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汪民安郭晓彦

A江苏人民出版社
MSMS 
民主菁 7位机构

THE I NSTITUTE 

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从鬼舞中逃离!
一一当代艺术的历史计划
黄孙权文

当代艺术的不再有历史计划(historical project) ，只有诠释以及更多的诠释。历史

中的审美主义都有其历史任务，如他们自我宣称的那样斗争出美学范式，将自己阶级

与国族的专属美学变成普遍美学。然而当代艺术里再也感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历史

任务，没有山头要奔，在市场漂浮，审美随处可得，所有形式都是可接纳的，观念都是

合理的。易言之，当代艺术仅仅只是"实存的气ontisch) ，指称了任何存在形式，然而

并没有"懂存在的"(ontologisch) ，关于实存之好奇的、惊诧的、恐惧的思想活动。

美学风格演变是斗争的结果。以物件风格为主的形式主义艺术史，或以艺术家

为主的艺术史，都暗含线性"进步"史观，然而这些艺术史学家说的进步与真实原因通

常大相适庭。法国在历经 1789 年大革命， 1830 、 1840 、 1871 年的几次人民公社革命

后，福楼拜、波特莱尔及印象派的先锋者，努力与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布列东们、与贫穷

义学生艺术家划清界线。艺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他们也瞧不起整天与皇室句搭

的沙龙派，决心要搞真正的艺术展，喊出"为了艺术而艺术"，透过双重否定结构，奠定

了现代艺术的核心意识形态①。随着豪斯曼的大巴黎改造计划、分区规划原则以及防

堵街垒战的军事化都市治理技术，清除巴黎老旧弯曲街区，开辟笔直林荫大道，透过

分区地产高级化来划分贫富居民区域，提供大量的都市游强设施等②，以及让历史上

① Pourdieu，卫 (996) ， The Rules 01 Art : Ge阳is and Structure 01 由 Literary Field. Cambridge: Polity Pr，白的黄孙权

(2013) ，<<迈向社会性艺术 艺术实践的知识关乎社会政治过程的知识>>，载《新美术比 34( 10) ，第 16-42 页。

② Harv町， D. (2003) , Paris , Capi阳101M功mity. New York: Routledg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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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现的都市漫游者得以享用阶级区分后的都市宁适性，城市休闲美景成为他们，

特别是印象派先锋者的专利，与其主要的绘画主题①。马奈与莫内要表达主体感受，

自然写实主义自是差劲的形式，他们不愿再帮贵族画肖像，而是用他们自己的都市生

活，一个他们可享用的空间情境来确认自己阶级的实存。 波特莱尔对画家贡斯当

丹·居伊CConstantine Guys)推崇备至，与其认为这是他觉得居伊是不再眷念古代与

旧时生活，对现代生活充满了兴趣，激情地从白天到夜晚与全社会打交道的新时代画

家，倒不如说是他赞叹自身的生活，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享受过渡、短暂、偶然的美，从

而否定社会艺术与贵族艺术中的艺术工具性。自此，"艺术自主性"乃为资产阶级个

体性的特征。

现代艺术到了 20 世纪初，积极回应了社会文化的需求。意大利未来派以剧场方

式号召观众参与、积极入戏，但随后的巨大集体表演却为法西斯政权奠定了美学基

础。 俄罗斯的形构主义，经过无数次预演却提供了革命的想法。 战前的瑞士达达主

义以令人傻眼崩溃的玩笑，否定一切道德位置和政治，提供了另类的意识形态居所，

但仍元法阻止战争。 战后的达达和国境情境主义则在理论上提供了绕道Cdetour) 、飘

移Cd'erive) 的思考，他们离民众更远而非更近。 60 年代的艾伦 · 卡普罗的偶发艺术

CHapping)嬉皮式创新，观众是要挑衅才能启蒙的对象;而与卡普罗、Fluxus 艺术团体

颇有交往的捷克艺术家米兰·克尼扎克 CMilan 险让马k) ，则在苏联大军压境下强调生

活与政治的分离 ，主张"不是要让艺术进入生活，而是让生活就是艺术"。在同一时

代，阿根廷艺术批评家奥斯卡 · 玛索塔COscar Masotta) 的参与行动剧场②和巴西的奥

古斯都 · 波瓦CAugusto BoaD反压迫者剧场则以个别的方式进行异议，将欧美自由的

偶发艺术(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没有大脑节庆嬉戏)变成暴露集体无能受虐的展示，

以凸显观众在剧场中的受虐犹如社会人民受到军事政权的虐待一样，后者则以集体

学习来抵抗当时军政府的高压统治。 70 年代来自英国社群主义倡导的艺术实践，在

冷战结构的尾声由美式民主接续，开始 80 年代的新类型公共艺术③、创作性对话@等

从实践和美学理论企图扩充(而非反对)现代艺术自主性的尝试⑤，导致 90 年代的艺

① α町k， T. J. (986) , The Painting o[ M;由71 Li[e , Paris in the Art o[胁时t and His Follcn.ærs. Princeton , N. J. , Prin

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ocial sadism made explicit"为克莱尔 · 毕晓普(αaire Bisoop)书中的一章标题。 描写阿根廷在军事强权下，当地艺术家

如奥斯卡·玛索塔以揭露体制虐待人民的方式进行反抗，欧美的偶发艺术对他们来说是笑话一场，什么事都被监控，什

么事都不可能发生，追论偶发。 参见Bisoop ， 2012 , pp. 105 - 128 , Arti[icial Hells Pa巾Cl归tory Art and thePolitics o[ 

Spec扭曲町hip Ost ed. ) . London; New York, V，自由&oks。

( Lacy, S. (995) ，此也户户ing the Te押nin , New Genre Public Art. Seattle, Wash. , &y P，臼s.

④ K臼t町， G. H (2004) ， αrrver皿tion Pieces : Convnunit y and Convnunication in 品也d肝ηA时.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白电

⑤ 在 80 年代的美国民主与否并非主要问题，而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分配不均，以及连带的政治弱势处境。是故，无论新类

型公共艺术，还是强调对话的创作，只是安抚了民主政体的不满，而非真正面对社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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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全面社会转向..…·当我们细数艺术流派的历史，被击垮的旧时代、被革命了的对

立面、被民主的审美、被参与的艺术实践，都是新艺术建立自主性的一部分。

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①显然是艺术社会转向的基石，在景观社会之后，努力制

造更多观赏影像不再具有意义，既比不上好莱坞的超级制作，也比不上日常生活随时

可得的影像震撼(想想九·一一与美国攻打伊拉克时的新闻画面)。然而参与艺术或

协同艺术并非拒绝了景观，毋宁说是借由众人参与，开放生产过程得以避免一眼看透

物件式作品来树立自己的"另类"立场，并无能穿透统治的景观所构筑的"同一性"，只

是以一种景观取代了另一种，以过程取代作品，以参与扩充艺术主体的能动性。追寻

这些现代性艺术的历史计划之轨迹，会发现它并未死透，遗骸被不断更新的技术形式

所延续，这使得典型的美学史争辩，诸如瞬间感受/长期改变、观看/参与、个体/集体、

高/低艺术之分逐渐失去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当代艺术"分歧的和谐"，"多元"之

来源。

现代艺术的实践与当前的"与社会交往"有共同的根源。"艺术自主"，在 19 世纪

末，是独立于皇家贵族化妆术与社会需求的独立领域;在 20 世纪，是需要在白墙之内

外都被承认的价值，向往进入文化政治殿堂，而非仅是拍卖与展览物件之技术操作

者。他们也有共同的认识论盲点:没有外于社会的艺术，又何需返头与之交往?现代

性打造的艺术自主性幽灵仍旧缠绕在旧或新艺术生产关系之上，缠绕在不同历史阶

段与社会制度之上，缠绕在不同发展进程的国族之上。欧美的民主，破产的共产国

家，印度的政治社会，情越淮而帜，可成为哲学家如朗西埃重复唠叨的审美民主与感

性分配;可成为诸多艺术家走进社区空间、社会运动与文化改造的道路;也可成为政

治激烈批判的工具;当然也可能成为全球大展的贵客。这一切并不新奇，如同 70 年

代波伊斯喊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样，口号响亮彻底，但从那之后，艺术更是学院

体制与市场的产物，素人艺术家被消灭，观众需要被教导培力 (enpower) ，艺术与艺术

家拥有无上自由来宣称他们任性意志产物的理由。

以上扼要的描述并非要指出现代艺术的历史性计划的失败，相反的，我只是企图

说明现代艺术的历史性计划仍存活，只是失去了历史性，失去了在当时当刻扭转历史

前进的那种力量，乃至留下的就只剩套路，敌人已然邀去无踪。当代艺术继承了现代

性艺术自主(个人感性)与后现代的社会参与(由大众保证)的遗续，将两者结合成新

自由主义式的感性构造一一一通俗感性的个人，于是我们逐渐无法辨识庸俗安全的参

与艺术行动与展场中激烈的政治艺术作品的差别，因为审美都应该是民主的。当代

艺术进一步将现代性的历史计划(与其敌人)从历史中拔除，而将两者创造出来的形

① IÆbo时， G. (1994) , The岛ciety 0/由 5如山cle. New Y ork , Zon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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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数据库扩充成更丰厚的美学目录。 在这份全新的购物指南中 ，激进哲学为其封面，

画廊与双年展成为两种相互竞争的产品广告，艺术品是产品 。 犹如当代艺术大展中，

艺术家总是无关紧要的，换批艺术家也不伤害大策展人的论述，艺术作品只是策展论

述的插图。当代艺术开除了现代性内含的斗争合法性，将抗争变成形象之爱，需要

"革命"的姿态，而不需要"革命"的内容。 政治立场与艺术市场是象征价值交换共构

了新自由主义式的拜物世界，革命向来不受喜爱，但我们总是爱着革命之人。商品世

界不需要对立(counter) ，只需要另类(altemative) 。 另类意味着更多的商品，而更多的

商品就是为了建立完善市场，使得我们的选择看似更自由、更自主地去消费符合各种

主义所透过自我宣称的成品 。 本雅明描述 19 世纪巴黎商业拱廊街中的神秘拜物教

在当代艺术中被复兴了，或者应该说，人们不是被物品引诱而忘了生产过程的不公，

而是，一个人越是把注意力摆在真确的感受上，而不是去注意所感受的客观内容，主

体性就越成为目的本身，他也就越不具有表达能力 。 当代艺术让个人用真确感受来

接近艺术而不加以评判，我们就失去了表达能力 。 马克思用来描述商品拜物教的鬼

舞(ghost dance)变成了个体自主性的舞蹈了，人们在一切都可以的迷媚中狂舞却踏着

现代艺术自主性的舞步。

二 飞

理解艺术生产(production of art)与支持此生产的社会政治框架是艺术实践认识

论的重构工作。 毕竟，我们如今面对的是全球不均地理发展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新

自由主义吸纳所有另类形式成为商品的年代，任何主体的美学主张与形式要具有影

响力，首要目的乃是成为思想内容之物，而非美学形式对象之物。 这不是取消了形式

的重要性，恰好相反，要掌握形式之连结能力，形式不再是组织构图、材料、造型的能

力而己，而是包含组织社群、地方、政治的共感(或者歧感)的技术，同时辨识当前的历

史性危机为何，在各自的战线上联合起来。 犹如 1999 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所示范

的那样，有着不同的敌人与诉求，而采取自主同时联合的行动。

我们需要在还未死透的现代艺术中找到令其呼吸的原因 。 如果彰显现代艺术核

心观的个人中心主义，以弹性劳动、自我雇佣、灵活有个性的成功艺术家为标准，不就

是赞同新自由主义捏塑的模范生? 那么，这种与新自由主义如此亲近甚至一样的价

值观岂不令人担忧? 相反的，强调集体合作、社会参与与进入社区的艺术家则是要辅

佐那些在新自由主义下失败的人重新变成顺从、尊重权威有希望的公民，面对日益减

缩的公共服务，自己想办法救自己，不依赖社会福利而能独立生活，难道要认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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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慈善者、志愿者和社会行动新文化的创造者?这些工作并不能让人们认清日常

生活的结构性条件，只是让人更好地接受现状而已 。

若在 1842 年巴黎革命里逐渐发展出来的"艺术主体性"(为了艺术而艺术) ，现在

必须借由"参与‘来和当代理论家提出的'诸众"产生关系;借由"跨领域"来回应从历

史前卫主义以来企图瓦解专业界线到如今广泛与社会经济环境各层面媒和的艺术计

划。若仅此而已将无能面对问题，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理论与方法论。这不是艺术

想尽办法与社会交往的讨论，而是作为社会一部分的艺术界之革命。 我们得抛弃围

绕在后现代理论文字游戏下产生的结构与重构的无用实验，抛弃变成理论家的哲学

家创造出的解释范式。 套用都市社会学家卡斯特的话"在田野研究中，在新资讯的

收集中，在发现社会隐藏的领域里，以及在所有迷人与悲惨的都市生活里回归他们的

源头。"①我们不需要新的美学意识形态和前卫乌托邦，我们应该让人们想象自己的神

话，想象他们自己需要的艺术，想象艺术来自日常家庭需要而非美术馆。当代艺术实

践需要找到自己的方法论、工具箱，以便能展开必要的研究来了解新的空间与社会关

系，包含了艺术生产在里头的作用。

于是，社会学家给予都市研究者的忠告，恰如给现在当红的艺术与田野关系省思

的机会。那么，当代艺术如何从事田野?重建失落的社会性空间的串联式斗争?

当代艺术家进入田野是来自市场需求，而非对自身历史性的掌握。 作品的生产

需要更多"异文化"、"异地"的素材，艺术家必得像搜集材料画笔颜料一样地收集异于

自己的人类文化，然后学会再现"他们"。 然而，艺术进入田野未经过审慎反思，目的

与方法都显得可疑。 艺术家常沦为二流社会学家报告与庸俗民族志的作者，作品是

不精准观察报告，专注于形式再现，田野资料既无检验标准也无品质，更无需对田野

对象负责。 艺术家不以改善现况为目的，总以"引起讨论"表示已经有了反身性思考

来推卸责任。艺术评论通常不敢论断参与式艺术作品的好坏，因为这是"公众"的结

果，然而，若是如此，艺术家就不用担负美学与政治责任，社会参与和公共议题揭露即

是最佳保证。

艺术家与民族志学者的的互相倾慕并非当代艺术家独有的 。 1934 年本雅明在

① 曼纽尔· 卡斯特(2003) ， <<二十一世纪的都市社会学>> ，载《城市与设计学报>> ， 十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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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巴黎与法西斯主义时，就提出了"作为生产者的作者"①。他召唤，左派的艺术家

应该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进步"的艺术家去干预，应该如同革命工人一样，利用其

掌握的艺术性生产工具，改变传统媒介的技术，转换资产阶级文化的机器。 如他引述

费尔南德斯(~onFernadez)的话"应该把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使之意识

到双方的精神活动与生产地位是一致的 。"只有当作品。轩在文学倾向上也是正确

的，它才可能在政治倾向性上是正确的，因为政治上的正确倾向包括了文学倾向(质

量) 。 好的艺术拥有好品质和政治正确的倾向。然而，"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是什么

样的位置? 他写道"一个捐助者的位置，意识形态的赞助者 一个不可能的位

置。"因为，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只能根据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确定或

者选择。

今日当代艺术家进入田野的热潮，是"作为民族志者的艺术家"(Artist as Ethnog 

rapher)更新版。 自主艺术论的布尔乔亚机构仍旧定义着艺术、观众、作品，艺术家却

越来越喜欢与文化和民族志意义上的"他者"接近。 福斯特(Foster)指出:艺术家假定

了艺术转换的基地就是政治的基地，此基地落于他方(elsewhere) ，在他者的田野中。

本雅明所论的生产者模式中，要与社会的他者、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合作，而在拟人类

学(quasi - anthropologic)模式中，要与文化上的他者、被压迫的后殖民国度之人、庶民

和次文化合作。 他者永远是外于自己的，异质性(alterity)是颠覆宰制性文化的主要

因素。 因此，若艺术家不能被视为社会或文化上的他者，就无能接近此种转换，相反

地，就可以自动具有转换能力 。 无论哪种模式，生产者模式，还是类民族志模式，其实

都是现实主义假设的错误，因为后殖民也好，无产阶级也好，都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而

且是社会地被压迫、政治地被制造以及物质地被生产出来的。②

艺术家要成为人类学家，这个位置不正是本雅明所谓的"意识形态赞助者"的位

置? 福斯特并非要争论现实主义的假设是否恰当，而是担心表现出认同差异和他者

作为外在者(outsider)此种自动编码，使得文化政治的边缘性更为坚固而本质化了，使

得我们自身内在的文化政治失去作用，而内在的文化政治更贴近于跨国资本主义的

后殖民情境。 如果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位置，也只是代理赞助者，那拟

人类学们尽管有着政治介入和逾越体制的决心，在特定的场所社区工作，也只不过希

望这件"作品"被赞助者记录成是社会外援，经济发展，公共关系……或者是"艺术"。

对于差异性的热爱，对于他者或外在的政治投射都会减损此刻的政治，因为差异不保

( Benjamin, W. (1986) , "The Author as Producer. " In P. Demetz (日 ) ， Re flectians ( pp. 220 - 238) . New York, H盯∞四
Brac巳

② Fost町 ， H. (1995) , The Artist as Ethr吨rapher. In G. E. Marcus &. F. R Myers (四川 ， The Traffic in Culture , ReJ币叨ff

ing Art and Anthrot盯logy( pp. 302 - 309) . 坠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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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颠覆与转换，因为是投射，外部就不会是纯粹的他者。学术报告开始流行情感性批

评，忏悔式声明，而类民族志的作品在艺术市场流窜。十几年前，人类学家对艺术家

充满妒意，艺术家是反身性典范，对差异敏感，对改变持开放态度，是有自觉的读者。

现在相反了，艺术家羡慕起人类学了，人类学是差异科学的主干，以文化作为对象，有

脉络的实践与他者的关系，可以裁定跨领域为何，人类学家的自我批判更是迷人。艺

术机制不再仅是实际的白墙内空间，也连结了其他社群和对象，而艺术(家)被扩充进

了文化领域(人类学家) 。

以上都可解释艺术家为何做田野了。尽管充满危险争议，但我认为田野有着更

高的、不完全势利的目的，艺术家进入田野是寻求一种有效的行动方案，帮助田野者

与田野对象创造可以解决问题、改变现状(政治)的知识。这意味着暂停自己熟悉的

形式世界，摆脱自己的"美学"，重新认识你自己与地方、与社群/社区感觉结构的异

同。广泛的田野工作，有着不同的对象与议题。 田野的具体操作固然包含长期生活

在田野、参与观察、参与实作、社会学介入、深度访谈与口述史，等等。对人的关怀是

人类学民族志的传统，议题则常是社会学家田野的目的，而空间专业的田野是解决问

题。 艺术家并非为了书写理论或规划蓝图，毋宁说，艺术家做田野，是为了回答田野

给予创作者的"谜题"(p田zle) ，谜题可以来自个人特殊的生活经验、对常识的质疑、挑

战社会科学家或主流意识认为理所当然的论点，对美学感受的思考，最终力量是艺术

家的终极关怀。因为田野工作可能让创作者惊讶，可以产生无法以原来立场解释的

新知识与美学关系。田野最有意义之处，乃在于深度连结创作者/研究者和田野中

"经验的亲密性"与"结构的决定性力量、变迁与持续如何被理解与呈现"。

这也是我在多处文本里不断强调的①，田野与社会性空间乃是重建当代艺术历史

性计划的第一步，由之，我们应该建立一套有关社会性艺术 (societal art) 的方法论。

社会性艺术不是强调参与和协作的一种实践，也不仅是政治艺术，因为无论如何，只

要艺术家有着"作者"的身分，就不能不面对自身的政治与美学责任。仅与民众站在

一起最终可能成为参与的噩梦②，或如美国 20 年代重要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的，沦为民主形式最媚俗的实践而已③。 社会性艺术强调的是立基于

真实的社会政治过程中，重新唤起人与人的连结，并且将少数人的文化旨向变成社会

承认的规范价值之一，并在社会性空间中创造新的艺术生产模式。艺术家与民众一

起工作，为的不是将他们当作再现的材料，而是与他们一起生产出"作品"，解决艺术

① 可见黄孙权 (2009) . (( 谁在乎谁策展?当今艺术的"历史性计划'啡，载《今艺术 )) (四月号) .第 117-119 页;黄孙权

(2013) .<<识异、交往、快感一一跨领域艺术在台湾 >> .载《艺术认证以黄孙权 (2013) . << 迈向社会性艺术一-艺术实践的知

识关乎社会政治过程的知识)) .载《新美术 >> . 34 (0).第 16-42 页。

②马库斯 ·米森(2012) .((参与的恶梦)).北京.金城出版社。

③ 沃尔特 · 李普曼(2013) . ((幻影公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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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民众的共同问题并获得知识上的进步。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τòuraine) 

强调行动者的主动性，是"社会学式介入"，主张社会行动的集体和研究工作共同生产

知识，而研究者的介入旨于协同行动者从他们的处境中脱离出来，以此能够创造与以

往社会运动不同之处。 社会性运动不外乎个人利益的集体抗争(针对政治体系对社

会需求的失能)，以社会冲突的形式寻求文化价值的首肯与重建，这些文化旨向(技

注)具体化唯一特定的社会形式的实践，也是个人主体转化成历史主体的过程，社会

性运动由反抗权力的抗争进向为更合理的社会发生过程①。艺术工作者对文化行动

的操作并不陌生，图海纳的提法正好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视点，将艺术实践与文化行动

连结起来。

如果我们没有离开现代艺术自主性的囚笼，当代艺术永远不会体认自己的危机，

不会有自己的历史性计划，而我们以美丽创造或激烈抵抗的世界之一切，不过为了僵

尸表演而已 。

、田，f

① τòuraine. A (988). Retum 0/山 Actor soc出l Theory in Postindustγ咀l Society. Minnea~町，lis: University 01 Minne回恒

pr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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