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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艺术 | 挑战固有审美 剩余空间展览
“难看：暧昧的伦理，去阶级眼光”开幕
凤凰艺术  2016-05-24 19:38:29

2016年5月22日下午4时，群展“难看：暧昧的伦理，去阶级眼光”于武汉403国际艺术中心

剩余空间（Surplus Space）开幕，艺术总监鲁明军，白谦慎、何岸、何意达、William L.

Lutgens、谭天、肖克刚、赵要7位艺术家参展。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8月12日。以下是“凤

凰艺术”为您带来的独家现场报道。

展览海报

在评价一个事物时，我们常常将“难看”与“好看”这两个词脱口而出。与“好看”相对

应，“难看”在此刻代表着说话人想表达的“不‘美’”。而“为什么难看”、”如何界定是

否难看”这些问题，很少有人进一步去思考。不能明确判断的标准，“难看”在语意上便成为

了一种模糊而暧昧的表达，并常常受某个时代或群体普遍的审美、趣味与经验所影响。

现如今“难看”或“好看”早已不简单是一种审美和趣味判断，它已经扩展至政治、伦理和文

化的层面。这之中的“难看”往往作为一种“正确”去抵制所谓“好看”的阶级及其权利。而

此时，两者间的界限更加暧昧不明，难以判断，也失去了作出判断的意义。

开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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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展出何岸、何意达、William L. Lutgens、谭天、肖克刚、赵要六位艺术家的绘画、

装置作品及白谦慎的《与古为徒与娟娟发屋》文本。

“凤凰艺术”采访了本次展览的艺术总监鲁明军及四位到场的参展艺术家，他们对展览主题的

理解及作品概念的阐述，可以为观者提供更多的思路。

对话“凤凰艺术”

鲁明军

艺术总监鲁明军接受“凤凰艺术”采访

（为方便您的阅读，以下“凤凰艺术”简称为“Q”）

Q：请您解释一下本次展览主题中的“阶级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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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军：阶级关乎社会分层，简单说，所谓“阶级眼光”就是带有某种等级色彩的观看和感

知。艺术界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意识很强的领域，因为艺术要分好坏，还要分“贵贱”，自古以

来都是如此，它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等级结构。但是20世纪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就是艺术

试图要表达一种平等和民主，就像格罗伊斯说装置的政治就是平等一样。吊诡的是，艺术本身

又是一个反平等的，而且阶级感很强的领域，所以问题其实比较复杂，还是要看在一个什么层

次上来审视和讨论。即便是分层，也有不同的参数，比如商业和价格，再比如学术性的展览履

历，等等，但有时候这两者也会搅和在一起，在今天尤其如此。

鲁明军：“阶级眼光”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但我并不是要重新定义它，而是想将其从这种

错位、矛盾、分歧、紧张当中提出来。实际上是艺术系统的一个问题。此外，这些年艺术圈出

现了一个“乱搞”的潮流，甚至无底线的“乱搞”成了一种正确的姿态和方式，代表了对固有

趣味的挑衅，等等。我们可以说“乱搞”是为了打破标准，甚至是为了去标准化，问题是，无

论打破标准，还是去标准化，怎么检验和证明，也就是说，还是需要一个参照或标准，不然怎

么认定是打破了标准或者去掉了标准。所以，只要艺术作品要分好坏，就肯定是需要某种要求

的。这种要求在我这里可以说是一种内部的形式，它既反对“乱搞”，也反对媚俗的“形式主

义”。也可以说，我们是想传达“难看”与“好看”之间那种非常暧昧的感觉，而这本身也是

不确切、不稳定的。

鲁明军：前面也提到了，我们没有选择在形式上过于粗鄙或过于审美或“好看”的作品，因为

这两种倾向都显得过于正确或不正确，过于阶级化，缺少了我们想表达的那种暧昧感和阶级间

滑动的可能性。

这些作品表面上是很难看的，不讲究的，但是它们实际上有着很讲究的内部形式或者说是内部

的自我要求。

白谦慎 《娟娟发屋》（局部） 数码打印

比如，《娟娟发屋》实际上是白谦慎到重庆讲学时，在路边拍的一张照片，他由此提出的问题

是：我们怎样去看待民间的书法？怎样去重新审视经典？这个在今天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审美

的问题，就是到底怎样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美。比如敦煌的民间书法，形成了一套书风，它看上

去很丑，但依然有它的另外一种美学在里面。比如说“娟娟发屋”的作者虽然没有经历过书法

的训练，但是他写这四个字的时候讲究不讲究？其实在写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有他自身的要

求，想要把它写好。所以白谦慎提出来一个问题，一个关于美学标准的问题，就是当民间书写

成为一种态度的时候，那艺术的标准在哪里？

Q：您通过这个主题，想在展览中表达什么？

Q：此次的展览作品有哪些共性呢？它们是怎样体现展览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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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岸 《要杀掉他们吗?》（局部） 铅笔、包装箱 2016

观展时，你会发现何岸的作品其实挺好看的，又抽象，又具像，但是他用的材料是那种非常难

看的廉价的瓦楞纸。而且，他的作品表面使用铅笔描绘的，用手一抹就涂掉了，所以，他也是

为了制造一种脆弱的不安全感，但表面看，铅笔的质感又很凝固。

何意达 《拌上》 木、不锈钢、尼龙、海绵 尺寸可变 2013

何意达作品的材料也是日常的、廉价的，但是作品本身的形式结构是非常讲究，要求非常严格

和苛刻的。

赵要 2016 《金刚》 沙子、防雨布、胶水、金属扣环、铁链条 300*400cm 2016

还有像赵要的作品《金刚》，如果扔到地上它就真的很难看，但是他选择像纪念碑一样地把它

挂起来，试图要把它变成一个好看甚至是一个审美的对象，让观众来瞻仰。所以这里面，还是

有一个内在的形式要求，它跟形式主义不一样，形式主义是把形式作为目的的，这里面我觉得

是一种自我要求，或者说是一种自我限定。包括谭天，作品的物理形态似乎很松弛，但是他的

整个语言逻辑的形式是非常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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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种暧昧的伦理，加上内部的形式要求和限定，这些应该是我们这个展览想要传达的问

题。

何岸

艺术家何岸

何岸：其实我们说的“难看”，一个是美学本身的，在线性美术史上，总会有很“难看”的东

西。这个“难看”其实是代表了一种力量，它对原来的一种旧有的审美规则起到一个反动的作

用，这个作用是非常难得的。还有就是面对公众审美，特别是原来那种写实的东西，与我们大

众世俗审美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也许大众觉得很难看，但我们觉得很符合美术史的要求。

何岸：在创作的时候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兴趣走，包括选择使用用纸箱子和铅笔这些材料。作

品看似抽象，实际上有具象的东西在里面。

Q：您是如何理解“难看”这个展览主题的？

Q：请您谈谈本次参展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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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岸 《你可以来学校找我们》 铅笔、包装箱 2016

这些作品的底本是电影的截图，没有很刻意地，都是随机截到的。比如这幅 《你可以来学校

找我们》，这句话实际上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一个女性角色的台词。电影本身的

叙事性很强，我把截取到的叙事性碎片，图像压缩到极致，用铅笔将其覆盖在平时常见到的垃

圾（纸壳子）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审美上的模糊感。

何意达

艺术家何意达

何意达：我认为审美并不只是那种寻常的审美，审美是各式各样的。“难看”也是一种审美，

它比较难去阅读，这也是“难看”这个主题的一部分。

何意达：这些雕塑装置作品来自于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展览，如果它们在当时的整个展览情况下

去看，可能脉络会比较清楚，然后现在单独拿出来，可能观众并不能完全地明白是怎么回事。

Q：您怎么理解“难看”这个展览主题？

Q：请您谈谈此次的参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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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还有空间以及雕塑语言。我来详细讲讲2015年的

这件。

何意达 《提醒-矮（撑你）》 石膏、亚克力基座、PE包装膜

这件表现的是一些结构和它所承载的物体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些模棱两可的物体。随着环境及

它跟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改变，会造成观众对对象认知上的一些不同。像这件石膏制作的作

品，是那个时候我开始用石膏这种比较传统的材料。如果你有一个石膏的形状出来，尤其是个

抽象的形状，那会是非常有暗示性的艺术品，但同时它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丢在街

边的一块东西。

这件其实是我在玩石膏的时候，从一个桶里倒出来，它自己形成的形状，是一个意外获得的作

品。然后我把它放在亚克力材质的结构上，这是我以前一直用的一个雕塑座，然后在里面抻了

一张塑料纸，希望它看上去很像支撑着石膏的那种样子。这件的标题叫做《提醒-矮（撑

你）》，就是还有一件长的玻璃制的作品也叫《提醒-长（撑你）》，然后这件矮的作品的副

标题叫做“I always back you up”，就是“我一直会撑你”。其实是有点玩笑的意思，因为

肯定是不需要一张塑料纸去支撑这样一个石膏的，那个副标题贴上去有点像流行歌曲歌词，又

有点滑稽。

谭天

艺术家谭天

谭天：作品不能只用“好看”和“难看”来区分好坏。对我来说，可能真正有趣的是作品背后

的概念，而非画面本身。我的作品能符合这个展览的原因就是，好看之处并不是在作品之上，

而是在作品之后。

Q：您的作品是怎样体现“难看”这个展览主题的？

Q：您的作品想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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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这件作品来自我的一个新的系列，这些作品主要是在讨论这个时代里，媒体、策展人、

机构、藏家他们逐渐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而艺术家的话语权逐渐减少这个问题。每个作品背后

其实都是我自己经历或者听到的故事，这刺激着我做出这些作品来重现当时的感受或者是话

语。

谭天 《阳光下的狗，或者你更喜欢猫一 些?》 布面丙烯、水性漆 尺寸可变 2016

曾经有一位藏家很喜欢这件作品，当时画面上还没有字（Dog under the sun.），只是一只狗

在太阳底下。他当时询问了很多信息，结果走了以后再没有提过购买作品这件事。我当时想，

为什么？后来看到他微信朋友圈，发现他是个养猫的人，他发的图片都是猫，然后我想，如果

这幅画是只猫在太阳底下，他可能就会买了。这件作品就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背后就是在讨

论艺术家自己话语权的逐渐缺失。

谭天：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其实谈论这件事情才是能够减少自己话语权被削弱的一种路径，

而不是去批判。

肖克刚

Q：艺术家如何找回自己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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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肖克刚

肖克刚：我理解的“去阶级性”是去掉一种立场，但实际上你要去掉立场是不可能的，“去立

场”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在这个层面上说，他说“难看”，或者说就是另外一种“好看”或者

是另外一种“不好看”，实际上是把“观看”的这个事情模糊化 。其实“难看”本身，不是

说一定要难看，而是在模糊“观看”的阶级性，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什么要将它模糊掉？

模糊掉的话，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不然不是左就是右，它不是一个终极的问题。

肖克刚：对我来说，这幅其实不是一件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它只是我工作室里面的一个实

验品，一个实验的结果。

肖克刚 《斜躺的人》 布面、纸面、丙烯、粉笔 158＊214cm 2016

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不想给观众留下一个明确的指向，说这是一个人体或者其他的事物。

实际上我画了人还有一些风景，但是我故意让它不是以我们常见的，我们所谓的“好看”或者

是“不好看”的状态呈现，我想带入一种很模糊的空间里，一个混沌的状态中，在这个层面上

去呈现一些。可能我们的眼光是被它牵引的，但是它牵引到一个不知所去的方向。在看的时

候，你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停留下来，看到那儿有一个形象，至于那个形象是什么东西，或者是

怎么来理解，实际上内容很简单。从视觉的层面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认知的空间。所

以上面那些颜色也好，笔触也好，我是为了屏蔽掉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把平常的一些概

Q：您对“难看”如何理解？

Q：请您谈谈这幅《斜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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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或者是一些既定认为和一些标准闲置起来，让它不呈现它既定的状态。实际上这张画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不是静止的。

肖克刚：它们主要起一个启发性，更多的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新的，潜在的，或者隐秘的逻辑关

系，而不是日常所见的那种大家显而易见的那种东西。

展出作品

白谦慎

白谦慎 《娟娟发屋》 数码打印

白谦慎以“娟娟发屋”作为话头，讨论古与今的关系，名家书法与素人书法的关系，财富与收

藏的关系，学术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平民与精英的关系，经典化与修辞策

略的关系。

何岸

Q：您想通过这些作品带给观众怎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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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岸 《白腿》 铅笔、包装箱 2016

何岸的图像底本来自电影的某个镜头，他以反镜像的方式，利用铅笔将其覆盖在瓦楞纸的表

面。铅笔本身的视觉质感，和瓦楞纸的物理属性及其表面的图像之间构成了多重的视觉层次和

空间话语。何岸认为这不仅关乎平面与纵深、抽象与具象等形式问题，更关乎不同叙事纬度之

间的交叉、传染和生长。

何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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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意达 《半击》 木、松紧带、不锈钢、PU皮 110 ＊63＊152cm 2013

何意达 《掩盖锋芒》 薄钢板、锡纸、电工胶带 75*230*6 cm 2014

何意达对临时的、无序的状态和无足轻重地存在着的物体有兴趣，如：装修的临时场景和材料

本身等等。她研究这些物体的材质、体量和相互关系，并将这些雕塑语言延伸到她的艺术实践

中。她的作品包含源自不同方式生产的物品与材料，如艺术家手工定制的部件、现成的普通物

品和废弃材料等。这种整合有意无意地体现出领何意达对所见的现实事物的模仿及再现，与崇

高性无关，更非需要放大的日常细节。她的实践是通过制造艺术的过程和制造艺术品这样一个

最终结果，挖掘和思考一些关于艺术本身的课题。

William L. Lut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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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L. Lutgens 《Nr2》 木上丙烯 100＊80cm 2015

William L. Lutgens 《Nr5》 木上丙烯 100*118cm 2015

鲁明军谈到比利时90后艺术家 William L. Lutgens 时说，他的作品带着很强的学院特征和观

念意识，但看上去又很放松，似乎没有要求，所以内含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没有滑到一个完全

没有要求的境地。

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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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 黄色 布面丙烯 100＊80cm 2016

谭天 《稍等》 轮胎、木台 尺寸可变 2016

谭天认为“职业艺术家”不是艺术家，而是有效观众的消费品。他希望通过装置、绘画、影像

等方式，重现他观察到的当代艺术现状，进而证明他的观点。他的作品源于自己的生活体验，

本次展出画作中的“语言”实际上来自于他与藏家、画廊老板和画廊工作人员平时的聊天。他

希望用形式的方式捕捉这种感受，并通过不同材料传达出来。

肖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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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刚 《斜躺的人》 布面、纸面、丙烯、粉笔 158＊214cm 2016



2018/7/11 凤凰艺术 | 挑战固有审美 剩余空间展览 “难看：暧昧的伦理，去阶级眼光”开幕

https://www.toutiao.com/i6288226365409853954/ 17/24

肖克刚 《红色伦勃朗》 布面、纸面、丙烯、粉笔 150*120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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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刚 《红色安迪》 布面、纸面、丙烯、粉笔 97*120cm 2015

作品是在图像与叙事习以为常的交流和信息功能失效后，在诸多因素作用的停滞当中呈现。作

品的主体并不是制作的个体而是在这样的停滞当中，停止了习惯的感官活动，并同时开启某种

潜在开放的主体。

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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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要 《金刚》 沙子、防雨布、胶水、金属扣环、铁链条 300*400cm 2016

赵要 《金刚》 沙子、防雨布、胶水、金属扣环、铁链条 2016

《金刚》是一组在谷歌地球历史照片里挖掘出来的图形。它们是人类通过强大生产力在修建大

工程时在地表开挖出的临时性形状的集合，然后被偶然经过的谷歌卫星拍摄保留了下来。

展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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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名称：剩余空间 | 难看：暧昧的伦理，去阶级眼光

参展艺术家：白谦慎，何岸，何意达，William L. Lutgens, 谭天，肖克刚，赵要

展览日期：2016年5月22日 - 8月12日 周二至周日 11:00 ~ 17:00

展览地点：剩余空间 | 武汉武昌区宝通寺路33号403国际艺术中心内

Exhibition：NANKAN：Inexplicit Ethics and De-rankingPerspective

Artists：Bai Qianshe, He An, He Yida,William L. Lutgens, Tan Tian, Xiao Kegang, Zhao

Yao

Museum Hours：22 / 05 / 2016 - 12 / 08, Tuesday - Sunday11:00 ~ 17:00

Location：Surplus Space |403 International Art Center, No.33 Baotong Temple Road,

Wuchang, Wuhan.

（凤凰艺术 撰文采访 崔晓 武汉报道 部分图片来自乔云鹏 责编 Grace）

这么好的新展览 不点图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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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季

“运行中的‘非形象’”

线索（三）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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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7

 热剧麻辣烫 ⋅ 83评论 ⋅  相关

丈夫去世多时，漂亮妻子竟然怀孕了，干好事的人不敢
承认

10:29

 璃墨小视 ⋅ 5097评论 ⋅  相关

非常精彩的一段空袭，飞机撞楼的画面像不像当时的
911？

04:28

 新视野号出发 ⋅ 5182评论 ⋅  相关

下雨在房车里睡觉是种什么体验，来感受一下吧

09:47

 环球时报 ⋅ 108评论 ⋅  相关

给力！东盟多国批评美国在中国南海搞事，只有一国最
强硬

02:20

 知足常乐先生 ⋅ 302评论 ⋅  相关

现在是真的尸变了

01:01

 江西5TV ⋅ 634评论 ⋅  相关

妻子家中婚外情10年并生下两孩子 深夜一有机会就卧
室“亲热”二

05:58

 直播海南 ⋅ 5405评论 ⋅  相关

“月亮帮”覆灭记：五指山脚下人人闻风丧胆，警方暗
中调查一锅端

06:27

 小宇电影吧 ⋅ 66评论 ⋅  相关

这片爽了，狙击手火力压制，重机枪狂扫超震撼

04:41

 爱看剧的猫 ⋅ 841评论 ⋅  相关

穷女婿买下一个物业公司，吓得岳父赶紧查问公司，钱
多到女友懵了

09:49

 央视网新闻 ⋅ 7337评论 ⋅  相关

蔡英文叫嚣联手外部势力抗大陆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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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广播电视台 ⋅ 9812评论 ⋅  相关

离异女人结交新男友却不忘旧情 在宾馆里她做出了荒唐事

06:09

 超级娱乐传送门 ⋅ 100评论 ⋅  相关

大叔半夜来公司拿资料，意外看到
了不该看的一幕，场面顿时尴尬了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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