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热

汪：卡夫卡最早是在外国现代丛书分好几本的介绍，那套书帮我们作了概念的梳理。我觉得很多艺术家的第一

本书，作用是概念梳理。以前我们读的书是乱的，我记得特清楚，我买了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同时

我买到《外国文艺》，里面介绍杜拉斯，你想一想，这两个人的差距多远，但是它就在你的枕头旁边。那

个时候书里面介绍现代文学、欧洲现代派，那个时候你梳理不清楚，因为整个中国对外是封闭的，她一打

开以后，对你来说所有东西是现代派，而且这个后遗症到现在还有。

很多在那个时候大量阅读的人，他丧失了一个很准确的时间逻辑，我觉得这种丧失也许会带来另外一种思

维方式，他会更非线性的去了解外部的知识结构。

八十年代的阅读，我用物理学的词「熵」来形容：内部趋于高度饱和以后，整个内部的系统是崩溃的。

「熵」的概念就是，一旦内部趋于高度稳定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死机」，唯一可能的改变就是系统的

突变和崩溃，所以是外部所有的东西成为另外一个系统，它和这个系统强制性的并置。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好像我们又开始趋于一个稳定的系统。我在去年的《人质》里拍过一个影像，我用一

种视觉化的东西来阐释我对崩溃的概念，没想到二十天以后却发生了[四川大]地震。很多人觉得这影像是

对地震的预兆，我没有任何预言的感觉，我只是解释封闭和崩溃，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认识。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虚拟了一个崩溃以后的场面，这跟一个真实的地震的场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不

知道是我虚构的真实，还是真实是虚构的，而且我还在怀疑我为什么是这样虚构的，因为我也拍了很多不

同的军人，军人在和平时期几乎在任何一个灾难，都会成为一种因素[都会参与在现场]。

我觉得，八十年代的读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个体的建立，比如我在做《征兆》的时候，写了一句话「我

在研究一个身体如何逐渐的转换成一个个体」，身体是纯粹的、生物性的，但是个体是有看法、有世界观

的，这就涉及到教育、知识结构和时间有关的过程。

我觉得我是在八十年代刚刚开始的，因为我和所有的当代艺术家不一样，我横跨了两个系统：我的艺术历

史发生在八十年代之前的系统，我得过[全国绘画]金奖，然后到了原有的系统崩溃了，这崩溃让我把我在

原有系统里建立的东西全部忘掉，所以实际上我从那刚刚开始，重新建立一个自己的系统。我和很多人交

谈过，其实这种情况很少有人遇到。当时我记得我是25岁，25岁你拼命的吸收各式各样的知识，这就是需

要一种完全外部的结构和系统，来把以前的系统覆盖掉。25年以前你所建立的系统，到底跟你后面要覆盖

的系统是什么关系？其实也是25年以后我们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谈了很多东西，现代性、现代化，包括去年广三谈的「向后殖民说再见」，你就突然发现这个问

题：其实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这几个概念还没有梳理清楚，这个后遗症缘自三十年前，我

们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和外部之间已经产生了某一种开放式的非逻辑性的接触。其实到今天，这个后遗症

还在延续。

我觉得先不要在某一个价值上肯定它是积极的或者是一种错误，有些人说这好像是一种错误，因为它好像

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逻辑；但是也很滑稽，好像和西方不一样就一定是有价值的，这是另外一种很幼稚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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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前我们承认我们追赶的对象很强大，然后我们说好我们做的事是这样的事，我们变得有意义；我们

有时候反思，我们是故意的表现出和他不一样，然后我们觉得已经有意义了。这两个实际上是一种方法，

我绕了一大圈，实际上谈的是八十年代阅读对我们身体真正内部的置换。

艺术风格的蜕变

问：八十年代您的藝術風格经历很多变化，同时您读的书也有不同的阶段，您觉得读书有没有直接影响到您艺

术风格的变化？

汪：大概有三个线索。从大的来说，我觉得和我的经历有关。我的整个经历跟群体没有关系、跟运动没有关

系，过去、现在和将来可能都是这样。我从学校毕业以后，直接去农村。去农村很多插队的都在知青点或

者集体住，从那个时候已经有集体意识了，但我是一个人。然后紧接着当兵，当兵时是集体，但是那是同

床异梦的集体，是你拼命要抵制的，那个集体让你强烈的意识到你要保持你自己。那种生活过了六年，再

加上知青的两年，整个青春期丧失了對集体的一种需求。从那以后，我对集体或者主流有天生的抵抗，到

现在也是这样。我面对正确或者是反对正确的所有群体，都有一种游离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线索。

第二，八十年代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分水岭。在文化和当代艺术上，这个分水岭在我这里体现得非常的明

显，很多艺术家没有经历这一段，他们25岁以前可能没有经历到这段历史，但是我在25岁以前，已经有了

一段很长的历史，而且这段早期的历史和我后来很长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和很多艺术家完全不一样。我有

一次彻底的颠覆，但是这颠覆不是一天完成的，贯穿我八十年代的是一种不停的置换。体现在我身上的这

种变换，像是艺术史的演变。比如说绘画革命现实主义，当时最让我激动的是俄罗斯巡回画派，像列宾这

一批，像他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伊凡雷帝杀子》这些画，当时看得浑身发颤。但是紧接着突然发

现还有另外的东西，就从绘画上来说，先认识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再逐渐开始知道像卢梭的神

秘主义，最后你觉得形象开始受到一种威胁，这个时候你看见了德库宁这些抽象表现，最后放弃架上，开

始进入到一种物质的实验，开始对装置艺术、概念艺术、行为艺术，包括短片、纪录片、戏剧、新的媒体

感兴趣。[我身上的置换]持续到现在，结果是任何一个我认为可以建立起正常秩序的东西我都会先质疑，

如果我很明确的知道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首先要丧失这种明确。

比如说你们看见后面的这个模型，其实在这一步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是为拍影像准备的，但是对我来

说，我如果很明确的想象我要去做一部这样的影像的时候，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脑袋里已经完成了，

那我就要想，我如果认为这个工作还有必要或者对我来讲还有意义，第一，我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

有可能是质疑我熟悉的很多问题的一个起点，这样的话，它才有可能作为我一个作品或者我一个工作的起

点，既然这是一个问题，那你就应该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个方式一定也不是属于好像我已经操练了

一万多遍，然后闭着眼睛我就可以把它做出来，那这就涉及到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语言和你自己怎么去呈

现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我完全没有问题，我就是延续自己的某一种感觉系统，

或者说我有这个感觉系统，然后我用同样的方法不断的呈现它，对我来说，这两个东西如果是受到质疑的

话，它是同时受到质疑的。

第三是阅读，从传统的开始阅读。文革期间我第一次读书是六十年代的《欧阳海之歌》，是一个英雄叫欧

阳海的故事。那本书的很多情节我现在都忘了，那是大人看的书，我看到大人能看到这么厚的书，然后我

就想试一试，就吭吭巴巴的读，读了很长时间，好像就开始知道欧阳海从小怎么长大，但是很多情节都忘

了。但是当有一个情节非常搞不清楚:这个英雄是当兵的，拉着炮车过铁路，过铁路的时候马被惊了，受惊

了以后它就站在铁路上不走。火车会来，结果欧阳海去推马，但是马就是不走。这个时刻，按照我的理解

应该是惊心动魄，但是突然他开始描述说欧阳海离这个车只有30秒，说这30秒欧阳海想了什么，他的童年

什么的。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这30秒怎么会想这么长时间？第一次感觉到小说描述的空间和你理解的空间

不一样，我至今记得这是我第一本小说的困惑。所有的情节都忘掉了。

然后紧接着插队的时候开始读小说。我的书在第一个阶段是诗歌、小说，艾略特和叶芝两个诗人给我的影

www.china1980s.org

访问︰杜柏贞、翁子健       日期︰2009年7月9日       时间︰约1小时38分钟  

地点︰北京汪建伟工作室

汪建伟访谈     2 / 9



响特别深。当时的小说我最喜欢就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之前我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紧接着还

有加谬的一本小说。很多人认为加谬实际上不是个写小说的，但是我读他的小说非常有感觉。然後就是讀

博尔赫斯，包括像卡尔维诺这样的小说。閱讀跟着你思维方式的轉變會有很大的变化，所以紧接着是读哲

学，好像是要在哲学里面去找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去想问题。

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读科学。一开始想得很简单:你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那个时候蒙蒙胧胧感觉到也

许每个人有自己的系统，所以开始有距离的看。如果說这个系统是由你熟悉的知识建立起来的，那么你不

熟悉的是什么？你抵抗的是什么？那个时候还有艺术家是感性而科学是理性的概念。

我们现在还是把事情非常稳妥的分成西方的、东方的、理性的、感性的、哲学的，这个世界分配得非常合

理。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在想，为什么要拒绝科学？是不是艺术的理由可以让你拒绝这个东西？那我试一试

不拒绝，结果他给了我震惊，这震惊首先让我知道在艺术知识以外，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知识。而且最后你

会发觉，如果你认为艺术也是人类知识其中之一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用其他的知识来思考艺术问

题？如果你说不，那又是谁规定的？这就是我说的三个线索：第一是我的特殊经历；还有就是我艺术实践

的过程；最後是我读书的历史，我觉得这三个对我今天[的艺术风格]是有关系的。

七十年代的「算术书」

问：那时候的书可以在哪里找到？ 

汪：插队时读的书全是非法的,那是在75年到77年。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印象特深的是《复活》

这本书，别人借给我的是包的封面，封面上写的是「中学算术第二册」。由于它读的太多，前后起码失去

了不下几十页，所以我是从中段开始读的，前面和后面都没有了，我既不知道结果，也不知道开始，始终

是一个谜。1978年我当兵到了北京，当时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开始，书店出書，第一批出的有托尔斯泰

的这本《复活》。我在北京长兴店的一间小书店买到《复活》的全本。这个时候第一次从第一页开始读，

把它读完，但是我始终不认为这书和之前读的是同一本书，因为我始终找不到连接点。由于这个连接点的

消失，我觉得这是两本书，可能是翻译造成了这种困惑，但是我觉得非完全阅读和完全阅读可能也是另外

一种困惑。那个时候我还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几页，也是包着高中算术。我读的算术书其实是

文学。

很多书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才可以读到，那之前的书就属于地下传阅。还有一本书叫《第二次握手》，

是手抄本。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悄悄的把它揣在怀里，结果可能是得意忘形，十几个人发现地上有一摞

纸，就拿起来读，突然满屋子的人都不说话，最后发现他那本书是散的，每个人都拣了几页在那读，都觉

得这个书很怪。我记得那个孩子的脸通红著不知所措。那个时候讀的都是手抄本，没有一本正常的书。所

以八十年代读到書的时候，我們完全是疯狂的。

问：您在插队时可以和别人交流嗎？

汪：那个时候没有。我记得插队的时候，唯一能够交流的是绘画。那个时候开始学绘画，绘画上的知识都来自

于前苏联。教我绘画的人应该是文革前在美院附中毕业的，他们存有大量的关于俄罗斯的资料，而且可能

也读过俄罗斯的小说。他们转述读过小说，大量是关于这些小说里面描写的爱情，但只是片言只语。那个

时候还因此建立起对阅读的渴望，想著沒多久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描述，但是能够获得这样的小说几乎沒

有可能。

当时像我们这些大院出身的孩子，父母绝对不允许家里有这些书，我们家有的书就像《欧阳海之歌》、像

《毛泽东选集》这样的东西。像我说的《复活》这样的书，他[擁有《复活》的人]的父母当时是科技人

员，在文革前受过这种教育，所以手里头有这种书。但是当时拿到这种书的时候，对拥有书的人也很矛

盾。我们的教育里，觉得拥有这样的书的家庭很复杂，对我们来讲那肯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家庭。但是读

完这个书以后，觉得他们居然能够这么早读到这样的书，你还有某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对拥有书的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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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很奇怪的心理。既认为在公共意义来讲、在我们那时候受的教育来讲，我们说他成份不好才拥有这样

的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又很尊重拥有这样的书的人，因為你第一次开始感觉到，你自己阅读到

的知识和宣传所控制的东西之间出现了距离、矛盾。

问：那时您是在哪里？ 

汪：四川一个崇庆县和温江县交界的镇里，和刘文彩的大邑县离得很近，在那个地方呆过两年。

问：之后就到了北京？

汪：对。

浙江美术学院 - 启蒙老师郑胜天

问：浙江美院的读书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汪：我的当代艺术经验的是由「装置」这个词开始的，而这个词的转播者是郑胜天。83年的时候，我得过奖，

然后我们在沈阳开会，那个时候你只知道架上绘画有很多后期印象派，陆陆续续的通过一些画册认识这

些。但是當時郑胜天刚从国外回来，他告诉我「装置艺术」，这个词对我来说，就完全像今天看徐冰的天

书一样，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我去查字典，英语字典写的是装置、装饰，和艺术毫无关系。结果我就

去听他的一个讲课，他說的是他在芝加哥机场出来看到的一个叫〈火烈鸟〉的装置，那是美国战后的一件

经典装置艺术。所以，2004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从芝加哥机场出来，第一时间就去看这个雕塑，正

好隔了30年，我现场看了很震撼，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征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觉得有一个我不熟

悉的系统在運作。

我去浙江美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我不知道的系统。在浙江美院两年，我几乎没干别的，就是在看书，

浙江美院有当时最好的图书馆。当时郑胜天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我记得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当时我们

获取外部资源唯一的就是书展，图书馆是不可能看到这些书的。书展由进出口公司来办，里面有大量的社

科类、艺术类的書。

在这个书展上，发生了两件对我来讲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一，我了解到装置这个概念；第二，我了解到我

跟自己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一样隔离，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日本出的一本有关中国木屑和绘画的画册。我记

得那時特别怪，老是想借西方的画册。我拿一本书，封面很好看，但不是中文的，翻一翻看看是哪个国家

的，结果越翻越发觉这就是CHINA，所有的都是CHINA，就是中国自己的。那时候我突然想我怎么从来不知

道自己的国家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找了一个会英语的问，他说这本书关于中国的木匠艺术。我突然间觉

得「封闭」是对整个外部的封闭，这个外部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也包括自己的历史。很多人認為，

我們的封閉是为保留自己的文化而拒绝外部文化，但实际上它是封闭知识，而知识就是全方位的東西。

因為這本書，我到了浙美以后开始回头读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哲学史，包括把冯友兰的中国的哲学史全部

读完，然后又开始读中国的佛教史。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发觉找到线索了，而且觉得这也是你完全未知的領

域。我就是紧张，就是成天读书。

所以到了我离开杭州時，除了南山路127号，我不知道任何其他地方。杭州他们说的断桥、三潭映月等等所

有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就是在读书，成天在读，而且根本不知道我那个学校在杭州什么位置。现在才慢

慢的知道南山路在杭州的哪个方位。

问：郑胜天从外国回到浙江美院后，曾经举办研讨会或讲演吗﹖ 

汪：有。他当时谈过「装置」这个词以后，某个会专门把他请来演讲，当时是83、84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

出国，而且我们没有任何能够同步获取外部信息的手段，这就是刚才我和你讲的，在《外国文艺》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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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第一次看到培根的画，突然想这个人居然活着！那是我们第一次感觉我们看的美术史人物是活着

的。在这之前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读同步的书，而郑胜天带回来了同步的信息。第二天他在鲁艺做

了一个讲座，我记得我坐在第一排，那个讲座讲了大概三四个小时，全是他考察美国拍的资料。

那个时候，我对装置艺术的理解还不是很系统，只是突然觉得有一个同步的世界在你身边发生。在这以

前，资讯起码要差50年或者100年。比如说，当时很多人看的《世界美术》，上面你能看见的就是列宾、印

象派、莫奈、巴比松画派，这些东西都有100年以上历史。让我们激动的像梵高、高更，你再看那也是100

年以上的。如果你猜想做这个作品的人还活着，這是震惊的。尤其是你觉得他还不老，居然做这样艺术品

的人也只是四五十岁，这个更震惊！就是突然感觉到一种分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信息和你同步，我觉

得意识到这一点，心理上的震动比看见某一个东西还要震动。因为在这以前，我们的阅读史让我们了解我

们跟外部世界是不可能同步的，其实现在这个国家还在做这个事，很多关于当代艺术的理解其实还是不同

步的。有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人告诉你的事情，包括记者来采访你，他所使用的当代艺术的概念是不同步

的，但艺术家有的时候也愿意让这个东西不同步，我可以说当时有这个感觉。

第二就是他全面的介绍了八十年代在国外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感觉：当代艺术实际上不再是一个「美术」

的概念，因為第一，如果说装置，就涉及到「材料」这个概念；第二，郑胜天还谈到电影。我印象特别深

的是，他谈到了当时一部写甘地的电影。那部电影長六个多小时，他看了以后很感动。其实他在介绍很多

事情的时候，你會感觉到一个新的关于文化的建构方式——一种共享的、不仅仅是美术的概念，比如说装

置放到户外就有环境和社会的因素，涉及到和美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又比如说它的材料。他也会介绍一

些艺术家，說說他和他们的谈话，而且他们在谈电影，不仅仅是在谈油画用什么颜色，明暗交接线、它的

薄、它的厚、它的反面怎么样、它的正面怎么样，它已经从美术系统的词汇和知识结构里逐渐的发散，我

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其实郑胜天当时在全国很多美院讲过讲座，在中央美院也讲过一次。我记得他背了一个包，那个包里插满了

当时的幻灯片。如果他还能把那一套幻灯片找到，那肯定他会编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启蒙史。當時肯定中央

美院有很多人听过他的报告。我的当代艺术史就是從郑胜天的装置那开始的。

我记得我和他談過两次。当时招待所是住四个人的，四张床我们两个住对角。那天晚上谁组织去看录像，那

个时候录像也是获得外部经验的一个渠道，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两个没去。然后我们两个躺在对面的

床上，他就开始谈他在国外碰到的事情，开始谈电影，也开始谈小说。我和他谈，我们那天谈得很愉快，

估计谈了几个小时。然后第二天就是讲座，那个讲座好像是在一个教室里的，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有很多

人，可能是学生、老师。那个时候还没有「讨论会」这个概念，因为不可能讨论，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看见

這樣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他在介绍。那個會我记得起码是三个小时以上，因为他那个汇报非常的长。郑胜

天老师还一边讲一些情境，比如说这个作品发生在什么地方，然后会讲一些故事，这样的话他使你很了解

这个作品发生的周边的情况，肯定就是很长的讲座。

 

问：从那以后您才想去浙江美院？ 

汪：今天想來，郑胜天的那次谈话可能是让我决定去浙江美院的很大的动机。在这之前，有很多美院让我去读

研究生，因为我从部队下来已经过了本科生的年龄，我只能去考研究生。包括尚扬也邀请过我，当时他在

湖北美院，那天他做展览我碰见他，我说你还记得吗——你邀请我去考你的研究生？他说你幸好没来，要

是来了就多了一个油画家少了一个多媒体艺术家。我说我实际上考浙美也是考油画系的。

我觉得郑胜天当时在学校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第一他通过书打开了了解外部世界的通道。学校当时那种

气氛非常自由，我记得当时在食堂的边上总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学生会最近来了荣格笔记，工会最近进

了一批维特根斯坦的书，所有人都要去买。我记得吃饭基本上就是吵架、就是争论，非常认真。但是今天

看來，[吵架的人]看的是同一本书，也许並中一個正看着前面50页，另外一個已经看完了，没有耐心听对

方把结论说完就说我不同意，那个人卻说你是错的，最后突然发现两个人争论的是同一个事情。我觉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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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我們一个很好的训练：你在争论当中，对你自己也有一个参照，你知道他不是让你觉得你更对或更错，

而是让你觉得你以外還有一个声音，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比如说我在前年和一个人合作，他说他要做一个吵架的节目，最后通过吵架咱们达成一致，我说NO，我不是

这个概念。我说，我们一直没有学会讨论，讨论首先是彼此尊重对方的差异，到了最后是没有结论的。讨论

的现场就是分享各自的不同，但是它不可能达成一个结论，我们的争论一定要达成一个一致？我说这个是不

对的，我们必须学会每个人在尊重对方差异的情况下，来谈自己的问题，最后它不可能保持五个人通过一次

讨论会，就变成一种声音，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差异性也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我们以前老是说综

合、共享，但是我们还没有接受差异本身也是可以共享的，共享他人的不同，实际上是一个很精彩的东西。

郑胜天带来的第二個东西是学校内部的氛围。当时我记得特清楚，他居然花钱盖了一个图书馆，把两个书展

的书全部买下来。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可能比任何其他的学校离外部世界近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氛围。那时候谷文达还在学校，张培力和耿建翌已经离开了，但是他们也能读到这些书。

那个时候，很少有展览，展览的系统并没有公开。刚才你看见的那个图，为什么在青年报上做呢﹖因為这一

类作品不可能找到展示的场所。我的很多作品: 91年的〈文件〉，92年的〈事件〉，包括〈种植计划〉，一

部分展示在家里——家里就是你的实验室，其他的直接展示在公共空间。〈种植计划〉就在农村种了一年

地。

97年以后，黄专做的学术交流展临到开幕被封掉了。其实我记得，98年好像還没有一个公开展览的场所。那

时候很多人的作品都在家里或者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展示，或者一些朋友看一次这事就完了。

八五新空间

汪：[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时，]我和学校说，我可能不适应教书。学校说∶「你知道吗？你们这批研究生，如果

留下来教一年课，我们就会给你们硕士文凭。你们不可能现在就拿到文凭，一年以后才能拿到。也就是说，

我们要留你们当老师。」全部留下，就我一个人走了。我当时觉得这个理由，对我来说非常站不住脚。很多

人都说，在学校上过研究生怎么没有文凭？我不能说文凭不重要，这对所有有文凭的人是一个伤害。我只能

说，当时提出这个条件的时候，我认为对我来讲不重要。学校说你觉得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不负责给你找

工作，所以我就跑到北京来。 

问：是什么时候？

汪：是88年以后。之后一直在北京，89年我已经在北京了。我的整个八十年代是在清洗自己。很多人和我不一

样，89年很多人才刚刚开始。我是一点都没跳跃过去，我必须要先把事弄清楚。其实，在学校一开始研究，

比如说从中国的墓葬绘画发觉有另外一种审美，再逐渐的从装置的概念找到另外一个线索，这样一步一步的

过来，我觉得特别好玩。那天在尚扬的开幕式上，我突然发现，两个系统的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以前

的美术系统——美协组织的全国美展的艺术家系统，几乎和当代艺术（以89年大展作为一个征兆）是没有任

何关系的。而我恰恰横跨这两个系统，所以我对颠覆和崩溃的概念有很深的经验。这个国家的历史，不能从

某一段写。比如你不能从七十年开始写，69年没有意义的吗？对我来说，八十年代的意义，其实在七十年代

就有征兆，它也会延续到九十年代。那么我们谈八十年代，就不可能不谈它的两头。如果不谈两头，很有可

能就会产生一批说不清楚的英雄。而且我现在尽量避免谈群体的成功。

个体的文革是什么？怎么不纳入公共话语里来谈？比如说整个八十年代的解放，其实有一个东西被忽略

了——八十年代整个民族渴望改革，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作支持，任何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进步是不可能的。

我在想，能不能不纳入一个东西去谈？为什么回忆永远变成了一部分人的业绩，不从群体分析？我父亲动手

术的时候，我试着采访过他一次，问他为什么会参加革命，我相信他说的非常真实。但是他说的一些话，和

我读到的所有的人谈他们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为什么跟了共产党，理由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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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理由，这个是我相信的，但是为什么描述的过程都这么惊人的一致？那我就觉得，有一个公共的

描述，以集体的利益，以时时刻刻控制你的描述系统在影响着你。

八十年代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研究建筑史的时候，我们就要说梁思成、林徽因，甚至他们开的PARTY，

什么人来，哪些人当时穿什么衣服，都可能作为资源，最后这就变成公共研究的一个模式。但是我想知道

一种脱离集体的历史研究，这个我特别感兴趣。我们的电影总是谈五代、六代，又开始谈第七代，我想还

能谈到第几代呢！这里面忽略了一个问题∶导演到底在想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第七代，

是第七代我就要关注他，不是第七代我就不理你。这强制人必须要用一种集体的方式来做事情。这实际上

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做法，就是你必须以集体的方式来回忆，最后我们剩下的正史和野史都是集体的，最后

我们的反抗也是集体主义。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

说电影，我们不谈代，来谈谈电影可不可以？我们谈艺术家，不谈他是属于哪个潮流、哪一批人、哪一个社

团，可不可以？我并不反对这个东西，但是我认为它不可能成为唯一让你梳理历史的方法。幸好有法国的

福柯，他要去找的历史这把剪刀是怎么剪裁的——这些东西怎么就扔掉了？这些东西就变成历史了？这种

思想很重要。

刚说的是书，实际上还有「人」。八十年代和现在都忽略出版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先驱。我们当时没

有这些书，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讲，就是看了一些电子表，和现在一样，更年轻的人看到的是更多时髦的东

西，信息里面的知识和文化含量已经被过滤掉了。我觉得新的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么被过滤掉

的。上次信报的记者采访我，他说，和现在相比，我的时代是意识形态的，而现在不是。我说我给你比较

一下，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是被迫去开会，在一起学习，学一张脸，学雷锋的脸是这样的、他是怎么说话、

他是怎么贡献自己的身体。我们很反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只有这张脸。我说你们是这样的∶没有人逼

着你们去开会，没有人逼着你们去学习，你们把门一关，打开电脑，对不起还是一张脸，但是这张脸是你

自愿接受的，你只是选择了这个明星，而且这个人怎么哭、怎么笑、眉毛多长你全部知道，就是按照这张

脸把自己打扮成这张脸，出来以后你突然发觉1万张脸是一样的，这就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我觉得问题是你

们不觉得这是问题，你们认为这个很酷。我说这就是意识形态。

而且我们对任何潜在的控制都有警惕。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把权力交给你，但是通过媒体的价值来控制

你。这些媒体，把凡是可以让你去想的另外的声音全部滤掉了，然后你认为这一个声音是对的，因为「只

有」这个东西。所以在今天，另外一个声音特别重要。

六四

汪：有一次，实施戒严以后，我从那回来，晚上天很黑，有一个当兵的对我拉枪栓，街上人很少，他就拉了枪

栓。我当过兵，知道拉枪栓就是子弹上膛意思，拉了以后，他把枪拿着，看着我，也没有任何动静，我感

觉到一阵愤怒，觉得这就是把枪指着你一样，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是很恐惧的，所以我只能是不出来。

我那个时候很胖，成天在家里，那个时候画的画就是你们看的这一批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乱

了，很混乱，我就把那一段时间展示出来，那批画都是在那个时候画的。就是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放弃的决

心，业余学画画把造型功夫学这么好是很困难的，而且我也没见过有人拿到金奖以后敢把绘画都扔掉。中

间也有一个过程，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但是89年是一个分水岭，那个时候让你感觉到有些东西就是不要

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要的不是绘画，其实我从来没有说不要绘画，只是这个东西代表的一种你坚持着或者

说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了，所以之后一边做社团的时候，有一些绘画，那些画就很简单。其实包括那

种画，虽然很少，也是并置的，有那么一个过程。

我当兵的时候，我的枪全部是朝对方打的，我很少感觉枪是朝你这打的，我是不相信的。六四我骑车到天

安门，我始终不相信那枪会打过来。我看到一辆坦克，然后我骑车还往那过，很多人都在旁边，旁边很多

人都说:「不行啊！他们要开枪了！」我根本不信，当时觉得一个国家的军队是不可能向国家开枪的，我

必须要看着。但是他真的就开枪了，突然间全部都趴下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塌陷了，枪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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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打过来，虽然他不是朝你这打，他是朝你上面打，他是想把你压迫过去，但是那种感觉是常人感觉不到

的，对你心理的颠覆有多大？你第一次看见曾经参加的军队向你的人开枪，这是不可思议的，到现在都

不可思议。我当过兵，我从来没有训练过，我可以拿起枪来，但是打自己的人，你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准

备。这种东西可能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没有当过兵他们会恨，但是我当过六年兵，我全部的经验就是防御

敌人，我的枪口是对敌人的，打自己的人是不可思议的。

九十年代初的实验创作 - 科學的啓示

汪：[在我做〈文件〉之前，]我的大量实验是看不见的，基本上毁掉了。大概在90年做过一些鱼缸，当时的作

品叫〈社团〉，有很多鱼缸，鱼缸里面有很多供养的水草，我把鱼從鱼缸扔出去。有了它就有了91年的

〈文件〉。我把它[〈社团〉]拍成照片，用文件呈现出来。因为这个作品直接涉及到记录，所以很多人能

看见。

前年皮力在武汉做了观念艺术展，想展出〈文件〉。我把〈文件〉扫描成一个电子文件，他用电视播映，

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原来的]文本。这个作品是复写的十几张纸，那是我野心最大的作品，我把所有的视觉

所带来的或者是艺术使用的象征、联想全部排斥在外，想著用一种纯粹的、科学的概念建立起一个文本，

也思考这个文本可不可以是艺术。其实它是不是艺术不重要，你说这是艺术可能有问题，但是你说不是艺

术，那也是问题。那个作品用一个科学的建模，这个建模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然后我等于就用了时间的

模型。當这个过程完了，我把它记录下来，这就叫〈文件〉。

我的作品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它只是一种阅读；第二，所有的字没有任何含义，全都是数字和模型，它有传

递信息功能的。我记得第一次给南条（史生）看作品，作品里面有很多符号，其中一個是五星，南条问这

是不是有关于政治的象征，我当时很清楚说不是。

后来，在香港艺术中心做的〈文件〉，那是92年或是93年。当时有一个十三艺廊，想做我的展览，当时我已

经不画画了，我说我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当时要做这个展览的代价就是我所以的画都在艺廊那儿了，它

就帮我出了这个材料费。这一批画后来就找不著了，张颂仁应该知道他，当时是一个很商业的画廊。

93年我已经不画画了，但是这个展览已经定了，于是我就去香港做了这个装置。这个装置和〈文件〉很

像，但是我把数字的模型做成了实物的模型，实物里面有很多材料，这种材料没有任何视觉可以联想到的

东西，所以完全脱离了我们可以用艺术判断事情的系统。还有，我认为所有的信息可以通过任何一个方式

传递，比如说你们三个坐在那，然后我在这个作品里，我只把你们当「三」来传递，很多人会认为「三个

人」是有含义的，但是「三」把人所有的含义给滤掉了，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由这样一个东西建立的。到今

天为止，我觉得没有多少人来读这个作品

问：我觉得这个作品很重要。  

汪：对，这两个作品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我写了一个东西，而且写的东西完全是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看问题。

比如说「元素」这个概念，我认为三个人既可以作为「人」，也可以作为「三」，「三」也是一个「元

素」，我这个作品既不否定你们三个人，同时你们也具备「三」这个元素的功能，这个概念可不可以建

立？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对意义的一个否定，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概念是因为当时读大量的科学书产生的，我第一次读到的是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这本书，紧接

着，我莫名其妙的读到了艾什比的《大脑设计》。其实艾什比这本书在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了，但是我就是

偶尔走过一个书摊，那个书摊处理书本，所有的书都是1块钱、8毛钱，我翻这本书，它很精彩。实际上这

两本书都是关于控制论的，也就是说它改变了人从神经学和细胞学去研究大脑，认为大脑就是输出输入，

从结构上来研究大脑——这很像我们说这不是三个人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三个输出输入的一个

装置,但是它并没有否认这个人，我觉得人和人的用处也就是人的反馈机制，这就是控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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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作品的生产过程和作用，其实受到另一本书的影响，那本书更不出名。那本书说的是一个生物学家研

究棉花，棉花特别容易招棉铃虫，他研究棉花长的过程中怎么能防止这个虫。他发现棉铃虫有一个天敌，

於是他培养了一个模型，棉花在长的时候，吃这个棉铃虫的虫子能活下来，棉铃虫不能活下来的话，它就

能吃掉这个虫子。他就做了一个模型，第一有一个数字模型，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温室，然后还会在这两个

模型的实验之间去互相做研究，这个方法对我来讲很有吸引力。我说艺术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所以就做

了一个实验，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我们五个人为什么不可以做五个数来被传递，或者说我们作为五

传递。数字有一个概念，无则全无，但是如果是五个人，任何一个信息传递出去不对，那很有可能这个信

息是不准，比如说五个人其中有一个妇女，那这个信息是不完全的，但是五传出去了，五就是五，那我就

想，这个是不是可以并置在一起？就像棉铃虫的实验研究温度湿度的控制？我做很长时间。这两个作品最

后你看见就是几张纸，但是我至今保留了从一个想法到这个作品的全部推理过程的笔记，起码一寸厚。没

有人谈过这个作品。

03年的时候，Hans Obrist做了一本书叫《实验室》，他第一次听我谈过这个作品，他说能不能给他一张图

片，我就扫描了一张给他，他发表在书里面。当时书出来的时候，北九州有一个会叫《跨学科》，就是全

世界不同学科的人一起谈一种不确定性，那个书正好拿到会场上，打开的时候，Rem Koolhaas在旁边看，他

说这是艺术吗？我说对，他就一直在看这个东西。当时这一页在前后之间出现的反差太大了，但是我觉得

这一页是没有意义的，这一页只是让你看见了一个形式，它不同于视觉，它很有可能误导人，模仿视觉，

但是在这个作品里，我一直想建立一种「亚准确」的关系——就是你不能说它不准确也不能说它准确，其

实就像看这个桌子一样，你不能用对和错，或者是用某一种逻辑证明它的完全正确。我一直认为，任何一

个世界，它用任何一种知识都不能到达，必须通过一种并置关系的东西去到达，但同时它的存在方式也是

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它是矛盾与冲突共享，而且我们很难获得一种一致的东

西，因为我们面对很多的东西就是不一致的、矛盾的。

我很喜欢齐泽克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很多事情首先要产生非常暧昧和矛盾的地方，这个暧昧和矛盾的地方

可以作为你问题的起点，而且还有可能产生更加矛盾的事件来近一步认识问题，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种

我们需要运用的新的思维方式。我特别欣赏他用拜物教的例子来谈意识形态，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共享和矛

盾体，我觉得这个非常精彩。他认为货币和社会价值系统之间的关系，当纯粹的一种价值要产生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一种社会价值体系，但是，当你要获得真正纯粹的时候，你必须要通过一个不纯粹的价值体系

才能够达到，这个感觉多精彩！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种观念，他也谈了很多关于政治的概念，比如

我们老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谈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当无产阶级已经把资产阶级消灭的时候，你

的敌人都不在了，那么你作为敌人的另一个正确性也应该不存在，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制度就应该是不存

在，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权也应该是不存在的。这很简单的就呈现了你逻辑的漏洞。

其实世界就是要把很多问题并置起来，就像〈种植计划〉，第一次有人问系统并置的概念。那是一个艺术

家纯粹的行为，他要问一棵种子如何变成粮食。种子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但是它一旦变成粮食以后，它

就变成社会学性了，因为农民种粮交公粮，这是社会学的，农民的身份就出来了，那么，一个社会学意义

上的系统、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系统和一个艺术家的系统，能不能并置一起？而且并置就不可能产生所谓

的某一个正确的东西，那么，那是科学实验？还是农民纯粹的社会属性的行为？还是艺术家的行为艺术？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无法说清楚的事情，所以我很难解释这个作品是什么。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行为艺术，

那可能是对的，但我始终在想并置共享。

[编注︰为方便阅读，部份段落次序可能跟DVD版本有所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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