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学习及天津美术学院

问：宋老师，您很早就考上了天津美院，那时考美术学院是不是很不容易？

平：我倒没有那种感觉。

问：是不是您的基础很好？

平：基础也还好。当时上中学，学校有美术组，就是业余时间画画，那时候也不太了解社会是什么样的，就是

凭兴趣，自己喜欢画画，就在美术组里面画画。

问：画一些宣传画吗？

平：对，偶尔有这种任务，学校有板报什么的。

问：然后就考到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

平：对，当时考的是绘画系版画专业。

问：当时天津美院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很传统，有没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平：应该没有新的东西，因为在这之前，老师他们接受的都是苏式的教育体系。像我们学校最骨干的这些

老师，实际上都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在我们学校当老师。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老师，像沈尧伊，是非常

有名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在版画专业当老师，很有影响力。还有年纪更大一些

的，就是鲁迅版画讲习所出来的老师，像三十年代的版画家叫王麦秆，在三十年代也是有名的一个版画

家。

我们学校有一个弱点，也应该算是一个长处。因为这个学校本身没有什么固定的体系，如果按一般意义上

讲，可能是个弱项，不像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那么有历史、有渊源，那里权威很多。但对于学生

来说，这也是一个长处，它要比较自由一些，你想要怎么表达，它的限制也不是特别强硬。

只有一种情况，当时我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是现在想想也不奇怪，版画的老师比较忌讳大家画油画，因为

油画是大家都喜欢的画种。在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油画专业没有招学生。我上天津美院那一年，当时叫天

津艺术学院，它是第一年向华北地区招生，之前都是天津市或者河北省招生。我是那一年山西唯一一个考

上天津美院绘画系的学生，还有一个是工艺系的，那一年在山西一共招了两个学生。

问：您在考大学的时候，是自己选择考到版画系去的？

平：报名就是版画。

问：您考试的时候，之前对于版画有很多认识？

平：没有，其实在上学之前，对版画的印象就是木刻。木刻经常在报纸上有发表，然后标写的是版画，就是有

这样的印象。另外在这之前，我们原来上中学的时候，在美术组里面有人刻过木刻，但是我没有弄过。那

一年绘画系招版画和国画，由于国画我更没弄过，我就想考版画，也没有专业上的考虑。假如有油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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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我可能要报考油画专业。所以当时就报的版画。

报名挺有意思，当时报这个学校之前，要交一些作品，要求是交三张作品。我平常也有画一些素描、画一

些色彩，但报名那一天反而只交了一件作品，那一件作品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前一阵子我去山西平遥写

生，然后又到晋祠带学生画画，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报天津美院的作品是画晋祠圣母殿的一个写生，就交

了那一件作品，就给我发了准考证了。我想，看来晋祠对我还是有缘，这次我去了，又画了一张写生，还

挺有感情的。

问：在学校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些比较现代的资料？

平：提供过，但是当时提供的应该是浪漫主义以前的作品，比方说德拉克罗瓦、安格尔、库尔贝、米勒等艺术

家，后来快到三年级的时候，可以看学校图书馆的各种各样的画册，印象派、德国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

等等，到毕加索的时期可能是最现代了，再往后就没有了。

问：是不是当时比较喜欢现代一点的东西，或者说对写实的东西兴趣没有这么大？

平：应该不是，对写实的觉得更有意思，就觉得如果去学习的话，写实的吸引力更大。因为当时在自己的意识

里，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更偏向于古典一些的东西，因为从小感觉就是古典的艺术更好看一些。我觉得对

于现代的作品，必须有一种经历、有一种对艺术的理解之后，甚至在自己的生活经历有感触了，你才能欣

赏现代艺术的美，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形式上的东西。

问：所以当学生的时候还是对古典的东西兴趣比较大一点。

平：没错，包括教学要求你的那些东西，他认为好的指标，可能和写实主义靠得更近一些，所以你就算完成作

业的话，可能那些东西会给你很多帮助，这是很综合的一种关系。

问：从天津毕业之后，分配到哪里去了？

平：分配到太原，回山西了，因为我父母他们都在山西。

问：是到学校吗？

平：是华北广播电视学校，当时是广播电影电视部他们建的一个学校，他们为了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未来的发

展做准备，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办亚运会要培养一些人，然后就要建一个学校。那是83年。我83年毕业，这

是新筹建的学校，我毕业的时候这个学校还不存在。

问：从学校毕业之后，创作上有没有有一些变化？

平：在当时那种教育观念之下，它的方式实际上和中国的历史还是有一种关系的，这种关系是什么呢？我相信

别的大学也有这样的功能，它培养人的目的是把人培养成有用的、工具论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他是为

政治服务的工具。所以在文革期间，画家都是为人民服务，或者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有这样能力的

人，他培养人也是按这个指标来培养的。当时的美学标准是革命现实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其中有一部分

被理解成为写实的绘画，那么在西方的古典主义里面有写实的因素，他做了非常好的样板，就是写实这一

块的。所以说培养这样的工具的话，可能就要按照这个指标来培养，就像你刚才问到的是不是更传统一些

的？或者是更当代，他就这样来区别。

阅读︰美术学院图书馆

平：我看过劳森伯格的展览，在美术馆看的，当时看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自己和产生这个作品的思

想基础还是有一些距离的，没有想到自己和这个展览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后来他们在好多杂志上，包括写

美术史，把我们的展览定义成劳森伯格展览之后的回应，我觉得有一点简单化，我相信我受这个展览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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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一定的，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印象，可以把实物拿来这样做作品，但是我可能有我的缘由，有我自己的

发展的逻辑，还不完全是为了模仿劳森伯格来做这样的作品。但是至少这种形式是对中国艺术最有力的反

叛，只是拿这种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有这么一种意识。其实也是从平面慢慢转化的过程，因为最早

想用版画来做，后来把油画颜色和墨汁搅在一起在布上，也想画油画，因为印版画太痛苦了，手都磨起泡

了，特别累，然后出来的效果还太平，觉得好像表达不了自己想表达的感觉，这是一个问题。后来就用颜

料，然后在实物上画，后来又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我自己有一个变化的逻辑和关系在里面。

   快展览之前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准备一块做展览的朋友，大家一块转转、看看。其中王纪平第一次展览宣传

最多的，可能别人不知道还有我存在，他看完我做这些东西，他也特激动，他说这个感觉对。后来，在做

展览之前，因为要把东西拉到展览馆去，他们就先到展览馆，发现展览馆有一个仓库，那里面好多各种各

样的东西可以现场做，结果他们进去把好多东西先摆好，我的东西最后才拉到那，只不过东西挺多的，最

后摆了一堆。展览中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就是〈旗〉的作品，就是用实物做的作品，是王纪平的作品，包括

《江苏画刊》、《美术杂志》、《中国美术报》也主要以那个作品来介绍，后来包括吕澎写的《中国现代

艺术史》，把我的装置作品也写成王纪平了，那上面有一个竖着的作品，叫无题，他们也以为是王纪平的

作品。其实王纪平开始是一直在画油画，他想用油画来表达，我觉得他看到我用实物，他有这种冲动，就

觉得不能按照原来审美的东西去做，在画里面也很努力，可能也觉得有点不够力度。

你刚才看到的那部分就是晚上在布置展览，一晚上在拍的，那应该是29号那一天，布置了一晚上。布置完

了，其实半夜的时候，支持我们做展览的场地主任就去看过，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对劲，当时也没有完全

制止这些作品，先让我们先布置完。第二天布置完了以后，我们还拍了一个片子，最后有一段是布置好了

的展览。第二天说这个不能展，正式通知我们，我说怎么了？我前面不是说了吗？是一个联欢活动，在元

旦那一天，山西省委的领导要看、要参与这个活动，怕看到这个完全受不了，吓坏了他们，赶紧让我们拆

掉了，所以这个展览只布置出来，拍了些照片，就没有最后的展出，和观众没有见面。

问：但是是他们要求要现代艺术的吗？

平：是他们提出来的，结果一看现代是这样的就不敢接受了，慌了，吓坏了。他绝对接受不了。因为他们理解

的美术就是美好的样子，他们欣赏不了人性的美、自由的美，所以当时就关掉了。

我自己感觉怒放了一下、开心了一下，但是也没有想在学术上有什么期待、有什么被认可的愿望，因为觉得

可能别人不理解，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自己高兴这么做了，我很真诚的去实践了一件事情，我自己

能够打开一下，就这么一种愿望，这就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展览的前因和后果。

问：所以当学生的时候还是对古典的东西兴趣比较大一点。

平：没错，包括教学要求你的那些东西，他认为好的指标，可能和写实主义靠得更近一些，所以你就算完成作

业的话，可能那些东西会给你很多帮助，这是很综合的一种关系。

问：这个展览虽然没有开，但是有些资料和图片有过展示。

平：应该在非常重要的杂志上都发表了，当时的《美术》杂志、《江苏画刊》、《中国美术报》都介绍了。重

要杂志介绍这个展览让我们很高兴，但是具体的宣传让人觉得挺不如意的，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介绍得最

多的是王纪平的作品，而就我来讲，我觉得他的作品可以代表这个展览的整个面貌，可以代表最重要的成

果，首先他就是用实物做的装置作品，这是代表了这个展览。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即使在那样

的情况下，也是有一个愿望，只要能表达这个群体的意思就可以。但当时我另一个同学王亚中，他觉得特

别不满意，怎么全是他一个人的作品？确实全是介绍他，然后有我们别人的作品，一个图片上面有三个作

者的作品，也没有说哪一个是谁？底下有三个名字，有一个那么大的照片，底下也写三个人的名字，我当

时就在那么一个角色里面。当时我觉得也无所谓，反正代表这个展览了嘛，也是挺有价值的，只要是体现

了这个展览的成果，至于写谁的名字也无所谓，我挺高兴的。

后来第二年又做了陶艺展，因为那个虽然没有展出，但是艺术家沙龙，包括南宫他们也表示了歉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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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作品不太好接受，尤其让领导们看比较麻烦，但是也认为这些年轻人很有想法、很有战斗力，为了表

示歉意，第二年咱们再找一个不是那样的事情再做一个展览吧。然后又让我们做了第二次展览，等于弥补

没有展出的遗憾。

〈一个景象的体验〉及行为艺术

问：官方的态度也挺好的。 

平：应该不是美术官方的，是文联系统的，不属于美术系统。反而不是美术专业的人，他们更宽容一些，他们

对艺术的理解具有更宽泛的意识，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准备，做了第二次展览。实际上，就在那

次，我两兄弟做的行为作品被反复的介绍了，你刚才也问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作品？包括行为的概念。

其实这个作品是85年的思考的一种延续，85年的展览我用实物来做作品的观念是什么呢？是突破画面的概

念，因為我原来就是学画的，思维方式是平面的。

还有一个背景我需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不说的话，包括85年的展览也有点莫名其妙：我84年开始在广播

电视学校工作，当时的领导因为知道我们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虽然是学艺术的，但是和电影电视行业

还是有距离，也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融入这个工作，于是让我们到外面学习，第一个是建设方面，因为当

时正在筹建，需要盖房子，所以让我们带着建筑设计单位的人去考察，到中央电视台、电影学院、广播学

院、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走访了好多专业单位，了解这样一个学校怎么来建设，需要哪些方面的

建筑、空间，这是一个事情，让我对这个专业有了一个了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当时中国电影技术学会

办了一个电影美术置景培训班，为各电视台拍电视剧，就做了这么一个培训班，学校也派我去参加了这个

班的学习。

问：在北京吗？

平：在北京。这个学习对我从艺术本体来理解艺术，就是说超越艺术本体、从外面反观美术这件事情起了很大

的作用。原来我没有学过电影，我觉得电影有神秘感，被电影所吸引，能够被它讲故事的方式吸引进去。

当你学了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怎么来做电影叙事，因为电影叙事要靠时间和空间来塑造的，我原来的思维

方式，可能是静止的，是单纯的经营画面上的关系，也就这么多，这是你的专业嘛。但是学完电视，我发

现它涉及到场景和时间，它讲到一点让我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就算一幅世界名画放在电影里面，它也是一

个符号的观念，它和艺术没有关系，你也用不着把名画的原作放这儿，只要有一个印刷的影像就可以了，

这就等于作为美术这件事情不重要了，它是一个信息的概念。原来作为美术本体，会觉得画作是最高原则

了，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你学完了这个，从别的专业的角度来理解画的话，可能艺术是一

个次要的事情。另外它要制造一个氛围、一个場域的概念，这是我在学电影美术时所建立的新的观念，你

就不会用画本体的价值论来判断艺术了。所以这也是我85年为什么用实物做作品背景的思想原点，我可以

很快的来接受这么一种东西，这也是我85年时做展览之前，你的内心、你的思想深处有这样的储备，这是

一个东西。

86年的行为，我当时就想，既然我们可以用这些实物来打破作为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要超越现实的东西、

超越以往的价值标准，我们如果再做的话，还有什么可能性？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人作为一种艺

术的材料放到作品里面来呈现我们的观念和想法？这是我们做行为的最原始的想法。至于做什么不重要，

只是人参与在作品里面，这就是当时做这个行为的理由。

问：那个时候有没有机会看过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一些行为艺术？

平：完全没有。这是这样一种逻辑延续下来的关系。

问：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行为作品？

www.china1980s.org

访问︰杜柏贞、翁子健        日期︰2009年7月11日       时间︰约1小时30分钟  

地点︰北京 宋永平工作室

宋永平访谈     4 / 19



平：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设计，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结构，前一天（恰巧在山西旅行的英国姐妹）白兰姐

妹说，想去看我们的展览，我就和我弟弟说，咱们做一个行为。当时展出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有打算，

不过在这之前是准备好要把人放进去，只是想拍几个照片就算了，没想到他们来想拍一个录像，拍录像就

不能简单的摆一个动作，必须得有一个过程才能拍，但是没有剧情，也没有故事，只是因为有些陶器，就

拿着随机的动一动，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拍录像的功能。实际上拍摄照片也是随机的，也不是请专业摄影人

员来拍的，是我弟弟的一个同学（卢小根）帮着拍的。

白兰姐妹去也是很偶然的，也没有计划好要拍的。那时候也没想到要拍录像，因为我们第一次展览的时候

留下的全是照片，以为这次拍了照片再发表一下就算了，只是这么一种想法。当时来做的时候，包括颜

色，一开始摆弄这些东西的时候，展览的时候本来想靠在墙上，把这些实物离墙更近一点摆在那，人放在

里面，拍照就行了，后来我弟弟觉得，都放在墙上太扁，不如有一个空间的感觉。我又到我们家附近的地

方买了红纸，纸最便宜，也不用花多少钱，把它铺到墙上，摆了这么一个环境。为了拍摄，我们就做了一

些动作、表演，这些动作和表演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要表达的特别的观念，只是将人作为一种

艺术作品的元素放到里面，参与艺术作品的构成，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把人放到里面，觉得这个别人

没这么弄过，我们就这么做一下。

问：这个作品的题目是什么意思？

平：当时做的时候没有这个题目，是写文章的时候，我说总得给这个作品想个名字，实际上也没有名字。一个

景象的体验，实际上是做这个行为当时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做这个行为过程当中的一种体验、一种体

会。其实当时我把这个作品拿给老高的时候，老高也觉得不好理解，他给我反复的改过几次，他老写「一

个场景的体验」，他在好多文章里面就写「一个场景的体验」，也许他觉得不在景象里面，我觉得景象是

我的一种意识，感觉到的东西，而不是对具体场景，跟场景没关系，这些场景不重要，这些场景没有什么

可体验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思想意识的一种反映，包括这个名字也不是在描述这件作品，而是描述我的

思想感觉。他也有道理，因为他是旁观者，他一直叫「一个场景的体验」，我写是「一个景象的体验」，

其实在做行为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没有意识，我不是有计划的要完成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场景没有让

我体验的一个欲望，而是我参与作品的体会让我写出这样的文章，也就是作品的名字，叫〈一个景象的体

验〉，指的是那天下午的时间的一段经历，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感受，今天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老高可能是

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措词的关系，也许他那个更通文理，我这个可能不通文理，但是是我个人的感觉

而已。

问：您有没有选择用哪一个词，比如是说成「表演」、还是「行为」？

平：没有，我自己对这个没有描述，我不知道这是行为还是表演，如果是表演的话，表演也应该有一个情节，

要表达一个意思、一个主题，但是我这个没有，我就是一个符号，人在作品里面，人参与了作品，这本身

是对过去美术概念的一个突破、一个超越，就这么多，可能没有更多的东西。

问：除了拍摄的朋友，还有别的观众吗？

平：周围有一些人在看，但是都是非正式的观众，因为当时这个展览还没有正式的开放。

问：他们看，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平：基本上觉得不知道在干什么，大家站在那有一点目瞪口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问：这是不是您和宋永红一起想出来的？

平：我想出来的，邀请他来参与。本来是另外一个艺术家王纪平，我们做完第一个展览以后，他就和我说：

「咱们俩应该有一个作品，应该叫山西二平。」后来我想了想，因为当时第一个展览之后宣传的都是他的

作品，内心多少有些不舒服，正好我弟弟也是偶然路过山西，他那一年是到乡下写生路过山西，我说︰

「这有一个展览，你一块参与一下吧！」他就一块做了，他也不是特别积极的参加，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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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当时是那种感觉，因为我的脸上涂上红，他涂上白，这是当时随机的染了一些颜色，也没有具体的设

计，在这之前也没有什么想法。

问：后来有没有做别的行为？

平：之后还做过几次，有一次是92年的12月，在山西做了压自行车的作品，在街上，有很多自行车压扁了，然后

在上面点火烧。很多人说这个作品和六四的场景是不是有关系啊？也许潜意识里面有，我不是直接的要表达

那个意思。我觉得自行车在中国很特别，是中国老百姓的象征，我觉得把自行车压扁了，是对某一种意向的

压制、压抑的感觉，所以是想表达这么一种东西。他们很多人看了之后说，你这个让我想起了六四了，我说

我倒没有直接想表达六四的意念。还有一次行为是93年的时候，是在中国美术馆做过一次理发的行为，就是

剃头，所罗门采访过我，然后写过一篇文章。还有一次是乡村计划，好多艺术家到乡下去画画，当时本来想

的是在老乡的家里面支着画布画，后来到村里面一看，好像家里面特别挤，你没法在屋里面画，没有办法，

最后到外面，到外面画自己的画，我觉得当时画老乡直接写生更有意思，那样的话就是特直接的生活，特别

有意思。乡村这个概念我还想再做，但是没想好怎么做。

问：在《中国美术报》上可以看到你的行为，当时有没有留意其他人的作品？

平：85年、86年之后开始留意了，因为有《美术报》，你会看到，有好多这样的情况，感觉我们[从事现代艺术]

也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这个时期的艺术，在这之前我们接受大学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那样教育的

话，可能也不会出现相对来说有独立思考意义的实践，同时又是对过去的艺术模式的反叛、超越。

问：有当时有没有和外地的艺术家联系？

平：当时还没有。我们做完第一个展览的时候，本来珠海的幻灯展邀请我们参加，当时也是把邀请发到王纪平那

去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钱，很穷，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也觉得不重要。还有当时叫《美术文献》

的杂志和我们约稿写文章，是武汉的一个杂志，可能给王纪平发了邀请，让他来写，他也没写这个文章，85

年、86年和别的群体没有什么联系。

问：和高名潞是什么时候联系的？

平：也是85年以后了。就是从我发表作品开始，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江苏画刊》发表的全是王纪平一个人的作

品。当初，因为他的年纪比我们大一些，我们也比较信任他，你拿去宣传吧！后来觉得宣传的结果不是太满

意。我一想，第二年做完这个以后，我想我得自己和他们联络去，我就把我的照片弄好，我自己写了一篇

《一个景象的体验》的文字，我自己去找高名潞了，我们做完这个行为的第二天，我就带学生出去写生去

了，出去呆了大概15天，到外面画写生，去陕西到处走。回来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这个文章，我心

里一直不是很踏实。第一次的展览因为自己也没有亲自出去，别人也不会主动去介绍你的作品：介绍85年展

览的“江苏画刊”里有一个照片，本来那里面拍的全是我的作品，结果写了好几个人的名字，最后一个名字

才是宋永平，在第一个展览之后看不到宋永平做的作品，我觉得还是得自己出去，把自己的作品亲手交到编

辑手上才比较可靠，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找高名潞，高名潞说：「挺好的，这样吧！你让别人再写一篇介

绍这个展览的文字吧。」后来我就到天津美院，我的同学王克非在天津美院上研究生，我说你给我写一篇展

览报道的文字吧。我不能再写一个这样的文章了，他就写了一篇。当时的情况，像别的群体，有这样的作品

赶紧好多杂志都分开寄过去，然后这些杂志都会报道，我这个作品资料就给了高名潞，别的报纸杂志都没有

给，所以别的杂志也没有介绍过这个行为。

问：后来到了什么时候才有了行为艺术的概念？

平：这个应该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成气侯，因为80年代也有一些。

问：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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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有，像王度、丁乙在各地都有过作品，但是也没觉得这是什么东西，艺术家也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元素

来做作品。包括像李山他们都有过这些东西，有过表演或者是行为，都有不同倾向的东西在里面。实际上

真正的行为，被人认可，特别关注的年代是90年代中期，95年左右，后来的张洹、马六明、朱冥等艺术家

在北京搞一些活动，才被特别关注，实际上关注的最早的应该是艾未未他们，艾未未介绍了谢德庆以后，

大陆才把行为艺术当个专题来介绍，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概念，因为中国的宣传和报道不是艺术家自

己来决定自己是什么，或者是不是什么，而是有些艺术史家或者评论家来关注一个问题，这个可能才被普

遍的关注。我觉得真正对行为艺术这个概念，本身也纳入艺术话题的时间应该是艾未未从国外回来之后才

有的，他做过几本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在这个时候，装置和行为才被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做得比较

集中的也就是那几年，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在做行为。

中国现代艺术展

问：《中国现代艺术展》是不是邀请您了？

平：发了邀请，在这之前有一个88年的现代艺术研讨会，他邀请山西的艺术家参加，我就去参加了这个会议。

当时我们自己的工资非常少，一个月50块钱，我后来也理解为什么87年珠海的幻灯会议，当时给王纪平发

的通知，他也没有去，我很理解，因为没有多少钱，去不了。但是那个会议的确应该参加，我后来才知道

的那个会议，没有参加。后来包括《美术文献》也约我们介绍85年的展览，后来也没有写这个文章。我觉

得对于山西地区的艺术来说都是一种大的损失。也就是说大家都很期待山西能有所表现，但是当时大家都

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这么重要。

88年研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比较希望能够发展中国的经济，各方面搞得都很活跃。我当时也

在一个广告公司兼职，做设计。广告公司的经理原来也是山西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人，他挺支持做现代艺术

活动的，后来就给我买车票，让我去参加那个会。

参加研讨会一方面是对中国当代艺术这么几年的情况给大家讲解，放放幻灯，有一些专题。还有一些是由

中央美术学院的，还有包括四川美院王林，他当时介绍四川西南艺术群体，他从理论上归纳、总结西南艺

术的情况，我印象很深。然后还有一些别的艺术家就介绍国际上一些重要的艺术情况，侯瀚如介绍了波依

斯的艺术实践、作品。王林是介绍西南艺术群体，其他的印象不是太深了。

当时叶永青准备的还比较充分，放很多幻灯，他的作品介绍得挺多的。我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没有

经验，我们当时做完这些作品以后，也没有做反转片，后来我就拿了宋永红的毕业创作，一套黑白素描的

作品，在研讨会上放了放，顺便介绍了一下山西的情况。

其实这是为八九年现代艺术大展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就是大家讨论这个展览怎么做，最初是定在中国农业

展览馆做这个展览，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又不同意了，可能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大家都很

敏感，不愿意来承接这个事情。最后还是挺意外的，能在中国美术馆做，可能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在那个

时候就定下来，有山西的单元被邀请参加展览，不管怎么说还有一个群体也做过两个有影响的展览，也很

重要，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获得邀请。八九年《现代艺术展》实际上也是一个条件不够成熟时期的展

览，可能政治上还没那么放松；另外经济上特别拮据的时期，没有钱，场租都交不起，各种展览其他的都

不行，我还在我们公司帮助拉一些赞助，帮助他们印招贴画、还有请柬，这是我在那个公司给出钱印的。

问：您的公司具体叫什么？ 

平：叫太原包装广告发展公司。 

问：是您的单位？

平：我的兼职单位，我在那里兼职。虽然出不了钱，但是他愿意支持这个活动。然后这个展览还特有意思，前

面一部分是参展的事情，88年开完会回来之后，我告诉原来一块做展览的几个朋友，山西可以参加这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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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我说：「咱们作为一个群体应该有一个作品来参与这个展览。」大家挺高兴，我、王纪平、王亚中、

刘淳四个人到北京，和高名潞谈了展览的具体事宜。高名潞说，会安排一个独立的空间，你们可以一起来

做一个作品，代表山西来参展。

我回来以后，想用一个黑的橡胶做一个充气的东西，把空间挤满就行了。想做那么一个作品，是要花钱，

然后到处跑赞助，跑了一个月也没有人愿意出钱。后来大家也就不想参与了，因为自己也没有钱，别人也

不愿意出钱给做，后来大家也不说这个展览的事了，我一看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这个展览，我也弄不来钱。

那个时候我就跑到北京来，我弟弟那个时候在工艺美校工作，和他们一个叫付民的同事借了四个画框，我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做了四件作品，送到组委会，他们选了三件展出了，作品的题目叫〈灰色指向〉，

有一张在《美术》杂志上有介绍，另外一张连照片也没留，我自己也没拍，这是我一个人参加的。

问：山西的作品呢？ 

平：山西的作品不存在，没有，因为赞助也跑不来，也做不了这个作品，需要花钱，那是的确的装置作品，但

是这个装置作品需要不少钱来做，因为没有钱，就做不了了，山西的作品就没有了。

我的作品一个是〈灰色指向〉，还有一部分就是〈一个景象的体验〉，作为图片回顾的那一部分展出。因为

事先开会了，我算是原来做过行为作品的艺术家，要求不要在现场做行为。所以，做行为的，除了吴山专

是获同意的，其实可能高名潞也不同意，其他所有的行为作品都是栗宪庭同意的，我觉得他俩的关系很微

妙。高名潞很生气，明明大家在一块研究的一件事情，你在后面还支持。我也很理解，因为当时各展览场

馆特别敏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合适，他就不让你展出了。我觉得作为展览的这件事情，还是以成功展览

为重的。

当然我也想做行为，管他做什么行为呢？但是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我当时倒没有想做别的行为，原来要代表

山西的作品是要放在在一楼的，后来没有了，我个人的作品在三楼展出。我觉得三楼太靠上了，底下很热

闹。在我的作品旁边有灭火器，本来我想拿灭火器把我的作品喷一喷，后来想了想，开了会，大家就不愿

意让事情变得太复杂了，也就算了，克制一下，不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也就了这件事情。

问：原本就是可以做行为。

平：如果他不给我讲这个的话，我宁愿做行为，作为被邀请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一点公共的道德应该是要有

的，所以就算了，我也没有做别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表达最真实的感受，所有非法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比方说，我在美术馆的理

发，那是我们93年乡村计划这个展览，在美术馆展出的时候，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审查，态度特别蛮横。

同样的条件，如果是北京的艺术家，可能就不是问题，对于我们边缘地区来的，他们就很挑剔。这种态度

我觉得是很不正常的，你要这么不正常对待我们，我们也以一种不正常的态度回答你们一下。我们做完那

个行为之后，他们说︰「你们把美术馆当成理发馆了？」我觉得挺好，他自己问了这个问题，自己又回答

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结果。我们也没把这当成美术馆，只是把一些作品在这展出一下，也没

有那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是他们的态度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这么一种关系，这也是我做行为的背

景情况。 

山西的实验艺术

问：从85年、86年到《中国现代艺术展》，从整体上山西实验艺术的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 

平：很89年《现代艺术展》是85以来这一段时间的当代艺术的总结性展览。山西当年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很重要

的地区，组委会当时也给我们一个空间，它把每个群体的地方都给了一个单元，然后来做这个地区有代表

性的作品。

但实际上86年以后，我们山西的这一拨人分道扬镳了，各自不在一起做展览了。原因有很多，一个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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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也没有更多的支持当代艺术，第二次的展览南宫自身对当代艺术也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觉得这个和他们

想象的所谓现代艺术有距离。刚才我也说了，等于是弥补第一次展览没有展成的事情，第二次也顺利展出

了，实际上是我们在陶艺展上做了行为。我在把这些片子送到高名潞手上的时候，高名潞说前两天有两个

人来过，他们也送过你们这个展览的资料，我一看，一部分是展览上别的陶艺作品，还有一部分是其中我

们在一块组织展览的，叫杨精（谐音）的人，他在我下乡走了以后，她找了一帮人，也在我的这个环境里

面摆了好多动作，请了专业摄影师拍了很多照片，她说那个是她的作品。后来高名潞说：「你们俩这是怎

么回事？」我说：「这是我的作品，这些我不知道。」因为展览的第二天我就离开太原了，可能快撤展览

之前，杨精（谐音）找一些人拍了一些，身上画的和非洲人一样[…] 就在红颜色的背景上，还打着灯光，

拿着陶艺作品，我说这个最初是我的作品，是他们在我的作品上拍的照片。高名潞后来就没有发那部分作

品的图片。我要再晚去两三天，发表的就是那些作品，所以这个就不存在了。

问：您认识他们吗？

平：认识啊！我们一块组织展览的，我觉得这种事情特别无聊，所以后来觉得特别没兴趣，就不想在一起做

了。后来还看了她送来的另外一些图片。……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一直有一种愿望，就是大家一起

来讨论作品、讨论一个东西，然后一起去实践。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太原有一个钢铁厂，我们计划到

那去，想与钢厂的工人一块合作，焊接一个巨大的当代雕塑，就是把那些废的钢铁全焊接起来，用吊车吊

起来，然后把它接起来，想做那么一个作品。王纪平后来和杨精（谐音）他们两个人骑着车子自己就去太

钢了，去了以后一看，这东西太大了，弄不动啊！我当时也没有讲是用吊车弄，他们去了一看太大，后

来觉得这个弄不了，然后就到太钢的车间里面选了一些景，然后把一些螺丝刷一点油漆，就拍下来，也当

做他们的作品，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没劲，大家用废料、废钢焊一个特别高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它就是一个

意向，它不需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就是反主流就可以了，你那个雕塑是一个工农兵形象、毛主

席像，我们这是用废钢铁焊一个巨大的雕塑，这是我们新艺术主张的一种标志，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

挺好的，在八十年代，如果实现了的话，也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但是没有实现，也就胎死腹中停留

在那个年代了。结果他们弄成了另外的一种东西，那次我去送这个作品的时候，高名潞也没有发表那些作

品，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高名潞自己作出了判断，觉得哪些作品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哪些是不太对的、

不支持的，也有这么一个故事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你能看到媒体有一些介绍，其实有

很多偶然性的东西。

问：之后就没有群体的活动了？

平：没有了，87年以后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在我们山西那个地方，这个事情更严重，以为我们这

种活动就被定性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本来支持我们展览的一些人，后来都赶紧躲了、跑了，不敢评价

我们的事情，甚至有的人还硬把我们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紧接着过了几个月以后，后来邓小平出来说

话，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怀疑，最重要的是这一部分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实

践、文艺、艺术探索都不叫自由化，所以我们也算躲过去了。87年有过一次中央电视台采访我们山西的活

动，那也是高名潞策划的，他给介绍需要拍哪部分，中国有六个地方，山西算一个地方。

是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新潮美术》摄制组，选哪个地方就到哪个地方拍这个地区的艺术家。到山西找到我

们，我们算是一个群体，实际上那个时候有好多恩怨，已经不愿意再参与这件事情了，大家的理想也不一

致，有些愿意弄，有些觉得没意思，就不愿意参与了、不愿意再在一起合作了。所以当时拍的时候，只有

我、王纪平、马建中三个人。首先是采访，另外就是说能不能搞一个活动。后来我们想了一下，把我们86

年的陶艺作品拉到农村，然后在那做一个展览，都是山西的，就是当时我们做展览的三个艺术家，陶艺作

品是我和王纪平的作品。当时我们本来想做另外一个作品，我们想在村里头找一个房间，有那个戏台，比

较空的屋子，把墙刷成白颜色的墙，然后想杀一个猪，因为在中国农村有这种红白喜事的时候有杀猪的风

俗，很庄重的杀一头猪，把猪的内脏挂到墙上，做一个像舞台一样的场景，然后在那个场景里面采访艺术

家。后来中央电视台采访的记者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能播﹗」他们不同意，看来他们也害怕新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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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这是当时的一个插曲，所以后来就在墙上做了一个陈列，有点像山西的洞窟艺术。

池社

张：[《山西现代艺术展》的参与者] 以后都不太做当代的东西了，像王纪平后来在山西大学艺术系做了一个陶

艺的工作室。劉淳在作家协会做美术编辑，后来受作家的影响改写作了，写过《中国前卫艺术史》、写过

《中国油画史》，现在荣升为《黄河》杂志的主编。王亚中也画过一些画，但是和当代文化还是有一些距

离。

其实我们这代艺术家，当年学画的时候，对艺术的理解就是绘画的概念，小时候一直到大学毕业，和绘画

有一种很深的渊源，最初理解艺术也以为画画就叫艺术，没有现在这么宽泛，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么开

阔，所以对画画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虽然搞了行为，也做装置、也弄一大堆事情，最后对画还是有感情，

所以静下来，还是想画画，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弄到最后还在那画画，但是画本身也可以体现一种思

想，这种东西它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在里面，我总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实感，一个人真实的感受，不管你通过

什么媒介来完成作品，表达一种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你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意思，能表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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