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阅读

问：我们希望谈一下那个时候看的书。您特别提过一本书，是《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吴：对，卡尔•波普尔。其实书的内容我都有点忘了，但我很喜欢那个题目，我后来用了很多，比如《水货就是

它的敌人》、《短信就是它的敌人》，我用过很多它这种，好几个。

问：您谈过书中的一个概念，就是「世界3」这个概念。

吴：对，「世界3」的概念，应该是这个书里面，但是我其实忘了，已经很久，83年到今天，至于是哪本书我忘

了，但我亲切的记得好像，它有这样一段论述。

问：记不记得这本书是在哪里找到的？

吴：应该是买的吧，或者是在一种杂志，我忘了，因为太早了，83年，或者是一本介绍波普尔的杂志里面，比

如说是引用他的几段话。因为当时应该是波普尔最红的时候，八几年。

问：当时学校里面有范景中老师，他通过贡布里希，介绍很多波普尔的东西。会不会是通过那个线索？

吴：也有可能，当时范先生已经翻了好几本贡布里希的。我们是83年到85年在学校。

问：那个时候，您对美术史兴趣大不大？

吴：那当然是有的。

问：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读书都是比较乱，而且是哲学为多。

吴：也不是乱，就是出什么读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系统的出，也就是出了一本，大家买一本读，不像比如说

在欧洲的话，老师给你开一个单子，你去图书馆可以找来五、六本，我这段时间就可以读五、六本书。我

们当时不是当时书架上没有任何书，但是印刷厂已经在印了，所以说印一本，你去买一本。所以没有什么

[学术的逻辑]，这个书单好像是根据印刷厂的印刷来立的，或者是谁先翻译的来弄的，今天情况不一样

了。

问：看见什么东西，只管拿来读。

吴：是，比如说佛洛伊德的书，那肯定是新中国以后出的，可能不是第一次翻，但是是第一次发行，波普尔的

书也肯定都是，所以都是这样子来的。

问：上次您也提过另外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

吴：这本书很厉害，应该是76、77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其实是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的一个版

本，文革时它就被禁了很长时间。我记得是77年还是76年，《十万个为什么》重新再版，当时我记得是父

母们都是半夜去排队买这本书，因为《十万个为什么》有一套，大概是一共是有十几本…它是一种commo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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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似乎对这种像百科全书，或者是字典、可以查找资料的书比较有兴趣。

吴：它比较简单，比较summary，比较快的你就能学懂，因为你读一本书去了解[一种知识]，太花时间，所以当

时我可以说，我们那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有一点，不是今天说的「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其实都

是知道而已。我想至少我自己，我没有整部书看下来的，像胡塞尔的《现象学》，当时我们都了解，但是

你不可能整本书看，所以我们都是知道，大概看一遍…

文学起很大作用。83、84年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出版社，有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大概有4、5

本，里面包括詹姆斯﹒乔恩斯。一直到西方的六、七十年代。这套书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问：我们现在看您早期写作，像后现代主义的诗，那时候是不是对写作很感兴趣？

吴：年轻时是。我忘了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些，可能对文字有一种爱好吧，有事没事的时候想去玩玩它，想去碰

碰它，当然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只是碰碰，很像做作业一样，造句一样的。这些也都是我学英语的

时候做的造句。就是那个叫做Alphabetic Aphorisms，这个是我一个老师取的名字，最后查了一下，这个

词是不对的，它叫做「字母格言」，这个根本不是格言，这只是个造句。所以我还来把它翻过来叫making 

sentences。

问：所以文字从很早的时候已经对您的创作是很重要的元素？

吴：对，这一直有。

问：那个时候有没有机会看到一些比较现代的画册？

吴：我们学校那批书，有的。其实八几年的时候，中国也开始陆陆续续出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书，也有…

我名字记不清，可能叫做《西方现代艺术十怪》，就是十个怪的现象，好像杜尚是一个。当时的书是以这

样里出的，好像有这样一本书的，好像Andy Warhol也在的，这本书你们去找找可能蛮有意思，不厚。上海

某一家艺术出版社的出的。

问：是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一些当代艺术。

吴：对，我们得到的很多知识、很多信息都是以供批判用的方式来得到的。比如说，我们当时看的安东尼奥尼

的《中国》就是这样，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应该是…71年拍的，也就是72年、73年的时候，中国把安东

尼奥尼称为「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我妈的工厂都要看这个电影的，就供批判之用，电影一放出来写明

「供批判之用」。

问：还有没有机会看其他的电影？学校会不会有一些放映？

吴：有，83年我进去有，像《美国往事》是在85年还是86年看的，《美国往事》是84年拍完的，我们是85年、

86年看的，有的，我记得《美国往事》是在浙美看的。

问：为什么对这个电影记忆特别深？

吴：那还是它内容，关于几个小孩子街上一起长大，情节上的，罗伯特﹒德尼罗演的，你去问我们这一代的

话，大家都会对《美国往事》有印象，你去问颜磊，都会有很特殊的感情。

问：当时是不是已经有电视？

吴：电视也有，频道不多。我家很早有电视。我爸自己装的，是77年。中国有电视台应该是，人们可以看的，

市政府应该是68年开始，你可以查一下。中央电视台成立是68年**。应该是77年左右我家里就有电视。那

么我到学校以后的电视，频道不多，但是这时候已经在放香港的电影，金庸的《射雕英雄传》，84年放

的，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一代来说，电视连续剧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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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术学院图书馆

问：1985年，在您毕业前一年，您回去舟山做了一次展览？

吴：不叫做了一个展览，就是我们一伙人做了一批东西，就是今天看到的那些有文字的作品。85年在舟山实

现，好像86年我们拉到过杭州，当时有个朋友是在杭州什么文化馆的，好像那个地方本来说是可以做展

览，但是后来就没有做，后来这批作品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问：但是始终都没有开放给人看？

吴：没有。

问：有没有一些朋友，或者是美术学院的同学他们看？

吴：除了我们自己没有。或者当时舟山的一些朋友。

问：那您第一次展览是什么时候？

吴：那应该是89年的大展。

问：89年大展之前都没有展览过？

吴：没有地方展览的。

问：您是不是在舟山群众艺术馆做过活动吗？

吴：对，但这个不叫展览，但这些performance，都是在自己房间里做的…

问：那时候有没有装置艺术的概念？

吴：应该有，应该知道。装置这个词汇应该是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行为跟装置、录像，八十年代初就已

经出现了，是从书籍可以考证，就是可以考究装置、行为艺术这些词，在中国印刷的书当中是什么时候出

现的，可能是蛮有意思的…还是在哪本书中，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的，是供批判之用还是怎么样？我

估计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些关键的词汇，就是做艺术这么个行当中。

问：有些人提出过，那时杭州美院有壁挂艺术的万曼先生。他做的是软雕塑、壁挂，像谷文达就在这个工作室

工作过。所以有可能装置艺术可以通过那些壁挂引伸出来的，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吴：我不知道，应该不是这个地方来的…万壁挂好像跟装置两回事情，没有混乱的，但是你可以查一查，装置

这个词是八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末的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我想我们是在八十年代初知道的，但其实因

为没有人，当时如果有人会记下来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听到一个词叫「行为」，

一种艺术的名字叫「行为」。但我们显然是八十年代初，[我的有装置意味的]东西都是86年吧。

问：像在86、87年做出来的。

吴：86、87年。对，这个时候已经毕业了

问：您觉得当时在学校，是不是各个系分得很清楚？

吴：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清楚的，国画、版画、油画，山水，花鸟，包括人物，师范。像我是师范系的。

问：所以说，您在师范系，所以您觉不觉得有一个影响，就是你们的思想会不能自由一点，不用局限于某个媒

介？

吴：也不能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你什么都要学，你的思想就开放，活一点，不是。我们是什么都要学，那么也

就说你什么都学不好，所以其实什么都不会，最后弄得什么都只有一点点。那么可能，可能我们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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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最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豪的，因为你如果学油画、雕塑的话，你有一个东西可以自豪，我油画专

业，所以这个技法我可以自豪，但是我们没有自豪的，我们都是会一点点，所以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说，今

天看起来可能比较有利，就是我没有东西可以自豪，所以我重新来。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我就去做了另外

一件事情，但是比如说有些人学雕塑的，学油画，他有自豪，所以他不愿意抛弃他那份自豪，所以就一直

在那里。可能是这样，可以这样说。

问：那时候，在学校里面交往是可以跨不同学系的，是不是？像油画系跟师范都是一起玩的？

吴：但你不能说都是一起玩，基本上都是一个班、一个班玩的，但是有些人物可以跨班。就是比如国画系的人

可能跟雕塑系的人很好，有的，但是一般还是系跟系的来形成这种圈子。

问：像在学校的时候，您跟什么人的交流最多，一起玩的？

吴：那还是跟自己班里。都是同学。

文字

问：您在什么时候开始用文字在创作上？

吴：在85年的6月份到7月份。暑假的时候。

问：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它是怎么开始的？

吴：你说它的发生是吧？因为当时觉得黑体中文挺好，就其实蛮简单的一件事情，蛮好，为什么不直接画一些

黑体呢？为什么不直接造一些黑体呢？那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后来才有赤字伪造者，那就是85年，才有

〈关于中文〉，在《美术》，86年。〔编注︰〈关于中文〉，《美术》1986年第3期〕

问：您对黑体字的兴趣，跟八十年代那一种对印刷品的狂热，有没有关系？

吴：他这样的，你先手写，然后叫做刻蜡字，就是很像解放前刻在蜡纸上印刷的，就是刻在一张纸上面，纸这

样，有个油印机，然后吱吱印好了，但是你现在用笔在蜡纸上写，这是几个部分呢，一个手写，写成蜡字

也不错，这也叫印刷，但是最后是铅字，这是一个飞跃，由手写到铅字印刷是一个飞跃，因为当时只有国

家单位[可以印刷]，就是印成铅字是一种社会的认可，今天不是了，什么字都是打出来的，当时是一个很

大的飞跃。

问：对。在〈关于中文〉中，很大部分是研究中文字的字体，它的结构，但是到后来，就慢慢变成就是对于这

文字的意义的思考，比对于文字意义的权威性等等这些方面的论述。您开始关注文字，可能是视觉性，研

究文字结构，但是后来慢慢就比较清楚，就是关注文字背后的意义。

吴：这个字本身就很美，你直接画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你会考虑到，这个字在他的语境中[的意思]，更注重这

个了。你在这里写一个「今天下午停水」，它毫无意义的，它的语境不让这句话有意义，比如说你这里写

一句「馄饨两块钱一斤」，那么这个环境是不会让这个语言是有意义的，它有这个。所以我们后来做了一

些这样的事。当时对语言学也是比较崇拜的，当时八几年的时候，语言学也是第一次被我们认识，知道有

这样一门学科的。所以最后我们还会慢慢知道了，什么叫所指，什么叫能指，知道语言学上的一些术语。

八十年代末的创作︰生意、日常生活

问：其实我一直想问，这个作品〔〈大是大非行为〉，1988年〕到底是怎样的？

吴：这是我一天当中的三个行为，是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做了这样三个行为，一个是「买与卖」，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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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起自行车，一个是借火。我对这三张还是一直很欣赏，我觉得，我后来很多东西是从这三张照片[发展]

出来的。你看，这个很像「买就是创造」。对吧？ [扶起自行车] 很像我们对于环境的一个关注，像「二

手水」，这个就像「买就是创造」，这就是「借」，就是你借东西的「借」。

问：您说这是出国之前？

吴：应该是89年，但因为那几年老是混乱，我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记得这三张我一直带着的，是在一天中做

的，这是我住的地方的广场，这是我住的门口的一个卖橘子的老太太，这个是管我们群众艺术馆门的uncle 
zhang。

问：当时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在做一个作品？

吴：对，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它的日常性。你有没有看我86年写的〈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吗？

问：看过。

吴：差不多，差不多同一时期。

问：那个时候您有几篇文章，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艺术〉，还有〈关于开会〉。您什么时候开始对商业这个主

题感到兴趣？又开始跟它跟艺术联系上？

吴：应该88年还是87年有一篇文章叫做〈生意艺术〉(编注︰〈从月底开始的災难︰生意艺术〉，注为1989

年)。当时社会中已经开始了一种皮包生意。知道吧？就是你什么也没有， A要买这个东西，A不知道哪里去

买。B要卖掉一个东西，但不知道卖给谁，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中间人，这种生意我们称之为皮包生意。

当时因为好像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已经提出来了，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好像

是87年。改革开放严格说从79年开始，79年到83年、84年，有一段时间是叫做「反精神污染」，然后到了

85年、86年又开始好了，正常了，到88年非常开放了，到89年天安门事件又封闭，一直到91年，邓小平南

下，然后又开始开放了。我想是从92年以后开放到今天为止，中间好像没有刹车过，从79年到89年，有好

几次刹车，好像是这样的。这样也其实蛮有趣的，去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它有几次是刹车，小刹

车、大刹车。蛮有意思的。最后无人驾驶，现在是无人驾驶，对吧。

问：大概就是87、88年，您对把商业用中艺术中感兴趣？

吴：对，当时皮包生意很流行，我都做过。北方要带鱼，我就去渔业公司，我就跟北方人说，我有带鱼，你要

多少，他说要多少，然后我就告诉他，多少钱一吨。他说可以，然后我就找到渔业公司，我说，我要多少

带鱼，你给我多少钱一吨。我赚的钱就是其中的差价。但有时候，我会被飞过天的，就是说，渔业公司的

人直接找到东北的人，或者东北的人直接找到了渔业公司的人，那我就被飞过天了，我就是没必要了，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是飞过海，正好是飞过海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皮包被甩掉

了。

问：其实这个跟89年在美术馆卖虾的原理是一样的，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

吴：小皮包，就是一个小小的皮包。但是呢，也不能说是一个小小的皮包，最高级的皮包是货都不要看的。你

懂我这个意思吗？我只是收钱的，北方人钱打给我，我拿出一部分的钱打给他，剩下的是我的利润。北方

人直接去那里拿鱼，我鱼都不要看到。那我这个卖虾，之所以我还是叫小皮包，其实是二道贩子。你知道

二道贩子吗？就是第二手倒卖的，我先去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买来，再去一个地方，我可以把它卖得贵一

点，我赚的是其中的，我应该属于是苦力，这是苦力活，因为你要把它运到北京去。不容易。

问：在88年有一次黄山会议。我们访问了很多艺术家，谈了很多故事，有打架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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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得已经够多了，我就没有必要说了，差不多，大家都版本很多，各种各样的版本很多。我没有什么版本，

当时我是在房间里面赌博…跟我一个朋友，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我们在房间里赌钱，不知道。

问：当时，您有没有看到有人被打什么的？

吴：没有。我们半夜四、五点钟走掉，我们是提前走掉的，因为怕当地人来报复，所以我们提前走掉，这个我记

得，打的时候什么我们都没看到，因为我们提前回房间了，我跟我朋友，还有一个人也是浙美的。

问：之前开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吴：还好，大家比较热烈的讨论。我发过言。谈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学校里的一些自己的作品，放幻

灯，然后介绍。

问：那个时候介绍「红色幽默」的作品？

吴：对，就是大是大非物，The Objects of Big Yes Big No。大是大非其实是一个佛语，但文革的时候，大是

大非就变成了一个[态度]，就是你要有一个attitude，你要表态的，因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一

个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们叫大是大非，其实就是今天的big deal。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使用这个概念的？

吴：88年。英文 Big Yes Big No应该是在冰岛的时候。为什么呢？当时因为你必须要做一些翻译。老外要问这

些是什么作品，但当是都是用中文，大是大非，所以你当时就很简单的翻译过去Big Yes Big No，很像我们

当时翻「黑手党」成“black hand party”。

问：除了这几个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

吴：很多。都是跟东西相关的。还有一些石头，乱七八糟的物体，当是在studio的物体，我做过「大是大非物」

和「大是大非行为」，两个…

但有时候，我的作品很奇怪，有时候我想到这个名字，有时候取名字很多，往往一个作品有好几个名称，像

这个「大字报」，也称为「大字报」，也称为「赤字」，也称为「今天下午停水第二自然段」，什么什么

的，名字很多。在不同场合下，就是说不同。

《中国现代艺术展》及其后

问：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您以什么作品参加？

吴：最重要的是大字报。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卖虾，我这个是有申请的。也就是说是高名潞，就是栗宪庭，

他们都已经是被通知到了。我这属于是可以做的，是被默许的，也不属于计划内，但他们都知道，吴山专要

在开幕式时卖虾，这个是知道的。我的虾是从舟山带过去的，当时是应该春节前夕，我从舟山买，我总共投

资是800块。不少钱。

问：那个时候您的收入是多少？

吴：那时候收入64块，差不多64左右，因为是89年，64好了…或者是72块。800块相当于你一年的工资。差不

多，我忘掉了多少是多少公斤，好像……

问：钱哪里来的？

吴：钱是借来的。这个时候哪有这么多钱？

问：您给借的人说的是干吗用的？

吴：对，他是知道的。…应该每斤9.5元，你去算，我买的时候可能应该是每斤4块，4块你去算，如果说是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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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应该是…差不多100公斤了。那么，我算过了，我当时如果全部卖掉的话，蛮好的，我能赚蛮多的。

问：最后卖了多少？

吴：卖了一半就被公安拦住了。对虾全部没收了。

问：亏的很多钱？

吴：我大概亏了有——我投资800块的话，我亏了最起码有650块。因为我只买卖做了半小时，但生意很好。

问：听说第一个来买的，就是当时的美术馆长刘开渠？？

吴：是。

问：可否说他当时是一个很开明的美术馆长？

吴：便宜呀。

问：他是真的想买？

吴：真想买，便宜。

问：当时他对这个行为怎样理解？

吴：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件行为(艺术)。这个他知道的，但是他也觉得，为什么不呢？对吧，为什么不呢？又便

宜，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后来，保安干涉的原因是无照营业。

问：那个时候您是不是真的跟他们去解释，您这个是艺术吗？

吴：里面发生的，大家都知道是艺术，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行为，什么叫装置，已经是89年了。这

个是都知道的。公安也知道里面是一种艺术的事情，他可能不是很明确，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件艺术的事

件，这个他应该知道的。但他还是出来要阻止，因为这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损害的他的馆正常的习惯的程

序。那像我这样，就是因为你没有营业执照。

问：是在展览馆里面吗？

吴：我在一楼。一楼的一个角，我忘掉了，我和李山，李老师好像是隔壁。他在洗脚。

问：我看照片，真的很多人买您的虾。

吴：对，我这个生意好得一塌糊涂，再给我一个小时，我全部卖完，可以回家了。

问：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国？

吴：我也不知道，应该叫学者访问吧。它是这样，我收到邀请函应该是冰岛艺术学院发出来的，就是冰岛艺术

学院邀请我去做老师，应该是学者访问，然后我去哪里教书一年，是这样一个方式出去的。

问：是不是当时美术学院跟冰岛那边有一些交流？

吴：这不是，这是我在浙美的时候认识一个冰岛人，他是以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他是冰岛

人，他就问我，你想不想去冰岛。他说，他的同父异母的一个姐姐嫁给了冰岛艺术学院院长，所以说，比

较容易做邀请。是这样的。

问：具体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注︰电视广播在中国开始于1958年7月1日。当时及以后的约20年的时间内，播出的是黑白电视，采用的都是直播方式；1958年5月1
日，央视的前身「北京电视台」[並非現今的北京電視台]開始試播，是中國第一家電視台1978年5月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北京电
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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