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和图书馆

王︰我们学校那个图书馆，我们大学三级以后是随时可以去，一年级二年级是一个星期只能去一次…学校就这

么规定，也没啥道理，就是这样的。

问：其实我听说他们把画册放在一个玻璃柜里面，一天翻一页。

王︰没这样的，其实这是夸张的。那可能别的系有。（问吴）没有这样的吧？

吴︰学校买来这些书后，我跟你在学校里只呆了一年，最后一个学期要毕业了。

王︰对，我们三年级可以随便看了，老师和三年级以上学生可以随便看。

问：那些书是从哪里来的？

王︰是一个书展。那是最新的一个书展，我不知道是在上海还是在杭州，听说好像是美院本来要买车的钱，然

后用这些钱把这些书展的书全部买回来了，最全、最新的书…买的。当时还说那一届的领导非常好，本来

他们是要买汽车的，买很好的汽车开的，但是他们没有，就把这个买回来了。应当是这样的，这应当是非

常准确的，不是捐的，是买的。

问：那些书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王︰英文的。

问：都是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东西，还是哲学方面的东西？

王︰哦，全部是关于艺术的。其实那些书主要是画册，应当说这是一个艺术图书展，是正在展的。包括其中有

些杂志我们现在也是第一次谈到。当时也没有挑，就整个都买下来了。

问︰您还记得哪些书比较有意思？

王︰画册…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博伊斯（Joseph Beuys）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还有克莱

因（Yves Klein）的。

问︰可是您最早的艺术跟安迪﹒沃霍尔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王︰没有关系的，在读书的时候和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当时我看了之后很吃惊：我说这种东西…但他能印刷

我就感觉是有一种很玄学的感觉。我当时印象很深，应当说是因为它挺超出我对艺术的想象。包括克莱因

的绘画仪式的问题，哗地涂上颜色，画册印得非常好，那么多那么大。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吃惊。但现在随

着时光的推移，我现在看可能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当时的学生，书店一有什么好书，大家都相互告诉，说刚出的这本哲学书特别棒，然后都会去买。所以说

你们列出的书我虽然并没有读过，但是名字都知道……有些书听说过，但是没有阅读过。这个概念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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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阅读，但我实际上翻过它的目录，可能记住一些词，可能晚上吃饭的时候聊这些说这些词。没有翻

过的学生感觉有点慌。

问︰大家都是这样吗？只翻目录？

王︰不，这倒不是大家，就是有些人。我想是有智慧的人大概是容易这样，是不？因为看目录是很重要的，看

完目录你立刻会对它这个哲学家的整个思想有一个框架式的感觉，虽然你可能不完全理解，但是框架式的

感受其实是挺重要的。后来我同一个真正读书的人说过这个问题，我说艺术家这种阅读方法是不是有点开

玩笑，他说那不是，其实这是挺重要的，他说好多读书人包括严肃的学者，有时也都这样，因为人不可能

全读的；然后目录知道，就基本知道了这个人他关心和探讨的问题。

问︰那有没有一些书是真的全文读过的？

王︰有。其实真正翻来覆去看的，现在想起来倒是一个挺简单的一本书，《渴望生活》，我不知道老吴…？

吴︰是，读过。

王︰凡高自传《渴望生活》，这本书可以说我读了几遍。是欧文﹒斯通写的，还有就是毛姆的《月亮和六便

士》。这两本书，基本都应该是大家都会读，我就读了好几次。

问︰毛姆的不就是说高更的那本吗？

吴︰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

王︰对。但这两本书比较而言我还是喜欢《凡高传》。斯通的书所说的是常人所更能理解的。

吴︰Lust for live，中文名称就翻成了《渴望生活》。

王︰《现代绘画简史》，应该说也是很认真地读过。

吴︰好像还有一本书吧，叫《开放的社会以及他的敌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写的。

问︰对您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好多的艺术家也提到他的名字，那为什么说这本书对您来说很重要？

王︰主要这个名字很重要，其实我当时记住是因为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我就觉得

很有意思。

吳︰后来我做了一些作品，例如「SMS和它的敌人」，是套用这种话。

问︰很多人会说当时因为翻译过来的艺术的书不太多，所以他们读得大多是哲学、文学方面的。

王︰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当时翻译成中文的艺术类书很少，那时候有一本书叫《西方现代派文论选》，这本

书其实上很好，老吴有印象吗？是把一些很有影响的艺术家一段话一段话地，包括毕加索，他们说的话一

段一段——对艺术的看法摘录下来，就是文论选，一些纯粹是关于艺术家的事情。

问︰是八十年代出的吗？

王︰对。就是《西方现代派艺术家文论选》，那时把这个说得很抽象，都叫西方现代派艺术家…当时出这本书

当时还有个前言，说这是批判性的出版。也就是说你可以读这本书，但是只是作为批判西方现代派的一些

工具。他们说这样一些话，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前言也是那么些话，而不是说这本书很好，是从批判它的

角度介绍的。

吳︰说实在的，包括《尤利西斯》（Ulysses）的那个文学，都已经有一些选译，就是译文很短，但都已经有了，

有一个丛书，叫《西方现代派文选》。而且那个翻译家是很有名的，好像大概出了四本还是五本，里面都

是一点点，都是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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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些翻译者都是老上海、北京的？

吳︰是不是有卞之琳？反正是83到85年这段时间，中国翻译的量是特别多，特别大…然后才有了政治上「清理

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说法。

问︰这个是83年？

吳︰对。还有一本书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问︰就是像百科全书的那种类型的。

吴︰对，其实是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到了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为孩子去排队买的程度，

（问王）还记得吗？

王︰记得。

吴︰当时还需要到五点多起来排队。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这一代从对书的欲望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幸运的…书

也是很幸运的，由于中国刚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有那么多的想要知识的人就会去…对书是如此地热爱。

王︰对。因为出得很少，大家会抢着买。

吴︰像《梦的解析》啊，第二天就卖完了。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状况吧？

问︰那您的父母，或者比您大十多二十岁的人，他们会不会跟您看一样的书，或者说看年轻人才看的书？

吴︰我的老师会，但是我的父母好像他们很少看书，当然一些政治上的文件他们会看。

王︰我想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我们父母那一代如果也是读书人的话[可能都会读]，但是刚巧了，我和老吴我们

的父辈不是读书人…也和这没关系，如果我们的父母是读书人的话，他们看的书和我们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我们这代人呢，这些书就是……我们正在那个年轻的时期，正好这些书我们就看了。

问︰跟您同年纪的艺术家，你们读的书都差不多一样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吴︰同时出版的，都是同时在新华书店销售，那么大家你传我，我传你……

王：一个是同时出版，还有一个大家……假设是一百个人的话，有那么十个八个他们买了这些书看了，说出那

些词汇，另外那七、八十人有点不太懂，这些词汇没有听说过，然后那小部分人说那些书现在正在卖呢，

谈得特别好，然后这七、八十个人就互相传诵也去买来。所以说大家读的书其实很相似的，其实那时候大

家在一起探讨问题特别容易探讨，因为你读的书都一样的，只不过他是那样解释你是这样解释。

问︰您看书以后会不会跟别人讨论？

吴︰马上交流。

王︰恩，马上说。所以说书必须买来，立刻看，要不你没法谈话了。

问︰很有意思。有一些台湾的书？

吴︰好像是九十年代以后才有台湾翻译的书，因为这时候我也不在国内，不知道有没有。都是大陆翻译的，以

前四十年代可能有…

王︰我看…哦，那是87年之后，86、87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台湾的《艺术家》和《雄狮美术》两本杂志…但这两

本杂志呢，看到的基本是从香港辗转到大陆的。

问︰因为87年、88年开始台湾就注意到大陆的现代艺术，所以他们的报道比较全一点。我问你，后来的一些关

于西方和西方哲学的书，里面有关于中国传统艺术的，那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

吴︰那也有啊，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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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看到传统艺术的图书应当是上美术史课，那时我看到一些很有兴趣的东西，由于这个兴趣后来到图书馆

翻过一些包括宋代「青绿山水」的书，就是很有皇家气派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问︰所以说相对中国传统的艺术，您对西方美术比较有兴趣？

吴︰我们得上那个课程，还有一个是我们学校教授写的《中国绘画史》，（问王）是不是啊？

王︰对，作者叫王伯敏，他是写中国美术非常有名的史论家。

问︰你们在不同学系，那王广义所在的油画系应该也会学点美术史？

王︰也上美术史，中国美术史。

吴︰大课都是一样的。我们叫文化课。在时间上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油画系可能西方美术史的课时会比较

多一点。这样说吧，比如一百个小时，那么我们这样的师范系呢可能就六十个小时五十个小时。比如素描

课，油画系可能是一百个课时，那我们可能会是四十个课时。那是不一样的，应该说他们是专业学一个油

画，我们是不叫专业地学，我们是为了以后要用地学。

王︰但是你们恰恰反倒学到了很多。因为他们是师范的概念，反倒是学得很多，我们倒只是学油画这个事了。

吴︰因为你要去教书。所以我们那一百个小时的话，什么都学过，什么版画、油画、雕塑、素描、包括设计。

王︰这个我们油画系完全没有，我们油画系就是学的油画这一科。所以老吴学得多，各种气场都打开了。

吴︰哈哈哈。我说你们油画系的人，包括国画系的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他们有权力换频道。

王︰这个应当在美术学院里也只有在中国是这样的，油画系在美术学院也算是比较至尊的，因为当时油画是非

常难考的，所以就像老吴说的油画系有这个权力换频道。而其他系的人只能坐在那里看。

吴︰国画，国画系也有。

王︰国画系是尝试着…当时油画系是比较有权力的，别的系也认为油画系的学生挺厉害的，因为考试的时候是

分数最高的嘛，这个很奇怪。像其他国家没这种情況吧？

吴︰问题是当时学生宿舍只有一台电视机，学生时代这已经是很好的了，他们油画系有权力抢占很多位置，前

面的位置都是他们的。那么当时在放的最受欢迎的是什么呢，是《射雕英雄传》…包括范景中范老师都在

后面看。

问︰当时哪个电视节目是您最喜欢看的？

吴︰《射雕英雄传》放的话大家都去看。

王︰那个是，无论你是哪个系，哪怕你是个很有学者气质的人，仍然挡不住这种很世俗的诱惑，《射雕英雄

传》谈的爱情、侠义。

问︰是中国本土拍的还是？

王︰香港翡翠台。

问︰那个时候已经能放香港的电视剧了？那是几年？

王︰能放，当然能放。

吴︰应该是85年，是你在学校的最后一年。

王︰那倒不是，84年毕业了嘛，就是84年那一年，我们在毕业之前看的。

问︰那个时候有武侠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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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啊，那很多。武侠小说在中国的概念当中真有点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的，它属于成人童话。你看无

所谓，因为他超越政治，超越现实中的一切。这种书很多…

问︰那时候出来了一些比较有名的策划人和批评家，比如栗宪庭、高名潞、费大为还有范景中……他们写了一

些很有意思的文章。那时候您觉得哪个批评家是比较有印象的？哪些文章、哪些学者？

吴︰国内的？那当然是高名潞、栗宪庭。

问︰你们那时候也看他的文章了？

吴︰因为这个时候主要还是写我们。哈哈，就是这样，广义说是不是啊？

王︰是。

问︰是在哪里看的？

王︰《美术》杂志、《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美术》杂志是比较官方的。《美术》

杂志当时是有一些85的报导，它不是专栏，但是每期会有这么四、五页，是说这个事的文章和一些小图。

所以每一期大家还是要看，是个事，因为毕竟是国家的一个杂志嘛。

问︰那时的编辑是邵大箴。

王︰他是主编。

吴︰高名潞是编辑…当时叫責任编辑。还有唐庆年。

学院时期

问：八十年代初时没有《中国美术报》，也没有《美术思潮》——这些比较活跃的现代艺术杂志都是从85年开

始的。以前就只有《美术》杂志，它八十年代初也是有一些争论，包括发表罗中立的〈父亲〉的东西，您

有没有关注那个争论？那个时候在那个杂志是比较活跃的。

吴︰也看了。包括晓刚的画，他们很早就登在《美术》。

王︰他们是同一批的学生， 罗中立、周春芽、张晓刚、何多苓，他们是一批出来的。

问：四川美院好像比较早就出名了……

吴︰他们对伤痕、乡土比较感兴趣。这个跟浙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浙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幸运。就

是伤痕、乡土这种事情，因为已经有别人在弄了。

王︰我们正好跳过去了…我们跳过去了，我们直接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了。

问：那是因为学校的传统不一样，或者他们已经做过所以才……？

王︰不，我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上学要晚一点，如果我们上学早一点，如果是78年，也许

会不不一样了。因为差这么四年左右上学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有关系。

再一个我想和地域感也有关系，因为四川那个地域，他自身环境的那种浪漫和封闭性，导致了这里边有很

多文学化的、浪漫的图像的感觉。所以说出了这样一些艺术家，他们年轻，愿意弄，然后弄得很好，很成

功。在浙美这样一个环境，它的地域不封闭，可能它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开放、很多元的状态。又有

这么多特别新的图书，所以说一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学生的眼界是很宽的，我想对于浙美的学生，这个

是特别重要的。哪怕他最后没弄出什么好的作品，但是眼界都已经开阔了。

吴︰当时还有，因为从浙美出来的有一些大师，比如说赵无极，他是弄抽象的——那么像我们这样八十年代去

读书的，那么肯定要比他以前[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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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哦，至少你要研究抽象之后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很幼稚的想法，因为抽象属于那个时代，现在就弄抽

象之后的事吧，你看抽象之后的事可能一看就更复杂了，但是你还是会想这个问题。

吴︰对。它就有这样一个原因。广义说得很对，当然我们说四川很漂亮，很美，人性，怀旧。但是它在知识范畴

里面还是属于一种原始的写实主义。

问：一直到现在几个美院都有很大的不同。

王︰恩，非常不同。出发点是不同的，这导致最后走向的终点都不同。每个人走向的终点和他的出发点是有一种

内在的关联。

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开放的，从制作的角度来说是很奇怪的，我们浙美毕业出来的人的

东西可以叫任何人去画，叫任何人去做，但他们的不行。

王︰只能自己做。还保留了一些极其个人化的手工、技艺传统。

吴︰所以说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高兴的，就是由于…也不能说是一不小心吧，可能是由于这样：你正好是从这个车

站出发的。那我们从火车来说的话，徐州火车站是一个大站，出发后各个地方都可以去。

王︰对，这个词是准确的。从这个火车站出发，可能这个火车站是个很小的站，他去的最大的站是一个县城，然

后在县城你可能要倒车去另外的地方，但可能有些人觉得这已经挺好了，就算了，不倒车了。但是你从大站

出发，实际上目的地可能兜得很远，那赶巧你就很远，哪怕你有点烦，但是一定给你弄得很远。所以这个事

是有关系的，这是偶然性的。这不是说你自己选择的，这种偶然性会成就每个人不同的道路。

问：那个时候您还是看到了「伤痕文学」，对您有没有影响？

王︰我倒是看过，当时像什么伤痕文学、乡土艺术啊都看过。因为那《美术》杂志一来，大家都翻来看。

吴︰那我们都知道晓刚是82年，最早是…

王︰那一期我印象很深，那一期封面是何多苓的，封三是周春芽的版画，封底也是周春芽的，是一张油画，然后

里边有介绍他们四川的五、六个学生，张晓刚、杨千、叶永青都在里面，那期介绍了很多。当时看还是很羡

慕…因为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老吴那时还没上学呢，我是一年级，但那时候他们已经快毕业了。后

来有时候和晓刚开玩笑说，我说我上学的时候看你们的东西，已经是不得了、很有名了，我说你们成功太早

了，但是他们在欣喜之余还有些迷惘，好像在疑问成功太早是不是不好？

问︰对。当时的浙江美院的老师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开放？

吴︰那绝对。有几个老师…

问：您记得是谁呢？

王︰胡老，胡善餘。属于老一代的留法艺术家，画那种塞尚风格的，画静物画得非常好。现在在我看来，胡善餘

老先生的那种开放，我倒产生有一种……我想他并不是他自己觉得他要开放，他也不知道啥，因为他年龄挺

大了，老先生挺超越，觉得反正我就画静物、我就这么画，学生愿意画什么就画什么了，他看了之后会说

「好的好的。」他是这样的。老先生应该祖籍是广东人吧，说话也有点听不太懂。学生说胡先生你看看我这

个，他就说「好的好的」，所以说他这种很含糊的态度呢，倒确实给学生一个特别大的空间了，有的老师一

定是画写实的、画苏派的，那你这个不是，他可能会烦躁，他可能会动给你改——胡善餘老先生从来不改学

生的东西。他来教室的时间很短，他来的时候就拿一个小框，拎来就啪地坐那，看我们在画人体，老师就拿

笔在那描、画，然后我们过去看，说胡先生你看我的这个色彩啊什么，他就说︰「好好，」然后埋头又画自

己的了。他是这种很超越的态度，在我们学生的心中会有一种很开放的状态。（对吴）是吧？这个倒挺好。

问：可能有一些人支持你们，给你们一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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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就我们学校里的？

问：还有你的父母。

吴︰父母很支持的。

问：还有其他影响您的人。

吴︰还是有的…比较准确来说是固定的几个偶像吧，比如说像杜尚、安迪﹒沃霍尔。

问：您认识的人之中呢？比方说在学校啊。

吴︰那当然那时候就是，学校里已经有一些人像广义、培力他们…包括刘大鸿…

王︰高年级、低年级的等级概念。

吴︰恩。高年级低年级，然后就说油画系里的有几个人很猛…雕塑系里有几个人…那还是有的。说油画系的刘

大鸿很厉害…都会这样传，然后你还是会去看他们的东西。

问：王广义觉得怎么样？

王︰因为我比他高几届嘛，那么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就是黄永砅那一届，当时他们在我们低年级的影响很大……

黄永砅、林琳、还有查立，大家就是感觉这一届这三个人很厉害…查立现在做生意了，和这完全没关系

了。在美国。林琳是偶然事件被打死了，黄永砅当然大家知道都在做这事嘛。

问：我很想去找查立，谁有他的联系方式？

王︰可能张培力会有。查立当时影响挺大的。

吴︰恩，查立影响非常大，他翻译过很多书。

王︰翻过什么《艺术中的精神》…康定斯基的。

吴︰查立的素描、林琳的素描，太好了。

王︰对。当时林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当时在他们班中几乎是超越查立和黄永砅的…当时在我们传是林琳是

挺怪才的，当时画《自由引导人民》，画人体扭曲起来，特别怪。

问︰可是学校把他赶走了？

王︰对，被开除了。他的命运是很奇怪的，由于他被开除，他在当时那个时间段里被传颂的声音是特别大的，

黄永砅和查立好像慢慢地做，不是很过分，林琳那种过分好像不止是画得很过分，行为也很过分，好像老

师一说他就骂咧咧的。挺奇怪，再加上被开除，当时被开除之后我们油画系，他们班发起一个联名要保他

嘛，我们学校很多人都签名了，要保他、希望别开除他，最后还是被开除了。所以林琳当时是挺神的一件

事情。

问：还有有影响的老师？。

王︰在我们油画系，应当对学生比较有神秘感的就是胡善餘、还有林达川，这两个老师比较难得，像另外那些

老师呢，很有名，像全山石，不是我们工作室的，是比較苏派的，我们对那没有兴趣，胡善餘、林达川我

们挺服。

问：有没有外国来的老师？

王︰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问吴）你们也没有吧？

吴︰没有，只有一个好像是写美术史的老的美国教授。

王︰那可能后来你们有，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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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谷文达说陆俨少对他来说影响很大。

吴︰哦，陆俨少那是，是国画系的。

问：还有一个是从加州大学来的一个教授，对谷文达来说是很重要的。

吴︰也好像也是由于他的帮助…（问王）你那时大概已经不在美院了？

王︰我不在了。那时候对我们那一届而言，还有一个：范景中，他当时虽然仍然是学生，但他挺神话，范景中

当时是研究生嘛…哦，好像毕业了，刚毕业。范景中有时办讲座，对我而言我每次讲座都去听。范景中当

时的「理论玄学」弄得很像。后来毕业多少年之后，有一次在北京与黄专、范景中几个人聊天。我说︰

「范老师你不知道，我在大学时是非常崇拜你的。」范景中很迷惘︰「哦，不会吧？」我说真的，很真实

的，我有过那么一个特定的时期。

问：是因为您看过他的文章？

王︰他的讲座。他的讲座是非常有魅力的。

问：他的讲座主题是什么？

王︰什么都有，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讲座题目是「宁静致远」…他谈的这个事，当时不是非常懂，但是觉得这

里面有一种智慧的光辉，这个是真实的，对我真正有影响的是这个事情，这个种影响有时远大于专业老师

的影响，因为专业老师含含糊糊地说，这事好像就没有神秘感。范景中听我描述这个他挺吃惊的：「真…

真的吗？」

吴︰范老师教过你们？

王︰没有教过我们。

吴︰哦，他教过我们。

王︰所以说我说的这种感受范老师特别吃惊，因为如果像你们这几届这样说呢他倒会觉得很正常，他没想到就

我们这届的人是这么看他的。

吴︰他好像是教我们美术史。还有一个樊小明。

王︰哦，樊小明也属于挺神话的。

吴︰对。还是在史论系。

问：是吗？觉得在你们生活里面女孩子太少…

吴︰她比较大，樊小明应该说是跟老耿这届的有关系，她属于是…按照今天来说是…一个「达令」，就是美院

的「达令」。

问：很多人都喜欢她？

吴︰对。

王︰不过当时在学校里对我个人而言对我挺重要的有两个老师。其实当时我在我的系里我是特别不得宠的学

生，我是那种给我打三分我已经很激动了，三分是刚及格嘛，如果三减就不及格了。我印象特别深的一

次，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去浙江附近的一个地方写生，为搞创作画了很多速写啊、草图回来，那我们系老师

看了就挺烦，打了三分。有一个试试看看能不能给打个三减，我当时还是愤怒，因为还是小孩嘛，心里难

受。当时一个版画系毕业的叫王公懿。我后来在巴黎做展览，正好她在那边看了，我告诉她，她特别吃惊

和激动…她当时特别喜欢我画的一些素描、草图，我一开始以为她开玩笑，她说你能不能借我几张，我说

行啊，干什么？她说拿回去我要临一下，我要给我们系上课要让学生看一下，什么是好的艺术。我当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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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是开玩笑，但是她真的这样做了，她真的拿到系里。她同时对别的老师说王广义的艺术是最好的，有

感觉。

一个是她，还有一个是郑胜天的爱人陈爱康，几年前，郑胜天在加拿大一个基金会，他领了一些美术馆的

人来我工作室，他说广义，这拍摄是正经的事情，但我还想拍一些我私人的东西，拍拍你现在的情况让陈

爱康看一下，了解一下你现在什么情况，传说你现在工作室很大啊什么，了解一下。然后拍摄，他说你想

不想跟陈老师说两句话，然后我就说郑老师——突然有这么个机会嘛——那我就告诉他，我说郑老师，您

对我而言，仅仅是老师而已，对我的内心成长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陈老师对我是有影响的，而且是对我

的成长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陈爱康是我们系的老师，所有老师都认为我的东西不好，但陈爱康特别喜欢

我的东西，很奇怪。所以这两个老师对我，对学生而言那种影响、那种自信是很重要的。如果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都不喜欢你，那真的有点含糊了。但一百个人当中哪怕有一两个人喜欢，那你感觉可能这个事可

以，所以他们对我很重要。

吴︰她后来成为了我的班主任，她很坦率的說，77、78，包括79届的油画系学生，老师几乎是没法教的，他们

的素描、油画、色彩都很好。林琳你怎么教？没法教。因为他们是文革十几年来积累下来的人，第一届可

能年齡没有多大限制，三十多岁都能考的，非常成熟。他们进了学校，你说那些老师怎样教？

问：我发现当时很流行写信。您写信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吴︰当时强烈要求交流的那种心情。当时在学校那时也写了，情书啊那些。但是艺术家之间的写信，应该是

85、86的时候？

王︰对。

吴︰培力收藏了很多信。

王︰我也是，我是84年毕业之后。那时写信主要是精神交流、学术交流，什么都有。信写太多了。

吴︰栗宪庭和高名潞，他们的信太多了。他们差不多是邮电局了。强烈要求表述，一堆信、幻灯片。

王︰你在写信的时候有一种话语权在你手里嘛，挺有意思的。什么时候结束的…结束好像是慢慢就结束了。我

想一想对我而言，几乎没有再怎么写信是好像是在92年左右之后。

问：是不是跟在外地的朋友和艺术家联系？

王︰对…我是从杭州毕业之后回到哈尔滨，我在哈尔滨有些朋友，但精神上的交流我还是和我浙美的一些同

学。对我而言，因为我和张培力是同学，和杭州主要通信是和张培力，然后北京的像栗宪庭、高名潞、王

小箭、周彦。我又到南方、到珠海去工作的时候，那么通信对象又大了，又离开北方了嘛，那么舒群、任

戬、刘彦，是这样的。我还记得当时给老吴写信……写得非常多。而且那时候还写得像……（对吴）你大

概都还记得有些玩笑话，好像当时说你馆长啊什么，我写过几个：著名艺术家吴山专收，吴山专馆长收，

当然信最后也能收到，但是就挺开玩笑的。是吧？有这印象吧？

吴︰对，有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浙美有一种病，就是「伟人症」…和妄想症还不大一样。但是不管怎

样，那么这种「伟人症」呢，他又恐惧自己知识、智慧的孤独，所以呢就找「智者」，看还有哪些人是

「智者」。

吴︰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学校的，叫洪再新。

王︰哦对对。忘了，洪再新很重要。他写过我的文章。

吴︰非常重要。对我是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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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再新是挺儒雅的。

问︰因为我看了八十年代的历史，就是很早就知道谁很重要、谁不是很重要，但是事实上比较复杂一点，所以

应该把八十年代的历史复杂一点，因为有好多人…

吴︰对，你说得非常对。这种复杂是带有非常好的人文感情的。像洪再新啊，樊小明老师啊。

王︰对。这个包括刚才说的通信，实际上有时是寻找「智慧光辉相似性」的一个想法。如果彼此的信，有一种

共同的东西，就感觉好像你自身这种光辉寻找到相似的人。实际上「伟人妄想症」 这是一个因素，另外还

有一个就是说寻找「智者」，通过信来寻找「智者」，相似的「智者」，而且信如果是假如说这个人没什

么智慧，不属于智者范畴，信一定写得不太靠谱，可能就不大会通信。这种信需要你有思想、深刻，同时

还要有趣，读起来应该很快乐。因为智慧应该是有这些特点的。如果你仅仅是深刻、严肃，这就属于是学

究了，没啥意思了。

问：关于写信习惯的问题，因为我看过一些信，有的很长很长，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写信的？是早上起来还是…

吴︰一般都是下午吧。

王︰下午一开始要画画，画画到四点钟左右，这个时候开始写，因为写完信就要吃饭了，这个时间正好，可以

抽根烟，写封信。而且写信还有个特点，就是说字越写越大，我是这样的。开始可能是写得比较小，后来

越写越大。其实如果是写小字的话两页纸可能就够了，但写大字呢就五页六页，很厚，就有这种感觉。而

且感叹号很多。还有一个点点点的…省略号和感叹号都很多。

吴︰还有一个，我们这种写信，除了广义说的，还有一个大家好像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历史。也就是说为什么

要这帮人在一起呢，就是说我们大概知道这帮人在一起，那以后就是历史。那你跟有些人在一起，那是不

可能是历史，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广义、培力、我、老耿，就是我们浙美，黄永砅很早就毕业了，那

么情况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王︰就是潜在的历史意识，虽然我们也并不能确定历史真的会成，但是有潜在的历史意识。包括后来和吕澎在

大量通信，包括那通信大量的历史词汇，就认定……因为啪地印出来感觉真的是好像很坚定，认为历史会

这样。其实当时也不知道，但是历史的这个词汇，关于历史的描述，你就感觉，因为好像是你描述出来

了，印出来了，好像已经是接近成了。那时对印刷体是非常崇拜的。这个我在朋友之中还开玩笑，很玩

笑式地传诵这句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是「印刷体崇拜」，因为这个东西印出来，感觉这已经构成历史

了。

问：那个时候的学生不多，就是每个系的学生不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吴︰他们油画系少。

王︰很少，十个。

吴︰我们多，我们加起来有十五个。

王︰你们多，放在现在也很少。

吴︰三个老师教一个人。

王︰那基本就博士后那意思了。所以说那时候在心里，这种种现象导致也容易有一种……好像有点很精英的感

觉。

吴︰就是当时他们的口号也是很简单，除了我们系，所有系都是培养艺术家的。

王︰对，师范系不说这种话。

吴︰哈哈。不是说不说这种话，连我们邻居都知道，他们培养我们就是要去做老师的。而学校是明确地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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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要去做艺术家的。

王︰是。当时院里那些头开会的时候说，国家花这么多钱培养你们，培养艺术家，你们要怎么怎么样。是有这

种话语假设的。

建造民族神话

问：对对。那些信，我想问您——因为我看了一些信，有个人他说看到以前写的信有一点像看情书一样，有点

难为情，我也看过您跟吕澎的一些信，你们的关系特别特别密切。

王︰对。那时候信是这样……但真正见面呢倒是很正常，但通过信写得是极其热烈的。

吴︰他们位置、地方坐得比较好嘛。所以都给他写信，那么我们这些……从今天来说吧，那么这些艺术家都得

强烈要求表述，希望能够得到朋友的认可。

王︰这个有，最起码在精神和思想上得到一种认可，这是有。这个是很特殊的，因为他们坐在那个位置上，编

辑啊什么的，有那个话语权，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能否变成铅字，能否变成印刷体，他们是一个重要的环

节，就是桥梁。哦，我想起来当时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桥梁，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过这个

桥梁我们将更伟大。当时开玩笑说过这类型的话。

问：第一你还年轻，第二是性格问题，有变化？

吴︰也应该是不一样。所以我是想着，我们这一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很幸福的。

王︰如果说从那个——当然当时不知道——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在不自觉地在做一件建造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工

程。当时并不知道，其实那时我们挺无视于他国的，对国外这些事情其实挺无视的。

吴︰广义这个说得很对。85、86如果说是我们当作……

王︰恰恰是建造民族神话的。

吴︰如果是拿农业来说吧，85、86的艺术是非常有机的，是本土性的一种机体……

王︰而且那时我们想象呢，西方是有问题的，还真是这样……尤其是在我们北方群体当中，这特别典型，完全

是一个——当时不是有人批评我们嘛，说我们北方群体有种民族沙文主义的想法——我说是，是这样，我

感觉西方是有问题的。我感觉西方——当时说一些词，说西方很下降，我们是一种向上的力量。所以说现

在想起来就像老吴刚才说的这个有机的说法，实际上更极端的想法是我们想象我们种这个麦子可能是最好

的麦子，而这个其他国家的麦子肯定是有问题的，土壤啊、气候啊是有问题的。

南北文化

吴︰我记得当时谷文达——他是教过我三个月的，谷老师，他有一封信发表在《中国美术报》，提到了他们的

北方群体，王广义和舒群他们。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第二官方。（对王）你还记得吗？

王︰哦对对，记得。

吴︰第二官方。所以记忆慢慢都来了。那么这种民族的萌芽中的自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我没有，他们北方

群体可能比较强。

王︰这个在很好的朋友之中，别的大家智慧共同，老吴也强烈地抨击过，包括张培力也巧妙地抨击过…我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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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点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不太一样，北方的这个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概念更强烈一些，因为尤其是北方说

的话也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嘛，有点官方话语的这种嫌疑。是有这个问题，有时是这样的。

吴︰他们人员也比较全，哲学家、数学家、化学家、诗人……都比较全。我们呢不太全，所以它更像一个机

构。我们不太全，我们都是做同一件事情的。

王︰不，你们的个体化倾向挺强，我们的是挺集体主义。

吴︰那么从中国历史来看，从今天来看，北方起义的全部成功，就是政权上，南方起义的全部失败。是吧？

王︰恩，的确是，应该有一定道理的。

吴︰很奇怪，有时候我们谈到那个，就是说，当然这个也就说说罢了，就是国民党定都南京市在某种意义上是

一个错误。很奇怪。广义也说得很对，就是我们个体性比较强，他们就是北方群体……

王︰北方我想是不是和自然的景观在心里造成的那种——因为它很寒冷，空旷，可能只有集体主义能够战胜自

然——可能也有这种潜在的图像学式的类比的想法。因为南方太自给自足了，你做个体、独善其身地思考

也很有魅力。所以说在这种意义上说我在北方这个结构中我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的大学时期、我的主要

思想成熟的时期我是在杭州形成的。所以说在我们这帮人，在北方那个结构里看呢，我这事还有点挺难

搞。但我在南方，跟朋友说话的感觉，像和老吴说话，还是搀杂了一些北方这种集权的思想。（对吴）是

有，差不多吧？

吴︰有。包括朋友之间谈到王广义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广义正好是在浙美受的教育，浙美这样一个气氛

中，所以他就…厄，这个叫什么？…南方和北方的综合体吧。

王︰双重的。

吴︰那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他们北方群体的那个…今天，别的一些人没有了。

王︰他们由于纯粹是在北方，可能恰恰是停住手了，他们那种集体主义妄想恰恰把自身价值淹没了。而我不

是，我有集体梦想，但是我的个体的辉煌…我还要这种东西。这个真的是这样。这个包括舒群他们都说，

老王，你身上还有一种个人意识。他们也说你南方读书嘛，和这有关系，形成的。他说我们基本是为国捐

躯了，舒群说过这个词，我觉得……

吴︰真的假的？

王︰舒群说过。他说等于为理想而捐躯了。舒群跟我谈过，舒群有时谈得特别感慨，说广义你多少年前就说…

你作为一个个体，你是艺术家，你必须要用你的作品你的思想，通过作品呈现，我说你自己不创作，你不

画东西，你就这么到处奔走相告﹐来传达一种思想，那到最后你是什么？舒群说起这话时，「我想你…你

怎么就知道呢，我就没那么想。」所以说舒群他说有点为国捐躯了。因为舒群把八五初期那个时代，那个

集体主义的幻觉，它在他身上困扰得太久了。甚至在今天，舒群身上仍然还残留着那种感觉。所以舒群有

时一谈起一想起这个事情，想起现在的这种[个人化]……舒群心里有一丝酸楚。因为是不一样了……因为

社会推推推，一直发生变化，现在是一个个体艺术家的价值，是通过你的作品你的历史呈现，它是这么一

个事情，但你还得仍然捅这事，也仍然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可能是不同的。我想我如果不在南方读书，

我不是浙美毕业，我如果在北方的学校读书，我想我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也许我仍然会这么夸夸其谈，

但是我这大量话语可能会有些问题。

吴︰那当然有问题，因为你拿出来的「物证」跟你的谈话，就是说我在跑过来我来告诉你我说我昨天强奸了谁

谁谁，拿出来的东西都不是证据，所以大家觉得很可笑，就觉得肯定还是处男。然后他总是说，啊我昨天

又这样一个……是这样的。

王︰艺术家的作品就是「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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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起来还是浙美的影响，一开始我们对物证都比较有看法，所以还是很高兴的。

王︰而且会尝试各种东西，这是不一样。

集体主义和个人创作的「二我分离」

问：（对王）那么您到珠海去之后，艺术也有一点变化了。

王︰恩，珠海对我是很重要的。在珠海就说到珠海会议，那是我对「集体主义」这个梦想的终结，也是最后的

贡献。因为我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我后来和名潞、老栗、舒群一起谈过，感慨地谈过。

这个时期我因为办珠海会议，导致最后我失业、被开除。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就是假设我没有大量的物

证，我的才华、我的智慧，那你为此作出牺牲……我跟舒群有个玩笑，我说那么[这件事件]在历史上不过

是个「梅花点」，一个注释：珠海会议，当时有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恰恰那时，我倒挺意识到一个艺术家个体的智慧光辉的重要性。当然由于珠海会议，让我走到了艺术界的

前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我，但同时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对艺术家而言，集体主义作为一个幻觉和背景

存在是有意义的，但是你自身需要有大量的东西。如果你仅仅停留在集体，你把这个背景作为你生命的全

部，你就是为国捐躯者了。

问︰我看过您的信件，您的信和您的画有很大的区别。您的信很热情，您的绘画对我来说却比较「冷」、理

性，这个区别很明显……

王︰在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别人问过，也由于当时我写一篇文章，这些问题我是绕不过去的，是矛盾

的，所以我杜撰出一个词，我称之为「二我分离」︰「书信」、「话语」就本质而言，是属于社会学系

统，而创作是我私人智慧的呈现，所以我称之为「二我分离」。现在想起我仍然觉得这个词是挺准确的，

对我而言特别准确。在这种意义上，我可能和老吴并不完全属于一种类型，就是不太一样。老吴的社会学

的幻觉，和社会学的视觉，和我是不一样的。老吴倒是一个挺纯粹的个人，挺纯粹的艺术家。我的感觉老

吴的书信和他的艺术特别一致……

吴︰因为这也确实满足了广义的需要，他在书信中他保持了北方人的需要，那么他在艺术中的表现是受南方的

影响，浙美受的训练。

问︰我觉得您特别复杂，特别丰富。

王︰我承认我是挺复杂的。我说一句很真诚的话，包括当时谈——虽然这个例子不太恰当—— 毛主席当时在

「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干掉，毛泽东回到自己房间里坐在那里抽烟嘛，毛泽东潸然泪下。写的人是在猜想

毛泽东内心的那种波澜，他说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但毛一定很痛苦，但他又必须如此。

我的意思就是说，社会学是一个事情，[私人创作]是另外一个事情……最起码这种冲突和矛盾在我身上是

有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有的。这一点可能我和老吴是不太一样。在这种意义上老吴到是一个特别单纯、

特别纯净的艺术家，（对吴）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

吴︰对，同意。

王︰老吴是挺纯粹的艺术家，老吴对功利的想象，对社会学的想象，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丰富……这个丰富不是

褒义也不是贬义，（对吴）老吴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吧？

吴︰能理解。

王︰我想我刚才这段谈得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和老吴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但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呈现是不同

的。在这种意义上讲 — 老吴，我开玩笑说 — 可能，有时更高的人他可能在社会学意义上并不一定获得

对等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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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谢谢。哈哈。

王︰不，老吴，我这个说得很真实…老吴这种智慧，应当说在圈里，老吴的智慧是无人企及的。真正能和老吴

有一些华彩的对话、华彩的玩笑，这种人微乎其微。有幸，在这种意义上，我和老吴是可以谈问题的，但

同时我又比他 - 我用一个贬义的词 - 我又比老吴多了一些世俗，我知道社会学是那样的。（对吴）我说

得比较准确吧？

吴︰对，呵呵。

「无立场」

王︰也许我最初并没有这样明确地想，但是现在我慢慢地……我想其实我的〈大批判〉让人们记住的原因 — 

哪怕不喜欢它，但是记住它的原因，我想可能 (现在我用这个词，当时我并不知道)是由于我「中性」的立

场。

就是所有人都认为我在批判什么，好像我有个明确的立场，其实慢慢他们看，认为我并没有，也许这个偶

然的原因倒恰恰是赋予了我〈大批判〉的意义，就因为我是一个中性的立场。后来刚巧我和一个哲学家交

流，他说在哲学界有这个词，叫做「无立场」，但是我用的是「中性」的立场 -- 因为艺术家瞎编嘛，编

出一个「中性立场」——他说从哲学来说就是「无立场」。其实我的〈大批判〉是「无立场」，但是所有

人都认为你是有立场的，说来说去，其实我却是无立场。

所以应当说我的〈大批判〉的意义，人们包括艺术界整个对它的看法，认为它简单的人，今天看起来好像

不简单了。我想那可能就是我这个偶然的无立场的态度而导致的，反倒觉得它丰富了一些.当然这是偶然

的，这种偶然性可能是由于我性格中一些很模糊的东西决定的…

那么后来我的〈大批判〉在默默中开始转型，搞学术的人一看就知道，真知道我这东西、我说的「无立

场」真的是出现的，我现在已经没有商标了，没有那种东西。猛然一看还是那个东西，但实际上我那里边

完全是「艺术与图腾」、「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力」，都是这些莫名其妙的词，这些词倒特别吻合我

的「无立场」，我没有立场。「艺术和图腾」是什么呢？没有立场。我只是说出一个词，这个词又很标语

化，有点莫名其妙，这个可能让人们会记住，会想。你把它说没了，他会说这小子挺简单化。

问︰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您知道您的成功在哪里，因为别人喜欢把他自己的想法放在你的画里。

王︰对。我就说…吕澎当时在「九十年代美术史」里边有一段描述，我当时听了，我说吕澎怎么产生出这样的

想法？他说是他的第一感觉。吕澎说我创作〈大批判〉是我整个艺术道路中一个走钢丝的阶段︰走不好，

什么都不是，人们会认为这小子干吗呢，没什么意思，太简单化了。但是刚巧我走钢丝走过去。

当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艺术发展的历史，政治和一切历史，包括现在我谈出的一些观点，我和黄专沟通过，

他说老王可能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说这个词可能会救了你。我还没和老吴交流过，我现在从我整

个思想脉络找到一个词︰是关于「冷战的美学」，这个词我以前没有用过。我以前模模糊糊地觉得我这件

事情和所有冷战的事情相关，但是现在找到一个词：「冷战美学」。这个把我整个的脉络一下子穿起来，

似乎有一个学术的脉络了，所以说我的成功是有偶然性的。老吴倒是必然的。

吴︰哈哈哈。

王︰不不，老吴，你听我说，因为在这个情景中听起来好像是…我说这个必然因素是什么呢…我很难描述出

来…因为在这个情景下描述有点乱。说一个人的好话，那个人会认为是玩笑。这么说吧，就是说——也是

好话也是不好的——老吴的艺术太复杂了。使得很多人是不懂的，人们对好多不懂的东西会回避的，（对

吴）我说这个词是吧？

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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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认为非常准确。因为我这东西外表呈现特别简单，所有人都认为他懂得，有人会说它两句好话，有人也

会说「这是什么东西！」。而正是这些正反的话题把我救了。因为一件事情它被正反地说，它肯定是个事

啊，要不说他干吗呢？但是老吴这种复杂性，我就发现有很多批评家对老吴好像确实不太懂，也确实很难

看得懂，那就回避不说了。因为他要说﹐写得很傻，他知道艺术家看也不对，别人看也不对。（对吴）这

个有没有道理？

吴︰有道理。

王︰真的有道理。

中国现代艺术展

问：我有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八十年代有什么展览是比较重要的？。

吴︰那就是89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美术大展嘛。

问：您有没有去过劳申伯格的那个展览。

吴︰哦，劳申伯格那个展览很重要，那肯定去过。

王︰这个我有点遗憾，我没有去看。

吴︰当时确实来说是很重要。

问︰关于89年的展览，这次尤伦斯的回顾展览，我觉得很有意思，有很干净的感觉，那些画干干净净地摆在那

里。

吴︰历史如果要保存的话，它肯定是干净的。

问︰是，但89年的展览是很乱很乱，画都堆在一起。高名潞说过，当时您（王）的「毛泽东」和任戬的画本是

放在一起，但后来决定把他的画拿出来，任戬就哭起来了。

王︰这个每个人说的版本不一样。其实任戬当时非常不高兴，我知道我的作品一定会受到注意，这个不是我现

在瞎编，我当时就知道，任戬的画掛在我的画的下面，我真的觉得对任戬是不好的。那放到展厅另外一个

空间，在中间围一个圆圈是他的，我认为那个展现得非常好。任戬当时理解是，他的作品掛在我的作品下

面我会不高兴，他就很不舒服。过了很多年，我还是认为，他的作品掛在那里，肯定是吃亏的。因为我

的作品从很多角度，特別是从新闻角度…我知道这一定对他不好﹐如果他跟我不认识，我反而不会这样建

议…

问︰您（吴）的「卖虾」，是事前就跟高名潞说过呢，还是一个偶然的想法？

吴︰哦。我是被默认，他们七个人还是八个人，最起码是高名潞和栗宪庭都是默认的，我是属于计划内的。

王︰对。包括说好了在老栗家吃虾。在之前都准备好了，说展完之后——因为不可能都卖掉，那虾真的是晚

上…是在老栗家吃吧？过年吃的嘛。

吴︰恩…就过年，对。就是在栗老师家里，廖雯都在，就是在廖雯的房子里吃，就是《工人日报》的……

王︰哦对对对！

问︰我看到温普林拍89大展上行为艺术的纪录片，真的很有意思，跟现在尤伦斯那个展览完全不一样了，这个

展览也很好。

吴︰很好，老费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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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王）而且看您的早期的画，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以前是在报纸上看到，就是〈马拉之死〉，我以为

这幅画是很小的，但是实际上这幅画很大。

王︰对。这个展览把每个艺术家的学术脉络呈现出来，让人看得很舒服。

问︰当时张培力、耿建翌、宋陵的「池社」的活动，您去看过了吗？

吴︰我们当时应该是没去，像那个在墙上面贴报纸的作品(〈杨氏太极〉)，我看到了。

王︰我倒没有去，但是在第一时间张培力就把拍照片复印在纸上寄过来了。

问︰而且这些也是在《美术》杂志发表了[…]

吴︰现在说起来有点好玩的。就是比如说广义做了一个作品，他马上寄给朋友…

王︰哦对，寄给朋友…是那个135黑白的照片，非常小。不是反转片，反转片太贵了，很小，就是小黑白的照片

贴那，那就不得了了。

吴︰什么意思呢？潜在意思是，这个领域你不要做了，我已经做了。（对王）有没有？

王︰有这个因素。这个思想的交流，又希望说我在弄这个了…挺怪的，哈哈哈。当时是很复杂的，这件事情。

第一次卖画、偷书

问：问您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偷书的问题。

王︰这我倒没有过。

问：有人说有人会在图书馆看画册时把图片撕下来。

王︰这个有，当时我在看画册时，就发现有人用刀片把一页切下来，因为他太喜欢那张图片了，就偷走。我会

临摹那些图，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当时不能拿油彩入图书馆，就拿油画棒，临摹，觉得这个图色彩很

好，就临下来，挺多的。

问：张晓刚说过他第一次卖画的故事，很好玩。您第一次卖画的情况怎么样啊？

王︰第一次卖画，这倒是可能对于所有人都会觉得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卖说应当说倒是被退回来了。我第一次

卖画是从哈尔滨去珠海之前，那时没钱，搬家也没东西。当时那画呢，拿又很麻烦，当时搞文学的一个朋

友，他爸做生意，有点钱，就是他要两张画，就是〈北方极地〉，一百块钱一张，人民币一百块钱一张，

他要两张。当时我特别高兴，把钱给我了，他把画也拉走了，就是三轮车拉回去的。我特别高兴，我想因

为要搬家嘛，到新地方……二百块钱对当时而言挺多的。

问︰那时候您已经有孩子了吗？

王︰那时候没有，哈尔滨那时刚结婚一年，没有。第二天就要搬走了，结果是晚上十二点左右，我已经睡着觉

了，我那个朋友啪啪啪敲门——那时候还没有电话，来了就来了，敲门——就听见有人叫我，叫广义，我

不知道什么事，我就出来。当时我就楞了一下，因为我一开门就看见两张画拿进来，还特别不好意思…他

说：「广义，我爸说我了，知道我花二百块钱买了这个东西，就让我必须拿回这钱。」那我没办法了嘛。

二百块钱也想好了，明天搬家要干嘛干嘛了。那二百块钱不是一百块一张的，而是十块钱十块钱的，二十

张，挺多。那我真的是在床底下拿出来还给他，把那两张画拿回来。我第一次卖画是这个事。

问︰那为什么退回来了呢？

王︰他爸不愿意，他爸说你花二百钱买这东西干吗。他爸认为二百块钱能干很多事嘛，他爸有点钱的意思也是

很少的钱。我的第一次经历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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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再下一次真的卖出去的呢？

王︰哦，那是郑胜天帮我卖出去的。郑胜天当时介绍了尼尔逊 (Waldemar Nielsen)，当时尼尔逊是在福特艺术

基金会工作，他买了我一张〈凝固的北方极地〉，就和〈马拉之死〉一样大的，2米乘1米6的画。

问︰是郑胜天陪他到中国来的吗？

王︰他们到杭州，然后写信，说什么时候来，也没有说要买我的画，郑胜天就感觉是个机会嘛，他说几月几号

我领福特艺术基金会尼尓逊到杭州来，说广义你要方便你就来一下，看看你的东西，可能会要，也没有说

一定要。其实我完全没必要把画弄过来的，当时感觉这事是个机会，就把画卷过来了，卷到杭州，而且是

张培力帮我打的框子，因为感觉你卷着看你不可能买，必须把框弄好绷上，看着像嘛。当时放的那个地方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放到那个浙江展览馆的一个地方。老张当时在美协工作嘛，那个地方他可以用，然后

帮我打好那个尺寸的框子绷上放在那。然后郑胜天领尼尓逊来看……好像还没有问多少钱，根本没有还价

的意思，他就要了，这事已经是。我说那太好了，郑胜天就在那翻译。我记得非常清楚，尼尓逊从包里拿

出钱包……厄，三百美元。那当时激动坏了。

吴︰哈哈哈。那是几几年啊？

王︰应该是87年，三百美元，然后我张培力、耿建翌还有宋陵、包剑斐，我们几个人到一个好像是快餐店啊什

么的地方，我请他们吃什么水晶包。老张就开玩笑说，广义，你现在在这个小饭店里边，你是最有钱的人

了。因为给我的三百美元我都放在包里，当时三百美金是不得了的。实际上这是第二次，是成功的一次。

第一次是刚才说的，85年末，,正要去珠海，我是86年去的珠海嘛。就是两百块钱人民币是退回来的，所以

第一次是失败的。[…]

吴︰第一次卖画，我还是比较早。我毕业以后，86年，回到家乡工作，在群众艺术馆工作，群众艺术馆把房子

租给舟山第一个广告图片社，你在画中看到很多照片，都是我的那个朋友拍的，他当时已经有点钱了。他

买的是我另外的画，有几块石头、风景、三点水，是86年，他属于是赞助我，帮朋友的忙，是60块钱，这

张画还在他的家里，这跟艺术圈子没有关系的，是朋友之间…有一点我有点小后悔，我的作品上的照片

都是他拍的﹐但是没写他的名字。当时那个图片社有两个人︰一个是总经理、一个是副总经理。(王︰哈

哈…)，都是拍照片的人。广义第一次卖还是艺术界的，正儿八经来买的。

王︰不，我第一次也是朋友…

问︰那么您有没有偷过书？

吴︰偷书？偷过呀，偷过偷过偷过。但鲁迅先生说过︰偷书不算偷。连画册都偷过，在新华书店，偷过好几

次。

王︰我想被抓著会非常麻烦的。晓刚也偷过。

吴︰培力偷过吗？

王︰培力我不知道。

吴︰我们比较容易偷，新华书店的党支部书记我们都认识，他的女儿我们都认识，也是在新华书店工作的，这

应该是83年就开始了，在读书之前，读书之后好像就没偷了，83年是刚刚调到县城里面了。

问︰偷了什么书？

吴︰按照德国的说法都是「道德书」，道德哲学。

王︰往复杂的说，我对社会秩序有恐惧心理。而且我挺坚持社会秩序。有些人不是这样，可以反社会，我始終

不是一个反社会的人。

吴︰我偷过《怎样画水粉》，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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