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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扔进垃圾桶的书包——
一起当代艺术案例

河南省美术馆馆长、河南省美协当
代艺术委员会主任化建国时常在朋友圈
晒“小棉袄”的作品。刚入学南艺附中的
女儿的作品时常给他惊喜。

这不是女儿刚刚给老父亲带来的傲
骄，发现女儿的艺术天赋，是从她小学时
的一件“当代艺术作品”。

“有一回带她来美术馆，我忙着开
会，让她自己写作业，中途我去‘检查’，
一头火——扔了一地的作业本、课本，人
不知道跑哪儿了！”寻回女儿，一通训斥，
化建国转身去接着开会。会议结束，心
说这下得老老实实在写作业了吧？推门
一看，没人，地上倒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书包塞进了垃圾桶！

馆长当即怔在原地，转而理解了女
儿的特殊表达，不禁乐了：“我的女儿将
来一定要学艺术！这就是个当代艺术作
品啊！”至今道来仍难掩兴奋，化建国说，
这其实就是很好的表达，她没有跟我对
抗、吵架，但是把不满和反抗，用这种行
动来告诉你，她有她内心的独立性、反抗
性，这当中有情感的流动，有观念的交
互，所以德国艺术家博伊斯说，人人都是
艺术家。

“艺术就是种表达。”
化建国又举了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

当代艺术作品——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的焰火表演，相信看过的人都
会记得。焰火打造的一对“脚印”，从永
定门沿中轴线一步一步，直抵鸟巢。“这
其实就是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出自艺术
家蔡国强的手笔。”这“脚印”有着深刻的
寓意，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从弱到强，一步
一个脚印，在这样一个全世界瞩目的时

刻，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展示在世人面前，
给观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情触
动，这是一幅绘画作品无法传递的。

面面相觑的人们
真的看懂艺术了吗？

艺术呈现当今的面貌，不是凭空而
来。“艺术也有生长的脉络，尤其现当代
艺术，其核心价值与审美核心已经从技
术技巧层面的提升，转向艺术理念、观念
的更替革新，价值观的更迭，呈现出与传
统艺术全然不同的风貌。”一位艺术评论
者如是说。

当梵高“用象征性的光环这种永恒
的东西来画男人和女人，用着色的响亮
和颤动来表达永恒”，相对于写实的具象
的古典艺术，印象派用更切近感官的、内
心的真实，宣告了强烈的喷薄的生命力；

当现代派开山人物毕加索用几何块
面重构眼前的世界，支离破碎的形体，肌
理的变化，向观者提出了自然与绘画何
者是现实，何者是幻觉的问题。

当博伊斯带着折断修复后的颅骨、
肋骨和四肢进入艺术世界，他的艺术表
达的阴霾、酷烈的强烈风格便是与生俱
来，在当时和风细雨的艺术生态中是极
具实验性与先锋性的。他的作品如《油脂
椅》《驮包》《奥斯威辛圣骨箱》等，创作材
料大多为动物、毛毡、油脂、蜂蜜，那些废
弃材料看上去都是从遭受创伤的废墟中
提取，勾起悲怆的历史回忆。他的作品充
满了隐喻，艺术再现暴力造成的后果，呼
唤和平。艺术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

当杜尚掂了个男用小便池，将其命
名为《泉》送到沙龙展，开创了工业时代
把物品（现成品）当作艺术品来表达观念
的时代。正如美国画家德库宁说：“杜尚

一个人发起了一场运动——这是一个真
正的现代运动，其中暗示了一切。”以似
乎是随手拈出的“现成品”，轻松扭转了
西方艺术发展的方向。

…… ……
看不懂，错不在观众，也不在艺术

家。从古至今，艺术都不是直接面向大
众的。从人类早期洞穴里的壁画到中国
古代的水墨画，再到欧洲中世纪的油画，
它们的出现，都不是为了成为大众眼前
的风景。

出版了多部艺术科普书籍的未读艺
术生活工作室主编徐立子在接受大河报
记者采访时说：“单纯地描摹自然对于艺
术家而言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因此观
者感觉看不懂是很自然的。可以这么
说，在现当代艺术中，我们需要去探寻的
作品内涵变得不同了。我们在古典作品
中和在现当代作品中，欣赏的东西是不
一样的。”

逛展却成了年轻人的
时髦生活方式

10月24日刚在北京今日美术馆落幕
的“今日未来馆·机器人间”聚集13位国际
先锋艺术家，将主题聚焦在人工智能AI
与人机互动的艺术创作研究方向。该展
与同馆的《蜻蜓之眼》艺术展互为呼应，新
科技新技术融入，刷新了艺术语言。

《蜻蜓之眼》是艺术家徐冰根据搜集
到的大量监控视频而制作的实验性影像
作品。这一庞大的影像档案库就是时代
的真实写照，作品中所探讨的现实与未
知之间的矛盾仍然在生活中每日“上
映”。并且，巨大的未知与可能性，令它
成为一个不断生长中的艺术项目。

高毛说，即便单从艺术手段上来说，

更多的新科技、新材料涌入，成为艺术表
达手段，带来全息式、沉浸式的全新艺术
体验的同时，也刷新了艺术的商业版图。

艺术品和观众之间的隔阂一直存
在，但近些年来，逛展却成了年轻人的时
髦生活方式。更有甚者，某些艺术展摇
身一变成了网红，受到年轻人的疯狂追
捧。这样的艺术展，在包装上往往给人
一种“时尚、前卫”的视觉冲击，再加上所
谓“浸入式体验”的新奇，往往让年轻人
心甘情愿排队掏腰包。

曾经在2015年创下20万+人次的
参观纪录，周杰伦、蔡康永等明星都曾现
场打卡的《雨屋》，就是这样一件极具交
互性的作品。

进入雨屋，地上水花飞溅，参观者却
发现自己的身体如同自带磁场，无形地排
斥那些从上空垂直坠落的雨水，你可以感
受到雨的气息，感觉到空气变得更湿润，
但始终处于如影随形的无雨地带中。

这件作品出自兰登国际，一个致力
于当代实验性艺术的合作工作室，2005
年创立于伦敦。雨屋经历了漫长的创作
过程，耗费10年，之后才有成品出来，在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生态主题
展的一部分。

“这件作品并不是简单粗暴的视觉
冲击与体验，它不仅富有情感，同时极具
身体感知的特性。”

此外还有日本的“花之森林”，“做了
20年，也是近几年成果才展示”。几百
台摄像机营造的数百只蝴蝶在展厅内翩
翩飞舞，仿佛梦幻之境。进入“后数字时
代”，以新科技新材料为主导，由软件工
程师组成制作团队，耗资巨大，“非常烧
钱，但也非常挣钱”。

“花之森林”的门票收入已经几千
万，展演合约价就要千万之巨。这样的
作品出去巡展，布展成本极高。作品本
身是无法购买的，门票收入相当可观。

“从形式上来说，当代艺术是一个容
纳各种主题、选材、风格、技巧、内容、目
的和审美品位的斑斓世界。当代艺术不
局限于视觉形式，语言文字、音乐戏剧、
大众传媒、数码影像、声光电化，无所不
用，绘画超越平面限制，雕塑结合风景和
建筑，展出场地也不局限在画廊和博物
馆，在当代西方，所谓视觉艺术已经与其
他门类艺术难分难解。”中央美院教授周
至禹书中这样表述。

看不懂的艺术，还要看吗？

2017年，自媒体大V顾爷写了一篇
文章：《看不懂的艺术就是大便》。他认
为现代艺术，和皇帝的新衣没什么两
样。他甚至言辞偏激地把看不懂的现代
艺术和大便相提并论。既然都看不懂，

那去看艺术展，还有什么意义吗？
徐立子说：“这个问题，相信不同的

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我想有两点是很重
要的：首先是用开放的心态去看，现当代
艺术是不断挑战可能性的艺术，这要求
观者不能停留在既定的观念范围里，需
要有开放的心态，才能够打开观者与艺
术之间的第一道门；其二是理解作品背
后的态度，也就是艺术家希望用这件作
品去表达关于社会状态、生活状态上的
什么观点。感谢美术馆的作品标签，它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让我们可以
听到艺术家自己的声音。” 周至禹
在《当代艺术的好与坏》一书中，以10节
当代艺术课向公众传递当代艺术的解读
观念。他说，当代艺术不是叙事的艺术，
而是表现与象征，要通过阐释来丰富作
品的意义。一个小便器是艺术品？如果
剥离了特定的情境，它肯定不是。可是
杜尚借此传达了艺术家、艺术品、公众关
系上的大胆颠覆，于是这个小便器就作
为符号系统而存在，以无意义的达达风
格撼动了主流艺术体制。

思想的自由不只是在艺术家那一
方，也存在于观者的解读这一方。

独立策展人、评论家施小安认为，艺
术品不应过分解读，或者说是无法定义
的。面对一件具体的作品，无须过多评
论解构和说教，你只是愿意在它面前驻
足，在那儿待一会儿，默默地凝视感受这
件作品，觉得喜欢，被它感动，这就够
了。艺术创造是一个很个人的行为；艺
术家在创作作品时和任何人都没有关
系，只和他自己，和他的心灵、经历、情感
以及生活体验有关，但一件忠实于内心
的作品却会给许多人带来感动。而看似
主观的表达其实却是客观的，因为艺术
家不可能不受他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

所以，于艺术家来讲，真诚的表达
与文化敏感很重要。而观者只需要自
己去理解。试想，有什么能够比由得你
自由自在地去欣赏一幅作品更重要和更
开心的意义呢！一定不要低估和限制了
观者的接受度与想象力哦！

化建国说，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解读，
其实是观者自我人生经验的映照，“一千
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就
有一千个蒙娜丽莎”。这就像我们去旅
行，走的是远方，看的是自己，你心里有
多少，你看到的就有多少。

高毛认为，感受艺术，是种能力，这
种能力可以通过阅读文本、审美训练来
获得。王小波说过，幸福是种能力，意思
庶几近之。

各大艺术展逐渐成了年轻人周末打
卡拍照的好去处，甚至有带着拍摄团队
去看展的人。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艺术
作品本身并不重要，能拍到好照片才是
要紧事。对于这种行为，独立艺术经纪
人、《如何看懂艺术》系列图书作者翁昕
说：“如果不在参观的时候违反展馆的规
定，不干扰他人参观的话，我是非常鼓励
大家在看展的时候拍照的。关键在于，
第一，拍归拍，拍完不等于看完。我们是
因为展品而进美术馆，那一定得落实到
自己的眼睛上，如果拍照对焦10秒钟，
看作品只瞄一眼，那就本末倒置了。再
有一个，拍完以后不算完，要记得回看、
发照片分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打磨自
己审美的过程。逛一个展拍了可能几十
张照片，但一口气发出来只有9张，选哪
9张，哪些是自己当时看了觉得喜欢，回
来细想只是还好？在这个推敲的过程
中，我们的审美品位就在逐渐建立起来
了。这本身是个很好的事。”

《口袋美术馆：现代艺术》

从 19 世纪印象主义诞生
至今，现代艺术的发展已逾百
年。综合主义、激浪派、目的地
艺术……关于现代艺术的专有
名词已然组合发展成一门复
杂、晦涩的语言。这本书阐释
了西方现代艺术最重要的68种
风格、流派和运动，带你跨越语
言的迷障，走入这段艺术最具
活力也最振奋人心的发展时
期。

《口袋美术馆：波普艺术》

提起当代艺术，不可能绕
过的一种重要风格就是波普艺
术。这本书围绕广告、名人文
化和太空竞赛等波普艺术的关
键主题一一展开，通过一本书，
就可以厘清波普艺术发展的脉
络。

《口袋美术馆：女性艺术家》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很特别
的视角，女性常常是艺术家笔
下的模特，而女性作为艺术家
的身份却常常被人忽视。在这
本书中介绍的路易丝·布尔乔
亚、小野洋子、草间弥生等五十
余位女性艺术家身上，我们可
以看到她们对于世界和自我的
不懈探求。通过她们的持续努
力，女性艺术家由被动接受关
注的对象逐渐转变为主动创作
者，在艺术史中，她们确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现代艺术150年》

这是威尔·贡培兹的代表
性作品，他在书中谈到了近百
位艺术家及其代表作，梳理了
二十多个现代艺术流派的渊源
流变，勾勒出现代艺术的发展
历程。他在书中也特别提到了
观众对于现代艺术欣赏中的困
惑，对此他的解答是：“我不认
为，评判一件崭新的当代艺术
品是好是坏是关键所在——时
间会替我们完成这项工作。更
重要的是，理解它在何处、何以
融入现代艺术史。”

《杜尚》

在理解现代艺术的过程
中，可以说，理解了杜尚就打开
了一扇门。他用现成品艺术挑
战了普遍的观念，成为一个先
锋式的人物。这本杜尚的传记
完整呈现了杜尚一生的经历、
精神发展以及艺术风格的演
变，详细而严谨地给杜尚的每
一部作品做出分析，更以杜尚
为核心描述了20世纪西方现代
艺术的发展历程。

本月初，香港苏富比2019年秋拍“现代艺术晚间拍卖”场，全场估价最高的常玉晚年巨作《曲腿裸女》当晚以1亿港元起拍，最终以1.72亿港元落槌，加佣金最终以1.98亿港元成交。超越2011年《五裸
女》的1.28亿港元，创造常玉作品拍卖价格的新纪录。

这幅作品迅速得到网友一个神命名——“史上最贵大腿”，并直呼“看不懂”。
现代艺术也好，后现代、当代艺术也好，相对于原始艺术、古典艺术的审美经验而言，看不懂，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观感体验。
现当代艺术萌发生长其实已百余年，然而对于艺术圈外的公众来说，它依然是新锐的，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与我们惯常所见的传统艺术样式格格不入的，是非常不同的。
艺术评论人士、策展人高毛说，艺术的观看需要知识储备，审美是种能力，需要训练，“我们的艺术训练太少”。你不懂得它的由来，便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呈现，它的动人之处，它何以成为艺术。
换言之，艺术观看的逻辑关系是——知其所以然，你才能知其然。

如何看懂“看不懂”的当代艺术？

这五本书
教你看懂
当代艺术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推荐人
未读艺术生活工作室主编
徐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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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美智《背后藏刀》成交价1.96亿港币（苏富比香港）刘野《国际蓝》成交价2596万港币（保利香港） “今日未来馆·机器人间DE JA VU”展作品《CUSP》 图片来源：@今日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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