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观之变”顾雄讲座，大量珍贵创作震撼回顾！ 

2014-10-28 

“景观之变：加拿大艺术中人与风景的改造”。本次讲座是由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和西

安美术馆共同举办。 

 

 

艺术家：顾雄 

 

 

主讲人：顾雄先生，是四川人。他是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当代艺术家。他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艺术家，绘画、装置、摄影，公众美术的参与和教育，他都有非

常全面的创作和思考。在他出国以前他已经做了一些观念作品，比如 1989 年在中

国美术馆的中国当代艺术展里的《网》这个作品，八九年出国以后他经历了很多艰

难，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艺术创作，而且非常好的把自己非常突出的、在中国受到训

练和熏陶的美术创作经验和加拿大当代艺术思想和表达方式很好的结合起来，比如

我们看到西红柿的那个装置作品，用最简单的日常物品，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

富有多层意义的思考和理念结合，非常充分地融入当地社区，吸纳很多人参与到共

同创作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东西是顾老师在加拿大生活创作以后获得的一些经验。

他经常将他过去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以及现在与中国的联系结合在一起。 

 

顾雄：我现在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生活在两种文化的缝隙之

间怎样找到自己的空间，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价值。我的标题叫做“迁移：文

化身份和社会的变迁”，我通过用河流的形式表达我在这个领域的认知。我选择了

中国的长江，因为我出生在重庆，所以长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符号。然后我

1989 年移民到加拿大，住在温哥华，飞沙河也是跟我移民经历有关的，所以在我

的艺术创作当中，我想把这两条不可能在真实的地域连接在一起的河流在我的虚拟

空间，在我的身体里边，在我的大脑里边要把他们连在一起。通过江河湖海的交

融，所有的河流都要最后进入大海，来把他们串在一起。 

 

  这是在温哥华的展厅里边，我通过跟社区的志愿者和学生们在一起做了上千只

的小船，让它从大厅的玻璃顶棚飞下来，进入美术管。在这个地方我用小船做一个

象征。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喜欢叠小纸船放在水里漂向远方，但是这里我用的小船

就是代表移民的河流，个人身份文化的河流，想象他们是一只的时候很单薄，可是

他们在一起就可以汇成强大的河流，而这个河流是不可阻挡的，然后我通过文化身

份的重新认同来进入这个主流社会。这个作品也是关于家的概念，当你离开家的时

候，什么地方是你的故乡？这个问题让我有很大的改变。最初我认为我的故乡就是



我出生的地方，可是经过我这二十年的移民经历，让我发现中国说的四海为家，我

们每走到一个地方，每住到一个地方都是我的家，一定要把那个经历变成你自己的

财富。 

 

 

《交融的河流》多媒体装置 1000×800×600cm (尺寸根据展览场地或可改变)2010

年 

 

 

 

《交融的河流》装置 2010 年 

 

 

 



《交融的河流》布面丙烯 168×488cm 2010 年 

 

  我想讲一下加拿大华人的移民历史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这是飞沙河的发源地，

就在雄伟的山脉中，河两边就是铁路，这就是中国劳工最初进入北美，去淘金，最

后成了修筑铁路的工人，建立起了唐人街的路程。这个唐人街是在哥伦比亚的北

部，它曾经被大火烧毁了，十五年前联邦政府拨款重新建立具有历史意义的华人唐

人街，在山里边。这就是当时中国劳工造的小房，这是当时他们住的地方，很多墙

纸的背后，在西方墙纸背后是他们的书房，他们在艰难的地方也要保留自己的语

言。这是当时的课本。然后这些都是广东移民过来的木头箱子，飘洋过海到加拿大

安家落户。 

 

  这张照片讲一个移民 15 岁就离开家到加拿大淘金，但是他一辈子想挣钱回家

的梦想都没有实现，当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决定徒步走回家园，可是当他走到飞沙

河，用了三天时间，他突然发现他永远都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所以这个家是一个

永远的梦想。这是在温哥华岛上华人的墓地。当时所有去世的华人都要在这个地方

聚集，然后运回祖国。可是这些人因为二战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故土，所以就埋葬

在海边，而他们的墓碑都是朝向中国。这有一张拼贴的照片，就是来表达不同年代

的移民。在你们左手边是 1900 年左右，那时候的中国妇女；然后在右边是现在的

一位考古学者，她是考古博士，她就是重建唐人街最重要的领导人和搜集者。所以

不同的年代，不同妇女的命运，我们看到华人的历史，没有知识和有知识的。这是

当时的信封，一封信从中国到加拿大要一年或者半年时间，可是现在几秒钟就可以

保持联系。这是唐人街的红墙，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今天的唐人街仍然想发挥他们

的传统，用喜字和垃圾筒来说明唐人街的历史。 

 

  飞沙河是长三千多公里的河流，在河流旁边就是铁路，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

公里的铁路都有一个华人为此献出生命。这是飞沙河进入太平洋的地方。就是温哥

华的国际机场，我的太太就在国际机场工作，当时她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九十年

代时候因为是新工人，所以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就要去机场，那时候她不会开车，

我开车送她去工作，每天早晨经过飞沙河，在桥上看到的飞沙河非常美丽，可是在

美丽风景的背后却是移民的艰苦，艰辛奋斗的历程，所以那时候我在桥上说我一定

要把这个地方变成我的作品，现在终于实现了。 

 

 

《巴克维尔唐人街》摄影作品 61×92cm 2010 年 

 

 

《华工墓地》摄影作品 61×178cm 2010 



 

  我是在文革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是当时的宣传画。我是怎样进入艺术的？

就是我开始当知青的时候，在边远的农村，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公路，所有东西

都要靠自己想法解决，每天除了繁重的劳动完全是没有希望的年代。因为不知道什

么时候可以调出农村，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开始画速写，来记录我过的每天。通

过这些速写，我慢慢在我内心找到了希望，找到了自我，找到了对希望执着的坚持

和不放弃的精神。所以四年时间，我画了二十五本素写本。两千年当我回国在我妈

妈家里一口旧的箱子里发现了这些速写本，我当时非常激动，每翻开一篇都好像我

重新回到那个最艰苦的年代。后来这些速写本在美国纽约展出，纽约时报还专门做

了介绍。 

 

 

《菲莎河入海口》摄影作品 61×178cm 2010 年 

 

 

《知青记忆》速写本封面 22×26cm 1972-1975 年 

 

 

《知青记忆》 22×26cm 1972-1975 年 

 

  八十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年代，那时候因为经过文革，可能是中国最开放的时

代。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批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当代文化，大

家都有那种理想，有那种责任感。这就是 1989 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幕式，在中国

美术馆，展览用了不回头的交通标记来鼓励我们，鞭策我们一直朝前走，绝不回

头。这个展览有上万人来参加，这就是我当时做的装置和行为艺术，叫做网。我说

我们不但要突破看得见的外来的网，而且要突破自己内在无形的网，去追求真正的

自由。这是当时中国时报的介绍。 

 



 

《围墙-网》装置／行为装置作品 1989 年 

 

 

《围墙-网》装置／行为装置作品 1989 年 

 

 

  然后 1989 年九月我去了加拿大作为加拿大的访问艺术家，在艺术中心学院从

事艺术主流的计划，在那生活了一年，然后留在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开始，那就是

让我感觉当时去当知青一样，到了加拿大才觉得我当知青那个时代就是我的第一次

移民，这是在中国国内的，但是在加拿大的移民就进入了不懂文化，不懂社会结构

的那种状态，就成了聋子，哑巴，非常难受。这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在我现在教书的

哥伦比亚大学当清洁工。我记得当第一次我穿上衣服当清洁工的时候我脸都红了，

但是在那同时我一下子发现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是害人的，有些人为了面子不惜献出

自己的生命，所以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不仅仅是一个清洁工，也不仅仅是一个艺

术家，我是一个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我必须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我必须重



塑自己的文化身份。所以这些垃圾变得非常有意义，我的转换就是从这些垃圾里边

转换成燃料，让我重新学习一个新的文化，进入这个主流的社会。 

 

  这是我 1991 年的第一个个展，就是这些垃圾的世界。但是每天我在擦桌子扔

垃圾袋的同时，我觉得我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不断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些素描是

一米乘一米的，画的就是这个垃圾袋，然后我关于垃圾袋的梦想被现实磨灭了，因

为没有语言就不可能进入这个社会。然后我画了一系列的压扁的罐子。那个汤罐番

茄罐，是表达现代社会这些人像机器生产一样，没有自我，可是这些压扁的罐子从

没有生命变成生命，因为你不可能找到两个相同的被压扁的罐子，这种不一样的造

型让我重塑我的信心，所以我画了一系列的画。 

 

 

《垃圾袋》布面素描 92×92cm 1995 年 

 

 

《压扁的啤酒罐》布面丙烯 92×122cm 1991 年 

 

 

《压扁的可乐罐》布面丙烯 41×61cm 1991 年 

 

  这个装置叫做地下室，就是当时我们作为移民生存的环境。住在地下室里边非

常压抑，这是从地面上走下房子的一张画，因为当时我问我太太，你觉得温哥华怎



样，非常漂亮的地方。她想了一下回答我，这是一个地下室，这句话启发了我，对

这种外来的新来的移民再怎么漂亮的地方，那个地方都不属于我们，真正属于我们

的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下室。但是地下室成了一个象征，就像怎样把

我们的种子生在这块土地上，让他重新开花结果，去迎接阳光，所以我画了地下室

的门和窗，然后画了我们在两种文化碾压当中的经历，来重走我们新的家园的路。 

 

 

《地下室》装置作品（布面素描、布面丙烯） 1997 年 

 

 

《地下室》装置作品（布面素描、布面丙烯） 1997 年 

 

  这是书法和英文在一起很大的画。这是走在水上的一个装置，三个浴缸，五十

二个塑料盆，五十二个塑料盆代表每一年的星期，代表我们艰苦的努力奋斗走过的

移民路。这是温哥华美术馆做的装置，叫做这里那里无论哪里，这个展览就在谈家

的观念，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家的观念在重塑。这是一种讽刺，回顾自己当知青我们

还要学毛主席语录，然后还要有同样的信心走过文化的冲击。 

 

 

《走在水上》装置作品 1997 年 

 

 

《走在水上》装置作品 1997 年 

 

  这是我们穿工作服的照片，因为这个沙发是休息的地方，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休

息，每天都在工作。这个装置墙上画的是哥伦比亚的风景和这些食物和我们朋友的

一些肖像，但是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这是画我的女儿站在洛矶山脉，她六岁到

加拿大，在双语环境生活，我们又送到她去中文学校，所以她是具有三种语言的加

拿大新一代，她成了我们融入这个社会的象征。然后这个电饭煲是传统中国文化的

象征，因为我们去那边改变了很多，可是每天吃米饭的习惯没有改变，每天喝牛奶

吃米饭，把两种不同的文化通过我们日常生活连在一起。这个装置叫做微笑，我就

在说，刚刚不懂这个语言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微笑去跟外界进行沟通，可是

其他人不知道你的微笑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真正掌握了文化以后，真正的微笑

才开始出现在我们脸上。 

 



 

《这里那里无论哪里》装置作品 1995 年 

 

 

《电饭煲》布面素描 92×92cm 1995 年 

 

 

《微笑》装置作品（布面素描）（每幅）1996 年 

 

  这是另外一个装置，在多伦多，红图。因为加拿大的国旗是红的，中国的也是

红的，这个展览就是探讨我们在两种文化碰撞当中怎样重塑自己的文化。我把自己

画成加拿大的皇家警察，因为每个成为加拿大公民的时候都要跟皇家警察带一起拍

照，但是这个皇家警察有两个意义，就是这个人具有两种文化的背景。我把我们一

家人画成当时的小丑来谈文化冲击的过程。这是作为下一代小孩来到加拿大他们的

成长，他们不想成为复制品，一个模仿品，他们要成为自己。这是继续朝前走永远

不停留的意思。 

 



 

 

《尴尬的一家》布面丙烯／水彩 92×92cm （每幅）1998 年 

 

 

《我成为了皇家警察》木板丙烯 92×183cm 1998 年 

 

  这个是装置是华人的历史和自己的移民史做在一起，地上三个东西前面是沙和

淘金用的东西，中间是铁路，后边是唐人街的红砖，这代表了华人移民的整个历

史，然后跟墙上大型照片和我们自己的移民史联系在一起的作品。下边的视频是我

们一家人走在华人劳工修筑的铁路上，跟这张历史照片放在一起，在洛矶山脉重建

家园。这是纽约大楼，因为纽约在我心目中是一座文化的山，哪里有很多的艺术，

很多的文化，那是我们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中国人说的就是当你登上山的顶峰的

时候回头看一览众山小的感。 

 

 

《山》装置作品 1999 年 

 

  然后这几张是拍我女儿在西雅图美术博物馆的照片，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雕塑

绘画在西方博物馆里边是受到极度尊重的，作为我们新一代的移民怎样建立起自己

的文化价值，得到同样的尊重，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房子，在温哥

华，很破旧，需要很多维修，但是当自己有了一个家的时候，有了一块土地，属于

你自己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拍了这张照片写了这首诗放在

一起。这是另外一个作品，河流，我用三文鱼的回归代表一个移民重建自己文化身

份的作品，突破红色的墙，游到新的空间里边。我觉得这是我要说的话，因为很多

人说这两种文化之间只需要一座桥走过去就可以了，可是真的现实没有那么轻松，

你必须跳进河里经过长长的游泳到达彼岸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文化冲击，什么叫做

文化的保护主义，什么叫做开放的心态，那就是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打破隔离。 

  这也是跟河流，跟淹没有关的。我在谈 1998 年我第一次回中国，遇到一个翻

船事故，差点被淹死，但是就在生与死的环境中活了下来，我就感觉到作为中国人

怎样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现状的过程，这是非常大型的一组素描。 

 

 

《你和我》摄影作品 153×229cm 1999 年 

 



 

《家》摄影作品 122×178cm 1999 年 

 

 

《淹没》素描 122×244cm（每幅） 2000 年 

 

  这是我在蒙特利尔国际摄影展上特邀作的摄影装置，在蒙特尔的唐人街，这个

唐人街在蒙特利尔有一个语言的问题。蒙特利尔有语言的要求，有一条法律叫做

101 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所有的标记法语必须是最大的，其他语言都必须小于法

语。但是我到唐人街，我发现蒙特利尔的唐人街那里中文比任何语言都大。我就问

他们，他们说他们去了加拿大最高法院，去申诉，然后最高法院同意在唐人街范围

内保有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力，所以这个语言就成了政治的问题。所以我用了传统庆

典形式，有二十五幅作品横挂在唐人街主要街道来谈华人的历史，我的照片用了三

种语言，而且中文是最大的。华人来修铁路，当时修铁路的几千华工可能只有几十

个妇女，让他们承担起养家，延续家族的重任，然后修建唐人街，在学习另外一种

宗教的同时，保有自己的语言。 

 

 

《GOGUGO》木板丙烯 31×61cm 1998 年 

 

 



《最后一颗螺丝钉》摄影／影像作品 153×229cm 1999 年 

 

  然后这是人头税，华人要进入加拿大必须付五百元的人头税，可是当时的工资

五百元是天价。这是我的同事，他的爸爸 14 岁到加拿大，他的人头税付了五百。

现在加拿大政府终于给人头税平反。当时华人没有选举权力，到华人参加了二战之

后，加拿大政府才同意华人有选举的权力，也就意味着成为一个公民。这个华人有

五代人在蒙特利尔，然后在调侃多元文化，你们看前面的飞行员他出生在加拿大，

他当时已经八十五岁还在工作。这是一个混血儿，不同种族人结婚会改变种族歧视

的现状。作为一个加拿大的中国人是非常骄傲的，但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建

立起这样的自信我就是我，作为一个社区和个人也是同样重要的。 

 

 

《我就是我》摄影装置 92×122cm（每幅） 2001 年 

 

 

《我就是我》摄影装置 92×122cm（每幅）2001 年 

 

  这是另外一个装置作品，在多伦多的地铁，在多伦多国际摄影节。地铁是一个

穿梭往返的地方，所以作为移民，不断涌入新的移民跟地铁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

在这也做了一个装置。这是做的另外一个展览，用你在旅行当中的观念谈温哥华的

概念。这是温哥华图书馆的广告设计，在这种中文书的前面有图书馆的标记，怎样

找到这个图书馆。这是亚洲的购物中心，这是寺庙，当你看到寺庙的图像你不可能

觉得这是加拿大，但是确实是在加拿大。然后这是夜市，通过十年努力华人社区在

温哥华做起的夜市，成了加拿大本地人晚上必须要去的地方。所以通过这些努力是

完全可以改变社区的，改变我们生存的空间，作为一个移民来讲你要是不自己改变

就永远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我是加拿大人》摄影装置 92×122cm（每幅） 2006 年 

 

 

《你在这里》 车站海报 92×122cm（每幅） 2007 年 

 

 

《你在这里》 车站海报 92×122cm（每幅） 2007 年 

 

  这些照片跟我的番茄作品有关，是我对国际劳工的采访做的作品，叫“在荣耀

背后”。这个河流突然在美加交界边界断裂形成了瀑布，我在观察这个瀑布时候我

突然感觉到断裂的断裂层，没有人去想这条河流当时断裂的痛苦，他们只是看到这

个美景，没有看到痛苦的断裂。所以通过我对这些国际劳工的采访之后，我发现我

要了解的不是这些美景，而是背后劳工他们的现状。这个地图上的这些点都是国际

劳工，从各个地方来的劳工，他们的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就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周

围。因为农业经济的改变，当地从森林变成果园，最后变成葡萄园，这就是今天农

业的变化，越来越商业化，葡萄之后还不知道要种什么样的农作物。这是大片的葡

萄园，吸引了大批人在这工作，你可以看到农场主和工人的关系。然后这个手机就

是唯一跟外界保持联系的关系，没有无线网，没有电视，只能通过国际电话卡用手

机跟他们家人联系。 



 

 
《在荣誉的背后》摄影作品 61×92cm（每幅）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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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誉的背后》摄影作品 61×92cm（每幅）2014 年 

 

 

  这些杏在成熟之前刚刚长青的时候要被铲掉一小半，因为这个树如果让所有果

子都在上边果子会变成很小，所以很多时候青果都要被铲掉保留一部分让他们长的

很大，所以我看掉在地上的果子，我对国际临时工有一些同情，他们就像被铲掉的

果子一样。他们也不愿意让人拍摄他们的形象，因为他们每一年重新回到农场工作

必须要保持低调，这样的照片有点像当时 19 世纪黑人劳工的照片一样。这个人在

农场工作了 38 年，在加拿大和牙买加往返了 30 年，今年终于退休了。这是我跟

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在荣誉的背后》摄影作品 61×92cm（每幅）2014 年 

 

 

  这是在温室里边他们的遭遇，你可以看到在巨大的田野出现了巨大的玻璃房子

群，还有在外边的蓝莓和草莓田野里边工作。这是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在学语

言，学英文，因为他们讲西班牙语。这是他们工作的时间，这是他们做梦的沙发，

梦想有一天赚到钱回家有新房子，可是这个梦想可能跟中国劳工一样很难实现，他

们同样要找到自己的身份，把墨西哥旗帜挂在住的房子外边。因为他们的来到，在

温哥华那逐渐形成西班牙语的社区。我拍他们只能拍背后。这就是在温室里边种的

植物。然后就是这个番茄。为什么我做番茄就是从这得到启发，因为番茄的标记就

是说本地制造，所以他们作为国际劳工和本地加拿大社会的关系被一笔抹杀掉，他

们就是不存在的群体，在阳光下也看不到的作品，所以我这个作品就是让在阳光下

被看不见的他们重新在阳光下被看见。被捏烂的番茄，番茄汁有很强的侵蚀性，所



以不要看他弱小，它是非常有力的。这个墙就成了一张抽象的绘画，这张就是现在

展览的加拿大的地图，番茄的作品。 

 

 

《在荣誉的背后》摄影作品 61×92cm（每幅）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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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而不见》局部 

 

 

《视而不见》装置作品 1000×1500cm 2014 年 

 

 

观众提问：顾老师您好，通过对你作品的了解看到人生的经历对你作品的一些启

示，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么模式化的学习，我们不知道未来，处于迷茫的状态。 

顾雄：我是迫不得以经历了这么多，我不可以选择的，我跟他不一样，学习动物，

最后到日本成就了一生，但是我觉得怎样把自己生活当中的经历转换为艺术创作的

动力和表达的观念，这个转换力非常重要。比如你们在学习过程中感觉很迷茫，因

为这个环境是这样，但是你要看到将来，现在是这样，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今天看

不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了，就像当时我们在文革当中，文革长长的十一年，

谁都不知道希望在哪，可是他最后终于结束了，所以你需要耐心，需要不断的努力

改变自己，发现自己，为将来做准备。 

  我想补充一下番茄确实会发生很大变化，那个番茄从刚开始到番茄干，留下了

它变化的痕迹，当它变干又有另外的生命形态，所以那个变化跟它的&是连在一起

的，当一个事情发生以后，另外一个事情会接着发生。所以说到我们这个展览，加

拿大的风景，这十五个艺术家都是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展示他们的经历，对加拿大这

片文化，这片土地的认知，就像中国国画里边的散点透视，当你站在不同的点，你

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观众提问：我感受到外籍专家主要讲的都是生活禁锢，但是我想问的是我们如何

通过思想上的禁锢。 

顾雄：那就要多想多看，多去实践，你要知道你身边在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在发

生什么事，你的兴趣在哪个方面，你怎样发展你的兴趣，因为你的兴趣就会映射出

你是谁，你要怎么做。 

 

观众提问：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些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这些画对我们

看到最深层的东西是什么？ 

顾雄：这些话都是我们面对社会现实和世界的同时有感而发，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声

音，我们要没有自己过人的声音，我们就会被全球化，被这种跨国公司的文化所淹

没掉，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声音。对你自己，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要进行思

考，阅读，了解历史，你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你才知道你未来要怎么办。 

 

观众提问：您刚才说的装置艺术能否解释一下？ 

顾雄：就是通过不同层面造成一种氛围，当人走进这种氛围的时候，让人能够感受

到。 



 

观众提问：我们现在经常会有一些八零九零后的小孩，一般的作品都是表达个人

小情怀的，那这种作品是否从他开始的初衷就决定了将来的高度？ 

顾雄：当然个体决定一切，个体和你生存的环境决定你的发展方向，所以你在初衷

是你的世界观在慢慢形成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应该尽量的去接触不同的东西，然

后来发现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九零后是在发生中国巨变时候，中国的改变，中国的希望应该在你们这代身

上，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努力，把这个国家真正变成引以为骄傲的国家。 

 

观众提问：看了您的创作，我很关注在日常用品中，人们觉得日常用品可能是普

通的用品，但是经过艺术家的思考以及转换，通过组合使得这些艺术作品承载更

多的情感和意义，我想请问顾雄老师关于个人生活的经历以及社会方面的思考，

在进行日常用品的转换时候，在进行创作时候还会考虑到哪些比较关键的点？ 

顾雄：我觉得最关键的首先就是思考，因为思考才会带来你怎样去做一个东西，到

了今天还是杜尚说的那句话，思想就是艺术，因为只有思想才可能引起技术的革

命，从而重塑观念的更新、重构。所以在这点上，年轻一代的艺术家非常重要的就

是关注你思想的培养，观念的形成，就跟你画素描一笔一笔的要付经验，付时间，

付经历，要经历大量的阅读和时间才可以做到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技术只能代

表被别人所利用，思想可以创造一切。 

  我的艺术家朋友伊恩·巴克斯特说过，他觉得生活的精髓是，第一个是爱，第

二个是游戏，第三个是信息，第四个是好奇，第五个是&。他认为幽默本身是很重

要的一个生活组成部分，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幽默，生活的越艰难，越迷茫的时候

你越要用幽默，嘲讽的态度来面对现实，改变现实。而且我当时说到要思考，要读

书的情况，像我们现在生活在信息年代，我每次回来到处看见的都是在看手机，在

看微信，非常简短的信息。可是我在欧洲，在德国，我去年在德国生活两个月，我

在那看到的，在公共场所，很多人都是拿着书在读。所以读书要读一本一本的书，

而且要尽量的可以读原作，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帮你建立起你的思考

体系，思想的形成，有了思想才有创造力，才有想象力，才有可能做好你想做的事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