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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忧郁”的展览
□西川

一场“忧郁”展
记得我在柏林看过一个名叫“忧

郁”的展览，这是我所看过的所有展

览里面最好的一个。“忧郁”展分很多

部分：一进大厅首先迎面是一段文

字——亚里士多德论忧郁，然后是古

希腊的“忧郁”作品，一直到最后，结

束于法国残酷戏剧的倡导者阿尔托

在精神病院里画的一些手稿。这个

展览里有一部分对我震动特别大：那

是一些革命画家的作品，画家主要来

自俄罗斯。这部分画家被安排在浪

漫主义画家之后。这一部分的题目

叫“左派的忧郁”，说法来自本雅明。

我以前不曾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

过俄罗斯的美术。我以前从未意识

到在苏联美术里面，或者革命美术里

面，有忧郁的成分。当我看到这样的

画展安排，当我遇到“左派的忧郁”这

个词，我突然觉得获得了一个新的角

度来理解整个革命过程中产生的这

些绘画作品。我记得其中有一幅画

画的是一个工人——那个被画下的

时刻还没有苏联，那还是在苏联诞生

前的俄罗斯——那个工人走在罢工

队列的前面，打一个旗子。以前我会

说这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绘画，但当这

幅画被归入“浪漫主义”部分之后的

“左派的忧郁”这一部分展出时。我

一看，那些行进中的革命者的面孔的

确是忧郁的。

（引自2009年4月16日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艺术馆“二十世纪中国绘画

名家邀请展”主题对话会上的发言）

版画对传播的牺牲
李桦好像有两类木版画：一类木

版画是装饰性、形式感比较强的，另

一类非常像连环画。只要他想比较

清楚地表达什么观念和场景，他的画

就特别像连环画，带有叙事性。这让

我想到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翁贝托·

艾柯。他专门写过一篇讨论中国连环

画的论文，题目叫做《论中国连环画：

反信息与替代信息》，收在他的《推迟

的启示》（Apocalypse Postponed）这本

书里。艾柯谈到，由于中国连环画与

大众之间的关系及其普及的目的，它

所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都是典型化

的、标准化的，心理因素被降到最低

点。所以版画——可能在李桦和他

们那一代版画家看来，不得不面对和

大众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版画是

要印刷的，印刷就是为了传播。所以

传播对战争年代的版画来说是一个

重要因素。

但是这一次，看了整个的展览，

从李桦看到现在的艺术家，我发现里

边实际上有一个过程，就是版画对于

传播的牺牲——慢慢地就不传播

了。不考虑传播的版画就变成现代

艺术了。所以说，从李桦、古元他们

那一代版画家到现在的艺术家，有一

个转变的过程，与这个过程相伴、相

始终的是一个对传播的牺牲过程。

版画是印刷术的产物，印刷就是要传

播。当印刷不是要传播的时候，当作

者牺牲掉连环画或者版画的传播因

素时，他竟然变成了一个现代艺术

家！这个牺牲的过程、它的意味，值

得我们继续探讨。

（引自 2009 年 7 月 26 日在北京

今日美术馆“第一届中国当代版画学

术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为什么纷纷画少数民族
这些产生于高威权时代的、现在

还能够拿得出手的画作本身，实际上

并没有表达什么革命的意思，从题材

上看更多是风景画，更多描绘的是一

个个小场景，不过这些画作中有些处

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主题就是少数

民族。什么塔吉克姑娘，康巴汉子，

傣族泼水节，都是少数民族题材。为

什么那时的画家们在不画革命历史

题材的时候，就纷纷去画少数民族？

这里展出的大多数画家可能都是汉

族。这批汉族老画家们是约好了还

是怎么的，全画过少数民族。这个问

题我们以前似乎没有讨论过，这里面

显然呈现出一种隐蔽的历史面貌，就

是艺术家在他们那个时代所理解的

美、诗意、浪漫、远方在少数民族题材

的绘画中被表现出来。淳朴的少数

民族形象在一个汉族人口占 90%多

的国家里，承担着一个秘密的、美学

的、历史的角色。中国的写实油画是

从西方传来的。在革命年代，当西方

不能被视作远方的时候，苏联就成了

远方；当苏联也不能被视作远方的时

候，少数民族地区就扮演起远方的角

色。它至少成了“远方的替代品”。

（引自 2009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

国家大剧院艺术馆“20世纪中国绘画

名家邀请展”主题对话会上的发言）

招贴画上的英文和汉语拼音
我刚刚看到展览的招贴。招贴

上面是中文，下面出现了英文。在中

国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招贴

上的非汉字文字什么时候从汉语拼

音变成英文了？这很有意思，好像除

了中文之外，我们总需要另外的文字

因素，比如在招贴上就出现了一系列

的英文，在书籍的封面上也会出现别

的文字了，除了英文，有时还会出一

点法文等等。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的

宣传画上总是要标出汉语拼音的。

汉语拼音猛一看像外文，但实际上是

中文的拉丁字母拼写，这是中国字对

于拼音形式的需要吗？自从凯末尔

革命以来，土耳其语就用拉丁字母拼

写了。中国人曾经在钱玄同的时代

差 点 走 上 土 耳 其 语 言 改 革 的 道

路——幸亏没走那条路。但中国人

看来是需要拉丁字母的。有一次在

广西旅行，我在一个镇子上看到一间

邮局。装饰这间邮局的人显然不懂

英语，也找不到懂英语的人，但看来

是领导非要工人们在大门左边的墙

上焊上“中国邮政”四个字，在大门右

边的墙上焊上这四个字的英文翻

译——给谁看呢？。工人们就把一堆

字母胡乱排列在了墙上。那猛一看

也像是一排外文，洋气。但把我逗乐

了。这是中国的超现实的现实。

（引自2008年12月22日在深圳

当代艺术中心曾力摄影展研讨会上

的发言）

为永恒而艺术和不为永恒而艺术
如果你是一个为永恒而艺术的

人，为永恒而写作的人，那么你使用

适合表达永恒的语言。但有些人不

为永恒而写作，不为永恒而艺术，他

们的语言可能就是另外的模样了。

艺术家、文学家的语言要么是从别人

那儿来的——这种继承来的语言通

常被认为可以表达永恒——要么是

从自己的生活中生发出来的--这种

语言好像与永恒无关。这两类语言

中，从别人那儿学来的语言，慢慢的

对我来讲就不够用了——它跟我的

现实感不能完全对称，不能完全吻

合。我们学了这么多的艺术史、文学

史，国外的那些东西、老祖宗那些经

过千百年挑选获得了永恒品质的东

西，实际上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艺

术家、作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两个：

一个就是永恒对你的挑战，另一个就

是当下生活对你的挑战。而要应对

当下生活，为永恒而艺术的观念就不

得不退后。

（引自 2014 年 9 月 23 日在中国

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从戾场到立

场——青年艺术家的主体构建”研讨

会上的发言）

艺术家的不连续性
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

鲁姆在他的《影响的焦虑》一书里面

提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叫做“不连

续性”。一个艺术家被放在其他艺术

家一起的时候，这个艺术家如何才能

够凸显出来？好的艺术家身上会体

现出一种不连续性。我理解不连续

性这种东西可能遥遥地跟古代、过去

某个人的不连续性发生关系，所以不

连续性里面又有一种内在的连续

性。这可能是一个很绕的说法，但是

很有意思。

（引自2012年11月23日在长沙

湖北美术馆“中国当代雕塑：从1994

到2012”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隐形的西方人
有一次我在北京遇到叙利亚诗

人阿多尼斯。他长期住在巴黎。我

跟他说，虽然我们是在北京见面，但

好像我们必须绕道巴黎才能见面，我

们两个人直接见面的可能性很小。

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另一回，在上海当代艺术馆，我

参加过一个与印度有关的论坛。在

这个论坛上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中国

人和印度人碰到一起谈话的时候，边

上总会有一个隐形的西方人。

（引自2014年12月21日在北京

798东京画廊“出柜——一次驱魔仪

式”展览沙龙上的谈话）

我们被什么所塑造
美国人讲元艺术。美国大诗人

华莱士·史蒂文斯认为诗歌的主题就

是处理诗歌本身，但你要是去波兰，

米沃什会告诉你“我离开了巴尔干的

现实就不知道怎样谈论诗歌。”所以

你在美国谈元艺术可以，你到波兰、

捷克谈元艺术，没人跟你谈，这是地

域政治、文化上的区别。那么一个波

兰人被波兰所塑造，一个捷克人被捷

克所塑造，一个中国人一定是被中国

的现实生活所塑造的。在最高层面

上讲，比如对生死的认知，的确没有

东、西方的差别。但是关于介入生、

死这件事是有差别的。刚才我站在

外面抽烟，天黑下来，那么可以说黑

夜在东、西方没有差别，但黑夜里的

建筑一定是有差别的：在英国站在夜

里你看到的是哥特式建筑，在798的

夜里你看到的是1950年代东德人设

计的这种包豪斯风格加社会主义因

素的建筑。黑夜没有差别，黑夜里的

建筑是有差别的。

（引自2014年12月21日在北京

798東京画廊“出柜——一次驱魔仪

式”展览沙龙上的谈话）

痛苦、忧愁、疼痛
痛苦、忧愁、疼痛——这三个属

于近亲的词汇可以相互连接。不同的

连接顺序代表着不同的情感历程。一

种连接：疼痛-痛苦-忧愁，这大概说的

是南唐李后主。另一种连接：忧愁-痛

苦-疼痛，这大概说的是荣国府里的林

黛玉。不过，此三词虽属近亲，若仔细

分析起来，我们会发现它们既有一致

又有不同：疼痛，是一种肉体的反应，

而痛苦和忧愁，指的是精神、情感或

心理状态。但痛苦和疼痛的一致之

处在于，两者都是有对象的，而忧愁，

即使有对象，也是将对象抹去或隐藏

了起来。忧愁大概生自一种悲观情

怀。在中国古代，它可以被吟咏，被

赏玩，被审美化，所以李清照在《声声

慢》里说：“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

得！”《声声慢》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作

品。作者将破碎的家国、外寇的入

侵、颠沛流离的生活统统隐去，孤悬

出一个“愁”字，而愁或忧愁，正是中国

古代文人情怀里重要的一面。

（节选自《被痛苦所改变》。该文

发表于2003 年第4期《现代艺术》杂

志。系为“痛苦之后”专题所写，并作

为卷首语刊发）

震惊过后的麻木
1997年在印度我曾经听一个英国

策展人讲到：“世界当代艺术现在就剩

下使人震惊了。”她这个“震惊”（shock）

使我震惊：一个人不能持续地被震惊，

一个人被震惊十次百次就麻木了。我

曾经和艺术家徐冰有过一次对谈，徐

冰谈到一个问题：在西方当代艺术体

制当中，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实际上都

差不多。老师把自己的怪僻教给学生

们，每个学生就都有了同样的或相似

的怪僻。这里面有一个悖论。这是徐

冰的看法，他是行家。

（引自 2007 年 9 月 22 日在中国

农业展览馆新馆报告厅的讲座《当代

艺术的思想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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