问题比较坦然，你是怎么看待演出中的“裸露”？

minutes for the 20th Century 的关系似乎落在“but

露”？而你无论在台湾还是西方演出，似乎对这个
什么时候会对你造成困惑？

林人中：在表演里，我脱衣服的时候，跟我穿衣服

20th Century，but Asian，

与 Tino Seghal 的 20

Asian”上？可否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作品？感
觉这个作品似乎与“身在亚洲”特别有关。

时的道理一样。如果裸体是必要的，那么我当然得脱，

这个作品的灵感，就是来自我看了 Tino Sehgal 的

展示，有时候是一种传递意念工具，为的是论述“身

论二十世纪的舞蹈史，“二十世纪舞蹈史”这个语

反之亦然。裸体表演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种政治

体”，但因不同作品有不同目的。而且也没什么比
裸体更适合了。

张渊：除了户外的 site-specific 场地，你的表演大

多发生在美术馆和画廊等艺术机构，这是一种选择
吗？相比较西方近些年的这股趋势，你认为你在亚
洲的实践有何不同？就你的观察，我们是在追赶这
股潮流？如何发展出自己的话语？

林人中：选择表演发生的空间，跟作品的内容与形

20 minutes for the 20th Century。他在这个作品里讨
汇的观念与论述对我来说非常欧美中心主义，我促

使我提问，如果这个问题放在所谓的亚洲脉络里是
什么意思：有所谓的亚洲身体论述吗、有所谓的中

心化的身体吗、后殖民的、破碎的、多语的现代舞
蹈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张渊：最后，可否结合你在欧洲长期生活与工作的
经历，谈一下你看到的当代剧场与表演中的“亚洲
身体”？

式有关，而有时候是空间选择了我。对我来说，近

林人中：我认为思考亚洲的身体，必须先“去亚洲”，

演的热潮，是全球性的。至于亚洲，我并不认为美

身体。然后身体会连结于讨论者特定的社会、国家、

10 年美术馆机构、艺术市场、双年展机制等呈现表

术馆机构该不该追随所谓的热潮。而是要回头来看，
今天行为表演的发展它如何复杂地涉及到展览机构

也就是先把一种东西差异的凝视框架去掉，去讨论
文化脉络，从这当中，去思考何谓亚洲。

与制度的转变，以及艺术家在当代创作行为表演（或
舞蹈）时的文本与形式。这只有是否呈现意义、制

造意义的问题，而比较不是美术馆要不要做表演的
问题。

张渊：作为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策展人，你的关注

点在哪里？未来希望发生或带来改变的地方是什
么？可以就最近的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林人中：目前我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合作方式是
研究与策展。我关注的事物，与 我 的 创 作 领 域 有

关，包含当代艺术、现场艺术（Live Art）、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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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觉得自己把两者变成好象是圆满了。这是
我的想法。

张渊：你怎么看待行为跟剧场，因为行为跟剧场还是

有一些区别，现在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但是剧场的一
些形式跟行为还是有区别。你怎么看待这两者，以及

广东话说。但是来这边，我怕我的普通话不行。因

多舞蹈是不用音乐，我是随着我自己声音去的。有

的。因为刀本身，这次演出我是脱掉上衣的，所以

人做音乐，我自己做的时候没有音乐。我从 1999

为我把衣服脱掉了，我原本这个作品没有脱掉上衣
身体本身已经出来了，我就没有打算穿衣服，这个
身体本身要用。

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生一些问题？

张渊：但这样做会不会减弱你之前那种力量，之前

丸仔：我自己思考剧场和行为的时候不一样，行为

条信息出来，观众往这个方向去想，从身体的演出

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剧场则是能否圆满。行
为艺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概念，它可以呈现出来

跟观众有互动，然后前面有一个表演，最后写了这
最终抵达一句话的理解？

就 OK 了，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概念呈现出来必须

丸仔：因为我这句话的理解基本上是我最重要的中

么一开始把它们作为一个剧场来做，是希望跟平时

是可以的，但是我关注你是不是可以生存，你的

是真实，但是剧场对我来说不是真实的。我为什
的剧场不一样。

张渊：你上下半场还是有明显的分界限？上半场别

心。我跟你互动，你的想法可能有很多，这个当然
生命生存的时候，你的生存感觉，你要珍惜生命，
还是这个生命的感觉，比较清晰的东西。

时候一些朋友做音乐，就帮我做的，或者另外找
年开始用收音机，它成了我作品中的一个元素。之
前很多时候，收音机在现场发生很神奇的事情，但

是都是刚好的，通常都是很配的，这个东西很好啊，
它很真实。所以我之前有几个作品用收音机放进去。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我跟他们说不用音乐，我用收

音机，他们觉得挺好玩的。当然做音乐的人，他们

觉得收音机效果声音太差了，但是有些人说觉得太

神奇了。有时候调是音乐的台，有时候是新闻的台，
音乐也是，你调不同音乐台出来的音乐感觉，跟台
上的反应很配。

张渊：有没有调台的时候正好是新闻，正好是很悲
惨的新闻，或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造成一种现场
的尴尬，一种不适？

人会觉得就是丸仔，也有可能会觉得你在演一个人，

张渊：你这个东西是需要观众去思考吗，还是有比
较明确的东西传递给观众？

丸仔：还没有，不配很少，配的比较多。有一个在澳

丸仔：对。

丸仔：没有，我没有限定活着是什么东西，可能对

时候在直播，当时用收音机的时候觉得很有效果。

采访：张渊

张渊：我现在人为把你昨天的演出分为上半场和下

你想怎么样是自己去定。

张渊：可以先说一说昨天的演出现场。

然后你下半场开始有行为的表现，就是开始跟观众

有这个可能性存在。
采访人物：丸仔

丸仔：昨晚的演出基本上是把我之前两个作品放在

半场，上半场你是舞刀，是一段舞蹈，我先这么说。
互动也好，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吗？

不同人来说有不同的意义，我只是呈现一个事实，
张渊：你之前创作下半场“WE ARE ALIVE”动机

两个东西是什么样。我有些行为作品同一时间是舞

丸仔：去年我女朋友的哥哥死的时候，他才 40 岁，

一些状态。我们基本上在一个很不安的状态，很多

张渊：都没有人？

觉。另外一个就是我在跳舞的时候，有时候跟一些

个前提。

丸仔：对我来说都是符号，我不在意那个人是不是我。

第二 部 分 基 本 关 于 一 个 最 简 单 的 有 生 命 的 身 体，

没有人，都是关于所有人的，我只是人的其中一个。

当有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有呼吸，差不多是在证

下半场主要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可以没有人。不是

明生命的存在，人人存在这个事情。但是我做完

张渊：你在表演最后的时候，你用笔在自己身上把

放在一起，我自己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两个

是在剧场当中把你的想法传递出来，你跟观众亲密

的时候，发现两个作品是互补的。我觉得把它们
作品分开来的时候，第一个作品本身观众会带着

不安走，第二个作品却把它安慰了。第二个作品
如果没有第一个作品作为它的原因，观众自己本
身可能有些事情，它本身是关于生命的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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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西写了出来，这个是你作为行为的考虑，还

区别两者，还是有去模糊？

丸仔：很多年来，我对舞蹈和行为艺术都是分的很

丸仔：都没有人。

时候不知道生命之中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

张渊：你同时涉足舞蹈与行为，是否会有意识地去

来自于哪里，什么时候创作？

一起，变成一个剧场化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舞蹈
跟行为艺术的结合。我的想法都是关于生命，关于

门演出的作品，刚好澳门当时在讨论什么事情，那个

之前我是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当时我就有了这个感
严重智力障碍的孩子，他们基本上不能说话，他们

清楚。如果同时是舞蹈还是行为艺术，我会很清楚

蹈，看你放在什么情况，做出来是一样的，但是还
有分别，就是同一个作品呈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

能动。我怎么跟他们跳舞，这就是我的重点，所以

张渊：舞蹈可能有一个非常强的界定？

经是一个跳舞，这个呼吸本身来自于身体，你看

丸仔：基本上在 70 年代，60 年代的时候，应该很

其他人跟他去跳的时候，就是来自于呼吸，这已
严重智障的孩子，他们生命也很有生命力，承认
呼吸跟生命的关系。基本上这两个原因，我想透过

多这种。我觉得舞蹈基本上在倒退。

呼吸最简单，最基本，每个人都一定有的动作。

张渊：倒退？

的互动是否不够传递这个信息？

张渊：怎么想到现场实时随机地使用收音机？

丸仔：对。六七十年代很多既是舞蹈，又是行为艺术，

丸仔：对，基本这个作品我是用别的方式，我下半

丸仔：收音机我不是这个作品用，我之前很多作品用。

我觉得不一定是什么概念的舞蹈，我觉得舞蹈和行

场在欧洲做的，我用麦克风说了就完了，在香港用

因为我对音乐认识不多，也不懂怎么选音乐。 我很

到后来定义什么才可以是舞蹈，导致越来越封闭。

为可以很接近，选择舞蹈的时候，会想表演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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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不会想好看不好看，这个是分别。

丸仔：我以前教一些智障的孩子，必须为他们编一

疯狂，而是跟这个政治分不开，你看的时候可以明

张渊：好看不好看？

这个方法集合所有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这个方

他们要做的就是比他们前辈作品更厉害，但他们背

丸仔：因为行为艺术不在意好看不好看，如果是舞蹈，
我自己本身觉得，舞蹈也是可以被观赏的。

个专门的舞蹈，智障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跳舞，
法是怎么来的？就是从人人都可以跳舞方向来发展
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一直用它，我后来跟我
的老师学这个方法，才发展出来我现在这个舞蹈。

张渊：你当初为什么会做行为艺术？

这个舞蹈我一直在跳。我不是专业的舞者，很多年

丸仔：我开始做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行为艺术，

你参与它，很清楚自己做什么，很自由，你做什么

而且我说话说不好，我就做一个不用说话，就是做

表演，做出来之后，人家就说我是行为艺术，人
家说你很像行为艺术，我就开始去看，后来觉得是
可以做成行为艺术。

张渊：那在做第一个作品之前是在跳舞？
丸仔：都没有。同一时间是学跳舞，但是没有做过演

出。那是我第一个表演，之前没有什么个人的表演。
我有两面，舞蹈跟其他人关系多一点，行为有很多作

品基本上都影响我之后一些东西吧，我也很难说，但
是这几年是比较平稳的。之前十年的东西，我很多东
西在里面，我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以后，这几年

东西没有以前那种愤怒，没有那种负能量。我自己觉

参加很多工作坊的。这个舞蹈，就是你跳舞的时候，
都可以，你怎么去做怎么都可以。因为之 前我自己

学习的时候，很喜欢看不同的演出，然后我去学，
但是学的时候不喜欢，因为限制很多，动作必须一

后没有那种背景，因为时代不一样，他们做出来可

丸仔：对。

做这个而做。最近几年看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成长了，

张渊：那现在呢？

不见了，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他们的作品越做越有

丸仔：我觉得比较难，很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他们

力平是一个成都艺术家，他做了一个在沙滩上面的

要考虑这个市场。他们还是比较关心这个社会的，

能很厉害，但是你感觉不到背后的东西，他们是为

现在的情况比之前好一点。以前见过的一些年轻人
意思，他们可以找到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比如说何
作品，然后在马尔代夫晒太阳，后来旅游公司请他
去马尔代夫。你应该有见过这个？

丸仔：之前他在马路中间堆一些沙，大概有这么多（比

丸仔：对的。

个提升。我后面的舞蹈也加入这个元素，是另外一

然还有一些艺术家，因为中国大陆行为艺术和艺术

张渊：香港呢？

市场。我自己觉得香港社会比较多元化，他们不是

丸仔：香港就是一直很消费。香港怎么说呢？香港

引眼球，有些艺术家为了媒体而做这个行为，很多

过讨论，就是说那个时候艺术没有用了，不是艺术

总有一些可能性使出来，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是一

个层次，一个状态。当然也不是很厉害，但是比之
前厉害一点。

张渊：我发觉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包括舞蹈都有
关系。所以你画画的风格也有关系？

丸仔：对，当然，一定是的。

划了一下），然后就晒太阳，挺有意思的作品。当
市场跟香港不一样，香港这个艺术基本上不会考虑
为了做什么，但是大陆艺术家这个东西可能为了吸
是比较表面的。我觉得年轻一辈里面很好的艺术家，
也是比较多元的，变成一个很丰富的现状。几年前
我来的时候，对于行为艺术就是关于身体，这个比
之前好很多了。当然也跟之前不一样了，我觉得中

国大陆关于跳舞的身体，还是比香港更加有可能性。
有可能是 1997 年左右在香港有很多跳舞的艺术家出

来，后来不太多了，但是这几年好一点，但是大陆

一直发展得很好，同一时间能够出一些很不一样想

个东西，我已经不是我以前那个我，所以我现在做

张渊：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因为现在有点吵。

前的作品很完整的，现在的作品比较像一个符号。

丸仔：好的。

张渊：你觉得跟现在社会的变化有关系吗？

张渊：所以你觉得现在的作品，如果找到一个演员

张渊：我知道你和大陆这边的交流和联系还是蛮多

丸仔：我也不清楚，我觉得作品有时候跟社会有关系，

创作者，你是如何看到大陆这几年的当代剧场以及

的部分怎么跟社会有关系？基本上跟社会完全脱离，

丸仔：有可能，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现在
这样问，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可以。以前作品
让其他人做是不行的。

张渊：可以谈一下你所从事的“共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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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抗。不是说没有，但像温水煮青蛙。

看法。基本上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我总有一些方法，

张渊：跟整个身体也是有关系？

跟他说好，也是可以做的？

是有一些压力吧，有些可能很严重，就必须做一些
张渊：可能你出来也被消费掉了？

张渊：你的意思是你做行为的时候，负能量不是很

的不一样，用的方式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了。以

也一直在做，但是没有更多，因为实在很难，还

张渊：没有。

所以这个共生舞蹈影响我现在的教学跟其他表演的

丸仔：对，也有关系。

丸仔：对，行为跟你状态很有关系。你必须接受这

会层面上是有一个压抑的东西在里面，所以…？

模一样，基本上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规则去做。

得这几年行为的部分没有之前那么厉害。
足做不好？

白其中的状态。年轻人也觉得前辈做的作品很厉害，

张渊：你觉得以前那批做行为的艺术家在政治与社

的，也认识很多在大陆做剧场和做行为的艺术家和
行为艺术的发展和现状？

丸仔：从行为艺术来说，我认识中国大陆行为艺术
一些老前辈，也认识一些新的，我觉得大陆行为艺

术家之前有很厉害的作品，这个厉害不仅是作品很

法的人，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有时候跟自己有关系，那跟自己肯定有关系。跳舞

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我跟其他行为艺术家也有
没有用，也不是艺术家没有用，而是艺术家做什么
都没有力量。观众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有时

我感觉有些东西不应该在剧场里面做，剧场这个东

西很保护，是个很安全的东西。如果真的要做什么，
什么是真实的发生，我就选择做行为艺术，不做剧场，
剧场好象有消费。

张渊：剧场属于中产阶级，经常要买票？
丸仔：对。但我觉得它有偏向行为的倾向，是有原
因的。剧场的东西很多人觉得是假的，因为剧场用

一些假的东西让你觉得是真的，但是本质是假的，
没有的东西。行为艺术是真的，这就是剧场和行为
艺术的分别。

我个人觉得是有关系但不多，很少。行为艺术还是

张渊：所以行为艺术的力量就在于它的真实？

难说。我觉得能够跟社会产生关系，已经是很好的

丸仔：对，行为艺术的厉害地方就是它真实。在剧

也可以关于自己，这个也可以很好的。

并不是那种假。所以剧场可能是演的很好，这个

会关注这个社会的。我觉得是不是受社会的影响很
作品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当然不一定是关于社会，

场里面感动观众的不是身体，其实是背后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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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剧场很厉害，但是力量不一样。

张渊：很有意思。

会被很多东西影响，我是找自己的方法出来。我觉

张渊：现在整个亚洲范围内，身体层面上是不是有

丸仔：对，这个东西跟西方舞蹈也不一样。即使说中

学这个舞蹈，这个舞蹈就是行为艺术，但是后来慢

体？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或者是框架

有来中国，所以基本上破坏的很严重，现在即使把一

一个共性？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亚洲的身
也好，我们所能依据还是西方一些东西。其实西方
有一个脉络的，包括他们评论也好，理论也好都是

有这样的东西，他们可以说剧场，行为，甚至舞蹈，
他们有一些定义来讲这个东西，那么亚洲这个主体
性是如何看待？

丸仔：我不知道。日本人也是通过寻找，找到自己
的身体。我觉得我们的身体跟西方不一样，西方身
体基本上比较理性的，我感觉线条都不一样，这只

国的问题是 70 年代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去日本，没
些动作放进芭蕾舞，就变成了现在的芭蕾舞了，中国
民族舞有很多，但是没有发展。中国的情况，它害怕

少数民族文化大，基本上是不同的文化。这个本身是

政治的因素影响所谓身体的发展也有，本身可能有。
台湾的原住民本身身体跟华人不一样，他们有原住民

的舞者，他们文化本身就会受影响，所以他们出来的
风格，现代舞跟中央舞蹈学院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
比中央那个好。

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受，我觉得共性是一种感情化的。

张渊：他是在美国受了教育是吗？

张渊：怎么说？

丸仔：我不清楚，但是他们做法不一样，地方文化

丸仔：就是身体不仅是一个外在的，可以有个感觉

有现代舞。所以很多原因，日本有，其他地方是传

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身体比较小，可
能感觉比较集中，行为艺术也好，跳舞也好，我
觉得文化上面，但是总的来说跟自己外在的东西有
关多一点。

张渊：你刚才说了，日本人找到了自己的身体，其实

我不知道云门算不算？

丸仔：云门有的，但是从西方那里拿的多一点，所以

它是融合比较好，同时它是反巴黎，反西方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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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来，这个东西才能发展，所以它变成一个体制，
一个政治。

张渊：你觉得自己是亚洲身体？好比你父母在美国，
生了一个小孩，你说他是亚洲人，还是美国人？

有亚洲人的文化，但是你学的是西方的舞蹈，然后

种结论很多人不同意。

西，跟舞蹈不一样，舞蹈需要这样做，有些部分是

丸仔：这个比较难。

但是它有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它做的比较明显。但
改的不多。归根到底也是从西方舞出来的，但是这

别也是这样的，行为艺术只是启发你自己要做的东

西方现代舞的训练？

丸仔：所以要看身体本身能不能消化掉。我觉得跟

是中国的情况，所有的中国舞就是芭蕾舞，基本上

来把它慢慢变成一个体系。所以舞蹈跟行为艺术分

的身体语言？

很明确，把一些太极东西放进去，我自己觉得它是

融的比较好一点，但是它还是叫它现代舞、当代舞，

舞蹈是先打破，哪怕出来的东西是反它的，但是后

张渊：那么怎么讲亚洲身体，没有像日本比较清晰

张渊：至少有很深现代舞的影响。你受了很长时间

来看，好象没有人发现、创造出来这样一种身体，

打破已经形成的东西去找新的东西。舞蹈是什么？

从传统里面转化出来的，这个很难说的。

的身体，很多情绪可能释放不出来。他们可能注重
华人或者中国人这边，当代来看，或者是近五十年

个观点，行为艺术就是你不断打破这个边际，不断

统舞跟现代舞的融合，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但是

丸仔：昨天说了，本身就是亚洲的身体。

于下面发力，这是他们的一种特质。我一直很好奇，

慢有人跟他学了，就变成了一个舞蹈。我之前有一

不一样，就做成不一样的效果出来。中国本身就没

是关于二战之后，他们需要找到自己身体表达，因

为他们跳舞时觉得芭蕾和现代舞并不完全合适他们

得舞蹈最初的时候是行为艺术的，如果没有人跟他

学芭蕾舞一样，最后能不能达到融通。你是亚洲人
你没有把两者，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自己的版本，没

有变成自己一个消化掉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能把它

消化掉，可能你是亚洲的身体，也可以是东方身体，
你可以有自己的舞，自己出来的东西。因为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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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About the Artists

林人中，1984 年生于台北，是台湾新生代活跃艺术

Born in 1984 in Taipei, River Lin is an artist living

家之一，游走于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之间，创作涉及

in between Paris and Taipei and working inter-

创作以身体、仪式与特定时空及文化脉络间的对话为

work includes site-specific performance art,

行为艺术、舞蹈、剧场、现地制作及策展。他的表演
核心，并致力研究身体艺术与公众的美学关系。

disciplinarily. Working with bodily medium, his
dance, live art and installation. Body, ritual of the
spatial-temporal and audience engagement are
centrally concerned in his art practice.

丸仔，行为艺术家、即兴舞者、艺术工作坊导师，亦从

yuenjie MARU is a performing artist, impromptu

作品集《丸仔拉符呃拾年行为艺术 1999-2009》。近

engaged in choreography, theater, painting, text

事编舞、剧场、绘画、文字和装置艺术创作。着有个人
年以 DanceAbility 舞蹈方法为基础研展「共生舞蹈」。
剧场方面，他曾参演纸老虎的《铁马》( 香港艺术节

2014) 及于澳门发表身体装置剧场《置身》( 剧场搏
剧场 2015)。

dancer and art workshop facilitator who is also
and installation art creation. He has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his own works yuenjie MARU
Live Art Ten Years Performances1999-2009. In
recent years, he has been using the methods of
DanceAbility to develop "symbiotic dance". In the
theatrical front, he has appeared in Paper Tiger’s
production “Iron Horse”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2014) and staged his body movement installation
theatre “Set Body” in Macau (Theater Pitting
Against Theater Festiv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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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考舞蹈时我们在思考什么》, 45', 徐家辉（新加坡）
照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提供

当我们思考舞蹈时我们在思考什么

What We Think About When We Think About

“舞蹈医生”徐家辉在此次讲演中将介绍其为编舞

Introducing the first prototype of Artificial

这一概念，以此来探索当代舞蹈的编舞症状。现场

design by dance doctor Choy Ka Fai. This Lecture

而设计的第一台人工智能机。讲演提出“舞蹈诊所”
的会诊环节将再现“舞蹈医生”与他的“舞蹈患者”
之间的实验，结合神经传感技术，潜入我们的脑电
波活动来探究编舞实践。

Intelligent Machine for choreographic processes
Demonstration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a dance
clinic to explore the choreographic symptoms
of Contemporary dance. The live consultation
session previews the experiment between the
dancer doctor and his dance patients, hacking
into our own brainwave activities to inquiries
choreographic practices with neuro-sensing
technologies.

Body x Brain Research x Media Technology

83

引言：科技狂人与表演艺术家徐家辉去年在上海成功完成现

场电击活人（即刻舞蹈）这项实验，近期在大脑与身体动作
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中屡获突破，为了更好地向我们演示他
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更是为了解决许多舞者创作中的实际困

惑，他决定在上海再开个“诊所”，本地艺术家小珂将成为
徐大夫的首位“患者”。

乂媒体表演工作室由一群思维开阔，行动力极强，创作背景

多元的年轻艺术家组成，他们喜欢打破剧场的各种边界，他
们的身体能够也愿意与不同的媒介碰撞或结合，激发出意想
不到的可能性。三位年轻的艺术家将与我们分享近些年来的
创作体会与挑战。身某，重新看待身体与媒介。

科技的介入已改变表演艺术的未来面向，两场讲解式剧场别
具新意，以边讲边演边交流的方式展示两组艺术家各自向往
的未知世界。

《消解舞蹈与剧场》, 40', 乂媒体表演工作室（中国）
照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提供

《消解舞蹈与剧场》

Deconstruct Dance and Theatre

讲述并演示如何实现从舞蹈出发进行一系列关于

Telling and demonstrating how to realise

程。跨媒体的合作创作方式在表演作品的呈现形

disintegration-variation about action/

动作／表演／剧场的消解 - 重塑 - 解体 - 变异的过

式及内容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我们

思考着可以如何去提问剧场与现场、作品与产品、
创作与教学的边界。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on-rebuildingperformance/theatre starting from dance,
what influence the cross-media way of
cooperative creation has o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performance, and how we
can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atres and sites, works and
products, cre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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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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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lecture performance。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从

也是做一个 hypothesis，就是他们不能断定，你到

欢的，这一次在外滩美术馆单纯只是要分享一下我

二，所以我就借了这个方式。因为你讲科学或者

一个讲座演变成了一个表演，那种形式我是比较喜
这个创作的过程。

张渊：之前的作品 Soft Machine 和 Dance Fiction 和

的情况？

张渊：那你在做第一次这样的呈现时，当时观众问

徐家辉：可以说是三部曲吧。我的作品都是在问一

徐 家 辉：Dance Clinic 是 在 那 里 做 了 一 个 work-in-

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遇到一些难点？

document/archive。因为通常你看一个 archive 的时

progress，也只是试探一下观众的反应。
张渊：所以并不是一个完成的过程？

徐家辉：不是，那个是 1 月份在演，那个时候在表
演的时候，真的是在玩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一

直想怎么样可以去有一些变化，有时候我觉得自己
讲了太多话了。

上次之后，当时不叫 Dance Clinic，那时只是因为这
个作品是在 3 年前在台北跟文琦开始的。那时创作
参与：小珂、子涵
采访：张渊

张渊：家辉，你一直强调这次是一个 demonstration

的时候，只是很单纯地想用脑电波去讨论一些问题，

现在则是技术上或者是科学上已经到了某种阶段，
我身为一个艺术家是不可能再去演的。
张渊：为什么？

（ 展 示 ），而 不 是 一 个 p e r f o r m a n c e（ 演 出 ），

徐家辉：因为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我在做技术上

performance 也好，和你之前在比利时首演的那个

以说我只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基础的那些形式方式

那 么 你 觉 得 这 个 demonstration 也 好，lecture
是不是在形式上不一样？

徐家辉：lecture performance，我在 2010 年做的时候，
这个形式在欧洲已经是做了 10 年了。其实我后来
发现在亚洲也是有这种形式，后来在印度，像他们

还会慢，我也没有一个大学或者是 lab 在支持我，所

都已经是很稳定了，现在是想怎么样用一个故事或
者是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就想到了这个 Dance

Clinic，就是要解决人在舞蹈上的问题和困惑。因为
我觉得当代舞蹈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来探讨。

的传统舞蹈，他们也是用一个 lecture demonstration

张渊：其实你把这个东西叫做 Dance Clinic，其实是

个方式。我也不说是一个 lecture performance，这

不喜欢或者是不满意的地方。

来解说他们的那些 gesture（姿势），所以它只是一

次只是因为我还在创作这个作品，我只是想用一个

你已经意识到当代舞蹈至少是出问题了，有一些你

方式来表达我所创作的过程。我没有去设定好它是

徐家辉：没有，我觉得是这个问题的定义在那里。

Fiction 的演出作为一个 example，那个是想好的，

得是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想法从很多的层面

一个 lecture performance，因为你拿上一个 Dance
每个细节都想好，灯光全部都想好，那个是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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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经讲到的舞踏，是不可能去测试心理的。

讲艺术的话，它也是有一种相对性，你不能说是

张渊：那你在比利时演 Dance Clinic 的时候是怎样

采访人物：徐家辉（Choy Ka Fai）

底是一还是二。他们只是说，可能是一也可能是

的时候是没有多余的情感或者是感情。但是比如像

可能有一些人他不觉得是一个问题，可能看的人觉
上是因为这个脑科学，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

absolute，所以才用了这个方式。

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觉得目前为止遇到最难
徐家辉：没有，不过演完之后的那些问题造就了更

多的问题，就是舞者在做某种事情的时候，他（她）
是很集中注意力的。但是集中的定义又有很多种，
或者你讲到情感，情感是很难断定的。所以这些问

题其实都是成立的。只是当我在收集这些 feedback
的时候，我会想当我真正做出 Dance Clinic 这个演

这个有什么关系？

些问题，Dance Fiction 就是问到 the idea of how we
候， 你 是 通 过 audio 和 visual， 但 是 Dance Fiction
是通过电流，是让你想象，让你感受到当你在运动
的时候，他用的肌肉是什么，所以你直接可以感受

到这个舞蹈的力气。然后 Soft Machine 就是跑了三

年，就在亚洲的国家去采访主要用身体进行创作（舞
蹈）的表演艺术家。

出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我需要回避的，有一些问

张渊：采访了多少人？

通常创作过程都是大概一到两年。

徐家辉：88 人。

张渊：你可以具体举几个例子吗？比如说你回避的

张渊：他们都是从事舞蹈创作的吗？

题是我需要去深入了解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或者是你想深入了解的问题？

徐家辉：比如当一个编舞家在 communicate idea 的

时候，他是使用文字的，文字通常会写出来，宣传出

来，然后观众去看，或者是我成为观众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你写的跟你表演的完全不同。这个过程发生的

徐家辉：舞蹈创作有很多的。但我是按照自己的
intuition，不是照着一个很学术的方式，就是很自我
的，从我自己的出发点去想。可能我觉得这个人很
有趣，这个人做的东西我喜欢，然后我就去采访。

时候，我蛮感兴趣的。又比如我们都可以记录这些脑

张渊：根据自己的喜好？

资料去做什么？可以让舞者自己了解什么东西？

徐 家 辉： 对。 我 在 中 国 就 去 了 北 京、 上 海 跟 香

张渊：你给我们的感觉是你在一步一步推进的。整

了其中一组艺术家，就觉得他们是跟我比较有关

电波，我们收集了这些 data，资料，我们可以让这些

个研究到呈现，至少感觉上，这是一个线性推进的，
非常有逻辑地推进的。

你这个呈现主要在说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在想

港， 然 后 在 这 些 地 方 的 20 个 人 当 中， 我 就 选 择

系，或者很了 解 彼 此 的， 我 就 跟 他 们 合 作 了 一 个
documentary，就是通过纪录片的形式，试图通过
他们来看创作是怎么一回事。

一些什么。如果这些人不是原来作品的舞者，那么

小珂：然后他通过这个换来了婚姻。

跳的时候刺激到他们的脑子，然后就有脑电波，那么

子涵：没有，这个换来婚姻是因为他当中胁迫我们

他们在舞蹈的时候，你其实测试的是肢体性的动作。
你怎么可以判断这个脑电波就是原舞者的脑电波？

徐家辉：我就是在测试肢体，他们基本上在做动作

去柏林跟他排练 Soft Machine，所以不巧遇到了她，
然后我们把她介绍给他作为普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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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家 辉： 其 实 在 这 里 我 要 讲 一 下， 中 国 的 Soft

这个定义打开，其实什么都可以是舞蹈。

徐家辉：其实你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像 Jerome Bel，

张渊：但是这个策展是英国人，欧美人？

这 4 部 Soft Machine 中最难的一个作品。因为你看

张渊：据说你之前也是跳舞的，因为你现在从事这

了，自己也跳不了了，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事情。

徐家辉：对，于是就开始做这个 Soft Machine 的系列。

这两个家伙，他们什么都不是，可是他们什么都可

我想知道……

可能我现在的年纪还是可以跳，可是我不想去跳，

张渊：对于我们这个《身在亚洲》的项目，其实也

小珂：你是为什么长胖的？

会在这个当代舞蹈圈，因为它的可能性太多。因为

作。那么你这个 Soft Machine 做了那么长时间，88

Machine 就是跟这个小珂 X 子涵合作的，然后是我

印尼的，有那个传统舞蹈，有故事可以说，基本上
能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要怎么样找到
视角去讲他们的故事，到现在虽然已经演过了，我
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

张渊：他们既然这么难搞，你为什么还要搞他们？
徐家辉：因为人生就是要不断地挑战自己。
张渊：那么你是因为他们首先具有中国大陆的身体，
然后在当代剧场或者是舞蹈这方面的创作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所以你跟他们合作？还是因为他们的年
龄跟你相仿，在沟通上可以比较顺利或者默契？

徐家辉：基本上是因为年龄相仿，我整个事业基本
上都是找年龄相仿的。我本来想找文慧老师，后来

就发现代沟这个问题是蛮大的，因为可能想法或者
是想做的东西都不同。至于他们，我是个人觉得他

们还没有创作到一个巅峰之作，所以他们应该继续
努力。

张渊：据我所知，Soft Machine 其实是更关注舞蹈

或者身体方面的创作，但是我对他们两个人的了解，
他们其实早已放弃舞蹈了。他们还是在用身体创作，
但也不想被外界叫做一个舞者，所以这方面你是怎
么看的？

个剧场的创作，对舞蹈和对身体还是那么感兴趣，

张渊：对，就是你个人对舞蹈、对身体这么大的一
个兴趣，当时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因为你大学里面

张渊：什么意思？
徐家辉：就是不单单只是身体的 choreography。所
以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讲 choreography，你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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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艺术家采访下来，你现在对亚洲的身体，或者是
亚洲的这种创作，你个人是怎么看的？你跟之前欧

洲西方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是怎么来总

像是一个文献，可以作为展览，你目前在世界范围

徐家辉：因为这个亚洲 Asia 本来就是很模糊的一个

张渊：你是说你以前不胖？

徐家辉：在哪些地方？

张渊：如果我们不讨论美洲、欧洲这些东西，如何

徐家辉：基本上我个人的身体也是为了艺术牺牲的，

小珂：比如说维也纳展览？

强烈的对比，你这个人也可以做编舞？我就是要冲

徐家辉：因为我觉得也是碰到了那个时段。因为前

以前也是，我现在还是”？

因为当一个胖子去到编舞圈，人家看你就有一个很
着这些人，为什么我不行？

因为一开始是看了日本一个叫 Dumb Type 的舞团，
他们用了很多多媒体去呈现一个演出。然后那时我
就很惊讶，原来表演或者编舞或者演出，是可以有

这么多种形式的，然后就开始去研究这些多媒体的

东西，然后就想象 interactive 是不是能成为一个舞者。
张渊：所以你是先看到他们，才决定去学这个，不
是已经学了才看到？

肢体。

choreography。

这个的接受程度在欧洲会比较高。

徐家辉：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太不礼貌，什么叫“我

做。所以我选到的人，有一些是很注意舞蹈的，有的
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或者你可以说是 extended

我做的可能跟编舞也没有关系，是一个想法，可能

是在讨论亚洲从事当代剧场或者身体为主的这个创

张渊：关于 Soft Machine 这个作品，在我看来，它

徐家辉：对。所以我在新加坡学的是 video art，可

像小珂 X 子涵这样的，他们也不是放弃，我觉得他们

我是用那个概念去编舞。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

学的专业，也是设计、交互这样一个专业。

徐家辉：没有，我整个 Soft Machine 是根据我的合作

对象去想，这个 documentary 或者是这个演出怎么

这个很概念性的编舞家。当这个概念性的编舞家他老

是我当时已经在小剧场比较活跃，所以也是用很多
后来是跟了王景生差不多 10 年，我一毕业就帮他做
这个。通常我是跟人家讲，因为我自己认为不是一

个很好的舞者，所以我才去找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延
伸我的表演性，所以是这样开始的。
张渊：很有趣。

更像一个综合性的项目。有表演、调研和纪录片，
内有没有开始展开？

几年很多人开始做 archive，很多人开始关注亚洲，
所以我刚好开始的时候，就很受到瞩目，他们都很

有兴趣。不过我还是要自己明白亚洲到底在发生什

么， 去 看 演 出， 其 实 我 自 己 也 是 在 台 上， 有 血 有
泪。这个项目新加坡 commission 的，第一次在新加

坡，四个不同的演出，然后在维也纳。但是我这个
作品，因为有太多不同的部分，像印度的或者印尼

的，我都是首先在当地去演，就是在它的 local 去搜
集一些反应。然后当我到了欧洲的时候，因为你在

欧洲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在调侃欧洲对亚洲的一
些 stereotype（陈词滥调）。

张渊：对，因为你这个 proposal 我之前看了一下，
你说过这个项目的起因，是因为你在欧洲，应该是

结这个事情的？
名字。

讨论亚洲？

徐家辉：亚洲你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说，一是亚洲 49
个国家，你不能说中国就是亚洲，不能说日本就是

亚洲，就算在印度，印度它自己有 8 个不同的传统
舞蹈，每个传统舞蹈都会有自己更新的东西。所以

Soft Machine 虽然我是讲亚洲，但也是包装自己的
一个方式，作品本身是从个人的角度去看的。所以

你一定要通过个人，这个人要生存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才会讲出这个环境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不可能
的任务。不可能讲你在做一个 Asia project，或者这

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所以我到收集完这些资料，
一直到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说，这是个人的观点，就
是这个个体，这个个人是存在在亚洲的。

张渊：所以 Soft Machine 里面，并没有采访生活或
者是工作在美国或欧洲的亚洲艺术家？

在伦敦，看到他们有一个谈论亚洲的项目让你很不

徐家辉：有，比如很多在欧洲的印度人，都有去访

徐家辉：就是在伦敦的那个时候，我在读书，在伦

徐家辉：所以身为一个策展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future contemporary art。当然他们是一个很大型的

法是什么？

爽，可以说下为什么吗？

敦待了五年，然后看到他们做了一个 Inside Asia 的

表演，他们也需要观众，但我就在想，为什么你们
讲到亚洲就只能看到这些？

问他们。当然他们的问题是一些不同的问题。

身在亚洲，而你对身在亚洲的一些亚洲创作人，想

张渊：主要是因为有外滩美术馆的 Hugo Boss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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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这个契机，我可以做这么一件事。主要是因为我

我只要一点点的暗示，他们就能够收到讯息。

也去过其它地方吗？

陆这边的艺术家，对中国大陆之外的从事当代剧场

纳演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个作品在中国也能演好，

张渊：日本、香港、新加坡等

这个作品说到一些可能我的同伴他们不知道的东

子涵：你在其它的国家，作为一个策划人，因为你

觉得大家彼此并不了解对方在做什么，就是中国大
的这些艺术家在做什么，他们的方法或者是关注的
议题等等，没有了解。同时我在有限的范围内也问
了亚洲的艺术家，对中国大陆的同行也不了解。似

乎没有渠道。有些人也没有觉得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其实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在小珂和子涵去维也

因为我是找他们来做一些研究。我可能没有觉得，
西，可是到了维也纳他们感受到的多于我想象的。

可能大家都觉得当代剧场这个东西还是以西方的框

观众就会觉得，原来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就

量作品的好坏以及定位。所以我做这个《身在亚洲》

么多机会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他们看到的都是一

架去看的或者作为一个评判的机制或者标准，去衡
项目，不能说会一定有东西出来，但至少是通过这

种形式，就是每场有一个中国大陆和一个亚洲艺术

突然意识到其实还是蛮封闭的，就是他们也没有这
些比较……

不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你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的？就是在讨论亚洲或者是中国艺术家在离开了自
己的国土，离开了大陆这个平台，在所谓的亚洲平

台或者是所谓的欧洲平台上，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中

国常常被摒弃在亚洲概念之外的但是又是亚洲的一
部分？

家这样一种组合，他们通过带入他们作品的方式来

张渊：传统的？

张渊：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我们被排除在外面，

期待，因为现在基本上还是以西方的话语为主。当然，

徐家辉：或是一些比较老一辈的，就是一生都在谈

一辈的艺术家和你们又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这种排

进行对话，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话语，这也是我的
其中包括去探讨什么是亚洲。

徐家辉：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当然

文革的那些人，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觉得中国就是
停留在这个阶段。

你有个人想法的时候很好，这样就会讲到一个更深

子涵：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你在说亚洲，

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中国内地的艺术家跟亚洲的关

次。我有时候去参加他们当中组织的一些会议或者

的问题就是你用言语去交流还是用肢体去交流。我
系如何，或者他们有没有一些平行的发展，我觉得
会比较有趣。

张渊：是的，据我所知大陆的艺术家跟国外的交流，
比如参与国外艺术节的艺术家，还是屈指可数，就

我和小珂，因为我们参加日本的 TPAM，参加过三
lecture，他们也是常常在谈亚洲，他们在谈亚洲的
时候，我们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亚

洲的时候，中国是很明显被排除在亚洲这个概念之
外的，可能日本也是，可能大家在讨论亚洲……

这么几个，可能没办法构成一种所谓的对话，这种

张渊：是在说东南亚的一些比较小的国家？

对话，那在国内可以挑起这样一些事或者搭建这样

子涵：对，东南亚的一些小的国家，因为这些小国家

亚洲和在欧美演出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

亚洲这个风气或者谈论亚洲的这个源头是来自欧洲。

对话的可能性非常小。既然在国外你看不到这样的
的平台，构成一些这样的对话。那么你这个作品在

徐家辉：其实如果你是在亚洲，如果你是在印度演

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那个背景知识是比较深的，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你是不用去解释的，而且有很多

都有欧洲殖民的历史，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是谈论
张渊：也有这种说法，说亚洲这个概念原来是不存
在的，是被欧洲人或者西方构建出来的。

东西你是可以走比较深的，所以我跟那个印度艺术

子涵：可能他们要讨论亚洲，一个是他们没办法在

亚洲的作品包装到欧洲。

个也是他们觉得，我们是文化的主人，你们是文化

家的合作，那个刚好就是在谈，我们怎么样把一个

所以到了维也纳，那个作品就有一个明显的分别。
我是必须很直白地去告诉西方观众一些东西，不然

他们是不会意识到的。但是我在印度表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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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中发现一些什么新东西，那么去亚洲找；第二
的客体，你们文化是从我这里来的。因为我们是从

亚洲的角度会有这种感受，我们在做表演在做创作

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也很好奇，你也去韩国光州参加他们的会议，

而且这个现象可以从时间段上去分，就是你们的前
除性。对于前一辈的艺术家他们可能必须去谈一些
中国的标签，这些标签可以是标签，也可以是他们

你本身作为中国人或者是作为亚洲人，自己谈论所
谓“身在亚洲”，对我来说，我是一下子找不到。

张渊：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你身在山里面，你看
到的就是山里面的。

子涵：对，我本身是出在这个文化氛围当中，我没
有觉得我是一个文化的客体。

小珂：就是你永远是亚洲。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

不得不承认在艺术的领域里面，还是由西方的当代
艺术主导在美学或者是艺术的讨论，这些话题可能
牵扯到了区域性的、历史的或者是人类学的一些问
题。亚洲的这些所谓的东南亚国家其实有各人种的
问题，那么在人种的基础上，他们的文化一定是有
一个非常深远的牵连性的。

真正的深有感触的一些东西。他们曾经经历文革，

张渊：这个说到根子上了。

发展成为一种标签，这我觉得是 OK 的。我们前一

小珂：因为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感受，亚洲这个概念

我去专门去策划一个这方面的东西，我可能就不是

外就是你没有机会看到。然后可能稍微了解的就是

他们如果不谈这个，他们就没有东西可谈，后来就
辈艺术家做的东西，我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你让
很愿意。因为我如果去邀请这些上一辈的艺术家，
去做这方面的尝试，我个人的动力就不是很足。我
跟他们是有代沟的，他们的这个情感和见识，不是
我能够做的，也不是我要做的。

子涵：你是一个中国策划人，而且你是在中国做这

是很模糊的，基本上首先是因为我生活在这里，另

日本。我补充刚刚没有说完的，日本是另外一个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整个经济，它融入和对西方语

境接受的程度，远远大于中国。日本不会看到亚洲，
因为它曾经是一个强国。我要说的是，“亚洲”这
个概念到底是谁定义的……

个项目，你觉得你作为中国策划人，你在亚洲，做

但是我们以一种文化的角度来看，会比讨论亚洲更

讨论亚洲时有什么不一样的？

75% 的华人，新加坡的整个文化，我不能说陌生也

这个《身在亚洲》的项目和欧洲人做这个项目，在

张渊：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可能
对国内的这些艺术家比较熟悉，我不用跟在欧洲的这
些策划人一样，需要通过另外一道媒介或者其他的人

的介绍再去了解。我所不了解，所欠缺的就是，亚洲
其它的国家在做什么？然后我把这些亚洲国家做的东

准确一些。比如说我在新加坡的感受，新加坡有
不能说熟悉，但是它存在一种非常怪异的状态。我

没去过印尼，存在很多跟人种的流动而产生的各种
语言。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我现在想想也许用国
家来区分的话，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从人类学这个
历史原因来看会比较清楚。

西请进来，和你们在做的东西进行对话，会产生什么

张渊：所以你是从文化身份的角度上来区分、来看。

然后进入到我想知道的东西，同时也反过来可以更好

小珂：对。

子涵：可能是因为你强调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想，

张渊：可能更有价值的不是从 state 政治意义上的边

影响？我要思考的就是我有什么，我想通过我有什么，
地认知我所熟悉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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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来谈。
小珂：对，因为从边界的、国家的政治意义上，我

件发生，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真正的意义，是让这
种对话，能够深入下去。

很难去想象印尼在干嘛，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如

小珂：家辉和我跟子涵，我们是同代人。像你刚刚

和文化的一些牵连性。既然文化有牵连性，就能够

年龄段，比如文慧、张献、田戈兵，香港的荣念增

果谈到华人的历史的话，就有些历史的证据来看到
产生对话。我觉得这样来做“身在亚洲”的话题，
也许就不会被国家的概念所捆绑。

子涵：而且就像两位刚才讲的，如果就我们自己来说，
我们作为在大陆的艺术家，在大陆谈文化的问题，实
际上你谈的是体制的问题，但是在大陆你关于体制的

问题是不可以谈的。那怎么办？举个例子，比如说我

们现在在做广场舞，它就是一个切入点，之后你会发
现，在背后带来的…你在做这个调研的时候，你会发

现其实背后所引发的还是体制给这个人群带来的记忆

关于艺术家
About the Artists

也提到了，相比较老一代的中国的艺术家在这样的
等老师，其实他们在创作中，我觉得最后他们指向
性的意图更多是大的东西，是在讲一个时代，就是

他们经历的，不管是文化或他者文化的冲突，是
一个意向性的东西。但是对于像我们这一代艺术

家，我们更注重关心的是个人的，就是你个人的

individual 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会更知道如何
切入，更有兴趣，这也许是一个不同年代的人的不
同的需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更加个性，不是
个性，是更加个人化。

或者历史所引发的。但是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去谈这个

张渊：对，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宏大叙事在
这个时代中的消失，或者是被隐藏，暂时看不到。

徐家辉（Choy Ka Fai）毕业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交

Choy Ka Fai is a Berlin-based Singaporean artist.

小珂：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很严肃，我觉得是

小珂：也许我们还年轻，因为我们的关注点都不在这

为了探究引起人类身体表达背后各种无形的记忆与

College of Art London and his research springs

的――应该很长的――或者是 30，40 年的发展过程

经很精彩了，但是个案能否代表一个区域，这就是一

体制的问题，我只能把它引向一个情感的交流。

很重要的，就是当代的亚洲剧场。在这样的 20 多年
中，的确是受到强势文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很大的

影响。现在这种回潮，开始有亚洲意识，包括家辉
的 Soft Machine 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在西方的世界
里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在寻找亚文

种宏大叙事上，我们觉得个案更有意思。个案本身已
个问题。其实我们没办法去界定亚洲是什么，我们只
能用一个个的个体，来展现和印证，亚洲是什么。

子涵： 我们之前有过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首

化的一种，可能是刷新他们自己的系统。但是对于

先我们在东方的，所谓的东亚这边，我们的传统文化

这样一个平台，如果能够达到让这些生活在亚洲的

活是基于你的关系网。就像我们之前说，中国传统

我们这种生活在亚洲里面的人，我觉得你“身在亚洲”
亚洲艺术家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首先是要意识到
和反省一些西方的影响，以及哪些东西是符合我们
的，哪些东西可能只是一些茫然的跟随。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能真正地刺激到这些年轻的亚洲艺术家，
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能够走得更深。

中是没有个人概念的。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日常生

and the forces shaping its expressions. These
factors converge into complex articula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rt, design and technology. His
projects were presented at ImpulsTanz Festival
Vienna (2015), Tanz Im August Berlin (2015, 2013)
and Singapore Arts Festival (2012).

什么我们在强调个人，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年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没有这样的交流。

民族性是非常弱的，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种杂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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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艺术节等。

of the human body, its intangible memories

和社会之间的认知其实是完全不同系统的。现在为

小珂：对，在亚洲。这种民族性的东西，其实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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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维也纳国际舞蹈节、柏林八月之舞艺术节和新加

from a desire to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ing

是确定不了你自己的地位的，这个和西方对于个人

小珂：对。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的几个现代舞团，

些话题。活动现场不重要，活动现场只是让这个事

之间，其作品一直受到国际各大艺术节的邀请，比

你需要在这种关系中来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你自己

徐家辉：因为没有民族性，所以强调个人。

所以真正的艺术推进的话，是靠这些活动来产生这

力量，他的创作形式必然跨界于艺术、设计与科技

He graduated in Design Interaction from the Royal

文化中最常见的，三纲五常，你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张渊：有突破。
他们哪怕 10 年前，哪怕现在，我也能够相信他 10

互设计专业，是一位在柏林工作的新加坡艺术家。

种同化，各种侵蚀的战争历史里面。我觉得亚洲的

混合是摸不干净，你只能在一个区域里面找到这个
区域产生的一种共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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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北京的？

王家明：我去教课。

重 新 组 合 在 一 块 ，变 成 莫 名 其 妙 的 异 生 物 、异 体；

王家明：对。然后我就去了北京，成为了他们的建团

张渊：教什么？

个喷雾的东西，当你抚摸充气娃娃胸部的时候，这

因为每天的工作排的比较满，早上 10 点到晚上 6 －

王家明：关于身体和表演的课程。每年的呈现都不一

太适合我，因为我希望可以编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

影象、录像、照片，还有表演，还有小型的演出。

演员。但在工作期间，我没有机会去做自己的创作，
7 点，尤其是碰到演出的话就更没有机会了，可能不

创作，所以两年后我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很幸运认识
了一些朋友，加入了身体力行戏剧舞蹈工作室。我们

张渊：在美院教书的过程中，对你的启发是什么？

作品，非常有效率，所有的创作都是实验性的，我们

王家明：首先是跨媒体艺术专业本身就非常开放，

年时间里，我们创办了艺术中心，在做创作的同时开

象变成了某一个具体的物件，或者某一个图形，或

在剧场里工作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每个月排一台新的
会根据具体的问题或课题进行创作实验。又在后来两
始研发教育类课程或项目，也始终是在北京。

张渊：你说的这些问题是指关于舞蹈创作的问题？
王家明：关于剧场本身的问题。
张渊：每个月要排一件新作品？
采访人物：王家明
采访：张渊

张渊：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曾经在舞蹈团里面，挺
叛逆的，后来出逃，成了独立艺术家。先和一群朋

友做了身体力行戏剧舞蹈工作室，然后和现在的团
队一起做了乂媒体表演工作室，包括你也和朋友做
关于舞蹈教育方面的工作。我想了解一下你个人的
创作。以及在这段时间内的个人转变。
王家明：这个是要聊人生。
张渊：请。
王家明：首先我学的是芭蕾专业，后来选择现代舞

是因为身高或者身体条件没有成为职业芭蕾舞者的
前途，所以选择了现代舞。在法国学习现代舞，那

个时候觉得现代舞完全可以满足我对舞蹈创作的欲

求。后来回国，回国一开始想直接成为独立的编舞，
但是不现实，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后来我的老师推
荐我到现代芭蕾舞团，我想这或许能是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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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要求也不一样。去年有展览和演出，展览有装置、

王家明：是的，每个月月底演出。在这段时间里集
中做了一系列关于剧场表演的创作实验，我们每个
人都特别会提问题，所以几乎一直在抛出问题，然

后通过创作作品来回应问题，这样的方式不断重复，

也不断有内容可以做。那个时候主要围绕的是身体、
舞蹈和表演，之后的两年我们换了一个办公地点，
还是在北京，成立了一个艺术中心，开始接触教育

类课程研发的工作，也有关于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同时也做创作。但这个时候的创作就有一些变形，
因为我们从剧场离开，进入到一个办公区域。那个

办公区域非常大，1500 平米，顶高有 7 米，也有

所有已知的物质都可以被他们使用。如果表演的对

者某一个声音，可以激发出的身体的可能性是什么，
或者身体可以充当着什么样的对象。在面对美术生
的时候，他们没有舞蹈或者运动基础，于是很重要

的一点就变成是如何弱化舞蹈或者肢体能力的表
现，反而更多时候考虑的是一个普通的身体，它最

大可以生成的内容和信息是什么。每个学生都不一
样。有的人根本不关注表演，他们觉得肢体的表演
不是必要的，哪怕最后是一个现场，是一个关于身

体行为的现场，他们关注的点也可以是环境、空间、
某一个材料，或者文本、光、声音等等，讨论最多

的可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比
方说我发出一个声音，因为我发出声音，所以对面

有一堵墙碎了，安静的时候那堵墙又可以完整拼出
来。其实是不同专业的。不同“区域”的思考，这

些东西对我的刺激很大。跨界创作合作对我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也是必要的选择，它指向一条预示着巨
大可能性的路，而且剧场本身就有一个集合集体创
作过程的场域的特征。

很多的发挥余地和空间。所以在那个空间里面我们

张渊：昨天演出之后有一些观众提出问题，我发现

期间我还接触了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这个专

场上的主体性排在第一位。他们认为身体跟所谓新

尝试做了关于空间环境的创作展出和演出。在这个
业，去上课的时候也在观察学生的创作方向和思考

方式，他们通常用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软件，
什么样的硬件，包括老师们是怎么样做引导，老师

这些观众可能对身体本身更为关注，是把身体在剧
媒体的交互合作，身体会被吃掉，被淹没，或者被
消解。你当时和这些美术学院学生工作的时候，你

还有一个同学拿充气娃娃涂上可以通电的材料，一
个充气娃娃会给你讲一段哲学故事；还有一个同学
用毛发完成了录像作品。所以其实对身体的理解和
思考的角度可以是不一样的多重的，在舞者的身体
里面是不是只有舞蹈，但除了舞蹈是不是还有其他

的可能性？在戏曲武生的眼里，身体除了技术，除
了身段，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在杂技演员、戏

剧演员、运动员、普通人、美术生、音乐家的眼里，
他们看待身体又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有一点或许是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抛出关于身体，或者动作，或
者舞蹈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先入为主地带入了个人
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判断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全

部？或者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被套用在别人身上，
别人是不是会被坑进了某个系统或者语境里面？那

自由在哪里，或者可能性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的，
关于一些我的跨媒体舞蹈作品，很多人都说新媒体

视觉的东西太棒了，太牛逼了，身体去哪里了，舞
蹈呢？但对我来说很简单，也是一个事实，如果这
台作品没有身体，没有舞者，没有演员的话，这件
作品根本不会成立。因为新媒体或者视觉的部分不

只是一个效果，是跟台上正在发生的动作、眼神、
呼吸，或是叹气都是完全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为什

么要这么强调后台的操作，也就是新媒体视觉部分
也在实时捕捉舞者进行即时的互动，两块东西完全
绑定在一起，它在关系上是平等的，它整体呈现的

不是单一的舞蹈或者视觉作品。它可能在视觉上，
毕竟我们接触的东西，或者我们观看的习惯可能还
没有太多关于新媒体艺术或者视觉方面的东西，所
以这个东西会不断放大，我觉得很自然、非常自然

的会觉得身体被吃掉了，但其实在我这边可能这个
说法不成立。我还是会坚持现在的创作方式，如果

身体没有必要出现在作品中，我会毫不犹豫的去掉，
但这也不说明身体是被什么东西消解了，跨媒体或
视觉也是同样的理解。

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张渊：所以对你来说，以你现在对国内的了解来看，

四年，时间很长，给自己的启发也很大。

王家明：我想想，学生们有一些作品，我觉得很不错。

者跟你做的相似？如果有的话，你们之间的区别在

张渊：你是去美院上课还是教课？

娃娃，然后把芭比娃娃肢解了，全部碎片了，然后

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今年应该是第五年了，还是第

我想到去年有一个同学搜集了很多的娃娃，像芭比

国内跟你做类似这样尝试的团体有没有关注过？或
哪里？你觉得新媒体跟身体之间的结合是不是可以

是一个趋势？因为你在这里面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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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面临新的困惑是什么？

在学习，还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学习，也就是

不是技术有什么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错或者没

么样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假，不那么刻意，让自己松

王家明：我有看过一些影象，知道法国一个做跨媒体

代舞，因为现代舞可能专指在那段时间里，有几个

技术，你通过学习，掌握到这个技术，你了解到背后

N 种技术，N 种方法，但不是每条都适合你。

表演的组合或者团队。他们用的演员有舞者，也有杂
技演员。如果和他们相比较，首先最大的区别在于我

们创作的不可能是秀（除了商业活动），我们不强调，
也不会执着于不断生成特效，我们不会在作品创作上

那么做。我希望我们做的是关于人，关于身体，关于
周围，关于剧场空间，关于表演的一些可以穿插的可

能性，在内容上。哪怕很麻烦。就像昨天张雨说一个
效果可以放一个程序，或者放一个动作捕捉的设备就

可以解决了，不用现场死死盯着，实时去调整，太麻
烦了。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作

品里面有情感的东西。除了视觉效果之外，最重要是

它的内容，它传达的信息，以及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
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吧。国内外能够做到这点的，我
觉得也不多，大部分还是以效果为主，慢慢的就忘记

为什么我们要做课程的原因。现代舞在西方叫做当
非常典型的，可以学习到的技术或流派，被应用在

不同的公立大学或者私立大学，不同的院校的现代
舞专业里面，可以被传达，可以持续。现在现代舞

更换成了更加复杂也更加个人化的当代舞专业了。
我在法国学习当代舞的时候，老师的要求是将现代
舞的技术掌握后开发自己的当代舞技术，这个是作
为一个要求而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去讨论当代舞
蹈的话，这个可能是学不尽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的某个人和某种舞蹈方式就横空出现了。因为有太
多个人的存在，所以关于当代舞我还在学习，我努

力地去试图研究每一个舞蹈技术系统的问题。但当

代舞对舞蹈的形态又没有那么确定，它始终保持着
一种开放。

什么是创作了。

张渊：但这种开放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什么是

张渊：所以就是形式上的东西。

何去评价？

好，什么是不好？因为那么开放，那么自由，我如

王家明：对，做一些形式，关于这个东西是不是一

王家明：是这样的，我应该学了不少技术，当然对

明显了。但是对我来说，我更加希望还是回到创作

而且非常的理性，我非常喜欢。有一些技术非常的

个趋势，在形式上一定是一个趋势，而且已经非常
者本身，就是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的立场什么

样的，你要做一件作品，做一件什么样的作品，你
要传达什么信息，你传达不传达。我们回到艺术或

我个人来说，有一些技术非常有用，非常非常的可靠，
感性，它强调直觉，强调意识，然后生成一些动作，
我也很欣赏，但是我很少去应用。

者表演语境里面，你做了一些什么，有没有可以讨

张渊：因为你谈到当代舞是自由开放的，还有很多

注的一点。不然形式化的东西会越来越多，铺天盖地，

评判，这个人是好舞者，或者说这个人是很棒的舞者，

论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背后每个创作者应该去关
看的人觉得非常漂亮，就结束了，就变成一个一个
的秀了。

的可能性，你也学了很多的技术等等。我们如何去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如果东西是开放的，这个东西
的标准会变得模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张渊：那么你和这些媒体艺术家或者声音艺术家这样

王家明：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简单的分两块去

本身从现代舞出来，你在身体力行工作室过程中更专

的表演。关于技术，技术好象一把锤子，它如果没有

跨界合作之后，你现在是怎么去思考舞蹈的？因为你
注放在身体本身创作，或者是舞蹈本身创作。包括昨
天演出的名字叫做“消解剧场”，在不断消解、解构

的过程中，你多多少少有一些建构的东西在里面。现
在你走过这段历程之后，你怎么看待新的舞蹈？

王家明：现（当）代舞这个东西，我到目前为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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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首先第一块是技术，第二块是你刚才说的舞者

错，没有这样的问题。必然你需要去了解和学习这个
的逻辑，可以发挥这套技术，应用这套技术，这个时

候才有一个标准：这套技术对我来说有没有用，能不

张渊：你觉得存在不存在一个东西叫做“中国的身体”？

者，好的舞者，不好的舞者，当代舞者，现代舞者，

王家明：存在啊，为什么不存在。

个普通的观众，即爱好者，我不做专业的评价。关于

张渊：当然这是从文化身份角度。我这个项目的题

族舞，古典舞，什么现代舞，当代舞，他才不管，他

大陆做当代剧场，以身体为创作基础这么一批独立

能用，用在哪里，有没有空间。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舞
我觉得这些问题无所谓。首先我站的角度和立场是一

普通观众看一个舞者跳舞，他会管他是什么背景，民

只要这个舞者的身体，或者动作、舞蹈足够吸引他，
符合他的趣味，符合他的审美标准，这个人是漂亮的
感人的，这个人就符合一个好舞者的标准了。回过头
来说对舞者的要求，舞者 100% 完成了技术，或者超

出技术的极限，你就可以让一个人爱上你，喜欢上你

的舞蹈或者动作吗？我觉得未必。你把芭蕾跳的再好，
好爆了，也有可能观众不喜欢。因为他不了解你的语
言系统，不知道你的技术已经成这样了，他只关心你

建立一个对话。无论是当代舞，或者现代舞，基本

是西方为自己的身体所创造的，芭蕾就是这么一个
体系，它是为西方的身体所做的。上个世纪，日本
人发现舞踏，某种意义上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语
言），这套系统是为自己的身体所创作的，你觉得
中国现在目前为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者它的身体标准，不是这些，而是魅力。那两年我在

他们有些是意识到了，有些自己没有意识，更多是

作职业舞者的时候，我不停观察演员和舞蹈，包括自
己在舞台上的表现，我始终觉得在排练厅的排练永远

比演出好看。我们排练最短得有一个月，但是你愿意
重复看，一遍一遍地看，有时候看到的是问题，有的

时候觉得不错，很棒，有进步，很舒服，很自然。导
演或者编舞说停，他就停了，走就继续走了，停和走
之间是没有隔阂的，非常好看。演出不一样，一登上

编舞，非常会使用中国人的身体，非常会做处理。
他们根本不关心或者不关注去建立一个运动体系或

者一个舞蹈技术方式。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艺术家，
他们大部分是创作的角色，所以这块可能被丢失掉
了。谁应该去拣起来这个东西，就是那些所谓学教
育的人，或者是搞教育的人。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最后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台就开始变假了，就开始更改状态了，当然这个也是

张渊：也不是创作的方式，不是导演具体的符号性

单，就是我有了比较，有了参照，我觉得表演只能是

它本身也是一种符号，舞踏变成一种符号，芭蕾变

跟演员或者舞者功力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简

一个小时，我只能享受这个小时，我们从头再来第二
个小时我可能不会看，因为丢失了很多比较自然的东
西，比较无意识的东西、不刻意的东西。

用？没有人去使用，没有人觉得这个东西好，说明技

王家明：是这样的，我的方式可能跟戏剧这块有关系，

它的应用范围是否很广，是否广到涉及所有人，包括

大二大三的时候，每个舞者必须去学戏剧表演。然

普通人。所以对我来说标准是这个，关于技术的，而

艺术家，和亚洲同样做这方面创作的艺术家，试图

王家明：我看到很多中国非常棒的导演，非常棒的

关于舞者最后拼的或者比较的根本不是舞蹈技术，或

张渊：所以对你来说不一定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现象。

术有问题。这个是唯一一个标准，它是否可以应用，

目叫做《身在亚洲》，我其实探讨的东西是在中国

是怎么处理的，他也不必知道你是怎么吸引到他的。

办法应用的话，我觉得这个技术的价值可能就只能停
在那儿了，一套技术的开发不就是为了让别人可以使

驰下来，关于松驰怎么松驰，怎么专注，有 N 种方式，

的东西，而是你身体本身的东西、体现出来的东西，
成一个符号，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有没有存在，在未
来有没有存在可能？

王家明：在现当代的舞蹈环境下，暂时没有发现中

国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不断发现中国可以有这样
的东西。

戏剧里头有很多的练习，我接受的教育是，你到了

张渊：为什么？

后每个人、每个演员可能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怎

王家明：因为从不同的艺术家作品中，可以发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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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的身体运动方式在闪烁，它可以串联起来，
可以变成一套系统。

张渊：你现在也在做教育，你做的教育是关于什么的？
王家明：我做的教育非常简单，是提供不一样的可

能性，一个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或者了解到、或者

样的方式被他们看到。所以剧场变成了现场，表演

王家明：我举任何一个例子对其他人都不公平。

息量太大。我也很喜欢他的漫画人物，叫做“天天”，

验的一些事情，我可能继续做这样的实验。

张渊：总有一两个有比较大的影响吧。

有各种各样的，有文字的，有填空的，很棒。很早很

张渊：所以你更加关注所谓现场的不可把控性，或

王家明：每个领域都有对我帮助非常大的老师，或

可能变成事件。所以这个是关于在剧场里，我在实

不可预知性？

掌握到的一个途径或者平台。我们没有去教授任何

王家明：对。

我觉得未来当然希望是这样的。而且关于我们的舞

张渊：对于排戏，基本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和把握，

不同的艺术专业在做什么，太需要去了解当代艺术

个事件，或者做类似的现场，其实很多时候存在失

关于我自己的技术，或者有的系统，还没有到这点，
蹈学生，因为他们真的是太需要去了解，或者看到
的环境，大家在讨论和关心的是什么，这方面一直
是断层的。刚才说到系统或者体系，关于亚洲身体

对观众有一种预期或者判断，但如果你是希望做一
控的可能，这是你感兴趣的？

和中国身体。中国身体，人种本身不一样，身体的

王家明：对，作为创作人来说，这方面会很有刺激，

千上万种。关于体系，我觉得最关心的问题是在系

会让现场失控，或者现场不存在真正的失控，一旦

特点肯定在那儿，这个是毫无疑问，花还有几百上
统建立出来之后。因为对我来说，技术系统是为了
应用，你可以应用在哪里？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庞大

的问题。所以或许这个问题也会变成若干个其它问

会产生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出于个人，我不
存在真正的失控，就说明这个导演没有把控好，或
者功力不够深厚。我觉得是这样的。

题，或者是一个你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需要跨越的

张渊：你为什么对现场感兴趣？生活中到处是“现

谁可以看到，谁会使用，谁要去使用，这些是应该

纪的“情境构建”，就是你可能作为一个艺术家或

障碍。我今天可以弄出一个系统，干吗呢？谁会看到，
在发明、发现任何一套系统之前还是之后应该考虑
的事情呢？

张渊：所以你目前对剧场这块――我们先不谈舞蹈，

者是朋友，哪怕是朋友也看作是老师。首先像我们
工作室的张雨，还有新加入的崔真，他们给我提供

很 多 的 知 识， 包 括 技 能， 包 括 眼 界。 关 于 舞 蹈 上

你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何必呢，你跟

座里面讲到的消解和解构，其基础就是他们做动作
解构的那套思路，我一直觉得他们是舞蹈界的苹果
系统，独树一帜，却很难被模仿和超越。而且这个
技术的应用范围极广，小朋友、老妈妈，甚至残疾

其实最后是在研究他的美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么有吸引力，是因为真实性吗？

给我印象很深。张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赖舞者或者演员给他一些刺激，他可以做删减。他

指现在或者近期。

当观众踏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可以意识到，或者

王家明：张献。昨天晚上见他，每次见到他会聊到

境其实之前什么都不是，甚至是废墟，或者毛坯。

价值连城，我觉得。香港也有一个老师，叫做荣念曾，

开放式的环境剧场不是问题，如果还有一个未来剧
场我觉得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好好使用这个舞
台去做一件和自己有关或无关的作品，有谁在看？

当我把剧场里的观众席撤掉之后，其实会引发很多

法里面看到表演的价值，或者表演真正动人的地方。
张渊：在你的学习和创作过程当中，谁对你的启发
比较大？

很多他的想法，他的思考，他关心的问题，都非常

他给我的启发也非常大。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南
京开会，我把我的方案，一个演出策划的方案跟荣

老师交代了一下，想要他指点一下，看有什么可以

建议，他笑了一笑，其实是批评了我，说家明啊，
你知道吗，其实策划、统筹也是可以有内涵的。

的问题。我会觉得剧场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空间，一

王家明：太多了。

张渊：什么方案？

操作台的一个空间。人就这样流动在空间里面，作

张渊：没办法举例子？

王家明：一个策划案，关于表演作品在国内剧场落实

个聚集的空间，一个音效很好的空间，不透光，有
为导演，你要安排什么样的内容被他们看，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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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者换一个思考的区域去考虑这个事情。

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干。后来发现他很直觉，所以

王家明：对，他很直觉要什么样的画面，他也很依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样去做，因为我能从这样的做

到什么都做不了，只不过我们有时候需要换一个思

我花了两三年时间消化，我想知道老田到底在干吗，

张渊：哪一个张老师？

框式舞台不是问题，更老一些的那些环绕式的舞台，

当下较什么劲。也没有那么消极，但是现状不至于

为跟他有合作，虽然时隔那么久，其实我一直在消化，

王家明：其实是用表演方式、用设计的方式去决定

王家明：关于剧场表演，我觉得专业上面的话，镜

吸引人的地方，它不能说好或者不好，或者对或者错，

人都可以使用。还有剧场方面的，比如田老师，因

者作为一个导演，你构建了一个情境，让观众进入，

没有意识到，他踏进了一个特定环境。哪怕这个环

实的问题。

Forsythe 技术，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包括昨天在讲

Forsythe 的 搭 档 Christopher Roman， 他 教 给 了 我

张渊：很直觉？

空间的属性，去决定或者去产生空间可以有的情境。

张渊：但当下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逃避不了一些现
王家明：肯定的。当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很多

我们关注于剧场这块――你现在对剧场这块，最大
的好奇点在哪里，或者最大的关注点在哪里？我是

早以前，舞踏的技术也让我对身体提了很多的问题。

面，我觉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一个是 William

场”，你为什么要设置一个现场？这让我想起上世

观众在当时当下做出反应，这个东西为什么对你那

天天向上，他画了一系列的画，有九宫格，有一个格，

的一个策划方案。他跟我说了这句话，反正他背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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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About the Artists

张雨
乂媒体表演工作室跨媒体艺术总监。
新媒体艺术家，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
院。擅长运用各种技术进行跨媒介创作，作品方向

主要涉及跨媒体剧场，新媒体装置，实验影像，数

Media X Performance(China) claims that the
creation of performance form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a known thinking frame or ambition.
Its works try exploring any space where a
performance is possible to happen, ranging from
theatres, museums, conference halls, factories to
outdoors, etc.

字图像处理，编程；代表作：《非物质剧场》，《III》
新媒体舞蹈，《井》新媒体表演，《浮岛》空间装

置，《Renderer No.1》人体 mapping，《Renderer
No.2》空间装置，《物证 3 号》装置 / 摄影，《空

间 3 号》摄像 + 数字生成图像等；2015 年与闽南
大戏院共同策划制作跨媒体剧场作品《投 . 影》。

在创作中，他一直致力于从各种媒介中提炼信息并

加以异化与融合，试图将各类技术元素融入作品中，
王家明
毕 业 于 法 国 南 特 国 立 音 乐 学 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Région de Nantes）， 后 于 里 昂 国 立 高
等 音 乐 学 院 研 读 现 代 舞 编 导 专 业（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musique et danse de Lyon）。回国
后先后成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建团演员、身体力行工

作室编导、北京均然艺术中心联合创办人、北京东乌
西兔艺术中心创始人，乂表演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

2010 年后王家明集中编导了多部作品，在与不同领
域艺术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其作品创作
方式，并着力探究如何与新媒体技术产生新型表演

及呈现方式；以及如何通过更改传统观演习惯、消
费模式及制作手段，来提出关于表演艺术在当下社

会环境中的新问题。代表作品如《相遇下午茶》、《夜

奔》Party、《井》、《投｀影》、《Chromosome V》、
《III》、《不合拍舞趴》、《八零冷狂欢》等。

2014 年创建北京东乌西兔艺术中心，乂媒体表演工
作室。秉持“界限设计”的创作理念 , 探索不同领域
的艺术介质在交叉与跨界创作的尝试中，如何刺激

人文与科技、当下与未来的时间节点与技艺界点，
并将其成果融入中心艺术教育中，成为不可替代的
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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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ming Wang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Région de Nantes, he studied moder n
dance choreographer at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musique et danse de Lyon.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became one of founding
members of Beijing Contemporary Ballet Group,
the choreographer of Practicing Studio, the cofounder of Beijing Junran Art Center, the founder
of Beijing East Uzzi Rabbit Arts Education Center,
and the art director of E Studio successively.
From 2010 to 2017, Jiaming has created several
works. He gradually made the creating direction
clear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ng with
artists in different fields, then he put emphasis
on exploring ways to create new performances
and presentation technology with new media,
and ways to come up with new problems of
performing arts in current social environment by
changing traditional watching and performing
habits, consumption patterns as well as
processing method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as follows, "Meet ·Afternoon Tea", "Night
Flight" Party, "The Well", “Drop Shadow”,
"Chromosome V", and "III", etc.

同时从技术和观念角度，深入探索媒介的表现方法
和感觉机制，强调新媒体手段与身体、行为之间的
互动关系。
崔真

湖南衡阳人。东乌西兔艺术中心、乂媒体表演工作室
艺术家。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舞蹈系。近年参与了荣
念曾、王家明、jean Abreu、Ria higler、Iratxe 等艺术
家的创作表演合作。舞蹈方面，崔真注重即兴技术、

地面技术、编舞和身体能力的训练。表演方面则大胆

尝试不同类型的表演作品，如环境作品《相遇下午茶》、
《夜奔》party，跨媒体剧场作品《夜奔》，美术馆装
置类表演《染色体》等非传统表演类作品。

乂媒体表演工作室（中国）主张表演形态的创作不
被任何一种已知的思维框架、情怀抱负所限制，作

品呈现范围的探索从剧场延伸至美术馆、会议厅、
工厂、户外等一切可能发生表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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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母》，90 分钟，王嫣芸（中国）
照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提供

《水母》

Jellyfish

我和一位观众坐在两块落地白布之间的狭小空隙

An audience and I sit in a tiny space between

也能透过从幕布后打出的灯光观看两位谈话人的剪

outside the cloths stand other audience who can

里，其他观众留在幕布外，可听见里面的人说话，
影、身体状态以及情绪。进入到幕布后的观众可以

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必须以百分之百的诚实回答，
不能说半句假话。这样的谈话会有两种结果――观
众被我说服，或者被我毫不掩饰的言辞激怒。为了

更直接地呈现结果，允许观众在我回答完毕后对我

做任意一件事，可以吐口水，可以亲吻，可以拥抱，
可以殴打。随便，只要能完整地表达情绪。没人知
道现场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会对水
母的轻盈与温柔着迷，还是对它的毒液表示恐惧和
愤怒。

two white cloths falling to the ground; meanwhile,
hear the talk inside and see the silhouette, body
condition and emotion of the two talkers through
the light behind the cloths. The audience inside
can ask me a question, and I will answer one
hundred percent honestly. Such talk will lead to
two kinds of consequence—convinced or irritated
by my explicit words. To present the results more
directly, the audience is allowed to do anything to
me after I answer the question. For example, the
audience can spit at me, kiss me, embrace me,
beat me, or whatever, as long as he or she is able
to express the feeling completely. No one knows
what exactly will happen on site, as if we have no
idea whether we’ll be fascinated with jellyfish’s
lightness and tenderness or scared and irritated
by its venom.
Speak Into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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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日常之中，我们习惯于身体与言语之间的包庇，避开两

者之间天生的裂缝，构成一场场所谓表演的基础。言语是媒介，
更是我们赖以生存，区别于其它生物的根本，它可以是蜜，或

是匕首，无时不刻不在夺取或激发身体的本能。让我们来一次
试验，用言语刺入身体，窥见平日里看不见的缝隙。

今天的王嫣芸已不是当年那个不顾一切与社会对着干的“苏紫
紫”。近年来，她通过文字撰稿、访谈、电视节目、艺术作品

与身体行为表演，触动社会沉默的神经。在这个全新的作品中，
她再次试图与社会建立起新的对话，期待与观众面对面的互动。

Speak Into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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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着他的手，拉了一分钟。

王嫣芸：你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最

张渊：计时一分钟。

我就会觉得语言是很神奇的东西，它能够掩饰一

王嫣芸：我听其他观众说他是很认真、很投入这个

活动的，他上来之后提出要求的时候也特别认真，
他对我说尽可能打得重一点，我就给他一巴掌。我
就觉得他是渴望交流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宝贵。我

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可以两重封闭的空间，因为外面
就没有人可以看到他做什么，我对这个人极其感兴
趣。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跟我接吻的女生。
张渊：你是说快结束的时候？
王嫣芸：对，有一个女生不太确定自己是异性恋还
是双恋性，对性别自我认知不太清楚，她上来的时
候要求我给他一个吻，我很认真去亲吻她，但是她
并不会接吻，她并不知道接吻是怎么样的。

张渊：所以那个接吻是你去吻她，而不是她来吻你。
采访人物：王嫣芸
采访：张渊

王嫣芸：对。我给她一个很好的吻，她有一个惊慌
失措的感觉。我很认真吻了她一下，可能她是第一
次知道吻是什么吧。

近想做什么。你也知道我参加不少的（电视）节目，

张渊：幕布肯定要。幕布不要，观众还是可以看到。

害我们。语言和身体的间隙到底有多大，我们能

王嫣芸：对。他就会有所顾忌。我之前设计幕布，

当一个人毫无顾忌只说实话的时候，他（她）是

后了，但是其实他（她）还是觉得台下有人，大

像你写的前言一样，它能够保护我们，也可以伤
够把它贴实，贴到多实？这个是我想要去探索的。
会冒犯到观众，还是会让观众觉得我操，这个人
说的是我心里话，或者怎么样。我对这个事情很
感兴趣，所以我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做的

王嫣芸：对，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很好奇，为什么

张渊：你感觉人们还是希望在这个剧场空间内延续

员，就像昨天吴梦提出的问题，她是一个表演者

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

王嫣芸：对的。我一直认为不是，可能我这个想法有

点天真。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现场。起码我是这样的，
我作为一个观众，到了一个密闭现场、封闭现场的时
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超乎生活之外的事情，我就可以
做一些生活中不敢做的事情，但其实发现人们还是延

这个活动才有意思。

张渊：这是当时的一个失误。

张渊：你觉得昨天晚上你够不够打开？

王嫣芸：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改进的话，我们后

王嫣芸：我很打开，我一直是很打开的人。

面的人可以看到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一个直播的

张渊：观众没有打开，那就是接下去的问题。谈到对

波澜，我也观察到有一些人以独有的方式给你提了

你构架了这样一个演出的形态，再下去就是昨晚的现

相对来说强度在一个水平上，但还是有一些小小的
问题，你印象中有没有比较深刻的？

王嫣芸：我印象当中有两个人，第一人要求我给他
一个耳光的男生，后来第二次上来的时候，邀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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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的构思，一开始你对演出的构思，一开始的期望。

来一直在探讨，是不是要设置两层封闭的空间？外

状态，但是观众进去的时候，不知道到底谁进去，
不记名，你进去了以后在幕布背后可以做任何事情，
可以跟我说任何话，也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场，相当于第一次对这个形态的实践或者实验。如果

张渊：就是说，以后外面观众看到的东西跟昨天演

进？你开始怎么构想这个演出的？我来邀请你的时

的东西，听到你们的声音，仅此而已。

再做同样的实验，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改
候，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邀请，出发点和动机是什么？

事情，不是表演，而是在探讨一个事情，人们怎
么区分生活中表演和真实的区别。

张渊：很有意思。作为你来说，你在舞台上跟你在
生活当中是一个样吗？

张渊：哪怕昨天有五六十个人同时看你，在舞台上面

问题，心态要更大。因为谈话是双方的，是对刺的

间挺长的，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也不是沉闷，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是一个表演者。我做任何

王嫣芸：对。

王嫣芸：对。

张渊：你觉得昨天晚上最有趣的是谁？因为昨天时

人们走向舞台的时候，会自动把自己当成一个演

续日常生活状态的时候，有一点觉得…为什么 ?

王嫣芸：我希望能够把自己打开的人多一点。我感

趣在里面。

程已经是被观看了。

被冒犯如此在意。

王嫣芸：最大感受是会觉得有一点失望吧，之前觉

好像对自己很仁慈的感觉，所以仁慈会造成一种无

家看到他（她）走上来了，知道他是谁。整个过
张渊：他（她）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演员。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结果，我没有想到人们对于

张渊：你把观众想成跟你差不多的人。

过程，对方不愿意刺我，也是不愿意刺自己。发现

是让参与的观众觉得自己是受保护的，在幕布背

过程中，我发现人们倾向于不要冒犯，也不被冒犯，

张渊：所以你希望像这样的人昨天晚上多一点？
觉大家好像把自己包住的感觉。一旦打开了之后，

要都无所谓。

些东西，也可以刺破一些东西，在这个当中，就

张渊：你对昨晚的演出怎么看？
得大家的猎奇心会去讨论我们生活中不愿意讨论的

王嫣芸：对，如果是双重密闭空间，那个幕布要不

出是一样的，他只能看到幕布后面这样一个影子样

有灯光照着你的时候，你觉得跟舞台下面是一样的？

王嫣芸：对，因为这个不是刻意给自己贴一个标签，
自己永远是真实的或者怎么样，这种东西很无聊，
而是说我们抱着什么目的，不是来表演，不是来展

示我是一个好演员，我们是来认认真真探讨一个事
情的边界，不是一个表演者，不是通过表演说明什
么事情。

张渊：所以你基本否定了这么一个角色，当人们
用摄像机或者摄影机，或者任何机器对着你的时
候，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王嫣芸：对，可能跟自己的经验有关系。因为我从
19 岁的时候，镜头对着我，我永远在说我认为我要

说的事情，没有任何羞耻的，而且我对相机没有拒绝，
Speak Into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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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觉得那种恐惧。

个看着他们进来，很有意思，而且他们问话的时候，

人百分之百交给你，或者想跟你沟通的。

对他来说很陌生。

张渊：也没有觉得怪怪的？大部分人第一次面对摄

想这个事情怎么样，那种揣度、思量的小动作很多，

王嫣芸：对。

王嫣芸：对，很陌生。

张渊：所以他的言语，包括言语之后的身体动作，

张渊：没有安全感，但是又有一种冲动跟欣喜的感觉，

像机和相机的时候会觉得怪。

王嫣芸：会觉得自己被记录。我觉得记录只是很客
观被记录，而不是因为被记录就提升了，或者你因
为被记录就怎么样了，记录只是记录本身而已，你
没有那么在乎摄像机在旁边。

张渊：其实跟你经历或者经验有关系？
王嫣芸：对，我可能把这种经验想得太理所当然，

不管说什么，他们有一种言语之间的犹豫，他们
这个很有意思。我在里面看他们特别清楚。

张渊：太可惜，我们都看不到，幕布里面有很多细
小的东西，外面的人看不到。

王嫣芸：我在想这个幕布，不要的话，觉得观众会
不会有点…

张渊：我觉得技术上可以改进。

其实有一体或者一致性在里面？

王嫣芸：对。而且很让人感动，那种一致性戳到我了，
包括后面那个女生也是的，那个一致性，包括那种

惶恐的感觉。还有一个女生，就是志愿者，后来跟
我们一起吃饭那个女孩，她上来的时候，她看着我
的时候，她没有问问题就已经看着我，她看着我第
一眼就开始哭了。

所以他过来之后，就记住这个规则，做完。之后为
什么有些观众说他们是被动的，我能够理解，你说
他们不是被动的，他们有这个权利说什么，其实我

觉得很多观众是被动的。他突然从一个熟悉安全的
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被指定完成一到两个任
务，任务做完会发生什么，他们不清楚，所以有一
种张力在里面。下次是不是可以把观众的凳子撤掉？
大家坐在地上，随意的。

可能没有给观众更加私密的保护的感觉，让他们

王嫣芸：以后可以改进，以后在我后面有一个摄像机，
在我旁边有一个摄像机。

张渊：真的？

王嫣芸：对。

张渊：对观众错估了。

张渊：对。我们还想过，像这样的演出可能在底下

王嫣芸：对。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张渊：昨天场地限制都有关系。我原来想得可能过

王嫣芸：对的，其实只是大家生活经验不同，可能

状态等等，如果有另外一个摄像机对着他们其实蛮

张渊：你确定？

一看，能够把气沉一沉，再更好地问出问题。

觉得自己被观看。

说明我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完善。我可能考

虑了一层，考虑了要保护他们，就是在幕布背后。

看的观众也是一道风景，他们整个反应状态、身体
有意思的。

于理想化，因为我想可能观众觉得先坐下来，会看

王嫣芸：她一进来双眼含着热泪。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王嫣芸：因为你老是催人家，老打断人家，把人家

但是没有考虑整个氛围，其实他们已经在一个社会

王嫣芸：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对昨天那两个人很感兴

这个剧场里面，所有人都在观察，在评判，看反应。

的时候不要凳子了。

张渊：是她问的。

张渊：哈哈，我是说大家可以先坐下来，不着急，我

张渊：之前请你的时候，如果说只有语言，就不会

张渊：对啊。

王嫣芸：我就知道她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她的身

动作就出去了。这个效果我觉得没有很好。

主，叫做《身在亚洲》。你的这个作品是由言语开始，

王嫣芸：他站在那里的时候很虔诚的，你知道一个

是希望这个行为能够让大家觉得，这种状态在生活

晚上有一个观众也问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你说是

是什么谦卑的状态，不是的。他非常诚恳，走进来

构架里面，还是跟日常生活中构架一模一样的，在

请你做这个项目，因为整个项目主题还是以身体为
希望激发到身体，或者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昨天
一体的，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王嫣芸：我就说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吧。你发现我在

台上的时候，我一直是很放松，言语也很放松，一
直是很自然的，自得其乐的一种状态。但是我发现

每个进来的观众身体很有意思，他们进来的时候都

趣，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个男生进来

圣徒的状态是什么吗？并不是下跪，在宗教体系不

觉那一巴掌瞬间被他的身体吸纳进去，瞬间把疼痛

张也好，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哪怕我们进行双重

进来时候的身体状态，包括挨了那一巴掌之后。感

吸纳了之后，他变得很镇定。我觉得那个人很有意思，
我好想认识他。

张渊：什么动作？

王嫣芸：很有意思，他最后握着我的手的时候那种

王嫣芸：自然把双手放在胸前，有一个防御的动作。

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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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是允许的，被允许的。

张渊：其实我现在在想，像很多观众你刚才说，进

张渊：他昨天真的应该留下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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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很诚实，这三个人诚实状态让我很震惊的。我

的时候，身体有一种我跟你想真正说点什么，那种

会做一个动作。

很有意思，包括吴梦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一

她说你怎么解决你跟母亲之间的问题。

搞的很紧张。

是提示了，因为我看他们太急了，坐下来，问完做完
王嫣芸：下次可以这方面着重说一下。
张渊：积累经验。

来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动作，自我保护也好，或者紧

王嫣芸：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下来一个

保护也可能出现。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可能我

那个光打的很柔，很漂亮，一进来发现一个光头坐

们昨天在做这个演出的时候，本身时间添加了一层
仓促感。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大家进来有一种迫不
及待要把问题问完，有一个人连坐都没坐下来，就

把问题问完，把动作做完，他可能有点不知道要干嘛。

观众跟我说的，他说我坐在里面的时候，剃了光头。
在里面，没有什么攻击力，一个乐呵呵的人坐在里
面，就瞬间没有攻击我的欲望，没有去刺破一些东

西的欲望。他（她）觉得很美好，坐下来看看她就
可以了。上海人是这样吗？

状态，就会感觉到他对自己身体的诚实程度，忠诚

王嫣芸：下次两三个小时，给一个发酵的时间。

张渊：是什么样的观众？

张渊：至少从他内心来说，他想把身体，或者整个

张渊：对。他可能问完，做完，要走了。这个地方

王嫣芸：是一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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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就是那个说自己想做一点攻击性但没有做的？

解，我可以同时爱很多人，也不觉得爱一定要那样

张渊：其实在绕圈。

张渊：我们在演出的构想当中，也讨论过裸露的可

王嫣芸：对。一个带着眼镜的。

一种理解，可能用非常诚实的方式去讨论。

王嫣芸：他其实在兜圈子，兜圈子也是演出的一部

的压力之外。

张渊：还有，当然这个只是假设，我没有办法从昨

不兜圈子，很有意思。他对自己的不诚实状态什么

王嫣芸：没有，其实那个不给我压力。主要因为我

探讨的问题。

那个话题还有想象，还有深入幻想的可能。如果身

张渊：我们昨天还在想这个造型，搞的朋克一点。如
果你昨天穿了照片里面的衣服，更加激不起攻击性。

王嫣芸：我不是想以激起攻击性为目的。我们能不

能好好说话，能不能坐下来去讨论一些很困惑的问

题，比如说昨天下来有两个观众跟我说想提问题，

但是没有敢上来，犹豫了半天没有上来，就结束了。
张渊：什么问题？
王嫣芸：第一你是否背叛过你的爱人，在关系过程

的捆绑，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讨论对生命的另外

天的观众身上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人数不够
多，但能看到，不少观众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想通
过你更加肯定他们的一些想法。
王嫣芸：比如说什么想法？
张渊：比如说他们觉得女性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记

得有一个观众问一个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类似这样的问题。

中你是否背叛过你的爱人？我背叛过。

王嫣芸：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答案。

张渊：这个很好。

张渊：某种肯定。这种肯定回过来是对他们自己这

王嫣芸：背叛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这是很严重事情

方面问题看法或者见解再次的肯定。我有这种印象。

就去做，还是觉得你可以同时爱上两个人，这个是

王嫣芸：对，但是我会觉得来这里的目的，如果我

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定你的一些想法，还是我们共同打破一些想法。我

值得探讨的，我们来就是探讨这种问题，怎么能问
张渊：很可惜。
王嫣芸：很可惜。我昨天问一个男生，你有没有女
朋友。

张渊：在台下吗？
王嫣芸：就是在台上的时候，他瞬间不说话。
张渊：你问他是不是今天在？
王嫣芸：对啊。
张渊：不在是不是背叛女朋友。
王嫣芸：对，别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会 100% 告

诉他们，我做过，什么场合做过这样的事情、什么

样的感受。我可能对于所谓的两性关系没有那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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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下次要做的话，要写清楚来这里的目的，是来肯

分。你会发现所有人在兜圈子。你怎么能让东方人
时候可以打破，什么状态可以打破，这个是很值得
张渊：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特性？其实我做
这个项目，除了探讨所谓身体这个事情之外，更深

层次是想探讨文化的东西，就是身体背后的文化在
这个时代当下的一种呈现。因为这次很可惜，原来

跟你会同一个晚上演出的那个印度艺术家没能来，
如果来的话可能激起另外一个层面的对话，因为她
也是探讨女性在当代印度社会中的现状。我其实更

加好奇文化的东西。你刚才说东方人，西方人也好，

体很诚实，但是他问出的问题一瞬间我会觉得…

张渊：你会觉得他问出的问题和他之前给你的印象

不是很搭 ?

王嫣芸：我会觉得中国人――有个人问的问题很

好――就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到底有什么区别？我

觉得（中国人）过于否定自己的感受了，很多时候。
你没有觉得他们提出和自己无关的东西，但却是
在逃避自己的感受。

穿衣服就代表你已经让人们没有想象了，对方谈话
就没有想象了。就是你为什么要进行一场没有想象
的谈话，就是这种感觉，你们怎么深入？本来这个

话题可以走 20 公里，可以走很远的地方，谈很多的
东西。他（她）看到你的身体一瞬间，这个走路 5
米就不走了。

王嫣芸：对。你的赤裸只是一种形式的赤裸，你穿

式，就是有点像西方人一样直线型的，或者一是一，

身体赤裸是妨碍另外一种赤裸了。

看到跟你一样的所谓打破这种东方人的情感交流方
二是二，东方人擅长太极，一圈一圈跟你绕。

百分之百的真实？

王嫣芸：我知道，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知道他的身

答。但如果没有穿衣服这个话题怎么深入？你没有

怎么问，像你这个状况是一个特例，我周围很少能

实，那么像这种东西能打破吗？还是你觉得，这个

别是问我什么年轻人可以不可以改变世界的问题，
张渊：但是这个问题也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人问的。

上有任何性和情欲方面的问题，我也会很诚实地回

张渊：所以穿衣服可以比赤裸更加赤裸。

张渊：你在你的演出介绍里面说过，当别人问你任

我不是人生导师。

会觉得谈话过程中，人们能够深入一个话题，是对

东方人觉得绕圈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情感的不诚

们通过身体和言语一些介入很好玩的游戏，相互攻
击，互相捅刀子，到达一种新的认知层面。昨天特

能性，你后来为什么决定不裸了，除了我们都知道

何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百分之百的真实。什么是

王嫣芸：我觉得是你没有想要掩饰什么，没有想要
修辞什么。

张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主观的，你主观认为他
是百分之百，就是百分之百。

王嫣芸：怎么说，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科学衡量是百

分之百，还是怎么样。你只能评定两个条件，第一

个条件是你是否想掩饰什么，是你撒谎的一个目的，

上衣服之后两个可以共同走多远，赤裸到什么地步，
张渊：我们不妨延伸一下，因为你之前有很多作品，
照片也好，行为也好，装置也好，其实都涉及到本
人一个赤裸的状态，那么在这些作品当中，赤裸的
必要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王嫣芸：我的第一个作品《我是谁》，我把自己关
在小房间里面，没有穿衣服。前两天杭州那个“二

更”还跟我聊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不穿衣服站在
那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你不穿衣服你的
感受是什么，你为什么要那样去做？我有时候会觉

得我不穿衣服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什么都

不是，题目叫做《我是谁》，我没有穿衣服感觉自
己什么都不是。

一个动机，你是不是想躲避什么。其实我日常说话

我既不是过去那个在自己家庭里面的角色，我自己

我们把话说清楚，我们就更加接近于背后一些东西，

小的角色，就是在小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自

就是这样的，我不想逃避什么，我们不想躲避什么，
更加值得讨论一些东西，不要前面那些乱七八糟的
过程，构造那种状态，我是希望有这样一种谈话状
态出现的。

不喜欢那个角色，我也不是在社会里面自己依然弱
己了。你就会觉得你开始观察身体的每个地方，会
觉得什么都没有，你谁也不是，你会有一种很奇怪
的坦然和自然，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束缚你了，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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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你管谁的感觉，那一瞬间的自由让我很兴奋。

王嫣芸：没有那么玄幻，当你明白有些东西不重要

部碰到了一圈。你在婚姻里面如果对于自己的身体有

张渊：你会觉得当时的你，按照你的刚才看法，你

我其实做了一个装置，现在看来跟前两天去西岸的

裸和坦诚也给你造成麻烦，以及你对自我认知和工作

是一个身体，一个没有身份的身体，是和日常经验
完全相悖的。比如说生活经验里上班的也好，自由

职业者也好，无业游民也好，上海人也好，北京人
也好，如果我脱光了在一个空间里面，等于说这些
东西暂时可能离开我，也有可能离不开我。这个会
不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效果？

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拍裸体照片之前我在干什么。
龙美术馆那里看到的差不多，有个六棱镜，里面有
无限的自己。我当时做了那样的东西，我整整一个

星期，除了上学，其他时间全部在里面呆着，没有

什么很神奇的感受。我当时跟男朋友的关系也不是
特别好，他不怎么回家，我回到家里面之后，我就
钻到那个里面去。

一种自由的认知，会造成麻烦。你在公众面前过于赤
认知的麻烦。你全部经历了一圈以后，才能去选择自
己到底是要成为一个被标签化的利益获得者，还是想
回到 19 岁的状态。

张渊：对你来说，诚实是一种欲望？
王嫣芸：可能很多人不觉得是，觉得诚实是一种被
迫的行为，我觉得诚实是一种欲望。

王嫣芸：正是因为奇异，我才对此很兴奋。

张渊：你一个人在里面。

张渊：所以会产生一种自由感？

王嫣芸：那个里面只能装下我一个人。你就可以看到

张渊：你有什么禁忌吗？

王嫣芸：对，你会觉得都不重要了，什么都不重要，

小时，你觉得有一点恐惧，呆一个小时觉得是一个新

王嫣芸：什么是禁忌？

得，越来越会发现，你不知道里面那个人谁，你穿着

张渊：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禁忌？不能碰的，或者

这个是我。但是呆久了以后，会看到各个角度自己，

特别的伤口，比如有些人经历过二战，我们不能轻

你纠结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你会觉得此时是一
个完全自由的状态。

张渊：你这个感觉延续了多久？直到你觉得可能无
聊，可以结束？

王嫣芸：也没有，我到现在依然觉得如果关在一个

密闭空间里面依然有那个感觉。而且我之后的很多
行为，所有后面一系列的行为，其实是延续了那个

状态。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奇怪？在社会里面，其实

在各种场合，我其实也是一种没有穿衣服的状态，
不断说实话，那种可能冒犯大家的话。其实大家会

无限的自己。你在里面呆一分钟会觉得神奇，呆半个
世界，就是这个感觉。在里面呆了很久之后，就会觉
衣服就是日常有身份的标志，你进去的时候，会觉得
觉得这个是谁？后来不穿衣服，会觉得不穿衣服比穿

衣服好玩一点。你会觉得那种对身份的不适感没有了。
我就尝试不穿衣服的感觉，你又会去想这个不穿衣服

的人是谁？没有谁，你得到“没有谁”的答案会很轻

松，是因为有这个过程的铺垫，做到后面的东西就越

有一种核心的东西在身体里面，很有意思。

王嫣芸：我在盒子里面是很快活，但突然被拉到社会

张渊：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让我想到了上世纪一位研

种快乐，瞬间被去掉的标签给盖住了，所有人要求你

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很简单，就是个盒子，里面可

能有一些其他的开关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空盒子。
他让病人在空盒子里面呆一段时间，出来之后这个病
人生命力有所恢复。他之后尝试了很多更为精妙的尝

试，当时在西方讨论过一段时间，西方人有时候质疑
他神神道道。我的意思是，像你发现在密闭空间之内
一个自我相处的方式，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一种自
我疗愈，或者是在更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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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熟悉，一般不能说，会避开。

王嫣芸：我没有，之前有，现在没有了。

状态出现了。

张渊：其实这里有一个反差，你在盒子里重新找到自己。

究心理学的专家，他后来研究生命的能量，自己创造

易去谈，但是一旦谈开是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不是

来越好玩了，很有意思。所以在里面有一种无所谓的

觉得我有标签，或者怎么样。我没觉得自己有，依

然在那个状态里面，什么都不是，就是那种感觉，

别人不能问，不能触及的。因为比如有些人有一些

里给我另外一种痛苦。就是你在没有标签状态下的那

给自己的标签一个解释。我为什么烦这些记者，因为
他们要你解释，为什么你是人大的学生会做这样的行

为。他们要你解释为什么家里被什么之后怎么怎么，
各种各样标签的解释，都要解释。解释过程中会觉得
自己疯了，就会觉得发生了什么，而且你会被这种标
签影响到，被伤害到。从这种被定义和被伤害的过程
中，自己要走出来的过程，就是从这个里面慢慢，开
始重新一轮的自我认知。有可能我回不到 19 岁那个

时候，那种自由的认知了，但是我很庆幸我又走回来
了。走了一整圈以后，特别是东方女性遇到的困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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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About the Artists

王嫣芸多次用作品探讨身体政治和性别政治，注重

Wang Yanyun uses her works to inquire into body

受邀参加联合国主办女性权益特别展讨论工厂女工

narrative and interaction. In 2015, with her work

叙事和互动。曾举办个人展览《引号》。2015 年

7 成受性骚扰却投诉无门问题，作品名为《修辞》。
出版艺术作品集《左脸右脸》。

politics and gender politics, and pays attention to
Rhetoric, she was invited to a special exhibition
about female right held by the U.N. to discuss
the issue that seventy percent of factory female
workers suffer sexual harassment but has no
way to complain. She also published her artistic
collection Left Cheek and Right Ch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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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珂 × 子涵”组合的作品一向难以被界定，他们长期探索剧
场本身的各种可能，并从剧场出发，结合各种媒介来关注社会

的现实。他们主动选择边缘，脱离与创作无关的各种干扰，将
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个人的生活与创作，这种鲜明的态度与
他们的作品形成有机的呼应。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他们的长期合
作者张献与他们深入对谈，我们一起感受主动边缘者的孤独与
快乐。

Devote limited time to one’s personal life and art creation and
retreat from various cultural and art circles; Do not establish
seemingly close but actually hypocritical relationships, cut
the contact with false friends and speak reason instead of
non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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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社交层面成功的主动边缘者

Successful Active Maginals Who Give Up 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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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涵：对于张渊说的是不是有身份的困惑，对我来

蹈的关系与背景，以及当身体动作进行被修饰性地

第二是因为整个作品的创作完全基于参与的个体，我

我一直在想我自己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我的艺术创作，

整个气氛非常地荒诞吧。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其

位舞者作为有舞蹈背景的参与者参与。我们在一起工

说，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2009 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处在一个文艺青年的状态，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觉得我自己会拍点照，但拍照也好像不大适合
我，不是一个能达到我所想的状态的创作。后来自

己又乱七八糟地遇见各种人，最后遇见张献老师，
才发现原来还有当代剧场这种艺术方式可以做。剧

一群人在一起，大家讨论，干什么都可以。就像昨

小珂：我们在现场扔了很多葵瓜子，通过葵瓜子把

的一切，都是特殊规约的产物，不能像在日常生活

们的舞者。昨天演出之前我还在疯狂地设置各种录

葵瓜子从天而降以后，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我们总

我自己的一个身份还原到一个个体，就是你干什么

都可以，你不是一个专门的什么人，不是一个工具。
所以我觉得剧场是一个我愿意花时间在里面的一个
创作方式。

主持：张渊

张渊：昨天晚上的演出是这次《身在亚洲》整个项

小珂：我很容易对一个事物产生一种质疑，我记得

珂 X 子涵参与这一期的表演驻留。我想，演出讨论

的诞生相背离了，一定要这样跳舞吗？这种质疑一

直让我去清洗我的身份问题，我觉得还是做自己会
比较好。

张渊：你的身体是有一种自觉地抵抗吗？是什么让
你觉得这个所谓的现代舞不是你想要去做的？

小珂：今天在场的，如果有学舞蹈的朋友可能会比

较感同身受，这种规训式的训练与表演可以达到一
个舞美的效果，但是它是不是属于你这个个体、自
己的身体呢？可能这是一个问题。我这个人可能自
我意识比较强，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大多数舞
者还在专注要苦练这个、苦练那个的时候，我就开
始在想为什么我的身体要成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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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复排的时候会再更加深入地去聊聊。

张献：DANCE DECO 演出中从头至尾的磕瓜子，又

像的机器，这种状态让我觉得特别兴奋，它可以把

成一种传统，分类别的传统，这已经与现代舞当初

这些动作的比划当中，演员个体的一些性格和他对

我觉得真的还不够深入。所以如果有机会再演的话，

子涵：这是你在跳现代舞。

天我们演出，你正好进来给我们拍录像，拍的是我

速地就感到了厌倦。开始质疑现代舞的发展逐渐形

他在学习古典舞的时候最典型的一些招式。但是在

作的时间很短，所以对于另外三位就这个话题的探讨，

音，可以自己做影像，可以自己上台去表演，可以

做灯光。剧场是一个综合性的形式，就像生活一样，

舞，那时候看了大量的现代舞资料，然后我非常快

于他的自我介绍，他在舞台上就这样做这个，这是

张渊：对，是完全可以深入下去做这个作品。张老

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手段来创作。我可以自己做声

在 2000 年初的时候我开始比较专注地去接触现代

实就是其中一个演员辰川，他是古典舞演员，相当

不是舞者，但作为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小珂和另外三

自己身体的想法逐渐在这个过程中突显出来。哦，

场为什么吸引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可以在里面通过

对谈：小珂 X 子涵、张献

表现时，我们在演出过程中会产生哪些问题。所以

目的第二场，也是比较特别的，外滩美术馆邀请小

的问题是你们对于舞蹈的一个态度，或者你们对于
舞蹈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可以现在分享一下，可能

今天有些观众没有看过。我来放一下昨天的几张演
出照片，大家可以有所了解。

小珂：昨天晚上的作品叫 DANCE DECO , 其实是用

了一个幽默的方式，大家都知道 art deco，deco 是
decoration。所以我们在想，舞蹈它存在很多修饰性

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外滩美术馆这样一个典

这张是我在发疯。

现场演出的严肃性打散，拉回到一个生活化的状态。
是在嗑葵瓜子，就是非常休闲吧，哈哈。

子涵：对，就是在剧场表演当中嗑瓜子，而且真的
是一直在嗑瓜子。

小珂：前面张渊说这是不是你们对舞蹈的一个研究，
我觉得其实舞蹈只是一个切入点。昨天演后谈的时
候我们也有讲到，舞蹈对于人来讲其实是非常自然
的，它是人身体最原初的运动，我觉得很多身体的

动态都可以称之为舞蹈。我们以舞蹈作为切入点其
实要说的还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体，又怎样在自
己身体的运动中可以找到自己”的问题，或者说如

何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话题。整个作品只有十天
的准备时间，对于我们俩和三位舞者来说，都是一

个在一起工作、相互给出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过程，
而不是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任何的所谓结果都是一
个新的开始。

型的 art deco 的建筑里去做一个 DANCE DECO。我

张渊：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你们在这样的一个演出，

自于不同的背景。一位是学院派的专业古典舞演员

们是在提问，然后给了这些演员，其实演员在演出

们邀请了（包括我们自己）四个舞者，四个舞者来

辰川；一个是梦莹，学了专业芭蕾，然后学了现代舞，
学了民间舞；还有一个就是志豪，他是一个非常有

机的舞者，非常自由的街舞舞者；然后就是我自己，
那我自己就没办法归类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属于
我自己的舞蹈。所以整个演出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
排演方式，向现场的观众展示了我们每一个人与舞

是一个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的或者发展下去的，因为你
当中有的给出了一些答案，有的也没有给出。甚至

有很多问题是抛给观众的，观众也是做这样的思考，
可能在以后这个演出，还可以拿出来再往下去深挖
下去，可能就有新的问题出来。

子涵：对，我想首先这个话题是我们的确很感兴趣的，

师昨天看了这个演出有什么想法和我们共享的？

成为我的一个论述典型。大家知道，在剧场里呈现

中那样乱说乱动乱做的，这个传统来自古代的仪式，
这些仪式多半都是神圣的，剧场是神圣仪式的场所。
可以说，人类在剧场中“戒掉了”日常。欧洲最初
的写实主义戏剧之所以在当时是一种先锋主义，正
是因为它破除了剧场的仪式法则。他们把日常生活

的场景搬上舞台，典型的是客厅场景，家庭生活场景，
抽烟喝酒，还真的喝水。客厅也好，吃喝也好，都
是一种象征，表示此地是生活场所，也就是把生活
搬来了剧场，让我们谈谈生活而非神话。世界上绝

大多数古代剧场舞台上，“真人”并不存在，肉身
的人大多化身为神仙鬼怪或作为类别的人物角色出

现。写实主义的戏剧实际上是以再现性的现实生活，
来送别古往今来的神话生活，使剧场进入“现代”。
但是，在他们的舞台上，好像出现了“真实的人”，
实际上出现的是“人物角色”，较为个性化的“人
物角色”，是由肉身的人扮演的一种人的幻象，肉

身的人是那些不出现在舞台上的编导者隐喻表达的、

自我努力的工具。这还没到当代剧场中的“真人”
程度。当代剧场中的“真人”就是去角色化的肉身

者自己，或者，如果出现角色化表演，也要当面让

你看到肉身者处处的存在。这一点 DANCE DECO
的演出再次给出示范。台上的几个表演者，都是他

们自己。他们所呈现的多种舞蹈，并不是存在于人
们脑海中的某种规范，他们并不在乎这个，他们给

我们看到的全是属于男孩女孩自己的所谓现代舞、
民族舞、中国舞，是对外在于自己身体的舞种规范
的自反性呈现。

张渊：是的，张老师你之前一直在说的有机舞者，是
Successful Active Maginals Who Give Up Social Life

123

不是就是指这个意思？

子涵：所以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

志豪：为什么要招我这种这么业余的舞者？

张献：是的。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期待我们社会中

昨晚的演出现场，我播放了一段影片，是关于四个

梦莹：你知道你，你确定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的有机舞者。一开始很少啊，几乎一个都没有。我

是说，在所谓“专业的”，受过专业舞蹈训练的那

个阶层，一个都没有，无一例外都是“无机舞者”。
也就是说，全体舞蹈演员把他们的肉身献给了种种
抽象的舞蹈规范，并不在乎自己。他们梦寐以求的

原则，就是我们不扮演，在舞台上就是我们自己。
舞者的一个简短访谈，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代表性，
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只有三分钟。大家可以大概知

道下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这也基
本体现了这个演出的态度。

是怎样让自己的筋骨血肉达到最高的典范，让那典

纪录片里的部分对话：

斯理想。我不是说法西斯理想不好哦，特别是艺术

「

但我的重点在于，人类的崇高冲动对于绝大多数从

志豪：很少记，会记一点，不会全记，但就是记了忘了。

范替代自己，使自己成为典范。这几乎是一种法西

中的法西斯，可能是法西斯冲动中最好的文化成果。
事艺术的人是灾难，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达不到
这样的高度，却在这种幻想中终生浪费存在于每个
人自身的创造力。在全世界表现性舞蹈的中心――欧

洲，幸好这一篇早已被翻过去，出现了大量有机舞者，
精彩纷呈。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在多大程
度上改变舞者的现状。小珂是上海有机舞者的一个
典型，虽然也有其他几位，但一直以来，小珂是有

子涵：你以前跳街舞的时候，就是不怎么记舞步？

子涵：那排我们这个作品要记那么多动作，你觉得怎么样，累
不累？
志豪：挑战极限，接近崩溃，不停的记，不停的做动作，不停的跳，
就变成全部记动作，有时候都已经忘了是不是在跳了。
子涵：那你觉得记这么多动作了还是算跳舞吗？
志豪：不知道，反正我是只剩下动作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

小珂：我没有觉得你业余啊，你觉得你业余？我不觉得。

小珂：我知道，我们在排练，我们在排一个跟舞蹈有关的作品。
辰川：那么这次创作达到了你预期的效果了吗？
小珂：我一般排练没有预期的效果，我根据实际现场的情况来
创作，不过我觉得我们这几天在一起排练还是挺顺利的。
辰川：你觉得我们干的这个有什么意义？
小珂：我们做这些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意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

张渊：小珂和子涵，你们两个在一起合作之后，开始
创作除了舞蹈以及身体创作之外的东西，你们会利用

剧场或者身体的方式出发来做一个你们称之为社会剧
场的创作，我觉得可能很少见，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在
剧场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去探讨当下的现实。所以我想
知道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实践，社会剧场对
你们来说是什么？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在一起集体跳舞，唯一的就是记动作，我也没有办法。

小珂：社会剧场这名字还是和张献老师在聊的过程

或者说出现了蓬蓬勃勃的舞者自我有机化的运动，

子涵：许小姐，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你觉得排我们这个作品

一些跟中国当下现实有关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

做这样的努力。但我还是想把有机舞者的论说对象

梦莹：最难的，就是……嘻嘻

机化程度最高的一位。现在有机舞者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在现代舞和当代舞蹈剧场中，几乎没有人不
从舞者转移到非舞蹈表演者身上。像是子涵，他以

前是摄影师，但实际上聪明到什么都能做。我做剧

场的时候最喜欢找这样的人合作，心里感到好踏实。
子涵在剧场中的身体性存在也是一个典范。身体不
光是四肢的表达能力，还有作为整体的人的全面能

力：我们的头脑、语言和思辨能力、官能的敏感性、
人的工具延伸能力、媒介和社会创造能力等等。子

对你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子涵：对，我觉得最难对你来说，就是笑场吧。
梦莹：忍住、不笑，就是最难的。
子涵：那你之前跳舞的时候，在台上，导演会让你笑吗？
梦莹：微笑吧，标准性的微笑。
子涵：那给我们展示一下是什么样的微笑。
梦莹：就是这样的，标准性的微笑，就是这样。

涵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跟小珂一起做的那么多

子涵：你今天手臂还酸不酸，我觉得你这两天俯卧撑是不是练

面能力而非片面能力的结果。它证明了所谓身体，

辰川：我昨天晚上没练。

作品，全部具有扩大化了的身体在场性，是身体全

它不仅仅是一团肉，它是人的全面能力的行动性创
造过程，只是所有的一切，离不开那一团肉，以便
我们将肉与肉相区别而已。还有，我要提醒，在我

们的时代，剧场总是聚集过多性格外向情感张扬的
人，太过排斥个性沉静的人，害羞的人几乎见不到
一个。所以我会特别关注这类人，他们进了剧场会
别开生面。能够做到关注这一类人，那生活中的多
样性资源就不会被剧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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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

子涵：那你是不是每次演出前就疯练肌肉？
辰川：基本上是吧，但有的时候太忙了，有的时候不会。
子涵：所以在台上看起来很强壮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辰川：至少是吧，作为一个表演者，至少要让观众看得过去吧。
子涵：那如果没有时间呢，比如说没有时间练肌肉了，看上去
身材有点走形，你还愿意上台吗？
辰川：穿衣服应该没问题。

中谈及的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做

是规避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创作是跟生活有关的，
那么生活中的感受是最直接反映到我们的创作想法
中的，所以这是很直接的一个关系。特别是在近十
年来，中国的变化非常快，不管是当代艺术还是社
会性的事件，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都会对我们的
创作有所影响。我大学是学新闻的，所以对我来说
这些社会新闻、事件我会比较关注，对我来说也是

比较难排泄出我的身体的。我是很难去专注地创作
和追求单纯美的东西的，我觉得美对我来说不是最
有意思的事情，而去想、去思考直接发生在现实生

活中的问题，对我来说会比较有意思。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系列作品叫《大力伤害》，我们开始集

中创作社会剧场系列作品就是从《大力伤害》开始的，
2011 年开始，到现在一共做了五个，每一个《大力
伤害》都是在公共空间里做的，都是在国内。

张渊：不是在室内所谓传统小剧场是吧？而是在外
面的公共空间。

小珂：对，《大力伤害》系列一共五个作品都在社

会公共环境实施，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一一详说，
就说下五号作品吧，《大力伤害 V 碾压》。当时为

什么会去做这个作品，就是因为在那几年大量的社
会新闻在谈及“碾压”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
不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叫小月月被车碾压死了，还

有钱云会那个上访的村长也被车轧死了。所以“碾压”
这个词在那个时候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我在想
碾压是不是只发生在这些特定人群，还是说在我们

每天生活中谁都有可能。比如我今天还喝着咖啡，
明天就会降临在我的身上，这是很有可能的。而且

它很暴力，这种暴力会带给人生理和心理的反应。
我是做身体语言创作的，碾压带来一种联想性，一
种自我无法摆脱的感觉，这让我很难受。所以我在
想用什么方式，能够把身体里的这种排泄物，就是

碾压带给我的这种 negative 的，具有刺激性的东西，
通过一个方式排泄掉，所以我跟子涵就做了这个《大

力伤害》的五号作品“碾压”。我们买了一百件白

色的 T 恤衫，这些 T 恤衫其实是非常模糊的一个东西，

它模糊掉了一种社会身份，亿万富翁会穿白 T 恤衫，
民工也会穿白 T 恤，它没有一个明确的阶级身份，
所有人都在穿白 T 恤。我们把这一百件白 T 恤衫平
铺在上海的马路上，让汽车碾压。我们挑了一些比
较有意思的路名，有些路名本身就挺逗的，比如说

可乐路，黄金城道，然后什么国全路。这些名字是
怎么来的，它带来某种意义。然后还找了一些特定

的地点，有些地点可能相对会有一点 sensitive，但

的确是在上海发生过某些事件，比如说多年前一个
北京男孩在上海砍杀闸北区公安分局，他为什么会
砍杀？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在闸

北公安分局的道路外面铺上 T 恤衫等等。T 恤衫被
铺到大马路上，车就会开过，然后就会碾压这些 T

恤衫，所以每一件衣服最后都留下了被碾压的痕迹。
然后我们给每一件衣服命名，在每一件 T 恤衫上我
们写上准确被碾压的时间、地点这些信息，那么每

件衣服就有了它自己的身份。最后我们把这一百件

T 恤衫运到了艺术展上，成为一个独立的装置，运
进了剧场，运到不同的艺术空间，比如说北京的空

间站策化过的“open 行为艺术节”，北京纸老虎剧

场空间，成都一个当代艺术展。被碾压的 T 恤衫具

有了自己的身份，它开始产生自己的 story。后来有

策展人跟我们说，我们的创作形式、媒介，从身体

转向了一个可以买卖的方式，也就是生成了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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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策展人建议我们把这一百件 T 恤衫在做展览

们的身体，不仅仅是视觉。没有肉身近切的经验以

两个陀螺，我想大家对这两种东西都有经验。平常

意思的就是警察，警察站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这个

品买卖。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后来我们就开始把

什么都不能表达。一件汗衫、一个碾轧的痕迹，连

珂在这一小时之内就是用水和毛笔在地上写字，而

可是地上的字很快就蒸发了，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该

的时候可以像画、像照片、像雕塑那样，作为艺术

这一百件 T 恤衫，以赠送的方式，赠送给朋友们，
每件 T 恤衫都是像当代艺术品一样有正规的收藏证
书，但是全部都是免费的。这一百件 T 恤衫现在落

入了一百个人的手里，它们产生了它们自己的传说。
有些人会穿着它，有些人会收藏，这里面又产生了

一个对话，就是和当代艺术这个所谓的 market 市场

之间的一种对话，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和艺术市场
对话。艺术作品是不是一定要进行买卖才产生某种
意义，而艺术品本身的意义在哪？如果你认为 T 恤

衫是艺术品的话，它本身具有它自己独立的意义，
它自己可以继续表演下去。其实我们预设了一个陷
阱，就是我们在等待下一个艺术展的邀请，如果还

有艺术展邀请我们再次展出这一百件 T 恤衫，我们

会在展厅里挂上一百个空的钩子，然后我们现场给
每一个得到 T 恤衫的人打电话，让他们把这一百件

T 恤衫召集回来，告诉收藏者它们需要团聚在一起，

及记忆、联想、灵魂的触动等等心理活动，人和物
带着它深远的背后故事，让我们有机会一见到它们
就毛骨悚然肃然起敬，要不然我们激动什么呢？一

件赃的汗衫你们激动什么呢？这个汗衫曾被碾压，
那是那些年无数碾压惨剧的缩影，让人不能忘记汗
衫里死去的人。上海人叫汗衫，吸汗的衣衫，体味
留下来，这个人没了，被碾死了，重要的是这事被

人忘记了，这个世界抹除了曾经使千万人毛骨悚然
的高值体验。现在，小珂和子涵的剧场把这些作为

替代性实物的汗衫拿出来，几十件，几百件，它们
唤回了毛骨悚然，而且，这个剧场的重复演出将会
不断唤回这种毛骨悚然，处处是灵韵的现场。这是

在公园里有很多人在地上用毛笔蘸水练习书法，小
我就是用一个皮鞭在抽打这些陀螺。这些金属的陀

螺是我们在四川成都买的，几个下岗工人自己做的，
他们还有 LOGO 在上面，自己有知识产权。一组陀
螺不一样大，当中是空心的，这个黑色的部分就是

当中，把它抽转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嚣叫声，每
个声音都不一样，一共有三个，大小不一，抽起来

子涵：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那天天气很好，水写
的字一会儿就干了，蒸发掉了。我就在同一个区域
里不停地抽打陀螺。这个表演很简单，整个过程就

小珂：我要补充说一下我们做社会剧场，并不是我

有些人不愿意拿过来，有些人洗掉了，这些衣服是

当下特别敏感的话题，而吸引眼球，我们往往选择

张渊：所以这个简单的工作持续了一个小时。

老师提到那点特别重要。我发现生活中大家都太快

子涵：对，持续了一个小时，它是很日常的一个锻炼。

不是还具有当时碾压现场的那个身份，我们已经不
可控制了。所以如何把我们的表演转到一个物体、一
个媒介上，同时让这个物体产生它自己新生的生命力
和价值，这是我们感兴趣的。

张献：这个例子太好了，我暂且命名为后续剧场，
subsequent theatre，因为这个作品巨大的延后性近

乎无限地拉长了剧场的行动，构造出一个社会空间，
是从时空方面抵抗当前泛滥成灾的景观剧场的案例。
我说的是视觉景观剧场的灾害，声光电大秀，全息

投影技术之类不断刷新演出造价，不断上升的成本
和作为视听接收器的运动。剧场可能是唯一一个不
靠媒体、不靠景观、只靠肉身在场的艺术领域，所

的社会事件都是有时间滞后的，就是因为刚刚张献
速地遗忘，这种遗忘越来越快，比如天津的事情，

关。剧场是唤起神圣感的地方，这神圣感联系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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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基本公民权利。你们两个人一个在那儿抽，
一个在那儿写，一般人看不出什么名堂，但是有语

境阅历的人站在那里，就能够“看”到一般人“看”
不到的东西。

小珂：他借着我们在现场写字抒发了他自己的情感，
其实他无所谓我在写什么，他就自己大声地开始了
宣读，他很爽。

张献：对，因为是自发性的。

小珂：我们怎么在公共环境与普通人遭遇？他们成

其实我们俩在做同样的事情。

后就是我一直在想，到底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实生

和我们产生了一个可能性的对话，就成为了我们的

张渊：下面我是想谈的是既然我们这个项目是叫

有年轻人，有年长的人。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国我们当然是在亚洲了，但是我们看待亚洲，我

忘是比碾压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所谓的滞
活中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是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对我
们来说会带来怎样的一个连带的影响，而这个可能
是我需要去反思、去整理的东西。所以我们唯一可

做的方式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创作把这种遗忘掉的东
西带回到我们的思考中来。

个作品是我们 2011 年在深圳做的。这里有一些照片

视觉效果，而是因为人们相信此物与耶稣的身体有

不同。这个老爷爷他应该懂得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

个社会新闻来了，大家就忘了，所以我突然发现遗

可能头三天大家还很惊恐，然后第四天突然另外一

剧场艺术最后的征服者？因为它们消灭不了以人为
觉对象吗？人们面对它的时候产生的战栗当然不是

是小珂在不停地写，然后我在不停地抽打陀螺。

们整个人生可谓无头无尾，但它肯定不脱离我们整

小珂：我没有跟他说话，我还是很安静地写我的，

子涵：关于社会剧场我可以再介绍一个作品，《大

中心的现场“灵韵”。都灵的裹尸布它只是一个视

调整我们想要做的这些事情。

其中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发生在小珂身边的。

以我们的社会剧场作品都有一种反视觉景观的倾向，
这非常宝贵。视觉中心主义的艺术为什么不能成为

来说，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非常快速地去应变

个人生。所以，有阅历的人和没阅历的人看表演会

由的内容。

方，像我这样一个收藏了汗衫的人，就是将小珂和

们一定要去对抗一个什么体制或是一定要去做一些

无法预设现场会是怎样的，所以作为创作者表演者

她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关于文化和言论自

参加一个展览。那这里面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剧场的

效果，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现场，也许 T 恤衫不见了，

劲。在公共环境里做作品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永远

张献：表演是短暂的，是生活的一个切片，它于我

时候，声音很响，非常暴力。而小珂在地上写字，

张献：公民的基本权利。

子涵的剧场收留在了身边。

阻止我还是应该让我继续，在一种尴尬的过程中较

像一个声音装置。我用皮鞭在水泥地上抽打陀螺的

高值的剧场体验，奇妙的是这剧场不再是上海或北
京的某一处，而被开放在我们生活中任何可能的地

是深圳艺穗节的一个项目，但是他也在读我写的字，

力伤害》系列的第四号，中文叫“预备，起！”这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深圳艺穗节邀请我们做的现
场表演，我们在一个广场上，小珂和我做了一个小
时的表演，我们俩始终在做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
常见的锻炼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毛笔，还有

为了我们的观众，其实他们是路人，遭遇到我们，
观众。当我在地上写字的时候，我身边围观了一些人，
事，年轻人并不知道我写什么，而是跟着我的节奏，
我写一个字他们读一个字，比如说“公民具有什么

什么权利”，然后他们就“公民具有什么什么权利”
读出来。但有一个年纪较长的观众让我觉得震惊，
大概也就五六十岁，他基本上是在我写第一个字的
时候，就可以把一句话全部读出来。所以他对宪法
里的这些内容非常了解，而且他非常自信，很大声

地读出来。我觉得这个作品对于不同年代的人有着
不同的反应，很有意思。年轻人对写的这些内容很

陌生，我也不知道那个老爷爷他的背景是什么，他

可以非常熟练地把这些内容背出来。还有一个很有

我们俩形成了一对平行线，他很高亢，我很安静，

《身在亚洲》，原来策划这个主要是因为觉得中

们对亚洲其实并不是十分了解，而且反过来亚洲
其它的国家对我们其实也不算非常了解，可能还
是有一些距离地看待我们，我是想通过当代剧场

这样一种视角，这样的方式，来看我们在当下有
一种什么样的联系。那么我不知道两位跟亚洲的

剧场的交流，在近几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在当代剧场，在身体创作上面能不能看出一
些，或者引发出一些新的话题？

子涵：这个问题在舞蹈界有一段时间了，特别是现

代舞领域，
“亚洲的身体是什么”被反复提及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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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重要的话题。过去人人都把现代舞看成是一种

张渊：对。

张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亚洲各族人古代从不自

京范围以内将近有五千个独立的表演团队在活跃的

讨论现代舞非常的亚洲，在欧美的舞蹈团里，你会

小珂：当我们看到一些亚洲艺术家的剧场作品，菲

果，亚洲是作为一个他者被构建出来的。这种地理

程度，当然百分之八十的作品，在我自己的审美标

舞者。我们认识的朋友里，有很多都是在这样一流

发现里面有一个共同性，就是亚洲的艺术家都非常

西方的艺术，可是你现在到欧洲去，欧洲人会和你

看到大量别的人种，非洲人和亚洲人成为最优秀的
的现代舞团里做舞者。西方观众喜欢看的就是在现

代舞中，不是在芭蕾舞中，看到亚洲或者非洲的身体。
这个说起来有点暧昧。

张渊：现代舞中的亚洲身体。
张献：为什么亚洲男孩子被欧美舞团选中的几率高

一些呢？我想亚洲男舞者在欧美现代舞中有一种性

别上的歧义吧。他们不那么魁梧健壮，体态更阴柔，
动作更迷人，舞团编舞往往不用去做太多设计和塑
造，他们更容易自我呈现为一种文化差异性。更容

律宾的、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的作品时，我们

关心身份的问题，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在探讨

身份问题。对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印尼、
马来西亚的艺术家，他们存在更 mix 的文化，所以

艺术家在做创作的时候，一直在历史或者在他的民
族身份中挣扎。但谈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中

国就是中国，中国好像一个 monster 不属于“亚洲”
这个话题。

张渊：是让你感觉他们有种既不太想了解，但又一
点敬而远之。

认为是亚洲人，这种地域概念是西方知识推广的结
和民族标签在实际运用中，有赖于我们的承认，实

际上它奇迹般地变成了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相比
日本，当今的中国人似乎更不容易被西方、因而被
世界辨识为有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一个细小例子

小珂：因为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京在大量做

出老祖宗的箱底货，恢复古装。这是很可悲的处

的文化艺术项目在跟亚洲不同国家做交流，也就是

装当然是一条路，但效果往往并不突出，还不如翻

境――你的特征不取决于你自认的差异性或传统的
内在，而取决于他人的成见或习惯。但是，我们真

的能适应并喜欢他人看我们时那种习惯并生活在其
习惯中吗？我们真的能适应并喜欢别人希望我们扮

身（体）在亚洲，我们的心在亚洲吗？我们对亚洲有

小珂：所以回到张渊一开始提到的话题，我们是独

门，其实我们之间都不了解，我的感觉是都不了解，

要去对抗审查制度下的表演方式以外，我们在国外

张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子涵：TPAM 是在横滨，其实它叫东京国际表演艺

多少了解，亚洲对中国有多少了解？这有巨大的一扇
是很陌生的。

张渊：虽然距离很近，像邻居一样。

术会议，一个关于表演艺术的亚洲国际平台，每年

张献：对，彼此不合的。

来到日本，进行一个交流，有很多作品。前年我们

子涵：我们在国外表演的时候，不会听到艺术节专

论坛和会议，其中就有很多涉及到亚洲这个概念，

就好像欧洲的身体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他们已经

的二月份全球不同国家的和剧场艺术有关的人都会
第一次去 TPAM 演出的时候，发现他们组织了很多
在参与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俩觉得有点尴尬……
张渊：为什么？
小珂：因为他们谈这个话题是不包括中国的。但问

题是，我原先以为中国是属于亚洲这个范畴话题的。
我想问下在座的朋友，你们对亚洲的表演艺术，其

它国家，除了中国和日本，有了解吗？还是说你们

更多了解的还是西方的欧洲的？其实这里面存在一
个文化鸿沟，在我们谈论当代艺术的时候，我们更

多的是看西方的东西，欧洲的表演艺术，现代舞更是，
所以当我们谈到亚洲的时候，好像脑子会有点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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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弄个单元叫“欧洲身体”，讨论关于欧洲的身体，
很了解。所以“亚洲身体”这个概念，我觉得完全
是处在一种西方语境下的暗体，也就意味着从西方
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要讨论亚洲的身体，因为我
们是文化的主人，亚洲是文化的客人。然后当讨论

亚洲身体的时候，也不能讨论类似于中国或者日本，
最好是讨论那些非大国，第三世界的国家，像菲律宾、
马来西亚这样的，曾经有过殖民地的历史，好像对

自己的身份认同感非常挣扎的国家，他们要在这样
的环境下讨论所谓的“亚洲身体”。就像我们在日

本参加 TPAM 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亚洲表演，也都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回避了中国。仅仅在里
面看到一张吴文光老师的照片。

来了。

民族自己的服装呢？创造一些全新风格的伪民族服

小珂：我们经常在其它国家演出，常常会遇到亚洲
的 TPAM。

的作品，也有非常烂的，但是至少他的生态建立起
张渊：对，是很多元的，数量也多。

要么全民西方品牌服装，没有自己的服装。什么是

小珂：对，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次主题特别好：身在

的艺术家。我感受最深的是前年和去年我们在日本

准里，我觉得简直是无法看的，有非常好的质量高

可以说明问题：因为我们要么全民蓝灰色中山装，

易有自己的一个自转，编导不必去公转他。

亚洲。我们要想想，我们真的是身在亚洲吗？我们的

时候，你可以想想日本独立剧场创作丰富到怎样的

演的角色吗？

立边缘者这句话。边缘者，其实我们除了在国内需

演出，也存在问题。就像刚才张献老师说的，欧洲

这个强势的文化体系对于亚洲艺术家来说，它总是
带有他者文化的需求，所以你会经常在欧洲看到京
剧，武术这些中国传统艺术的演出，会比较容易吸

引欧洲人的眼球。我们在国外参加当代剧场艺术节
的演出时，也会常常遇到策展人，艺术家一直跟我

们问关于中国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国外的演出也在

艺术方面的投资，在投钱。日本在近两三年有大量

为什么我们两年会去日本受他们邀请。其实这些东
西都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因为有这个资金，要把这
个钱花掉。但是中国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中国接近
于零。张老师刚才用了中山装这个比喻特别好。中
国的表演艺术，别人听到中国的时候，为什么他们
不愿意跟我们谈，因为他看不到中国，就算我们现

在有 internet，我们有大量的交流，我们在上海大剧
院可以看到美国最一流的舞团演出，我们可以去任

何地方旅游，越来越便捷，但实际上这都是表面现象，
我们并没有在文化上深入进行过交流，而这种孤独

感是一直伴随着的，在我们进行国际巡演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孤立者。所以我们的这种独立身
份，既是要对抗国内的现状，也要对抗外界看待中

国的现状，也是这种大环境把我们变成了一个独立
者的身份。

对抗西方体制利用“他者”的这种概念对我们的界定。

子涵：其实不只是我们，像国内现在做独立剧场的，比

演出当中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不希望

者每个团体都是一个很不同的个体，很难归类，也

所以我们既要在国内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在国际的

被化为一种他者式的符号。那么说回刚才有关“亚洲”
界定的话题，日本和中国为什么不属于亚洲的这个
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日本的文化，从它的

较活跃的团体像纸老虎、生活舞蹈，其实每个人或

很难界定为某种流派或者等等，所以这个生态就是
这样，非常的不同。

传统文化、古典文化到现代文化，其实他们跟西方

小珂：再举一个例子，在欧洲九十年代末到 2000 年

最典型的就是舞踏，舞踏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

么艺术作品好像不跟文革发生一点联系就不是中国

保持着深入交流和互相的影响。在表演艺术领域，
候，它对于西方整个表演艺术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在欧洲人的表演审美体制里面，他们对日本的

文化是认可的，而他不认为日本是作为一个他者，
或者换一个词就是作为一个弱势的文化群体存在的。
那么当我们到日本以后，当我们知道在东京，大东

初的时候，如果有艺术家来自 mainland China，那

的，如果作品不跟他们认为的红色政治有关系就不
是中国的，所以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创作者来说，我

们一直在对抗这种西方式的眼光。今年我们在汉诺
威演出的时候，那个艺术总监特别惊愕，她没有想
到我们的演出是这样的，她当时说“我突然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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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方式，完全不是我想象中

们定了一个闹钟，六个小时后我们醒过来，在现场

德底线，公众哗然，说这样的节目怎么能邀请到我

今年是最后一年做汉诺威艺术节的总监，她也在对

指的中国大陆的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当然我并不是

地上的“逍遥游”逐渐被碎片化，演出是没有谢幕的。

resolvable theatre，追认剧场，延迟的 ending 也许

管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结束我们的演出，她要参加。

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家。”然后我就反问她，你

说用文革就一定是不好的，因为你必须得尊重自己
的经验。我出生在 1979 年，其实我算八零后，那我
的成长经验呢，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没有这样的
生活感受，我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吗？现在也有一

些独立的创作者，中国的一些团队为了获取国际巡
演的机会，会放红色符号在里面。但反过来问，这

些东西真的有必要出现在作品中吗？创作者真的有

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肢体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
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有一段录音，这个录音是我

们和德国的朋友用英语在对话，其实这段对话非常
重要，在探讨西方语境中如何看待中国的艺术。观

众一开始会认为我们在说他们想听到的，中国政治

性的东西，红色的东西，后来发现我们在调侃德国人，
越调侃越深入，最终他们意识到被我们耍了。

感同身受的情绪吗？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最后没有谢幕是因为这个演出第一部分是睡觉，

子涵：一开始他们对于我们还是有这种所谓中国来

白布碎布背在身上，然后我们走出这个空间，走到

的艺术家的期待，所以我们就在地上铺满了布，然

后写上字，看上去造成一个好像是来自于中国的假
像，有文字，有毛笔，然后用了 50 只来自义乌的学
舌鹦鹉玩具，在演出的过程中，逐渐实施我们如何

对抗西方语境下认为的来自中国的艺术家的这种归
类观看状态，有视频录像，大家可以简单地看一点。

小珂：这个作品叫《我们抱歉地通知你》，德国汉
诺威是这个作品第三个版本了。这句话“我们抱歉

地通知你”，大家都很熟悉，在机场经常听到，这
句话非常暴力，软暴力，“我们抱歉地通知你”，但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被动地接受这个现实，就是

delay。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暴力：
“我
抱歉地通知你你的航班……”，“我们抱歉地通知
你……”，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改变，我们只能

接纳他们所通知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是作品的一个
原初概念。在汉诺威的作品现场是一个皇宫，巴洛

克的壁画，是德国十七世纪非常典型的一个古典审
美的空间。

古典的地面被我们用大量白布覆盖了，形成鲜明的
反差。白布上写的字是“逍遥游”，“逍遥游”讲

的是自由。我们在整个演出过程中逐渐把“逍遥游”
肢解掉了。演出开始的时候我们服用了安全剂量的

安眠药，我们在白布上睡觉，我们睡了六个小时。

在睡觉过程中，五十只电动学舌鹦鹉一直在说话，
鹦鹉会自己说话，也会拷贝别人的话。进入空间的

观众会向鹦鹉不停地对话，鹦鹉之间也会互相拷贝
对方的话，现场形成一个互相拷贝声音的效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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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肢体现场，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要把这些
汉诺威的城市中去，继续行走的表演。走出空间的

时候我们做了一个 announcement，当我们踏出这个
空间，我们将在一年之内不回来，所以我们没有办
法回去谢幕。这个作品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出
去以后，我们背着这些碎布，把这些碎布沿路扔在

汉诺威城市的角角落落，比如那些著名的雕像面前，
普通居民家里的邮筒里，公园长凳上，汉诺威大学

校园里。这些有中国文字的碎布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出现在城市的各处。后来我们知道一些很有意思的
事，有些流浪汉用我们这些碎布盖着睡觉。然后作品
的第四部分，也是作品如何最后结束，我们要在明

年的五月三十一号晚上七点，就是整整三百六十五
天后，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来思考和反思，我们会在

明年的同一天给汉诺威一个 ending，这才是演出真

正的结尾。所以现在汉诺威艺术节那边也很焦虑，
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干嘛。

张献：这对艺术节邀请方是个戏弄？是个折磨？他
们邀请了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演出过了，可是扣下

了 结 尾 不 演， 说 明 年 这 个 时 候 你 们 会 看 到 结 尾

的，你们想想这是什么滋味？我可以肯定，他们从
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还好欧洲各艺术节的策划人
都是些胸怀宽广的人，要是换了国内机构，你一个

没有结尾的东西是不能确定它的主题的。我们常说
“从结尾看统一性”，也就是说，一个作品说的是

什么，要看它的结尾，没有结尾，就没法确定这个

作品的主题。万一你们来个“拖刀计”呢？一锤定
音，结尾颠覆了前边呈现的全部内容倾向，作品表

达了完全没想到的意思，挑战政治正确，挑战道

们这里来！那才好玩！呵呵，有可能的。这是一个
会让他们不得安宁，说不定要出事的，不是那么简

单的。你邀请我们，我们感谢，但有时候从策展策

略上也难免有利用我们的因素，你要用就用好了，

抗德国的艺术体系，所以她执意要求，一年以后不

因为这也是她真正离职的最后 ending，她想作为我
们的演员出现，我们说好的，哈哈。

可是我们不是那么好用的。用我们可能是有后果

张渊：这个特别有意思，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互动。她

在这里开个玩笑，但也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我

我发现你们最近几年做的几个作品好像都是在一种

的，这是保持我们主体性、主动性的一个方法。我

们跟欧洲艺术节存在着深刻的语境关系，没办法简
单说谁利用谁，谁剥削谁。重要的是要把语境带在
自己身上，考虑是非得失才会更准确。我们从来没

一个策展人邀请你们演出，你们反过来挑战了她。
未完成的、可以不断继续发展的这么一种疯狂下进
行的。

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走了一条个人主体性的道

子涵：对，其实每次不同艺术节邀请我们，我们常

理解，所以我们常常提供独白式而非对话式的作品，

我们其实到了现场就给他们做一个新的作品，虽然

路，它非常内在，非常复杂而多边，没法让人真正

常常是随意选择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
对话，排斥理性。我们的作品保持着形式上――实
际上是时间上、空间上的多重开放，正是在一种复

杂的互文关系中寻求深刻对话，寻求深刻表达和理
解。我们与他们必须永久地开放对话，在永不封闭

的时空结构中开放我们行动的价值选项。这恐怕是
一个比较好的创作团队和生活团体的聪明姿态。带

着这个姿态，我们接下去的创作始终充满各种问题，
随时随地可能产生新的变化，解决新的问题。这就

是活的剧场，不是死的剧场，活的。我喜欢套用艺

常去改变他们的想法，比如他们邀请我们这个作品，
作品名字是一样的，就比如这个《我们抱歉地通知

你》。我们采用这种方式去发展作品，我们想探讨

的话题是相同的，但是因为每次表演的场地不同，
所以每次都会根据表演的场地和观众的情况来做调
整，而往往一调整就是整个作品的改变，从外观到

内容。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刺激我们自己，可以让

我们继续发展同一个概念和延伸我们的思考，另外

也是给自己一个继续做这个事情的理由，因为我是
不太喜欢做重复的事情。

术界所谓的 process art 来对照剧场现象，我觉得小

小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对抗表演艺术、

theater，是不是？

个成品，这个成品精确的排演以后，你只要开始巡演

珂和子涵做了大量的“过程剧场”作品，process

小珂：所以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剧场创作让人无法界
定。有些人说是行为艺术吧，有点像行为艺术加了

点表演，很难界定，我们的作品就是不要去刻意界定。
我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是三百六十五天？很

有意思，汉诺威到上海的距离八千七百六十九公里，

当代剧场的商业模式化的一种模式。我们拒绝生产一

就可以了，只要谈好演出费，就开始巡演。这个是我
们要去对抗的现实模式。所以虽然我们的作品有同样

的作品名字，但在不同的地方总是要和当地的人、当
地的环境或者要和现实情况发生对话，作品根据每次
的情况重新创作，让每个作品无法被重复。

正好约等于一年的小时数，所以我们想象每一小时

张献：reflexibility，自反性，反思性，这是必须的。组

游戏而已，他们都被我们搞了。汉诺威这个艺术节

对已经固定模式的自反。小珂和子涵是这方面的典

往上海迈进一步，或往汉诺威迈进一步，所以是个

的总监是个很有意思的老太太，她看完我们演出以
后，她非常吃惊和激动，她突然意识到她之前的预

设“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是怎么样的”是错误的，
她突然发现不是这样的，她发现我们年轻一代的中
国表演艺术家已经很国际化，很具当代性。老太太

合嬲一直是在自反性中向前走的，对最初理念的自反，
型。当今中国，成立一个现代舞团，去欧美演出并

不难，某种程度来说甚至很简单，就是你要会编舞，

会做一般的剧场中的创新但稳定的内容就可以了，
难的是怎么样把艺术居为自己的自由道路，自己的
生活方式。我非常寄希望于中国第一代的反思性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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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反思性表演者，这是宝贵的国家财富。如果所

家长意志底下生活。

张献：对。组合嬲是可以转交的，因为最近有些媒

谋生干什么不行？艺术绝不是好的生意、好的职业。

张渊：虽然你是长辈，但是你并不是作为一个控制

她不仅仅是做 transmit、transfer，做 deliver，她可

来反思，晚了，太晚了，来不及了。我们要从年轻

老师，作为一个朋友。

有人拥挤在商业体系里打拼，那只不过是谋生而已，
然后为了生存什么活都干，商演演到五十五岁然后
时就开始进入一种反思的文化，这种反思的文化要

或者说是带领他们的这样一个角色，而是作为一个

发展出它的公共性，社会共同性，建立尽可能大的

张献：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说话，说得比较多，说话

有待双边定义、多边定义、集体参与定义然后来自

常暗暗叫苦。都是年轻时不知不觉形成的，无非就

共同体，这样才行。这样我们才会拥有一种有待发展、
觉参与的文化团体，和这种文化团体大联合形成的
新社会。这是我们的分众文化，我们未来的分众社
会的必由之路。

张渊：然后我想张献老师你说的这些，你很早就已

经开始实践了，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上海有
一个独立艺术家联合体叫组合嬲，它一开始是由张
献老师、小珂还有其他的一些舞者和不同领域的艺
术家共同成立的，至今已经有十年了，今年好像正

好是第十年，所以我想你们两位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组合嬲？

张献：组合嬲，的确这事发生在上海是必然，我觉
得这是上海特殊环境的必然产物，我非常骄傲。如

果在北京，更有可能产生一种封建庄园式的、江湖

式的组织，这也很好，但上海不可能。北京的剧场

团体往往使我联想到传统的家族式、家庭式传统，
实行一种封建公共性和封建自由，中心是情感性人
身依附，这好处很大，就是家庭亲情般的纽带，家
长式的威权，不仅仅是一起搞艺术，真心地把你的

多的人给人印象就是拥有权力。我不希望这样，常

是寻求沟通吧。上了年岁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尴尬
遭遇，好像年轻人没经过好多事，听着年轻人说话

会在一旁着急。在剧场经验方面我的确知道多一些，
不遑多让，该说还是要说。如果他们知道多了，那
我就不用说了。我现在好多了，越说越少了，特别

像子涵、小珂他们完全知道怎么做，做得很好，我
还能说什么呢？一切的一切不用再说，一块儿玩就
是了。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加快速度，因为我们这里

个人主体性的唤醒越来越普遍，组合嬲的合作方式
本身具有自反性，它不是人们习惯的那种等级制和
雇佣制的，绝对不是的。创作中的意见主要集中在

一些显而易见的制度性的陈规方面，带着陈规来这
个我们要反对，一旦你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语言
表达，你有了自己的自转力而不依赖公转，你在自

我生产，那你就是一个宝贝，我称为是国家的财富。
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诗性的身体，他能不断地更新
自己，来丰富我们的表演，参与定义我们的组合，这

就太好了。组合嬲一直试图实行一种真正的剧场的
解放，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领域实行了解放。

体在问这个事情，我们发现这个是组合嬲的特质。

张献：核心的本质具备了，弹性多大都不是问题。

有私人性质的家班传统，很难把人的身体和精神区

价值利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创作和劳动中，经

以 hand over and take over，好不好。中国民间团体
分开来利用。在现代化的城市社会，我们探寻能不

能形成一种因为精神而非物质利益聚集起来的团体，

因精神原因而聚集，就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公心”，
出于公心，组织才会具备健康的公共性，具备可转

交性、可转移性。有人说，转移、转交那就不是我
的了，早知如此当年为什么要干呢？有人说，凡你

喜欢的东西，是不可转让的，既不可卖，也不可送人，
宁可毁掉。我曾经跟赵川谈起这个话题，这一点上

完全一致：到我们身后，我们参与的团体转交别人
那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不属于自己而把它毁掉，那

是不可思议的。本来是一个社会公器，不是私器，交
给其他人，其他人能接，应该感到欣慰吧，特别像
我这种人。我八零年代开始做，做到今天，我最大

的愿望就是看见不同的人，沿着共同的精神轨迹继
续前进，做出真正属于每个人自己的东西。这是最

大的安慰，而不是说自己做到老死，人去灯灭，有
什么意思呢。所以在组合嬲十周年的时候，像小珂
子涵、张渊你们这一代上来，昨天演出好几个年轻

会立即变成一个利益小团体，就会因为利益而衰落。

高唯一大奖。回国以后，身边一些朋友会一直说我们，

深的社会，人，都是片面性合作的人，没有什么人

是血肉一团整体献身的，没有卖力卖心又卖身的人，
就是装着开关的人，有开也有关，不会开了就不关，
当然也不会关了老不开，上海人要的是一种能开能
关的合作关系。组合嬲大致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带

着自己的开关来的。没有家长。我年岁大些，但不

是家长，也做不来家长，大家尊重我，我不能拿人

客气当福气对吧。我自己也是从小就不希望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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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甚至没有明确的成员。有些人说组合嬲好像近

几年没有什么动静？为什么会这样，就像张老师说的，
每一个个体都是鲜活的个体，可以独立创作，当需要
启动组合嬲名字的时候，它会迅速变成一个团体一起

工作。所以组合嬲不是一个固定的家庭式的结构，如
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说你是组合嬲，如果你在做

一些独立的事情的话，你愿意用这个名字，你就可以
使用，它不具有一种特权，谁都可以使用，只要你在
做的事情与组合嬲提出的创作理念吻合。

术事业，产生了象征，象征是有价值的，这种社会
价值被某人收归己有，被垄断使用了，其他人不能

使用，民间团体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象征价值会
产生象征利益，象征利益是一种社会利益，它很容
易转换为经济利益，比如主创权，乃至项目费用使
用、出差旅行机会等等，这个会产生个别人的垄断

吗？这个能分享吗？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利益很容易
被量化为金钱利益，不单纯地是工作和传道，如果

这时还一味强调精神劳动的性质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有点忽悠了。大家为了精神活动而在一起，结果其

象征产品，其名字是不能分享、不能转移、转交的，
只能某人专用的，这个团体的人不能以主创身份做
作品，不能代表团体从事社交、合作，这是我们反

对的。组合嬲的象征利益是共享的，也是可分享的。
她永远不是个人垄断式的。

张献：每个人是每个人自己，你们身份自由，可开

生活舞蹈，中国一些独立的创作团队。组合嬲相比较

国最个人主义的一个城市，受西方政治模式影响最

值被利用怎么办？大家一起开创一项事业，文化艺

尽力地扩大也不怕散伙，如果没有这个精神内涵就

合嬲是一个精神团体，把一种精神的定位确定下来，

类。我每次去北京都感慨，这是中国民间组织最自

来说更特殊，它没有固定的团队，没有可以找寻的根

济价值被利用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象征价

子涵：集权式的。

小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组合嬲很愿意被利用。

然最有效的组织法！可上海行不通，上海真的是中

我们遇到了所有民间团体都会遇到的问题，比方说，

人上来，志豪、辰川、许梦莹，多么令人欣慰。组

小珂：我补充一点，组合嬲只是一个名字，它被张老

师给虚化了，可能大家知道有草台班，有纸老虎，有

组合嬲是欢迎被利用的。

以 pass on you， 可 以 turn over、hand over， 她 可

生活也考虑了，就像王墨林梦想的，兄弟般地结伙，
这在北京是有的，我们的兄弟团体基本上近似这一

些意义？所以你可以使用组合嬲，如果你愿意的话，

早年的时候，我们曾获得瑞士的国际戏剧艺术节最
“为什么不好好做组合嬲？”“要好好利用获奖的

信息，把组合嬲做成一个成功的团！”。从那个时

候，组合嬲就开始了“很愿意被利用”的计划，如
果你愿意使用组合嬲这个名字，组合嬲在过往十年
所得的所有成绩，也能带给你一些好处的话，能对

年轻艺术家创作成长有所帮忙的话，那么请尽情

可关，有人视为不可能。你可以去上班、去做生意，
但你做组合嬲作品，参与组合嬲活动时，你是组合

嬲的嬲人。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自己身份的生产和抛
弃，这不存在贞操和忠诚的问题。你就是被抓入大
牢写了悔过书，出来照样可以做组合嬲作品，参加
组合嬲活动，没人会问你这个那个，大家只关心集
体的狂喜，不在乎其他一切。

张渊：这个话题一打开，我觉得可以说三天三夜，我

们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想接下来的这么一点时间，我

使用。组合嬲是开放的，可以被利用。这其实提出

了一个主动边缘化的概念，我们如何清洗主流社会
中的利益关系？或者说在这种社交层面的成功，这

些被认为最重要被认可的东西，我们如何去清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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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留给现场的观众，大家也听了那么长时间了。

问答环节：

观众：就是汉诺威那个项目我看到有一个“构作”

因为他们较多地产生剧场反思性人物，比如莱因哈

吗？

直至现在的汉斯 ·蒂斯 ·雷曼、艾瑞卡· 菲舍李希特。

的名字，这个作品为什么会有构作呢，可以说一下

小珂：德国的当代剧场里面，戏剧构作是必须的。
但是我们这个作品的构作 Elizabeth，她本身是这个

艺术节的 dramaturg，作为艺术节主办方邀请了我们，
也作为我们的剧构和我们一起工作。但是实际上在
这个作品的执行过程中 Elizabeth 的参与度并不高，
因为她在德国，我们在中国，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

她主要在前期工作中和我们一直邮件讨论，确定如
何选定作品，并给我们一些建议与理解。当我们决

定如何创作一个全新的作品给艺术节后，她的确也
给了我们很多建议，主要是从德国观众的角度，以

及艺术节期望的角度。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讨论地上
写什么内容的字，我们一开始是想做个文字的 mix，
就是不只写中文，也写德文。然后她提出来不要写

德语，她说德语不好看，你们就写中国字，你们中

努力，打开以后还要打开，就是不断地向社会打开，
不让剧作家闭门内遁，让写作成为公共过程。所以

戏剧构作这个角色的产生是必然的，我认为是一种
政治安排，有些剧团做了行政的安排，必须得有这

样一个商量的程序，而不是艺术家个人为所欲为，
崇拜个人英雄的那种剧场里的一套。剧构的工作纷
繁多样，领导干涉创作也算剧构，市场或政治正确

压力也可以影响剧构。做剧构工作的人有时候就像
一位编剧在编剧本，有时候写一个提纲，有时候参

加创作会议发表下意见，有时候被推为向媒体发言
的代表，有时候这角色跟导演和领导混淆，当然反

过来，制作人、导演甚至演员也可以非常剧构，他
们的工作也剧构化了。

小珂：其实就是在剧场创作中，艺术家作为创作主

面性臆想。

上的理解，就是让创作过程尽量产生民主的可能，

观众：可以简单解释一下戏剧构作主要是在做什么
吗？我的感觉还是有点模模糊糊的。

张献：这原本是个德语词汇，最早是在德国剧场体

制中出现的角色。我把它看作是德语社会中那种社
会主义因素在剧场体制中的必然。北方寒冷地带总
是产生集体协作、社会平等的冲动，个人自由的价

值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定会影响到作为公共空间
的剧场。但艺术创作包括剧场创作总是属于个人的，一

个两小时全封闭的故事演出，观众在底下一言不发
地看，看完后就走了，什么交流的机会都没有。这
种情况老这样下去行吗？任何故事、任何叙事都建
立在封闭的片面性上，形成它片面的情感、道德和

政治结果，有没有议论商量的机会？这方面德语系

那些戏剧剧场的创作者显然较多焦虑，较多思考，
放弃社交层面成功的主动边缘者

我很惊讶那个地方几乎一直有一种要把剧场打开的

国字多漂亮，你们就写中国字，哈哈哈！所以这个

启发了我们最后去调侃所谓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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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布莱希特，各种各样反思性导演，纪实剧场兴起，

体是很容易片面主观的。所以剧构的角色，在政治

有另外一个人的干预来避免一种极权，防止创作主
体――导演――过于片面的主观性。剧构要具有非
常专业的知识背景，同时拥有成熟的执行经历。当

然拥有这种专业能力的人，他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
旁观者跟导演合作，然后给一些专业的建议。德国
的先锋戏剧是非常强的，我想可能在戏剧领域，最
开始的时候，剧构的功能性和权力是非常大的，但
取决于作品的不同性质。比如说肢体剧场，其实剧

构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灵活。相对于话剧领域，
剧构在肢体剧场里就没那么强势，有时候他 / 她会

变得很隐形，他／她可能只是在文本上跟导演一起
工作，并不密切参与到实际排练中。当然也有一些
剧构会很强势，会直接参与，甚至强于导演去参与

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艺术家、导演作为创作主体，
也要去权衡和剧构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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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涵：有时候这是一个行政性的存在，比如说有些

小珂：就是靠左边走。

小珂：总是有人问我说“你是怎么打开你的创作思

怎样结婚？”“没钱，没车，没房，我们要怎样结

还大于这个剧院的总监。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

子涵：靠左行走，然后我是在右边和她平行走，拍照。

不需要去困扰的问题而困扰。有些创作者会说“我

同时看到过我们在东直门求婚失败版本的人，跳出

创作，相当于是另外一个人给你意见。

小珂：子涵一共拍了三四千张照片吧。

张献：还有些演出团体，他们文学和话语的构筑能

子涵：三四千张照片，我们把上海整个走了一遍，

或者意义的引导和构作。欧洲许多剧场比起我们的

时。张献老师给我们送了两次饭。

戏剧构作是属于这个剧院的，戏剧构作的权力可能
有这个条件，我们总会愿意邀请一个戏剧构作加入

力比较弱，他们也会请个戏剧构作来进行一些结构
剧场，相当知识分子化，社会对话水平较高，跟我
们不太一样，我们是由消费者构成的娱乐观众，形
不成多样化的论坛界面。

子涵：对，德国剧场，我发现知识分子、学者的参
与度非常高，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

张献：我们要等到新型的剧场诞生以后才能改变这
种情况。也就是说不能是上海安福路，北京的国家

大剧院这种现状。迄今为止的体制剧场没有进入一
个国家的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问题的中心，它

彩虹从早上到凌晨穿越了一次上海，走了十九个小

切近的一个话题。

观众：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放的那个照片，就是

小珂拿着一个彩棚在行走，我想问一下那个彩棚是

重要了，这些照片最终展现出来的是整个上海城市
的景观，这就是我们做这个作品的意图，我们的创

作是从生活中来，但最后我们的艺术创作要消失在
生活中。

为止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因为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天从头到尾一次性完成的。
第二个因为它很简单，就像我们生活中做的事情一
样很简单，没有特定的观众，我们只是走而已，我
们不发出任何声音，就是在那里走，观众都是过程
中遭遇到的。还有在路上问我们买衣服的观众。其

实也可以说我们有很多观众，可能一天走下来有上
百万的观众。

子涵：那是《大力伤害》一号作品“彩虹”，我们

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做？怎么做？你们回答，没

的生活场景，繁华的，热闹的，贫困的，杂乱的，

安静的。之所以要这样行走，是因为我们发现生活中，
好像大家有点不开心，所以我们用最日常的动作，
再用我们自己的衣服配出一个彩虹的颜色，在城市
中安静的行走，希望能给路过看到的人们一个美好

的彩虹。 另外小珂选择逆行，就是面对车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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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社交层面成功的主动边缘者

状态里面，更独立地去想如何创作。

里实施的一个作品，其实那是我第一个社会剧场作

张献：这是个重要的空间和媒体转换的例子。在没

拿地图设置了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涵盖了上海不同

吗？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如何让自己在一个更自由的

现我在画面里面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这个形象不

三四千张照片呢做成静帧动画时，逐渐地，你会发

什么意思？

做了一个最简单的行为，就是行走。在上海，我们

就能创作了吗？有了剧场就能做出你想做的东西了

小珂：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作品，刚刚张献老

时间，作品时间很长，19 个小时，在一天当中，

张渊：应该更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这是跟我们更

多的方法，我们真的有了钱、有了演员、有了空间

彩虹和我的行走，因为这始终是画面的主体，当

观看这些照片时，你会发现，一开始你会关注衣架

钱实际上是要引起除消费者之外更广泛的公众参与
创作可能性，这当然是超越戏剧本身的。

实问题是在自己身上。创作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

子涵：其实问题是来自于自己的。

子涵：我个人觉得，这个作品是我们俩合作到现在

和讨论，达到最高的社会敏感性，然后触发最大的

没钱，我没演员，我没有空间，我没有什么……”，其

小珂：对，张老师中途给我们送了两次饭。哈哈！当

们只是一系列半麻痹的观众的休闲娱乐场所，这样

的剧场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做。国家所要投入的

路的？”我觉得做剧场创作的人总是会因一些其实

有剧场、没有预算、甚至没有观众、没有组织资源
关系，还可以做。那天你们是走了十九个小时，瘫
倒在地，上海发生这么一个重要的剧场事件，演出
事件，应该记在上海文化年鉴里的。这样的艺术家

市政府应该考虑去重点引进，不花纳税人一分钱就
做了这么一个示范性作品，它指出了景观戏剧相反
的道路，跟那些动辄花纳税人百万千万税款的“艺
术浪费学”划清界限，向他们发出道德的责问。

师提到了 2010 年我和北京的朋友一起，在北京地铁

品，我们叫《北京地铁求婚》。当时我们在北京地
铁车厢里，我戴了一个假发，我合作的那个朋友他

婚？”
“在北京地铁发生了这样感人的爱情故事”……
来在新浪微博说“他们是假的！我在东直门看到了！

同样两个人，求婚是失败的！”。但这个时候网络
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发生的让我想到纳粹，让我想
到文革。人的情感是怎么被煽动的？事实本身已经
不重要了。当一个反对者，一个知道真相的人说出

真相的时候，他偏离了一个集体对于事情引发出来
的情感抒发主题，那他面临的就是群体的网络攻击：
“你
这是忌妒！”“你这是……，他们就是真的，他们

就是因为爱情，这多感人啊！”。这些网络上认为

是真的的人，他们可能现实生活中有同样的困境，
或者他有感觉，他希望这是真的，所以这时候真相

是什么对他们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愿意相信这
是真的。

穿了西装，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面向我求婚。其实

张献：我常把这个行动作为一个媒体事件或者剧场

个十块钱的钻戒，还有朋友背着移动音响，在车厢

用了多少亿，排演了多少的剧目，最后观众达到了

是假的，所有的情节都是我们安排的。我们买了一
里我们埋伏了我们的拍摄团队。求婚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在东直门地铁站求婚失败，一个是在东单求
婚成功。在东单求婚成功这个版本特别逗，我们是

有对话的，比如“我们谈恋爱两年了”，“又没房，又
没车，又没钱，我凭什么嫁给你？！”。当这些台

词破口而出时，车厢里的一个北京大妈急了，“姑
娘你看他多真诚，他都这样给你跪下了，你还不答

应！”，结果整一车厢的人就开始说“嫁了吧！”，所

以我是被哄喊着给嫁出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准

备的那个移动音响，开始放“人鬼情未了”的音乐。
哈哈哈！以一个人的正常思维，在这样一个场景，

事件来举例。我们经常被告知，说某某大师一生动

七十万之巨。且不说一生同义反复重复创作要挥霍
多少民脂民膏，且说另一个问题，这个社会究竟有
多少人真得记得这样的所谓大师？不会记得，因为

他融入了体制内一大群大师之中，无法从中辨识。
现行体制下的大师没有主体性，他归属于某个剧团
或者某个他人的思想，他所有的观众在数量上是没

有意义的，因为这些观众同时属于他的无数同类。
用自己创建的剧场来实践自由艺术和自由生活的人，
要破除这种观众数量的迷信，这是我们这些主动的
边缘者应有的姿态。

那么巧合有人放“人鬼情未了”的音乐，正常人都

观众：小珂，我看你的演出可能是好几年之前了，我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真的。都觉得挺浪漫的。第二

汉诺威的一个例子，已经好像不一定非要是在跳舞

会认为这是一个表演。可是在现场一种煽动性下，
天我们想把这个视频上传优酷的时候，结果发现我
们晚了，车厢里已经有一个男孩，站在一个非常好
的视角拍摄了全过程，而且已经上传到网上了，等

于是他占有了我们的作品。我们要上传，结果他办
了！然后在短短三四天的时间里，这个视频的点击

没有想到现在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只是看了那个

的状态去呈现一个东西。那我的问题就是，接下来

的一两年，你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往前，
是你们双人的方式还是你自己有些什么想法，还是
或者说继续做跨界的事情？

量超过一百八十万。接着辽宁电视台等地方新闻开

小珂：我很慎重用“跨界”这个词，剧场本来就是

章，引起了一个社会性的讨论。“八零后的孩子要

我还是会做剧场。那么关于舞蹈，就像你刚说的，

始转播这个视频，香港的什么苹果卫报也开始写文

综合性的艺术，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做剧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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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从小学舞蹈，就我现在的作品，我觉得我理

解的舞蹈更加开扩了，舞蹈或者说身体语言在作品

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和装置、影像、音乐、对

关于对谈嘉宾
About the Guest

话一样，是我们剧场作品中一个重要元素。
子涵：是一个元素。

小珂：对，舞蹈是剧场的一个元素，但是身体除了
舞蹈，它还有很多身体的文本，所以肯定不会回去

再做传统意义的舞蹈了，因为传统的舞蹈对我来说
已经走到头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那么未来两年
我们会做什么，其实我们没有去特别设定，也许两

年之后中国变得特别好，也可能特别坏，是吧？也
许两年以后我们谁都看不见谁，雾霾越来越大，我

们都戴着口罩，所以到时候再看吧，那时候做什么，
就根据现实的生活情况来决定吧。

子涵：如果说作品计划的话，我觉得 DANCE DECO

张献，剧作家、剧场导演、社会编舞家、临界情境

Zhang Xian is a play writer, theater director and

广场舞的当代剧场作品。（注：该作品德国版于 2016

东时代中国最早的独立戏剧家，从艰难的地下艺术

in folk performing groups, independent art

这个作品会发展，然后明年有一个新的计划是做关于
年受德国魏玛艺术节委托创作，并于 8 月首演，取名

Republic of Dance。同年 12 月，其中国版作为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聚裂“项目之一，完成中国首演。）

主义者、生活艺术和异质现实制造者。他是后毛泽

创作与实践中求得生存与发展，长期从事报刊杂志、

舞台戏剧与电影的写作、编辑和策划，发起组织、
主持多个民间艺术团体及剧场空间。作为舞台剧编
剧、导演和制作人，其十几部戏剧、舞蹈作品上演
于中国各地，以及欧洲和美国，他执导的舞蹈剧场

作品《舌头对家园的记忆》获 2006 苏黎世艺术节

situational artist. He founded and participated
spaces and educational outreach mechanisms
including Zu He Niao Collective, Mecooon and
Fringe Festival. He has been dedicated to writing,
teaching and performing to materialize his ideals
of "social theater" and "Daily Life Festival".

ZKB 大奖。作为电影剧作家，其主要作品《留守女士》
获第十六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茉莉花开》

获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作为策划人、
组织人，先后参与建立戏剧、舞蹈表演团体“Z”和“组

合嬲”、全国首创的民营“真汉”咖啡剧场、上海
第一家非营利表演艺术基地“下河迷仓”、上海第

一批独立艺术节“越界艺术节”、“概念艺术节”、

“自由电影节”等。近年更以“生活艺术”为号召，
组织建构了大量融合于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创作”，
与一代代青年在一起，共同实现“社会剧场”和“每
日生活节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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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嬲 ,2005 年成立于上海，是一个独立艺术家创

Niao Collective, was founded in Shanghai,

把“剧场”与“展场”、“黑匣子”与“白匣子”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atre international and

作联合体，致力于中国剧场国际化和当代化的实验，
统一在新型的表演艺术中，并通过组织不断向素人
延伸的节日化平台，扎根社会生活。其成员最初以“新

舞蹈”演员为主，联合当代艺术领域的视听艺术家、
新媒体艺术家灵活组合创作，渐渐吸引生活艺术和

社会实验艺术家、行为表演艺术家、诗人、作家、
学者乃至各阶层劳动者，实现了艺术剧场和社会
剧场、日常生活和集体节日的交汇融合。“组合
嬲”主要剧场作品和社会协作项目《舌头对家园的

记忆》、《左脸》、《陪我过夜》、《红楼梦》、《病

房》系列、《大力伤害》系列、《我们抱歉地通知你》
系列、《真黑匣子》系列、《小风景》系列、《Dance
Deco》系列以及《集体舞》、《舞蹈共和》、《天

堂向下》、
《嬲嫐现场》、
《嬲林匹克》、
《INSTANT》、
《共
享厨房》等等，不仅在许多舞蹈剧场、实验剧场进

行演出，也频繁受到艺术节、艺术机构、教育机构
的邀请进行演讲报告和工作坊，行迹遍布欧洲、亚洲

各大城市如柏林、罗马、巴黎、阿姆斯特丹、奥斯陆、
萨尔茨堡、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苏黎世、都柏林、
爱丁堡、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深圳等等。

China, in 2005. She is committed to making
experimental. The group consists of “New Dance”
actors, visual and musical artists, New Media
artists, Life Art and other experimental performers
who have had a pioneering role in creating “Liminal
Theatre.” Niao does not want to limit itself to a
certain style but creates pieces without setting
boundaries, so the result will be different and
new each time. 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Niao was
established as an open collective: the basic lineup is a group of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artist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with members not fixed
and different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productions
each time. Since establishing itself in Shanghai
and Beijing’s underground theatre scene, the
collective has enjoyed a strong following among
young people. It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ongue’s Memory of Home (2005), Sickroom No.
14 (2006), Left Cheek (2007), Sickroom No. JI
(2008), Stay with Me Overnight (2009), The Red
Chamber (2010), Sickroom QING MING (2011),
Dance,Stupid! (2011), Silent Acapella (2011),
Heaven Downward (2015), Republic of Dance
(2016), Niaolympics (2016), Niao Niao Festival
(2016), INSTANT Niao Niao Festival (2017) and
Kitchen Sharing (2017). ZuheNiao has toured
major European and Asian cities such as Berlin,
Rome, Paris, Amsterdam, Oslo, Salzburg,
Düsseldorf, Zurich, Dublin, Edinburgh,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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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

Zhang Yuan

从事当代表演艺术（剧场）的策划、制作和写作，与

Zhang Yuan is a curator, producer and writer

合作，策划制作演出，开展讲座与工作坊等活动，致

who has been working with theatres, festivals,

国内外剧场、艺术节以及多家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开展
力开拓中国当代表演艺术的发展与跨文化合作交流。

尤其关注具有独立原创性的艺术家（团体），先后参
与上海下河迷仓、组合嬲、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和纸
老虎工作室的演出项目，参与策划制作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PSA）“聚裂”演出季、在 Basement6

举办的“嬲嫐现场”艺术节等。现为上海明当代美
术馆（McaM）表演及驻地项目联合策展人。

2015 至 2016 年 与 外 滩 美 术 馆 合 作， 在“Hugo

Boss Asia Art”活动期间，策划《身在亚洲－－当
代剧场中的身体呈现》，组织超过十场来自中国内
地与亚洲地区的演出和对谈。

for contemporary theatre and performing art,
museums and art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organized a number of performances, talks
and workshops,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ntemporary performing art scene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He keeps following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artists and groups, and has been involved with
the performance projects and events of Shanghai
Downstream Garage, Niao Collective, Beijing
Cao Chang Di Workstation and Paper Tiger
Studio. Recently, Zhang Yuan has participated
as producer for Re-actor, a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season presented by Power Station
of Art, and co-created with Zhang Xian, Xiao Ke
and Zi Han, Niao Niao Festival, a platform for
young talents supported by Basement 6. Now
he is the associate curator for performance and
residency project at Ming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in Shanghai.
During the period of Hugo Boss Asia Art of
2015-2016, in collaboration with Rockbund
Art Museum he curated Being in Asia - Body
Performance in Contemporary Theater, featuring
ten performances and dialogues among artis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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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 BOSS ASIAN ART 2015

HUGO BOSS ASIAN ART 2015

艺术与时尚相互融合密不可分，它们的核心都是来

Art and fashion are intertwined disciplines, in their

事物，并展现最前沿的时代精神。为了促进这两个

to forge something new, driven by the will to capture

自对创新和独特创意的开辟。它们追求和探索新兴
领域的交流，HUGO BOSS 于 1995 年发起并设立

艺术项目，这也是集团企业文化的体现和延伸。 专

注 于 现 代 艺 术，HUGO BOSS 支 持 了 众 多 高 知 名

度的艺术展览，鼓励并给予知名艺术家创作平台来
展现他们的作品。 例如，Georg Baselitz（1995 年
和 1996 年 ）、Dennis Hopper（2001 年 ），Olafur

Eliasson（2005 年），Josephine Meckseper（2007

年），Jeff Koons（2012）和 Konstantin Grcic（2014
年）。 此 外，HUGO BOSS 还 发 起 了 两 个 独 立 的

奖项，以支持富有才华的艺术家并强调他们对艺术

界的贡献。成立于 1996 年，与纽约古根海姆基金
会 和 博 物 馆（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and Museum）合作， “HUGO BOSS 大奖”（The

HUGO BOSS Prize） 已 成 为 世 界 上 最 负 盛 名 的 奖
项之一，并为当代艺术做出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

“HUGO BOSS 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于 2013 年
成立，由上海外滩美术馆策划并执行，关注并推广
亚洲新锐当代艺术家。

nature guided by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Both seek
the spirit of their time. With the aim of encouraging
an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fields, HUGO BOSS
initiated its Arts Sponsorship program in 1995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mpany’s corporate culture.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art, HUGO BOSS has
supported numerous high-profile exhibitions with
the intention to inspire people and to give leading
artists a platform for their work. Examples of these
were Georg Baselitz (1995 and 1996), Dennis
Hopper (2001), Olafur Eliasson (2005), Josephine
Meckseper (2007), Jeff Koons (2012) and Konstantin
Grcic (2014). Moreover, HUGO BOSS has initiated
two independent awards to support extraordinary
talents and to emphasize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arts. Founded in 1996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and Museum
in New York, the HUGO BOSS PRIZE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accolades for
visionary contributions to contemporary art. The
HUGO BOSS ASIA ART Award, introduced in 2013
and conceived and curated by the Rockbund Art
Museum, focuses on promoting young emerging
contemporary artists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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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外滩美术馆

About RAM

成立五年来，上海外滩美术馆一直走在中国当代艺

For five years RAM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级展览及活动，成为上海日益扩张的艺术版图中的

world-class programmes in a unique museum

术发展的前沿，以独特的精品美术馆定位举办世界
一个亮点。美术馆位处上海外滩地段，选址设立于

历史悠久的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建筑内。建
筑于 2010 年美术馆开幕前由著名建筑师大卫·奇普
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修复改建成为今日的
面貌·。

上海外滩美术馆的策展、教育项目，以及对著名及

新晋中国及国际艺术家的研究和展示，呼应并反映

growing contemporary art scene in China, presenting
setting. A boutique Museum of the upmost quality,
RAM holds a unique position within Shanghai’s
continually expanding cultural scene. The Museum
is located within the Bund district and housed in
an exquisite heritage Art Deco building which was
renovated by architect David Chipperfield before
opening in 2010.

了现今本土及国际社会种种迫切议题。上海外滩美

The Museum’s exemplary curatorial, education

场展览，深度探索、实践艺术家最具雄心的艺术项目，

and emerging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rtists,

术馆策划大胆创新的展览及活动项目，每年举办 3

以展览从未示人的新作为主，并以独特的上海及精
品美术馆视角将展览呈献于观众眼前。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访问：
www.rockbundartmuseum.org

and research programmes showcase acclaimed
responding to and reflecting on present and urgent
challenges of society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AM
presents a bold and pioneering programme of three
exhibitions per year; exploring and realising artists’
most ambitious projects and working with them to
tailor exhibitions to the Museum and to the Shanghai
context, often with a large proportion of works being
new commissions. RAM devises, produces and
curates its programme in-house, in conjunction with
carefully selecte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www.rockbundart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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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亚洲――当代剧场中的身体呈现

当搅局者遇上疼痛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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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提供

摄影：张渊

我们抱歉地通知你 ，2015

照片由德国汉诺威艺术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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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丸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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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Gonzo

小珂 X 子涵

Geumhyung Jeong（韩国）
林人中（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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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辉（新加坡）
王嫣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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乂媒体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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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戴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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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艺术家（按演出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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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Leon Csernohlav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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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中的人与物
第 62 页

摄影：河不止

未知的表演

照片由张献提供
海报设计：子涵

DANCE DECO

Paper Tiger Studio
Xiao Ke X Zi Han
Geumhyung Jeong
Dai Chenlian
River Lin
yuenjie MARU
Choy Ka Fai
Yi Media Studio
Wang Yanyun

联合策划：上海外滩美术馆、张渊

Co-curated by Rockbund Art Museum and Zhang Yuan

封面设计：周祺

Cover Design: Zhou Qi

出版物责编：张渊、陈冬阳

书籍设计：王佳怡、王欣源、唐越

感谢：张献、由宓、卿青、董河、黄志豪、疯子、
摄影：河不止

Being in Asia, Body 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Performing Art

莫力、桑琦、高康妮、陈丹、赵郁颖、陈迅超

项目支持：Hugo Boss Asia Art 2015

Editor: Zhang Yuan, Chen Dongyang
Book Design: Wang Jiayi, Wang Xinyuan, Tang Yue
Special Thanks to Zhang Xian, You Mi, Qing Qing, Dong He,
Huang Zhihao, Fengzi, Mo Li, Sang Qi, Gao Kangni, Chen Dan,
Zhao Yuying, Chen Xunchao
Project Supported by Hugo Boss Asia Art 2015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