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工艺美术学院 

丁︰画画是比较早开始喜欢的东西。中学时有一个美术组，这个美术组承担了学校大部份的宣传，像墙报、黑

板报。我们画过很多宣传画，或者模仿已出版的东西。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接受正式的艺术训

练。当时我们学校已经意识到石膏像是技术训练的媒介，可是上海鲜有石膏像，于是我们学校向杭州浙江

美术学院订购了一批。 [...]
问︰您是什么时候考大学的﹖ 

丁︰当时艺术学院的招生非常有限，因为刚恢复高考。那时候上海只有两所大学可以考，一间是全国招生的戏

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另外一间是上海师范大学。除此以外有两所大专，即轻工业专科学校和纺织业专科

学校。我1980年高中毕业，当时应该考大学的，我也考过这些学校，但考得不特别理想，所以我上的是工

艺美术学院，它是一个中专。其实那时候一些设计专业比绘画专业更早恢复高考招生，因为政治场面改变

了，国家需要对外出口产物，所以对设计方面的人才需求很大。 

问︰工艺美术学院里，您读的是设计﹖ 

丁︰对，我的专业是平面设计。 

问︰读设计跟读艺术有什么不同？ 

丁︰那时读设计而从事艺术的人好像很少。我当时是因为油画系没有很多的名额，才到设计系去。可是我觉得

我在设计系得到很多的收益，帮助我后来艺术作品的发展。学习油画的还是沿用苏联的模式，所以画的是

刻板的写实油画—特别是在上海。反之，因为国家鼓励设计要赶上国际水平，学习设计专业的人思想比较

自由、活跃，而且学校进了很多外国的期刊。这些反过来影响了我对当代艺术的判断。 

翻译书、期刊

问︰有哪些期刊比较新﹖ 

丁︰期刊有设计和艺术两类，设计的占了多数，但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判断也不一定只从艺术期刊中得到，也可

以在书本上得到。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学校从日本进了一套25本的《世界巨匠》，这套书罗列了从印象派

到立体主义的历史，介绍了国际上五十位艺术大师，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问︰学生在学校图书馆阅读有限制吗﹖ 

丁︰是有限制的。在某种课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可以看这些画册，比如某一个上午，25本画册每个同学

拿一本，看完了以后再跟同学传阅。我是这样有组织的看了几次。但这只让我开阔眼界，还不至于能够很

深入的研究艺术。当时我向在日本的亲戚买了其中三本画册，让他们给我寄过来。然后我画画时，就不断

的拿自己的技巧和风格跟它里面的画相比较。

问︰是哪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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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本是马蒂斯和博纳尔(Pierre Bonnard)的合集，一本是毕沙罗、希斯里和修纳三人的合集，还有一本是尤

特里羅(Maurice Utrillo)和另外一位巴黎画派艺术家的合集。我还有几本小的日本出版的画册，有塞尚、德

加和马奈。上工艺美院期间，这些书对我有些影响。 

问︰您在工艺美院时也画油画？ 

丁︰我在学校所有课余时间都在画油画。其实当时进来的艺术讯息很凌乱，包括外来的展览也很混乱，像79年

有一个十九世纪法国从写实主义到后印象派、野兽派的展览；80年有一个法国艺术家埃利翁的展览；81年

有毕加索的展览，同年也有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展览，里面介绍了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这些讯息其

实是没有结构的，可能只是一位翻译家看到了什么，就把它带进来，不是按美术史的序列介绍进来的，所

以当时我们吸收的信息也是混乱的。 纵然讯息是跳跃、没有顺序的，这个阶段我们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

烈。学校晚上十点钟统一关灯，但是寝室里的人都点起蜡烛，看介绍西方的书籍。而且每天十点钟到十一

点钟有一个世界名曲的节目，所以房间里肯定有一台收音机是开着的。 

问︰古典音乐？ 

丁︰古典到印象派的音乐都有。[…] 工艺美术学校是地区性的学校，所以里面基本上都是上海的学生。学校位于

嘉定的郊区，一般来说学生一个星期会回市区一趟。在这学校里面，学生主要学习设计，但那时候还是有

很多人梦想要做艺术家，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当时不愿意浪费周末的时间回家看父母，会和几个志同道

合的同学到周边不同地方画一两天写生。那时候更多时间留在学校。

问︰大概多久回家一次？

丁︰估计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

问︰刚提及的广播音乐节目是上海独有的吗？

丁︰那时候它可能只是上海的。

问︰上海的电台吗？

丁︰上海的电台。收音机其实也很小。

问︰当时收音机已经普及了吗？

丁︰在学生里面还是普遍的，因为它也不算非常昂贵，只是收音机，不是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非常贵。能收

广播的机器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问︰会听流行音乐吗？

丁︰那时候开始有些校园音乐，比如暗地里流行邓丽君的一些磁带。我记得那是83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开

始有录音机。

问︰學生会喜欢什么音乐？

丁︰年轻人都追求时尚。学生容易吸收最流行、最洋派的东西，因为这些对学生来说都是有意思的、前卫的。
[…] 

问︰八十年代有什么影响比大的西方翻译著作？

丁︰《现代绘画简史》大概是1980年出现的，它对很多[中国]艺术家有很大的影响。里面介绍了很多西方艺术

家，把中国艺术家的视野推得更远，推到了六、七十年代，我记得差不多到了「大地艺术」这个章节。书

中的图片很小，而且只是黑白的。这本简史对我来说影响很大，虽说是这么小的图片，我们只能看表面判

断，但已经能从中感觉到当代艺术的特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一份期刊，叫《美术丛刊》。另外还有一本书，叫《西方当代艺术家谈话录》[？]，

封面好像是蒙德里安的作品，也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看了以后你能知道一些西方大師在想些什

麼問題。

   那时候书籍出版还不像现在那么大量，但是信息是非常多元的。当时这些读物对很多艺术家都产生作用，而

且大家看的书是重叠的。可能一个月、一个星期才有一本好书出来，大家都会去买。这些书刊让大家共同

思考很多关于前卫艺术、当代艺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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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上海有没有非官方的出版物？

丁︰1983年我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毕业以后在一个玩具厂里工作了3年，做玩具设计。那时候我自己在复旦

大學对面租了一间房子，所以跟复旦的学生、研究生有一些聯系。在复旦那边的油印出版物大部分关于诗

歌。

   我记得我还给一位诗人的诗集做过封面设计。那诗集的内容是打字机打的。我用纸板做了个凹凸的版子，用

自己的方法印了这个封面。当时可能还不能复印，所以最早的诗刊是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做的，比如用纸板

做凹凸版，然后题目、图案一个个的印刷，印50本送给不同的朋友。

问︰当时文学跟艺术的关系很密切。

丁︰我记得当时复旦里面有一家学生会办的咖啡馆，好像叫「大家沙龙」。[…] 那时候咖啡馆是很少见的，

所以在复旦有个咖啡馆已经很了不起了，那里经常有学生的诗歌朗诵会。我也曾在那个沙龙里做过个人画

展。当时跟文学的联系还是比较多。

   88年的时候，我跟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叫吴俊龙〔？〕，另一个叫胡建平）一起编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叫

《视觉艺术》，着重介绍上海的一些当代艺术家，像李山、余友涵、陈箴和张健君都出现在这一期的杂志

上。当时已经有打印输出，虽然图片还是不清晰。这份杂志只办了一期就停刊了，因为完全自费，当时经

济非常紧张便没法支撑下去了。[…]

   八十年代初还有几本报刊，如《江苏画刊》、《连环画报》和《美术译丛》。《美术译丛》是1978年已经有

的，好像到1984、85年停刊了。是中国美术学院办的，我中学时就已经看到它了。里面介绍了各种风格的

艺术，最后一个章节连载列宾的苏联流派，另外还有立体派、至上主义，也有梵高的介绍。它并不是有结

构或者有明显倾向的一份杂志，但当中的资料对我们起了很大作用。

问︰当时会因为喜欢更现代的艺术，而抗拒苏联的东西吗？

丁︰我的创作在1981年开始起步，当时概念已经很明确--很不喜欢蘇聯的东西，所以我学的是巴黎画派。约德

里卢对我影响很大，特别在绘画技巧的学习上。还有上海有三十年代出国留学的艺术家，我在这些画家身

上学习技巧，这种技巧跟苏联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我记得1982年有很多全国性的展览，比如五一、八一、十一都有展览，因为上海作品给送到全国展览前会先

办一个预展。当时还是一个主题创作的时代，包括陈逸飞、方思聰等都在做主题性的创作。我当时对这样

的展览已经不太感兴趣了，从主题说，我對這種宏大的东西不是很感興趣；從技巧上谈，这种绘画没有技

巧，只是留下笔触而已，它跟我在画册里看的欧洲的画法完全不一样。

问︰在上海经常看到三十年代中国画家的现代主义作品？

丁︰当时上海这些艺术家都已经老了，他们在文革时受到冲击，1980年年底开始逐步恢复地位。我记得好像81, 
82年的时候，上海办了关良的回顾展，他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六十年代出访东欧东德的作品都有展示。我

從这个展览發現关良很早已经是野兽派或者表现主义的风格。晚一点我还看到了吴大羽、林风眠的展览，

包括刘海粟这些老艺术家也是一条线索，他们对上海的艺术思考产生了一些作用。

问︰你们当时对国内比较流行的四川画派有什么看法？

丁︰上海城市的性格塑造了上海艺术家不往里看的特点，所以上海艺术家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没感觉、没刺激，

不会觉得它们很厉害、很重要，他们只看西方或者当时留学西方的艺术家曾經是怎么做艺术的。当然《美

术》杂志上刊登了乡土艺术（四川画派），上海艺术家也看到了，但他们只会觉得画得蛮好，不会有影

响。特别是年轻的从事当代艺术的上海艺术家，他们对这些没有反响。

在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同学

问︰哪些工艺美校的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

丁︰我的当代艺术启蒙者是余友涵老师，他当时大概35岁左右，在工艺美校教基础课，主要是色彩、素描。虽

然余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我上一届的一个同学在他的班里，我跟那個同學交流多了，他便推荐我跟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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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认识。后来我经常带些作品给余老师看。

   我记得他当时在研究塞尚，也研究印象派的一些绘画手段。跟他认识以后，我有次向他借了画册，那时候学

生不太容易开口向老師借画册，因为画册都是从外面寄来的。那天下午他还是借给我了，但有期限，说明

早上8时要还书。那晚我没睡觉，拿着画册开始临摹，十点钟寝室熄灯后就去食堂，因为只有食堂是亮着灯

的。一个晚上临了几幅作品，第二天8点钟把画册还给他。

问︰同学呢？

丁︰我们高几届的有谷文达，但是我在学习阶段没有碰到他；包括陈箴，我进工艺美校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

我是后来通过余友涵跟他们认识的...我的同学，比如有在北京的冯良鸿和在上海还在画画的秦一峰，在学

时期我们这些同学一直有交流。

问︰对陈箴有特别的记忆吗？

丁︰陈箴比我早些年毕业。他当时的女朋友叫徐敏，在工艺美校当老师，虽然她没教过我，但我知道她是陈箴

的女朋友。我三年级的时候，陈箴一直生病，他身体一直不好，好像是肝炎什么的，需要长时间休息。休

息地点挪到了工艺美校，徐敏照顾他。当时我看过他的画，画人物写生，顏色上带有塞尚的风格。他当时

受塞尚研究的影响比较大。这個阶段艺术家的思想都是跳跃的，应该是在1984、85年，当时很多艺术家都

思想着「中西艺术的融合」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個問題，对陈箴来说也是。

   1983年赵无极在杭州办過展览，又在杭州带着学生办过一个训练班。八十年代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艺术

家可能就是赵无极了，当时整个美术界都觉得他是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陈箴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受赵无极

的影响。一直到去巴黎之前，他有很多想法。我记得当时他让我去他家看新作品，跟我谈到用一篇很厚的

论文解释他的作品，这个作品题目叫〈限域〉，他把这統稱为〈气游图〉。他还有另一个想法：很快去法

国，很希望多年后回来开艺术学校，培养当代艺术方面的人才。他当时非常雄心壮志。

   我九十年代初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抛弃绘画了，已经开始做装置。我記得他总结了自己对西方当代

艺术的理解--他的主要战略是每次做不同的东西。再后来我们交流少了，只是在展览上碰到，沒有很多时

间坐下来交談。

问︰还在中国的时候他没有创作绘画以外的艺术？

丁︰在国内的时候他主要在平面上创作。

展览

问︰当时你们对中国传统艺术有什么看法？

丁︰虽然我在1982, 83年尝试用抽象的方式表现东西方综合的艺术方向，但我对中国传统艺术并不是很了解，很

难做到中西融合。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契机，导致我在1986年再考艺术学院的时候选了国画系。我在大学国

画系学了四年，因为有强烈的愿望想认识中国传统艺术。那时候思想一直在改变，后来开始觉得这个综合

的方向好像也是一条很纯粹、不全面的路，所以放弃了这种想法。

问︰在国画系的时候还有画油画吗？

丁︰同时在画油画，也做行为艺术。我还是学生身份的时候已经参与了有很多活动，像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

术展》、1988年在上海的《今日艺术展》，也包括1986年在上海的第一届《凹凸展》。另外，1985年我们

在复旦大学办了一个《现代绘画﹒六人联展》。当时属于边做学生边革命的状态。

问︰可不可谈谈这些展览？

丁︰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现代绘画﹒六人联展》在比较早的时期举办，当时还没有当代艺术的系统，也没有什

么展览场地。有一个朋友是复旦学生会的，可以联系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场地。这个场地其实是个舞蹈房，

所以一面墙有镜子、扶手，另外的一些墙面可以挂画，当然还有窗户什么的，也有一两间小房。记得是靠

近复旦留学生楼，是一个二楼的空间。当时有这样一个空间已经非常好了。我们有六个人，除了余友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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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人都是以前工艺美院毕业的跟余友涵关系密切的学生，但都已经离开了学校在社会工作了。我们

六个人聊天说起想一起展示一些作品，就选择了复旦那个地方。这个展览虽然说是现代艺术展，但实际

上是个抽象展，基本上艺术家用不同的形式、抽象方式作展览。当时复旦大学在上海来说是比较活跃的地

方，因为有讲座热，即不断有流动性的讲座，所以学术氛围很浓厚。这个展览也达到了一些交流的效果，

因为我们认识了文学系、哲学系的年轻老师。另外一个《凹凸展》在徐汇文化馆举办。当时民间能办展览

的地方就是几个文化馆。

问︰文化馆是什么样的机构？

丁︰文化馆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地方。当时上海文化机构十分有限，还没有美术馆，只有美术展览馆，办展览要

么在上海博物馆，博物馆是展古董的；要么在美术展览馆，是属于美术家协会的，没有其他的展览馆了。

自己组织展览展，最好的地方就是文化馆，有徐汇、卢湾两个文化馆有展出场地。徐汇文化馆的展览还算

比较多的，好几个展都在那边办。场地是现在标准来说非常简陋的一个展厅，除了墙以外有些可以扛着

移动的板，也不是白的，是做了木的本色或是涂了油漆的板，当时有这样的空间已经很不容易了。除此以

外，上海当时还有小的咖啡馆，有几个展览是在淮海路一个地下室的咖啡馆里做的。

   另外，当时在复旦大学做展览的时候，很多艺术家去看了，因为那时看展览不像现在这么频繁，可能一年就

看一次，所以不管多远，只要有现代艺术的展览都会去看。

   那时候还有少年宫，但它并不是一直可以做展览，有些只做过一次，像1979年，上海的一个《十二人画展》

就是在黄埔少年宫做的。这以后没听过什么别的在少年宫办的展览了。

问︰为什么《凹凸展》会这样命名？

丁︰《凹凸展》其实是个比较宽泛的「雕塑」展，所以叫「凸」。这展览涉及当时上海不少当代艺术家，有十

几个人；展示的艺术种类也比较多，有雕塑、装置，我们仨（秦一峰、张国樑和我）还做了行为艺术，通

过幻灯片的方式展出。

   展览开幕的时候还有现场的行为艺术，不是我做的，赵川发表了一本《上海抽象艺术》，当中有记录。他现

在是作家，当时是艺术家，在美院做学生，所以有些上海艺术的回忆。

问︰当时上海的艺术家是怎么集中起来的？

丁︰上海明确来说没有沙龙，只有那个咖啡馆地下室可能是个以摄影为主的沙龙。

问︰有名字吗？

丁︰好像是「淮海电影院地下室」。

问︰主要通过这个地方集中起来？

丁︰不是，其实当时上海从事当代艺术的人已经浮出水面了。这个展览包括了李山、余友涵、宋海东，后来他

们都成了当代艺术家；也包括王子卫、徐龙森，不少当时参展的人到现在都走在当代艺术这条路上。

问︰里面有工艺美院的同学？

丁︰王子卫是工艺的，我们同届不同班；余友涵也是工艺美校的；还有个做雕塑的，跟余友涵差不多年龄，也

是工艺美术学校的；也有些是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在社会上的，像徐龙森。

问︰工艺美校是上海比较重要的单位。

丁︰当时在上海有两间学校比较重要：上海戏剧学院和工艺美术学校。

问︰还有上大美院。

丁︰上大美院可能更晚才出现。八十年代初是上海美术学校，这间学校比较保守，与当代艺术没关系。[…]
问︰86年《青年美术大展》和88年《今日艺术展》都在上海美术家画廊办的？

丁︰不是，前者在上海美术家画廊，后者在上海美术馆。前者举办时上海美术馆还没建成，美术馆是在1986年

建的。

问︰可以谈谈上海美术家画廊吗？

丁︰86年这个《青年美术大展》由美术展览馆（上海美术家画廊）和青年艺术联合会共同推荐。青年艺术联合

会是共青团下面的一个组织，可能跟《中国青年报》有关系。这个展览对当时的上海有比较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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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是《青年美术大展》，对青年人的影响相对也比较大。

问︰这展览有一定的官方成分。

丁︰它的背景是官方的，展出的作品以年轻人为主，有年龄限制。当时我也有参展作品，作品完全是抽象的，他

们还给我評了三等奖。这个展览本身比较开放，虽然有一点官方背景。

问︰那上海美术家画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馆？

丁︰不是，它实际上就是美术馆。

行为艺术

问︰当时上海有不少人做行为艺术，您怎么对行为艺术产生兴趣？

丁︰对我来说，行为艺术可能是一个年龄段的冲动，并非想得非常完善，也不打算将之当作终身事业。有了这个

冲动，找了两个同学，说我有这样的想法，便一起做起来了。当时有很多想法，比如想做一个行为，但是没

有钱，就找一个相对有钱的同学合作。哈哈。我们三个人合作，我出主意，其中一个人提供了友情资助，很

有意思。当时还找了个批评家跟我们一起去，給我们拍照，也给我们写了篇文章。

问︰哪位批评家？

丁︰他叫胡建平。行为艺术总共做了两次，其中一次影响不是很大，是差不多1987年的时候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的教室里做的，大概是在87年，里面有反思文革状态，资料保留得不太好，曾经也在《中国美术报》上发

表。

问︰什么时候开始有「行为艺术」这个概念？

丁︰当时[行为艺术]是比较前卫，我们是在1986下半年才做的。当时主要通过《中国美术报》这个窗口接收及传

播信息。同期在北大也有人做了一个行为，但我不知道谁先谁后，因为那个时候的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当时

是看谁把资料先寄了或者谁有渠道先发表，谁就在前面。后来在南京也有一些行为。包括88年在上海的《最

后的晚餐》也是行为艺术，很多人集体创作了这一个行为。

问︰当时想用行为的方式去做艺术，是完全是自己的想法，还是也看过西方的一些例子，比如像博伊斯这种？

丁︰这个信息肯定是有的，但是零星的，不是一下子看到很完整关于波伊斯的介绍，当时也看到过克里斯多的包

扎艺术，其实这些信息的背景很复杂，但是我觉得最大一个因素使我们去做行为，是处于这个年龄层会有冲

动，觉得这样的方式让表达更有力量、更明确、更充分。[…]

上海艺术家特点

问︰《中国美术报》是认识外地艺术家的唯一渠道？

丁︰应该是，全国信息互通主要靠《中国美术报》，而且它作为报纸，比较便宜，学生都能订。反而杂志不是每

一期都能买。所有关心当代艺术的人都会订这份报纸，从中纳取信息。

问︰当时上海青年艺术家有办群体活动的概念吗？

丁︰在上海「运动」的概念一直不清楚，上海艺术家的特点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团体或者流派。上海艺术界比

较散漫，好像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似的。这可能跟上海的地域特征有关。

问︰参与性比较低？

丁︰也不能说参与性比较低，他们可能更注重个人思考，而不是团体活动。我们也做过不少当代艺术的展览，但

平时交流又是小范围的，不会召开什么会议、做什么事情，都是同学、师生这样的关系交流。

问︰当时您或者上海的艺术家有没有参加珠海和黄山这两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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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都没有，我当时是学生，可能没有条件也没有兴趣去参加。我记得李山参加了最少其中一个。

问︰您会跟浙江美术学院交流吗？

丁︰有一些，但不是很多。

问︰有些人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给分配到上海来？

丁︰对，像宋海冬就是这样，他是1985年左右，即美术新潮前后来到上海的。虽然他现在淡出了当代艺术这个

领域，他当时是很活跃的，也推动了上海的当代艺术。他当时做装置、雕塑这两个方面的创作。

问︰他好像也有做行为？

丁︰他的行为艺术是参加了《最后的晚餐》。

问︰还有「M艺术团体」。

丁︰对，还有「M艺术团体」，他当时把他的画烧掉，可能有跟平面艺术决裂的动机。

问︰为什么抽象艺术在上海有这么大影响？

丁︰我觉得这个的确跟城市特点有关系。上海人相对冷静。我记得在中国美术馆88年第一次有「人体画展」，

这个展览在北京是完全轰动的，包括市民阶都参与了很多，提意见很多，骂的也很多，門票也要排隊買，

这个展览到了上海却显得很平静，没有批评也没有贊揚声。这样的展览在改革开放初期举办，在全国其他

地方都引起很多争议，但一移到上海就没有什么争议，可见上海人不会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判断事物，

会看的比较淡、比较遠。我觉得这是上海的特点。在上海的抽象艺术领域也如此。我88年开始画非常理性

的抽象画，这样做是具針对性的。在我看来，八五新潮主要圍繞西方的兩个艺术流派：表现主义和超现实

主义，这兩个流派主要有发泄内心、幻想、理想的成分，但我觉得理性不够，所以我希望用我的方式提供

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用一种非常理性的、具有邏輯推理的方式反映时代、反映艺术的当代性。上海抽象艺

术比较多，可能和这个城市的这些特点有关系。而且，上海的抽象都比较冷静。上海艺术家之间会避免走

向相同的方向。相反，比如在北方有北方藝術群体，在四川有四川画派，產生流派后艺术家的绘画语言便

会很接近。上海在这个方面不是特別明显。[…]

问︰上海的当代艺术家都互相认识吗？

丁︰大家都是认识的，那时候做当代艺术的人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主要的、有影响的展览中的艺术家都互相认

识。也不分学生和老师，像宋海东当时已经是美院老师了，而我只是学生，但交流上不存在界限，像宋海

东有时候会到我家找我。我当时租用农民的房子，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来说那是很好的地段，就在虹

桥开发区那边。我在那边住了七年，有艺术家半夜三更来敲门，聊到天亮，谈各种艺术的想法。这样的交

流还是非常频繁的，但都不是群体会议，只是个别两、三个人，大家朋友探讨艺术的问题，有点志同道合

的感觉。

《中国现代艺术展》

问︰您选送了什么作品参加八九大展？

丁︰当时展览的有三件平面抽象作品，跟我现在的风格有关，是我最早完成的88年的抽象作品；还有一组行为

艺术的照片，这不是我主动送去参展的，是展览组委会的周彦联系的，他说要行为的照片。但行为的照片

最终没有展出，不知道是我带去北京的时候丢了，还是寄去的时候丢失，最后没有展出，那个行为还有两

位合作人，我要跟他们交代，但是没法交代。

问︰您自己去了北京？

丁︰对。

问︰自己付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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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自己出钱。我记得当时在北京待了几天，住在大冯（冯良鴻）的宿舍，他那时在中央工艺美院。当时肯定

要找同学解决住的，因为住旅馆是不可能的。在北京待了几天。

问︰画后来运回来还是卖掉？

丁︰没有，都运回来了。

问︰画是不是很大的？

丁︰蛮大的，它第一次展示在88年上海的《今日艺术展》上。当时来说这个作品是很大的，尺寸是2米乘2.2

米。还没有画框，把画卷起来运，贴在展版上展出。因为那时候没有钱。

问︰86年、88年两个展览都是在官方的上海美术馆办的。是不是说当时在上海的官方展览场地展出的机会也相

对比较多？

丁︰88年的《今日艺术展》其实是个意外，是一位平时有交流的、爱好艺术的朋友拉赞助，跟上海美术馆谈要

做这样的展览。美术馆是要付场地费的，付了多少钱我忘了，就做了这个展览。当时还邀请了北京的孟禄

丁、尹齐和杭州的刘安平、唐宋，加上上海的艺术家，三个地方办了一个联展，是抽象风格为主，是不同

形式的抽象。所以不是官方的，而是付钱的，而且抽象也不会涉及太多政治问题。

问︰当时您会写信给外地朋友吗？

丁︰当时所有的报道，包括89年那次大展都以书信方式联络，甚至上海本地的联络都是写信的。打电话也不方

便，除了公用电话以外，也没有别的电话。

总结

问︰八十年代是一个对文学艺术很热情的年代，您觉得这种氛围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丁︰我觉得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这种热情就冷淡下去了，整个心态调整了，当代艺术也迈向成熟了。六四以

前，当代艺术还是有很强的模仿的影子；六四之后，因为有了一段时间的冷静，中国当代艺术更有自己的

语言方式，有更多自己的思考，尽管对于当代文化推进的热情受到了伤害。所以我觉得89年是中国当代文

化的一个转折，它使有些东西成熟了，而成熟的结果是热情淡化了。

问︰您会怎么总结整个八十年代？

丁︰这个时期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应该都是美好的回忆。当时我们从对西方、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一无所

知，到对西方很多东西能够把握、能夠了解，有深度的去了解，这使很多艺术家不断有思想灵感，走到现

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代人有很多历史重负，所以跟现在年轻艺术家表达方式不一样，这都来源于

八十年代的、从49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确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年代的好开端，所以这一代

人都会有种幸运的感觉。八十年代之前，我们不知道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中学时代我很想成为一个艺术

家，但艺术家是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脑子里没法描述艺术家是个怎样的职业，可能穿着长衫在梯

子上画宣传画就是当时最好的艺术家了，你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一个能在世界各地办这么多展览、能表达

自己内心世界的艺术家。這是两极，因为在八十年代之前，你没有办法预测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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