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语视像艺术节呈献：影像珠三⻆角

陈劭雄、欧宁、曹斐、⻩黄伟凯、胡向前、周滔、秦晋、⻩黄⼩小鹏

胡向前《蓝旗飘飘》，2006 （图⽚片由艺术家胡向前提供）

⽂文：湛旭华；编辑：刘静雯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思想、⾰革命的发源地：印度僧⼈人和耶稣会⼠士从⼴广州

传⼊入新的宗教；⾃自元代以来，这是中国对外贸易易的重要港⼝口，到清代乾隆隆时期，⼴广州

⼀一度成为唯⼀一对⻄西⽅方国家开放的通商港⼝口，史称“⼀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行垄断⼤大部

分中国的对外贸易易，⼴广州⼀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北北京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城市，其贸易易

额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由此引发后来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广州⼜又率先
引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边陲城市在古代是犯官流放地，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

的发源地，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广州这个海海上丝绸之路路的

重要驿站以其天然的地缘位置是各种外来⽂文化的舶来地，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艺术传

播的平台。

 
历史以及各种艺术⽂文化在这个近海海城市扬帆、靠岸、再出发。洗刷出⼴广州对外来⽂文化

开放吸收的态度、务实、内省、敢于尝试也充满活⼒力力的特质。

 
珠江三⻆角洲以其独特的地理理位置带动中国市场经济及国际化发展,⼴广州位列列1984年年中
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沿海海城市。⼴广州与港台在经济贸易易上的来往和天然的粤语⽂文化上

的联系，让⼴广州更更加容易易受到邻近华洋混杂的港澳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流⾏行行⽂文化、

⾳音乐、电影总是在此率先引⼊入，为先锋的艺术影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了丰富多样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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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而⼴广州远离传统政治中⼼心的‘南⻛风窗’地域位置，供给在这⾥里里为数不不多的艺术家必

不不可缺的⽂文化思考空间（⻅见ARTZIP 2016年年6⽉月号曹斐访谈）；在经济发展中的珠三
⻆角和⼴广州是中国在全球化⼤大潮中变成世界⼯工⼚厂的缩影，各个层次的外来⼈人⼝口带来的新

⽂文化冲击了了传统珠三⻆角的粤语⽂文化区，带来⽂文化上的多元性。我们从珠三⻆角艺术家的

影像艺术中可以观察到这个地区在市场经济发展、⾼高速城市化下躁动不不安的时代背景

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以⼴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艺术家群体为核⼼心成员，从80年年代开始⼀一直活跃于南中国的艺
术舞台：80年年代有‘南⽅方艺术家沙⻰龙’，到90年年代开始， 如⼤大尾象⼯工作组、阳江组、
缘影会等独⽴立艺术群体的创作、陈侗的博尔赫斯书店和维他命艺术空间等独⽴立⽂文艺空

间的参与、本地美术馆体系的⼴广东美术馆、⼴广州时代美术馆和⼴广州三年年展、策展⼈人如

王璜⽣生、⻩黄专、侯瀚如、巫鸿等的学术⽀支持，各种先锋艺术得以在⼴广州蓬勃发展。到

2000年年代中期，⼴广东艺术家的热潮随着南⽅方艺术家的北北上逐渐消褪。⼴广东先锋艺术
仿佛⼀一度沉寂，但是，新的⼒力力量量也在南⽅方的⼟土壤上崛起，如徐坦和⻩黄⼩小鹏（徐、⻩黄两

⼈人2012年年在⼴广州创办独⽴立艺术机构⻩黄边站）、胡向前（与翁⼦子健等创办观察社）、秦
晋、周滔、吴超等艺术家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深耕。

 

第六届华语视像艺术节将联合英国电影协会“实验场”项⽬目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首度聚

焦曹斐以及⼀一批来⾃自珠三⻆角地区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和‘⼤大尾象’和‘缘影会’等独⽴立艺术

团体成员——陈劭雄、欧宁、曹斐、⻩黄伟凯、胡向前、周滔、秦晋和⻩黄⼩小鹏等，为英
国观众展现以⼴广东为基地的影像艺术特⾊色：带有独特的粤语⽂文化和地区特征、对各种

外来和流⾏行行⽂文化的兼收并蓄、对⾼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城中村、⻘青年年问题、外来

⼯工、政治制度等复杂的社会政治的关注等特征，展现⼴广东先锋艺术家在特有的开放语

境介⼊入下对社会现实的感知。

 
华语视像艺术节转载Terry Kern 为2010年年10⽉月号《艺术界》撰写的《⼴广东快⻋车：地
域幻想的兴衰》⼀一⽂文，让读者与观众更更好地了了解珠三⻆角的影像艺术发展。

⼴广东快⻋车：地域幻想的兴衰
LEAP | October 2 , 2010 | Tag in: 2010年年10⽉月号 | ⽂文: Terry Kern / 翻译: 杜可柯



曹斐，《珠三⻆角枭雄传》，2005年年⾏行行为现场，第⼆二届⼴广州三年年展，⼴广东美术馆 
“⼴广东艺术家”，⾃自九⼗十年年代中期从珠三⻆角迷蒙的雾⽓气中⾛走出，新世纪伊始进⼊入最⻛风光

的⼏几年年，之后随着整个艺术界⽣生态的成⻓长逐渐淡出⼈人们视线，诱使许多过去被归⼊入该

群体的艺术家纷纷北北上。如今，这个概念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简直可以回头做个初

步的历史回顾。和多数事物⼀一样，这个词也和国家⼤大趋势有着深刻联系。“⼴广东艺术

家”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们对城市的介⼊入，与岭南地区⽂文化的关系倒不不甚紧密，正因为

如此，他们尤其适合代表中国艺术话语从政治象征主义到城市⼈人类学的重⼤大转变。在

此过程中，地域标识慢慢动摇了了当时国际艺术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刻板理理解。

 
当然，以⼴广州为核⼼心的⼴广东地区并⾮非没有⾃自⼰己的前卫艺术史。亚洲艺术⽂文献库最近拍

摄的纪录⽚片《萨特与邓丽君》就以精彩的笔触描绘了了⼴广东当代艺术早年年的觉醒，采访

对象包括批评家李李正天、艺术家王度等南⽅方艺术家沙⻰龙的重要⼈人物，⼋八五美术新潮中

很多最为机智的⾏行行为作品就来⾃自该团体的创作。影⽚片认为，因为当时来⾃自⾹香港的物品

和观念能够相对⾃自由地进⼊入⼴广东，再加上席卷全国的思想热潮，促使该地区产⽣生了了⼀一

种独特的观念艺术。九⼗十年年代初，随着以邓⼩小平南巡为契机的经济改⾰革在中国上下进

⼀一步深⼊入，⼴广东也有不不少动作，⽐比如吕澎策划了了著名的“⼴广州·⾸首届艺术双年年展(油画

部分)”，这⼀一周期性展览的性质类似博览会，在艺术市场尚未真正形成之际率先迈出

了了探寻的⼀一步。

 
⼤大尾象⼯工作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他们在1991年年⾸首场展览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了了⾃自
身创作与地区现状的关联：“处于过渡期的混杂、⽆无序，我们设法理理出头绪，并⾮非思

考的开始，还因为太多的沉淀。”这个形式⾃自由的艺术家团体由陈劭雄、梁梁矩辉、林林

⼀一林林创建，徐坦很快加⼊入，之后在1992年年、1994年年、1995年年和1996年年都举办了了较⼤大
的展览，⾄至今仍未正式解散。⼤大尾象在⼴广州街头的⼀一系列列城市游击式的介⼊入⾏行行为在当

时国际艺术界上赢得了了⼀一些声誉。这时候的国际主流趣味虽然还停留留在⼤大头像油画，

但⾄至少在策展边缘地带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大尾象通过这种⾛走上街头的⾏行行动主义作

品，⽐比如林林⼀一林林著名的《安全渡过林林和路路》、梁梁钜辉在施⼯工电梯⾥里里打⼀一个⼩小时电玩的

⾏行行为，在⾃自⼰己身处的城市中制造出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了地⽅方本身的诗意时刻。



陈邵雄《5⼩小时》，1993年年⾏行行为现场，⼴广州红蚂蚁酒吧

早期的本⼟土展览制作热潮结束后，另⼀一股⻄西⽅方话语制造热潮紧接着开始，最富代表性

的就是雷雷姆·库哈斯的珠三⻆角研究项⽬目。该项⽬目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城市项

⽬目”的⽀支持下启动，1997年年参加了了卡特琳•戴维策划的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2001年年
经过提炼巩固，编成《⼤大跃进》⼀一书结集出版。⼤大部分国际观察员就是借此接触到该

地区的。库哈斯收集了了⼤大量量数据和图像信息，描绘了了⼀一幅令⼈人惊叹的珠三⻆角图景，这

⾥里里的摩天楼在设计完成之前便便已破⼟土动⼯工，⼆二⼗十五岁的建筑师可以规划整个城区的建

设。围绕杂志《ANY》（纽约建筑）及其每年年⼀一度各处巡回的研讨会，建筑与⽂文化理理
论的交汇在全球范围都得到了了清楚的阐述，此时库哈斯的珠三⻆角研究就变成了了整个时

期城市焦虑的化身。

 
这⼀一切反馈到艺术界⼜又变成另⼀一种样⼦子。其中不不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是珠三⻆角最钟爱的

⼉儿⼦子：策展⼈人侯瀚如。侯瀚如是89现代艺术⼤大展策展团队⾥里里年年级最⼩小的成员，展览结
束后不不久便便移居巴黎，并迅速进⼊入当时同在巴黎的国际圈⼦子，圈内包括⻩黄永砯等中国

艺术家，以及年年轻的瑞⼠士策展⼈人汉斯·尤⽽而⾥里里奇·奥布⾥里里斯特。1996年年，侯瀚如和⼩小
汉斯共同策划了了著名的巡回展“移动的城市”，以新⽣生的城市处境为主题，参展艺术家

包括⼤大尾象以及跟他们时有合作的郑国⾕谷。侯瀚如很快意识到，他的家乡及其周遭环

境中有某种特别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使之成为⼀一座“现代性的特殊实验室”。此说法

取⾃自2005年年⼴广州三年年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他的⼀一段尚未开始便便已结句句的
论述。这样的说法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根据：毕竟，⺠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就来⾃自⼴广东，

这个地区由于独特的语⾔言⽂文化⼀一直与北北⽅方邻省保持距离。侯瀚如⽤用⼀一个醒⽬目的标

题“⼴广东快⻋车”概括了了整个情况，快⻋车先是开到了了2002年年由他策划的韩国光州双年年
展，次年年⼜又参加了了威尼斯双年年展。侯瀚如与⼤大尾象⼀一代艺术家以及欧宁、曹斐（两⼈人

当时最著名的作品是纪录⽚片《三元⾥里里》）等更更年年轻的后辈都建⽴立了了特殊的联系，凭借

于此，他成功地在全球艺术界为⼴广东主体性的概念谋得了了⼀一席之地。



 
梁梁钜辉《游戏⼀一⼩小时》，1996年年⾏行行为现场，⼴广州某⼯工地

本⼟土系统的发展为这⼀一崛起或由此产⽣生的认识起到了了推波助澜的作⽤用。陈侗和他的博

尔赫斯书店是九⼗十年年代后半期⼴广州艺术家聚会的重要场所。2002年年，富有开创性意
义的⼴广州三年年展⾸首次举办的同时，维他命创意空间也在⾚赤岗某菜市场旁边的楼上正式

创⽴立。最初不不起眼的另类艺术空间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专业画廊，

各⼤大博览会纷纷向它伸出橄榄枝，许多对潮流趣味握有掌控权的藏家和策展⼈人都与其

有深厚联系，旗下艺术家也似乎带有某种集体⽓气质，但究竟是哪⼀一种，⼜又⽆无⼈人能够⾔言

说清楚。欧宁2005年年为创意阶层开设的“⼤大声展”（主办⽅方就是《艺术界LEAP》所属
的现代传播集团）举办⾄至今已到第三届，这场⽬目前正在进⾏行行中的展览⼀一直致⼒力力于推介

来⾃自南⽅方的新鲜事物。

 
再后来，就像深圳⼀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一样，⼴广东艺术家热潮在突然之间消

褪。2006年年到2008年年的繁盛期，南⽅方艺术家北北上已经不不是什什么新现象，代表⼈人物包
括陈邵雄和曹斐，还有蒋志、储云、刘窗等“深圳艺术家”。⼏几年年之间，就连阳江组领

袖郑国⾕谷都似乎花了了⼤大量量时间在⾸首都。2006年年梁梁钜辉的去世⼏几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
终结。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不是这些具体事件，⽽而是⼀一种更更为⼴广泛的认识：地域身份

认同除了了能跟⼀一帮说同样⽅方⾔言的朋友们分享故事以外已不不再具备其他任何优势。过去

与地区绑在⼀一起是富有创新性，甚⾄至颠覆性的⾏行行为，但等到泡沫破灭以后，艺术家发

现⾃自⼰己唯⼀一需要的身份其实是他⾃自⼰己的名字。

影像珠三⻆角
+对话曹斐

实验影像 中国
5⽉月11⽇日星期三, 晚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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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2 （1996） 
艺术家：陈劭雄

⽚片⻓长：8分钟36秒
单频录像.彩⾊色.有声
艺术家将⾃自⼰己的⽆无限想象⼒力力和⽇日常记录下的城市的狂躁节奏和荒谬现实相结合，并把

中国传统⽔水墨墨画技法融⼊入题材形成其创作特点。其“⻛风景”系列列探讨对⻛风景的观看态度

和意识形态问题。 《⻛风景－2》 把不不相⼲干的图像和熟悉的城市⻛风景重叠在⼀一起，⾃自动
组成视觉的词语，没有逻辑，不不产⽣生意义，⽆无法解释。（图⽚片由艺术家陈劭雄提供）

关于艺术家：

陈劭雄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他是⼴广州早期先锋艺术团体“南⽅方艺术家沙⻰龙”和“⼤大尾象
⼯工作组”的创始成员之⼀一, 也是⼴广州先锋艺术家团体的代表艺术家之⼀一。



三元⾥里里（2003）  
艺术家：欧宁、曹斐、⻩黄伟凯 （缘影会）
⽚片⻓长：40分钟
单频录像.⿊黑⽩白.有声
《三元⾥里里》是欧宁、曹斐和⻩黄伟凯等以缘影会名义应邀为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年展⽽而
创作的实验纪录⽚片。作品采取个⼈人创作与群体协作相结合的制⽚片⽅方式，从三元⾥里里这个

典型城中村开始对⼴广州进⾏行行切⽚片研究，它以城市漫步者的姿态，探讨历史之债、现代

化与岭南宗法聚落⽂文化的冲突与调和、都市村庄的奇异建筑和⼈人⽂文景观，最后形成⼀一

部⿊黑⽩白影像诗篇。（图⽚片由维他命艺术空间和艺术家曹斐提供）

关于艺术家：

曹斐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她的作品涉及多种媒体形式，包括摄影、表演、电脑合成

图像和电影。她的作品反映出在当代中国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在世界各种⽂文化交融的

背景下成⻓长的新⼀一代中国⼈人所经历的空想与幻灭。

欧宁身兼社会活动家、作家、策展⼈人和艺术家等多个⻆角⾊色。他是两个乡村重建社会项

⽬目“碧⼭山计划”和安徽⻩黄⼭山“理理农馆”的创办⼈人。他也是90年年代末⼴广东独⽴立影像群体“缘
影会”的创办⼈人。曾任《天南》⽂文学双⽉月刊出版⼈人和主编；

⻩黄伟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缘影会”成员，现为独⽴立电影导演和艺术家⼯工作居住于

北北京。



蓝旗飘飘（2006）
导演：胡向前

⽚片⻓长：19分钟13秒
单频录像.彩⾊色.有声/⾏行行为艺术录像
短⽚片以“政治”作为材料料⽽而⾮非⽬目的进⾏行行了了⼀一场⾃自导⾃自演的“假秀”，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

诱发出⼈人和事的真实⼀一⾯面，并嘲讽与揭露露了了政治游戏的不不公正性，还原了了政治本来的

⾯面⽬目。（图⽚片由艺术家胡向前提供）

关于艺术家：

胡向前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界最为活跃的年年轻艺术家之⼀一，胡向

前不不同意被归类为⼀一个表演艺术家，他认为“表演者”和“演员”这两个术语来描述他的

表现和视频的做法更更为贴切。胡向前是活跃于⼴广州的独⽴立艺术群体‘观察社’的创办⼈人

之⼀一。



1,2,3,4 （2007-2008）
导演：周滔

⽚片⻓长：3分钟33秒
单频录像.彩⾊色.有声
1,2,3,4拍摄了了超过40家商店和公司的员⼯工早晨集训会，并将这些记录影像依据其⼝口
令节奏进⾏行行整体编排和剪辑。现代企业管理理的⾼高效率模式似乎隐含着社会模式的演

化，更更有意思的是它造就了了⼀一种群体集结的视觉⻛风格化。（图⽚片由维他命艺术空间艺

术家周滔提供）

关于艺术家：

周涛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本科和混合媒体专业硕⼠士，以录像作为他的创作主

体，善于把所熟悉的周围事物为素材，⽤用介⼊入的⼿手法把毫⽆无意义的事件细节转变成剧

场式场景。



⼆二⼗十九年年⼋八个⽉月零九天 （2009）
导演：秦晋

⽚片⻓长：6分钟17秒
单频录像.彩⾊色.有声
⽤用熨⽃斗将⾐衣服重复熨平，直⾄至焦⻩黄。艺术家以⼀一种个⼈人的、私密的、充满仪式性⽅方式

揭示了了这个时代的虚⽆无。你⽆无法肯定⾃自⼰己对什什么深信不不疑，也⽆无法获得⼀一种肯定的⼈人

⽣生观，唯有在⼀一种看似⽆无法解释的重复和机械化的⾏行行动当中获得情感的交流甚⾄至是苦

苦寻找的答案。（图⽚片由艺术家秦晋提供）

关于艺术家：

秦晋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并在留留校任教，秦晋的艺术创作媒材⼴广泛，包括绘画、摄

影、装置、⾏行行为以及影像作品。秦晋的作品《⽩白沫》获得第⼗十届中国独⽴立影像节实验

影像单元⼗十佳影⽚片。



我的那颗红⾊色的和明亮的⼼心 （2011）
导演：⻩黄⼩小鹏

⽚片⻓长：3分钟
单频录像.彩⾊色.有声
流⾏行行⾳音乐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最现成的消费品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一种形式，艺术家

在利利⽤用快译软件或在线翻译对中外流⾏行行曲原⽂文的反复翻译过程中，歌词本身最后变成

了了⼀一种将⼈人类排除在外的机器器对话，其中经常冒出的不不知所谓的词语，和因语义错位

⽽而呈现的⿊黑⾊色幽默，与影像荒谬地结为⼀一体⽽而带出真正的含义……（图⽚片由艺术家⻩黄
⼩小鹏提供）

关于艺术家：

⻩黄⼩小鹏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和UCL斯雷雷德美术学院并获艺术硕⼠士学位，曾任⼴广州美术
学院教授。其录影和公共装置作品主要通过“翻译”、“复制”和“转换”过程中不不可避

免的错位问题来试探意义的边界。⻩黄⼩小鹏与徐坦是⼴广州⾮非营利利艺术机构‘⻩黄边站’的创

办⼈人。

 
5⽉月11⽇日 6pm-7.30pm BFI Experimenta 项⽬目：《影像珠三⻆角》

购票请上BFI⽹网站：http://whatson.bfi.org.uk

 

华语视像艺术节：《影像珠三⻆角》是曹斐回顾展系列列活动之⼀一，由华语视像艺术节联合BFI（英国电影协会）、伦敦⼤大

学 国 王 学 院  、 中 国 ⽂文 化 连 线 （ 英 国 ） 制 作 ， 感 谢 新 世 纪 当 代 艺 术 基 ⾦金金 会 的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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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CVF-UK
微博： 华-语-视像艺术节

⽹网址：www.chinesevisualfestival.org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活动购票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A4NDkyMA==&mid=2684174736&idx=1&sn=06ee205c611682c64c22a54a58dbc4b7&mpshare=1&scene=1&srcid=0509vpXsstgNJWmQSmpwPuqw#%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