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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摄影走向当代艺术 - 
张朝晖对邢丹文的访谈（以下张朝晖简称张，邢丹文简称刑） 
 
时间：2003 年 10 月 13 日晚 9-12：50 
地点：北京地安门邢丹文寓所 

 
张：我们先从你最早学艺术来追溯下你做艺术的历程吧？谈一谈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艺术感兴

趣，启蒙老师是谁？兴趣有是怎样培养和发展起来的？ 
 
邢：我父母都不是搞艺术的，我家里也没有一个学习艺术的环境，但是从我生下来会拿笔之

后就开始特别喜欢画画儿，大一点后，喜欢画美女。在学校里就属于有美术特长的学生。美

术老师特别喜欢我，老师一鼓励我就更有劲儿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学毕业。当时有学

生喜欢画画，美术老师是很喜欢的，所以就经常在学校的报刊栏里给我做展览，我就很受鼓

励。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去考西安美院附中了。 
 
张：那你在考西安美院附中之前是否学过素描、色彩等课？这些对中国学习美术的学生来说，

都是比备的，甚至是美术学院附中的入学考试中，是很关键的。 
 
邢：没有，因为在中学的时候都有美术小组，我是美术小组的成员，我们老师就让我们画过

几次素描，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给我们借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册，让我们看或者临摹。这个

时候可能接触过一些素描，但是我还没有素描这样的概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们学校

是西安的重点中学，有一年西安市有夏令营，只给了我们学校一个名额，而且要求是要有特

长的学生参加，我们老师就把这个名额给了我。当时在夏令营美术小组的时候就遇见一些从

小学绘画而且家里也有美术背景的学生，他们就经常在那里画速写，所以回学校之后我也开

始画速写。考附中的时候我根本不会画素描，当时考的时候是画伏尔泰，我想伏尔泰是老头

那就在脸上多画些皱纹就可以了，所以当时考上附中是特别幸运，我是因为文化课成绩特别

好，而专业成就估计是属于最差的吧。但是那个时候美术学院有个想法就是文化课好的学生

再加上属于没有进行过培训的学生，因为文化课好的学生学东西比较快，容易教，提高也会

快，但是也要看天生素质怎么样，我就属于那种画画没有什么法则但是也能画得很像的学生，

所以就被录取了。 
 
张：那你真的很幸运，特别是遇到了看重你的潜力的老师。在这方面，我特别不幸运，小学

和初中时，为考美术学院附中，我画了好几年的素描和速写，但 80 年我报考附中那年，报

名老师说我的素描很差，根本没有让我报名，当然也不理睬我文化课成绩；而我一起学画画

但远不如我的女同学拿着别人的素描和我同时去报考，竟然被录取了，你说奇怪不？你那个

时候既要学习文化课有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画画，而文化课又学得不错吗？ 
 
邢：我当时对文化课没有什么高要求，初中的时候只要能达到 90 分就满足了，但是重点学

校的其他学生是恨不得能达到 100 分，所以我在学校里就是做大量的社会活动吧，主要就是

出板报，我就是个美术编辑，从班级的到年纪的再到学校的。那个时候我基本天天是在想怎

么做板报，天天在画插图，没有在文化课上下功夫。当时考美院附中的时候，我的文化课成

绩是很占优势。进了美术学院第一学期我的专业成绩是属于最差的，但是到了第二学期我的

成绩就属于最好的，然后学校就因为这个就把学生的文化课看得比较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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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这或许是文化课成绩好的学生阅读和理解能力比较强。你上中学的时候需要花很多时间

和精力画画，但那个时候的家长还是希望学生学好数理化考综合性大学，那你有没有受到过

一些家长的阻扰或者鼓励？ 
 
邢：我考附中没有跟爸妈讲，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附中要经过三次考试，我是一次一次地

考的，那个时候我妈没有管我，但是等我考上之后我妈就不同意我上美院附中。我妈说你要

做艺术家太不容易了，不知道多少人中才能出一个，而做工程师大学毕业之后都可以有一份

正常地工作，而且家里没有一个人是搞美术的，都是工程师，如果你当工程师的话我们对你

还有一定帮助。而那个时候我对美术不了解，所以就很好奇，死活也要去上美院附中。附中

是要住校，在开学的前一晚上我妈还在劝我不要去报到，而我还是很坚持。 
 
张：你那个时候有没有一定要当画家的志向？ 
 
邢：我想我是有这方面的志向的。但是我不明白这一志向对于将来的人生发展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艺术环境。 
 
张：那时候，你知不知道一些人们公认的艺术大师，比如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呢？ 
 
邢：在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因为家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熏陶。除了一些

大众普及的画册，我妈妈因为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爱好而给我买过一些，但是对于他们的经历

我是不知道的。我在进附中之后我曾有段时间读了大量的传记，我有愿望去了解那些艺术家

的经历，包括文学方面的传记。那个时候我看了大量的传记或者传记性质的文学书籍，后来

到大学之后也看来不少这样的书。大学的时候是在中央美院，由于受到环境的影响，当时比

较愿意接触更加当代的东西。而且我是一直不喜欢读理论方面的书，可能女孩子都不是很喜

欢读吧，男孩子好像很喜欢读理论方面的书，我觉得我看不下去。但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我也硬着头皮读过一些。 
 
张：你是附中毕业之后就考的中央美院么？ 
 
邢：我不是一次考上的，我是附中毕业之后学校保送西安美院。我是很不甘心，就要求离开

西安。因为西安美院附中和西安美院是在一起的，是在一个大院子里，所以觉得好像很熟悉

那种方式。我似乎是一个很不受环境熏陶的人，虽然附中四年使我开始进入了比较正规的艺

术环境，使我有机会在基本技能上受到一些培训，但是这跟我当艺术家的想法仍差得很远。

当时我的意识中就是觉得环境对我的可塑性是很大的，西安美院附中已经上了四年了，虽然

大学部没有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离开这里的话，我就跳不开这种思维方式，所以我理智

上一定要离开西安，所以在报考的时候我就只报考了北京的学校。 
 
张：文革期间你大概是五六岁，你对文革还有印象吗？ 
邢：我只记得我去跳中字舞。我是 66 年出生的，文革是 67 年开始的。记得那个时候老在搞

演唱、看样板戏。毛泽东去世大家都痛哭吧，（笑）。 
 
张：我上中小学时也属于画画儿好的美术骨干，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没有老师教，画了很多像

天安门，五角星、党徽以及毛主席肖像等那样文革期间的符号，你那个时候画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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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画过很多红旗、镰刀。小学时候的美术课就是每人一本小册子，照着画，然后用蜡笔图

颜色。 
 
张：我注意到，你大学的时候读的是民间美术系，是杨先让老师当系主任？ 
 
邢：对，是杨先让系主任，靳之林是民间那一块儿的。其实我们是连年专业的，那个时候连

年和民间美术一起合称为民间美术系。当时我选那个系是因为第一年考油画系没有考上，你

知道，油画系是最难考的，第二年就想先考上中央美院再说，其它的先不管了。那个时候在

学校期间，我没有画过一套连环画也没有做过一次连年创作。我做过一些连续性的绘画，但

是又不叫连环画，就是没有故事，只表现一个心理思维过程的作品。当时那个作品被叶玉松

老师批评了。他是从军队转业过来当系主任，思想比较左。他就特别不喜欢我，我们的代课

老师把我的作品贴在系里的玻璃窗里，刚贴上去，中午就把我叫过去让我赶快卸，说我有什

么资产阶级思想，还找我谈话。我那个作品就是讲一个人的原始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我

把原始愿望表现成男女之间的爱情，所以里面有些一些朦胧的爱欲。后来他找我谈话的时候，

我说这一主题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千古以来很多艺术家做过，我画的东西一点都不暴露，

只是一种黑天拉拉手那样含蓄的状态。后来毕业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处分，差点还被开除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毕业那年因此还被留校查看，也就没有留在北京。最后还是正常毕业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院长靳尚谊检查毕业生作品的时候，他看到我的作品之后，在各个系主任和

代课老师会议上对我后来创作的作品进行了表扬，说我比较有创意。然后毕业代课的老师马

上提出了因为我毕业创作做得好，学校应该允许我毕业，就这样才毕业了。毕业之后被分回

了西安。 
 
张：那这么说，是不是你在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学习的时候并没有怎么涉及民间美术的东

西？ 
 
邢：我是没有怎么过多涉及，但是靳之林当系主任的时候，学生做了很多剪纸染色、木版印

画之类民间艺人的东西。学生作品的造型跟民间画的方式一样。我们这个专业还好，我们老

师其实特别乱。一开始的老师是王雪波，他在加拿大搞电影，他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他给

我们看很多类似动画短片之类的东西。现在想想那些动画短片还是很有趣的。 
 
张：你被分回陕西，在什么工作呢？ 
 
邢：我被分到西安市文化局的文化市场管理处，就是管理批准开电影、开酒吧之类的部门。

后来我一看就吓坏了，自己在内心对这个工作特别抵触，我就把档案挂靠到了一个商贸企业，

自己再停薪留职。帮我忙的还是我的小学的一个美术老师。在西安我不认识什么人，除了父

母的关系，而他们在美术文化界又帮不了我。而且一个人长大之后在哪里奋斗久了，哪里的

朋友就会比较多，我的很多朋友在北京，所以就找到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我的第一本护照上

就写的：“干部”，第二本就写的“art worker”。 
 
张：你什么时候开始不画画，完全进行摄影？ 
 
邢：我记得我画的最后一张画是在 93 年。我 92 年大学毕业，毕业之后生活比较动荡，回到 
西安就是找挂靠单位，安置生活，期间又在考虑怎么谋生，又跟着别人一起搞装修还有环境

设计之类的。93 年年底回到北京之后，那个时候我一直把我的画框画布留在一个朋友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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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再搬家的时候我都扛着那些东西走，一年之内曾经搬过四次家，还被狗咬了，就是一

直特别不顺利。后来我发现就根本坐不下来，完全是因为生计所迫，天天在外面跑，租的房

子又不是很稳定，后来在亮马桥那边租的，那个时候那里还是郊区。去哪里我都是骑自行车，

我不喜欢坐公车，一骑就是好几个小时，还曾经被狗咬了。94 年我就结婚了，搬到了现在

住的这房子。当时是很痛苦的，因为画不成画吧，就觉得眼看着时间在跑，荒废了很多时间。

拍照片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的，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能坚持视觉上的创作，我心理上就比较充

实，而且当时拍照片是比较方便可行的，而且我一直在用乐凯大盘片，拍照时，自己卷就是

了，而且也比较便宜。 
 
张：那是在什么时候摄影强烈地吸引了你？是你拍的艺术家的行为记录还是你画册上的去乡

下拍的风景？ 
 
邢：其实这个画册是我最早去的摄影，这本《Chinese Eyes》是我拿相机以来的第一张照片

从这里开始的。1989 年是我第一次拿相机去旅行。 
 
张：从画册里看很多是你上学期间去新疆、甘肃等地拍地照片？ 
 
邢：我第一次真正拍照是在 1989 年，1988 年上的中央美院。1989 年春天开学，一个朋友从

香港给我买的二手相机。1989 年 3 月份拿到相机，1989 年 4 月份就开始游行了，我第一卷

胶卷就是在游行队伍中拍的。我是跟着我们班男生学的自己卷胶卷卷之类的，我也不懂，他

们怎么教我怎么做，当时跟着游行队伍走了差不多大半个北京。那是第一次被震撼，虽然我

是对政治不关心的。我就不停地拍，都拍到了 45 张了还没有完，我就觉得很奇怪，最后一

打开发现没有挂上卷，全白拍了！。我学摄影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学的，慢慢把技术学会了。

当时我们系里有个暗室，学生做素材自己洗一般就在那里。我记得我老是晚上或者周末在那

里，慢慢地才学会的。 
 
张：我看你的书中写到你的外婆，你觉得外婆对你做艺术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邢：我外婆对我的艺术没有影响，但是外婆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我是被外婆带大的，我

外婆一向认为学业比金钱重要。我父母工作比较忙，所以外婆一直在照顾我，外婆一直要求

我们学习要好，一定要上大学，所以我觉得我外婆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张：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你是在 1997 年，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的聚会上，当时，高名

潞，王功新等人都去了。你是在哪年去的美国？ 
 
邢： 1997 年年底我在纽约有个摄影展，我在纽约呆了一个多月。当时到处在朋友家蹭着住，

最后蹭到了钱志坚那里住。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纽约是一个我应该呆一段时间的地方，对我自

己应该是有挑战性的。当时就跟钱志坚商量，他就跟我说支持张朝晖学习 ACC（亚洲文化

理事会）为亚洲艺术学生提供奖学金，你可以去看看。后来说那时候有一个中国学生已经申

请了，后来我就打电话去找他们要材料。后来，学校和基金会看了我的材料，就都接纳了我。 
 
张：你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漂着，一直从事摄影工作，肯定很艰苦，但你的作品怎样被人们

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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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是动荡的生活，后来虽然结婚了，但是由于交流上有很多的问题最后

还是离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考虑采自立的问题。因为当时那些前期的照片是我默默

无闻拍了 5 年的照片。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真的是出生牛犊不怕虎，我就看最好的杂志，那

些杂志里面有很多图片，看了之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要求见面，要是现在我真的不敢打。我

就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搞摄影的，也许因为当时德国人比较少，再加上我是女孩子，他们是

比较好奇的，所以所有的约见就定上了。我于是就把照片拿给他们看，一看他们就谈开了，

每次约见还挺成功。他们还奇怪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的照片却拍的很有文化味，包

括在其中可以看到很多故事。80 年代的时候国际上对纪实摄影、报道摄影是很重视的，鼓

励大批杂志出来，积极给摄影家经费用，资助他们出去拍照。但是到了 90 年代就开始变得

不是那么乐观，到了 94、95 年的时候印刷界还没有走下坡路，但是人才就已经饱和，竞争

很激励，但是真正能被长期有立足之地的摄影家就是介于新闻纪实摄影和艺术摄影之间的，

我的那批照片正好符合了这一点。我在做纪实摄影，但是我又不是专业新闻和纪实摄影这一

行，我实际上是在找内心感受，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是现实的但是从我的出发点又是超现实

的，有我个人的追求，包括之后我在国外旅行拍的照片，我觉得我并不是想去了解当地的情

况，我更多的是想利用眼前的影像的存在来表现自己的视觉看法，实际上它是超出现实的。

这些东西让那些从事使用摄影的人觉得这个女孩的眼力很好。也很凑巧，后来联系上汉堡很

有名的杂志，经过两次的谈论，他们就决定给我做个个展，这是我第一个在国外的个展，这

批东西就叫做《Chinese Eyes》。正好也是他们成立五周年，纪念周刊封面上就是我的照片，

里面又我的专访。汉堡是德国印刷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大的图片社、杂志社、印刷厂大

都在汉堡，所以就有好几个杂志的摄影编辑就跟我说他们打算做中国的专刊，一个专刊里面

选出七八个摄影师做一个专题，我记得那一期的就我一个中国人。我以前也不懂，我今年在

阿尔勒的摄影节又见到了他们之后才知道《Photo News》对摄影界的影响，现在国际上几个

很有名的青年摄影家是他们第一个发现，推出了他们，包括一个从波兰过去的今年获奖的一

个女孩也是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一直扮演的是“伯乐”的角色。 
 
张：你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曾在《周末画报》看到过一篇关于你的访谈，其中有一点给

我印象很深：你去纽约之前只是摄影拍照片，从纽约回来之后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给我的感

觉就是你在纽约经过了学习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觉艺术家，而不仅仅只是摄影了。 
 
邢：其实我并不是一直都想做画家，因为这和我们的艺术教育有关系。我们所认识的艺术表

现形式只有绘画和雕塑两种，当时我不懂得视觉表现还有别的方式。我 17 岁在一个老师处

翻一本杂志，其中有张照片打动了我，从此之后就开始喜欢摄影，但是 21 岁的时候才拥有

了相机。我是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一直都不能去撒野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我很文气，

其实表面上文气，内心还是有很野的部分，我自己也不甘于这样的生活。89 动乱之后的那

个夏天，我没有象许多同学那样离开北京，而是留在学校里面，我一直呆到了 7 月份，后来

我就决定去新疆独自旅行。那个时候心里既兴奋又害怕。后来就上路，除了丢了些东西之外

一切还是很顺利的。在之后我就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去旅行。如果是认真体会旅行的话，每次

回来的照片都会又收获，看到照片后都很兴奋，然后再进行后期制作，就此我发现后期制作

是很重要的，包括我现在做一些比较观念的作品，我认为我作品的完整性可能会比很多人做

得要好。 
 
张：那这和你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学习又很大关系吗？ 
 
邢：我在纽约读的专业叫摄影和相关媒体。在去纽约之前我在北京的事业发展得不错，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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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纽约发现那所学校的 program（专业）特别好，几个月之后我就认识到学校里的老师是

把纽约艺术和现代艺术从技术到观念方面，最现代的东西带给我们，同时又可以学到许多

观念上的东西，我就得到了一个自己的哲学道理“慢就是快”，后来我心里就很安静地开始

做。而且我发现科技带给视觉创作的可能性变宽了，我们想象力只能超出视觉实践的一部

分而非很多，当我们的视觉实践如果只是在绘画的角度上或者是传统摄影那种角度，那我

们不可能想得很远，我觉得纽约这段时间的确解放了我。 
 
张：当时纽约以摄影为媒介的艺术家很多，例如辛迪舍曼(Sindy Sheman)，南高丁(Nan Gogh 

Ding)等也是很有名气的女性艺术家，你对谁更感兴趣一些？ 
 
邢：当时由于我拍的一批关于东村和地下艺术的作品的风格，所以学校里的一些同学建议我

去看南高丁的东西，但是看了之后对我没有很深切的影响，唯一我可以认可的是他在拍他

的生活，而我拍的北京东村和地下艺术活动的那批照片也是拍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当时

想拍 60 年代出生的人。我拍了很多人，不光是美术界的，还有音乐界、舞蹈界、电影界的

一些人。在纽约第一次拍的时候我是延续了我在中国的风格，我拍了两个月，后来我实在

拍不下去了，因为很多东西我拍不到，所以我就不拍了。南高丁对我来说是没有多大影响，

而现在有人看了我的作品之后说我是中国的南高顿，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我

们俩都在拍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之间互相没有影响。 
 
张：你从纽约的学校毕业的时候毕业作品是什么？ 
 
邢：我做的是《Video Exploration》，我在上学的期间大概做了三组作品。两年的学习时间，

第一年大量的课程，第二年我选课的时候选的是尽可能留给大脑空间比较多的课。我觉得

创作应该是完全自我的情况下完成，我不会请别人帮我做决定。 
 
张：我在纽约学习艺术策展和当代理论和批评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讨论课和实践课，老师预

先定题目，并列出大量参考书让你阅读，通过参观画廊和艺术博物馆里的展览和作品。老

师鼓励学生进行大量的展览现场和在教室里的讨论，学生们都争先发言，有时讨论特别激

烈。但你学的是艺术实践和创作，你们上课也会讨论自己的艺术实践或者对艺术潮流的理

解和认识吗？ 
 
邢：会的，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怎么说话的，我尽可能用视觉代替说话。我发现，自从

做了摄影之后好像变成了文盲一样，我的世界只跟镜头有关了，文字和交流的东西比较少

了。我觉得我的作品需要阐释的东西不是很多，不是属于需要有很多背景资料才能看得懂

的作品。 
 
张：一般来讲，你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长大，你在去美国的时候是 30 岁，所以说你有跨

文化经验，跨文化经验在国际艺术舞台显得特别重要，许多在 90 年代推出的国际艺术家大

都具有这种跨文化经验。你的这种跨文化经验对你的艺术实践有特别明显的影响吗？ 
 
邢：我个人的跨文化经验肯定对我的作品有影响。作为女艺术家，我的作品和那种所谓自发

地对自己的性别和身份的探索的女艺术家的作品不一样。我除了在早期对自己的探索的时

候拍过一批这样的作品，这些东西是特别有女性艺术家那种创作的倾向的，后来我的作品

一般更多的是讲人和外界经验的东西，所以我的作品和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文化经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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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验特别有关系。在美国读书时期的作品很明显地体现了这种跨文化经验，和这种跨文

化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拍了很多在美国学习后又到北京作为游客身份拍的作品，我的最

后一个作品这种影响是很明显的，创作内容和声音是中国的，视觉感受有西方的色彩，让

两者交错在一起，而且我当时用的也是云带盒子，那个盒子就是我自己，然后声音和视觉

穿错就是对我身在哪里的一种质问。我的作品应分为 1998 年到 2000 年，2000 年到现在。

我是 2002 年回来，回来之后的感觉就是人在西方呆了之后回国之后在中国也看到很多西

方，因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是学习、挪用西方的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在纽约

的时候是在做东方，而回国之后是在做西方。虽然我拍的都是中国，但是我拍的是在中国

西化之后从社会问题到个人生活的一些东西。 
 
张：这些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邢：是在 2002 年 6 月份开始的。 
 
张：是在什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那些东西的？ 
 
邢：具体这些东西是偶然的，但是做现代化这样的想法是在回国之后就有的，包括我 2000
年、2001 年间我都回来过，每次回来感触都很深，对中国很直接地把西方搬到我们一直生

活的地方这一点觉得很有意思。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做现代化的东西，拍的这个电影垃圾是

偶然的机会去的，但是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一直在找这种跟我出发点一致的东西。当时我也

借用了我的老本行，给报纸杂志拍一些东西，我当时就说我对现代化的东西感兴趣所以想去

最发达的地方，我想也许可以找到具体的东西做到我的想法中去。当时就是报这样的想法去

的广东，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我是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就拿着相机去拍，拍完冲出之后我就在不

停地想，再我确认这一想法正确的情况下就又去了几次。那些是在今年 3 月拍完的，拍完之

后我就在拍娃娃系列的作品。这个展览对我的这个垃圾的展览很推崇，美国还对我进行了采

访。我在视觉上处理上是很精致优雅的甚至是有诗意的，但是其实所拍的内容是很不诗意的。

后来有人问我为何选这件作品参展，我说我选这件作品并不是为了表现美国，而是为了用这

批垃圾来再现二十一世纪生活的画面。而且是在我看到这批垃圾的时候才感到他们其实离我

们的生活是那么近。但是唯一的就是百分之七十五的垃圾是从美国运来的，就是因为这一事

实我被选入在惠特尼的展览，而且在展览中很受重视。后来遇见德国的那个杂志的一些人，

他们都不相信那是我拍的，之后一个瑞士的出版商也看好我的作品，反映特别好，所以明年

春天他会出我的第一本个人画册，出从 2002 年到 2004 年的作品。我现在觉得我会有 5 套作

品，但是不会全部收录。 
 
张：那你现在就在做现代化的主题？ 
 
邢：对，我现在就在做现代化和都市的主题，虽然我觉得现代化不仅仅是都市，但是是城市

为主的现代化。之后有一个叫都市虚构的 Video，是一个程式化的但又是现实存在的城市。

另一个是关于城市建设的，关于小格子里的空间和外部空间之间的关系，我目前的想法是想

去拍所以建房的沙盘。沙盘是假的，但是将来会是真实的。我还对饭店很感兴趣，饭店是很

有趣的地方，一间一间，如果没有墙的隔离，一切都是在光天日化之下，墙就是让人有安全

感和隐私性，事实上它就是一堵墙，它的隐蔽性不是绝对的，但是又造成了一种隐蔽性的关

系，我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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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 2002 年在广东美术馆做过一个叫《新都市主义》的展览，明年 9 月份会去悉尼展，

我会改变，作品要重新选。因为上次是在 2002 年做的，2004 年做我不会重复原来的模式。

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来参加，我觉得这和你的作品在有些方面会有相似的东西。 
邢：我明年会参加澳大利亚 6 月份的双年展。 
 
张：新都市主义的这个展览是在一个大学中展览，而且这所大学的建筑系很好。新都市展览

在美国是一种风格，就是要重建城市，而在中国，我所强调的是新的城市环境中，人的生存

感受的问题。我有一个比喻，美国的新都市主义是如何建造一个容器，而我们的新都市主义

是容器中装什么样的东西。 
 
邢：你在拿出去之前应该重新进行整理艺术家的资料。 
 
张：对，我会重新做一个小册子。 
 
邢：你可以看艺术家的新的作品。 
 
张：当然，肯定会有改动，不会重复 2002 年的那个版本。 
 
邢：你同时可以把画册拿出去卖。 
 
张：可是因为画册的封面上的印刷有问题，所以不便拿到国外去卖。所以要重新做一个 20
多页的小册子。 
 
邢：你可以在中国印刷。 
 
张：在澳大利亚印刷比较贵，所以会在中国印。再说吧，我会尽快准备的。 
 
张：你怎么看女性艺术？很多女性艺术家用性别说问题？在你的意识中是否考虑过自己的性

别？ 
 
邢：其实我并没有想过一个女权的问题，因为我也不太懂女权准确的定义，但是我的确有过

非常艰难的时候，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上。我当时的确有过不平等、很困惑的阶段，尤其是

在离开学校之后，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离开了学校你就会从性别的角色去考虑，你就会觉

得会有些不公平。后来有人说我是女权主义，但是我说我不懂什么是女权主义，我只懂我想

要平等。当我听见女权主义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会想到女人对男人挥拳头的场景，我只想说我

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只想要平等。我发现这个平等不是很容易得到的，我至少用了五年的时

间开始得到了一个比较公正的对待。我想这个位置是我打出来的。也有西方的媒体在采访我

的时候问我，在中国男女是否平等，我说在中国男女平等是在中国解放之后就提出要求的，

理论上是平等的，不平等是在于传统观念上。还有一种就是女人的自甘落后，是女性的自我

放弃。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西方的女权主义就是对着男人挥拳头，中国其实不应该是如此，

因为政策上理论上是提倡平等的，除非是女性的自我放弃。但是始终有一种这个世界是男人

的这种思想，有些艺术家就有这样的想法。我并不是很热衷专门的女性艺术家的单独展览，

在写我的文章的时候也常把我搞成男的。就作品来说，95、96 年的一些作品比较像一些女

性艺术家关于自身的作品，是我成年之后对女性角色的想法，这也许和你说的女性思想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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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艺术作品都不是这样。 
 
张：你觉得你这个拍照电子垃圾的作品参加高名潞的《中国极多主义》展览，是否认为自己

作品在高的理论叙述中有多大的意义？ 
 
邢：在之后的研讨会上，我说理论家的叙事方法和我们艺术家创作作品的想法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作品和极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创作的想法是要通过形式表现出来，这和艺术家的

爱好有关，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跟极多极少主义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关系。我的那个作

品在这个展览中应该是属于最具象的作品。  
 
张：时间不早了，有时间，我们再详细聊，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邢：也应该感谢你。 
 
        

（整理：邵菁菁，审校：张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