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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曦访谈

比利安娜：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周子曦：九二年，来上海华师大读书嘛。

比利安娜：就是来上大学的么？

周子曦：对，前面也来上海待过一段时间，八九年吧，待了半年。

比利安娜：为什么来呢？

周子曦：可能是刚刚从原来那个学校退学吧，我原来学中文的。

比利安娜：在哪里？

周子曦：在江西师范大学。八九年夏天就退学了，退学出来就

开始学画画。当时我高中时有个朋友，他正好在华师大读艺术

系，然后就跑到他这里来混，混了半年。

比利安娜：在八九的时候？

周子曦：在八九年秋天吧，下半年。中间回南昌待过一两个月吧，

接受审查。

比利安娜：为什么接受审查？

周子曦：学潮呗。

比利安娜：你去了北京么？

周子曦：这个不在我们访谈的范围内。然后就去了华师大，对

华师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这个学校太牛了。

比利安娜：为什么？

周子曦：因为我以前那个大学是一个很差的大学。

比利安娜：那为什么当时考文学呢？

周子曦：这个说出来就很复杂了，中国的高考制度是很混乱的。

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只有很少数的孩子能够在上大学以前比

较理智地选择自己学的专业，基本上由家长控制的，或是外界

一些乱七八糟的影响，你并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也不知道这

个专业意味着什么。我当时考分上了重点分数线，然后报的是

法律系，中南政法大学，也是一个重点大学。当时它招二十几

个人，我排名在十几名，那么应该是没问题了。但是当时是有

人开后门，他就随机地抽了一个人出来，就抽掉了我。当时江

西师范学校是有优先报名权的，我都没有报这个学校，然后他

就把我的档案扣在那儿，直到本科都招完了，再通知我家人。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不去读这个学校的话，我连本科都读

不了了，虽然我是重点的分数，可能得去读大专，当时我人不在，

我父亲就想了想还是算了，就读本科吧。那时候就去了，但是

那个学校特别差，你只是觉得它差，你又不知道好的大学是怎

么样的，所以来到华师大以后，才发现原来好大学是这样的，

这个刺激太强烈了。

比利安娜：为什么呢？当时华师大是怎么样的呢？

周子曦：华师大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也

不如原来了，但是它基本具备了好的大学应该有的东西，就像

是大学，但我原来那个大学根本不算是一个大学。

比利安娜：带你去华师大的那个同学是谁呢 ?

周子曦：你不认识，他后来很早就退学了，叫刘海辉。他退学

以后想去考中央美院，很不幸一直没考取，后来考取了湖北美

院。后来是做魏光庆的学生吧，他是八八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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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安娜：那你八九之后就回南昌了？

周子曦：对，九零年吧，之后就做考生呗，一直到九二年考取

华师大。

比利安娜：你当时在南昌的时候考学是谁带你呢？

周子曦：没有，我一直自己学。这个在考生里面还挺奇怪的，

但是我觉得在华师大那半年还是挺有用的，就是因为跟学生混

在一起，他们考虑的都是创作之类的问题，和其他考生接触到

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大部分考生是在看各种各样的考生

指南之类的东西，而你一直在看大师之类的东西，会不一样。

虽然手上可能会跟不上，但是你的眼界肯定是不一样了。我只

在九一年在长沙学过一个月，跟一个中央美院毕业的老师学，

学了一个月没钱交学费了就跑掉了。

比利安娜：你说你看的东西和其他考生不一样了，你看的是什

么东西呢？

周子曦：当时中国其实还没有什么当代艺术的东西，相对于当

时的考生来说算是比较好的了，但是对现在来说也就无非是一

些古典主义的大师喽，什么荷尔拜因喽，委拉斯贵支啊，就经

常临摹他们的作品，那么会和临摹考生指南不一样。

比利安娜：那你九二年就考上了华师大，什么系呢？油画系？

周子曦：当时叫艺术教育系，油画专业。

比利安娜：当时多少人一起考？

周子曦：它是分省的，每个省招一两个人，江西省当时好像一

两百个人考吧。当时江西省本来说是油画招一个，国画招一个。

油画一两百个人考，招一个，结果后来说国画太差了，油画系

就招了两个，我和尹明。

比利安娜：那你大学在华师大，当时的教学是怎么样的呢？就

是当时有没有什么老师对你影响特别深，或者和你想象中的好

大学有没有什么出入？

周子曦：还是挺失望的。我当时没有想考华师大的，我当时一

门心思想考浙江美院油画系，考不上就别考了，直接做艺术家

就好了。当时是被一个朋友硬拖着来的，他要考华师大就来了。

正好华师大八八级的朋友也快毕业了，我想再不来看看他们以

后就找不着他们了，所以就来了。结果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我最早拿到专业入取通知书，说我是第一名，其实我当时一直

很矛盾，也不想复习文化课，也不是很想来，想着是不是做职

业艺术家去，所以那时候一直很犹豫。但是我毕竟高中考过大

学，文化课比艺术类的要好多了，即使不复习也比他们好多了。

比利安娜：那你这四年除了一些课堂要画的东西，除了 ......

周子曦：实际上我没读四年，我读了两年就被华师大开除了 ......

比利安娜：为什么被开除的？

周子曦：它当时 ...... 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

比利安娜：没事，我有时间。

周子曦：简单的说，面上的原因就是考试作弊。

比利安娜：什么考试？

周子曦：艺术概论，是一个理论课。这件事情当时也搞得挺复

杂的。我们班一共七个人，开掉了六个。这件事在整个上海各

个大学里也是满震动的。总共六个只剩下一个就是尹明。然后

课也没法开 , 就劝他休学。他不肯休学，学校也不肯给他分班，

也不给他分老师，反正那两年他爱在哪儿上课就在哪儿上课，

爱不上课就不上课，整天晃来晃去，很复杂这件事儿，一两句

说不清，我也不太愿意提。

比利安娜：那被开除了之后呢？是九四年对么？

周子曦：对，九四年底，然后就做职业艺术家啦。（笑）

比利安娜：你才多大呢？

周子曦：二十四啊，挺大的了。因为我在刚进大学，大学一年

级的时候，好像在外面憋了很多年 , 有很多想法，就急着想做

创作，然后当时就做了一批。

比利安娜：做了些什么？

周子曦：都是些素描，因为别的东西你都不会啊，油画还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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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油画的方法不行啊，什么顺手就用什么，就用素描做了些

创作。所以退学出来就进行些创作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比利安娜：那九四年你离开华师大有工作吗？

周子曦：没有工作。第一，找工作也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大学

文凭，第二也没有努力去找过，我想要是找工作就没时间画画

了，就打零工呗。那时候打零工挺难的。

比利安娜：打什么零工啊？

周子曦：什么都干过，反正现在基本上就是民工干的活，比如

说刷路牌。

比利安娜：什么是刷路牌？

周子曦：就是路边的广告牌。都是手绘的，我们就画那个，画

那个还好啦，反正干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比利安娜：那你住哪儿？

周子曦：在一个农民房里住。

比利安娜：就华师大后面？

周子曦：对啊。

比利安娜：你在那边住了多少年？

周子曦：不知道多少年，断断续续，我在上海搬了二十多次家。

比利安娜：太牛了，但好像在九十年代末华师大后面住了不少

人。施勇也住过，钱喂康也住过，七七八八的什么人都有。

周子曦：那个村庄当时住了很多人，就是前赴后继，前面的人

走了后面的那一拨人又来了。你像施勇、钱喂康那一拨吧，我

们知道他们，也看过他们的展览，但是我们在村庄里从来没有

碰到过他们。当时他们可能已经走了，他们住了很短的时间，

我们可能刚进去他们就走了，也可能是没碰到。我退学以后一

开始没住在那儿，住在一个更远的村庄，就是再往乡下走，因

为他们那个村庄对当时的我来说太贵了租不起。

比利安娜：当时那里租少钱？

周子曦：当时可能一百多块钱吧。

比利安娜：那你第一次是搬去那里住？

周子曦：反正是再往西边走，真北路那边，当时真北路还是一

个特别破的地方，过了真北路就没路了，就是标准的乡村路，

都是泥，没有柏油也没有水泥。

比利安娜：一个人？

周子曦：和我当时的女朋友，一个小姑娘，她也被开除了，我

们同班同学。

比利安娜：九四年之前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展览？就是自己做

一些素描的创作么？

周子曦：九三年在华师大做了一个展览，就是我把那批素描做

了一个展，在校园里面。

比利安娜：是一个个展？

周子曦：对，是自己的一个个展。当时也没认识上海的艺术家，

自己原来班上的新招进的孩子还没过完新生的瘾，所以还没考

虑创作，前面一些老的学生接触的也不多。当时的一种心态也

很怪，你想八九年在那里混，跟八八级的同吃同住，怎么看后

面的八九、九零的都像新生一样，人家看你也是一破新生，还

这么跩，所以大家都互相不搭理。

比利安娜：那九三年你这个展览有名字么？

周子曦：好像没有，我不记得了。

比利安娜：你在画册里面也没有提到，为什么？

周子曦：我觉得没必要，这只是一个学生展，因为各方面看起

来还是比较幼稚的。

比利安娜：当时华师大地下展厅还是挺活跃的，经常做些展览，

胡介鸣第一个展览也是在华师大，而且是九六年，比你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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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寻找行动

比利安娜：那九三年之后呢？你还回到学校么？

周子曦：当时就在学校里。后来九三年又做了一个可能当时对

我挺重要的展览，就是行为，那是我做过的唯一一个行为。

比利安娜：听说过的，这个是几几年的？

周子曦：九三。九月份。那个展览是九三年五、六月份。

比利安娜：你说说这个行为。

周子曦：当时我是来华师大才接触当代艺术这一块的。我记得

最清楚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这个当代艺术展览，我看资料上

面没提到这个展览，其实这个展览挺重要的。宋海东当时做过

一个个展。九三年底的时候他在上海做了一个个展。

比利安娜：在哪里做的？

周子曦：在油雕院。当时也是素描，就是一张白纸，上面一点

点铅笔灰搭一根线。

比利安娜：我知道，他给我看过。

周子曦：哇，那个太狠了。虽然说完全看不懂，因为之前进来

的时候觉得自己挺牛的，好像跟其他考生眼界不一样，但是对

当代艺术是一无所知，看的也无非是古典大师的，然后一见到

这样的东西就一下子傻掉了，但是就是有触动，不知道是什么

东西，反正就是有触动，说不清也确实不懂。但是其实以后才

知道懂不懂其实不重要。看完这个展览当天我就搭火车跑到南

京去看了一个展览。

比利安娜：什么展览？

周子曦：是老金锋、周啸虎、管策他们做的一个展览，在南京。

又是另一种，他们当时都是大铁皮做的，哇，这个也很狠啊，

也好啊。我记得当时这两个展览我们都跟艺术家谈过，都问过

还有王林啊，《九四年文献展》什么的。

周子曦：对。《九四年文献展》就是在华师大的。

比利安娜：所以我觉得华师大的展厅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弄一

些事儿的。

周子曦：当时陈心懋在那里负责策展。

比利安娜：是么，你这个展览有没有资料？

周子曦：没有了，只有些展览的照片。

比利安娜：你这个展览有没有印过请柬？

周子曦：没有，当时哪有钱印请柬，就是贴了很多海报。

比利安娜：哪有钱做海报？（笑）

周子曦：画的啊，自己手绘的啊。

比利安娜：还有么？

周子曦：肯定都没了。当时有些请柬是同学帮忙手绘的但你想

手绘的请柬能有多少张。

比利安娜：那海报是什么样的呢？

周子曦：各种各样的啊，因为我自己画一些，朋友画一些，每

个人风格不一。

比利安娜：但是是同一个展览的？

周子曦：对。大家各自理解这个展览、这个人，然后去画一张

海报。挺好玩的。

比利安娜：你找找看看，海报什么的。

周子曦：海报请柬之类的肯定是没有了。画册也没有，可能只

有作品，展览的照片也没有。当时没钱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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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后来在上海又碰到金锋和周啸虎

的时候，那时是我老师，真的是我老师。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

道跟我说什么，他们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然后我真问不

出什么问题，从来没接触过你都不知道从哪儿问起。对他来说

也很吃力，他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谈，你一窍不通一无所知，从

哪里跟你谈起啊？

比利安娜：跟宋海东也聊过吗？

周子曦：也聊过，但是 ...... 然后从那个之后就开始弄个展，那

个时候都是些以前的想法，慢慢地把它变成想法，然后也开始

关注当代艺术。然后正好朱发东有一个行为，就是寻人启示，

到处贴寻人启示寻找他自己。

比利安娜：在哪里看的？

周子曦：在《江苏画刊》，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

觉得这个东西他没做完，这个东西可能再往下做会更有意思，

它只是到了一个点上。当时你也是学生也无所谓版权嘛，然后

我就想既然有这个想法我就把它做完，然后就考虑了一整个夏

天，联系我们同学，当时我忘了五个还是六个，反正设想是六

个人吧。然后就每天失踪一个，一开始的想法跟朱发东一样的，

就寻找自己呗。

比利安娜：哪一些人跟你做的？

周子曦：我们同班同学。

比利安娜：告诉我名字吧。

周子曦：我、尹明、王善祥、何勇苗、申玉，好像没有了。

比利安娜：当时你们是怎么谈的呢？

周子曦：当时基本上整个方案都是我出的，可能在一些细节上

有一些修改。

比利安娜：谈一下当时你想做成什么样的作品呢？

周子曦：我觉得我把我设想的行为说完你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样

的了。我刚开始设想就跟朱发东一样，每天失踪一个人，自己

去贴，在校园里满大街贴，持续五天。然后再连续贴个两三天，

就以我们班没有失踪的人的名义贴，寻找这五个人。然后我们

再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名义宣布这五个人失踪，因为在法

律上规定一个人失踪两年就明确宣布这个人失踪了，从法律的

角度上就等同于这个人死掉了，我们不认同这个人了。但是法

律规定是要两年而且要直系亲属提出申请，但是我们当时就不

管，就设想中级人民法院宣布这五个人失踪了。然后又设想由

华师大宣布这五个人我们开除掉了，因为他们老不来上学我们

就开除掉他们了，然后再以我们班的名义宣布我们现在不找他

们了，如果你们再发现他们的消息不要跟我们联系了。整个一

个完整的方案是这样的。勉强做完了，因为从我们做的第一第

二天学校就开始干涉，就不停地找我们，一步步升级威胁，说

要处分，后来又说要留校查看又说要开除，然后几个参与的人

就陆续开始退出。

比利安娜：压力大。

周子曦：对，压力太大，他们当时也不过是刚刚升大二的孩子，

然后最后是我、申玉、尹明把它坚持做完。后面的东西也做得

比较草率比较简单，比如说原来设想的环节是几天，但后来一

天就做掉，整个想法没有能特别完整的呈现。但是这个想法现

在看来我还是蛮喜欢的。

比利安娜：你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周子曦：当时叫《九三寻找行动》。

比利安娜：我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艺术行动把它纳入到群展里面，

可以么？

周子曦：可以啊，当然可以。

比利安娜：但我可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周子曦：有的，在我那儿，但不是特别多。

比利安娜：没事，有多少就给我多少。因为你们班级后面影响

了一批华师大的，像靳山啊，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九三年之后

呢？你们有没有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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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徒步车间

周子曦：没有，当时把注意力转移到油画这一块去了。毕竟我

选择油画也喜欢油画嘛，进大学前也没怎么接触过，大一也没

怎么接触过，本身学校的课程也排的不是特别合理，然后自己

又把重点放在创作、谈恋爱上，所以就想转过来画油画。除了

课堂上，我自己好像没怎么画过那种练习性的东西，也是创作

上的，当时画了些类似培根那样的东西。学了没一阵子就把我

开除了，然后又转了，反正就不停地琢磨呗。然后九五年就做

了一个群展。九四年底开除的，十二月份离开学校，然后慢慢

开始回过神来了，开始做作品。后来十月份在上大学院我们策

划了一个联展。

比利安娜：叫什么展览？

周子曦：你们提到过，叫《徒步车间》。

比利安娜：我刚问徐震他说不知道这个展览。

周子曦：他肯定不知道，这个展览没有任何影响，没有对上海

当代艺术产生什么影响。这个展览上的人后来基本上都撤掉了。

比利安娜：九五年在哪里做的呢？

周子曦：在上大美院。上大美院的展厅。

比利安娜：当时谁发起的这个展览？

周子曦：我们几个人发起的，共同策划的。

比利安娜：谁呢？

周子曦：我、蒋崇无、老猫（吴建新）、潘陶。

比利安娜：有多少人参加？

周子曦：参加展览的除了我们四个还有郭华、白荔、吴伟，还

有上大这边的，梁绍宁。

比利安娜：当时为什么跑到上大美院？

周子曦：没有别的展厅了啊。

比利安娜：当然有，华山美校也有。

周子曦：不认识啊。

比利安娜：上大你认识谁？

周子曦：潘陶、梁绍宁都是上大美院的啊。潘陶还有一个朋友

他也参与了展览，叫汪超，但是他没有做作品。他的一个什么

亲戚好像是上大美院的院长。

比利安娜：当时是怎么接触这些人的呢？

周子曦：我最早是跟那个老猫（吴建新）挺好的，老猫（吴建新）

最早在华师大读研究生，他也是个神人，一个政教系的研究生

老老实实读书不要，整天混在我们艺术系，然后还画画画什么

的，老想做艺术家。原来是个诗人，然后诗人也不做了，要做

艺术家。然后又跟老二（蒋崇无）混在一起，大家都关系挺好的。

后来又认识了潘陶，这个人也是一个挺神乎的人。大家都挺开

心的，就说要出作品，每个人身边又有些其他的人，那么大家

都很有热情的做了。

比利安娜：当时这个展览的名字是谁起的啊？

周子曦：当时大家一起想的，具体谁想的不记得了。

比利安娜：什么意思？

周子曦：当时我们实际上想形成一个小组，“徒步”实际上是这

个小组的名字，就是《徒步车间的景观展》。那么实际上这个

展览结束之后这个小群体就散掉了。

比利安娜：为什么呢？

周子曦：很奇怪，我到很多年以后一直都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

原因。因为这个展览在中国艺术史或是上海艺术史上没有起到

任何作用，但是当时还是满重视的。当时上海老一辈的艺术家

像施勇、我们师兄这样的人来了很多。当时在上海像我们这样

的年龄层是第一次露面，我当时和他们聊天的时候说，作为一

个艺术家他总是希望后面有人跟上来，我们是当时的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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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大家都想看看这批人是什么样儿，然后反响也还可以，

所以本来应该是挺好的，大家再往下走，赶紧做作品，那么有

第二个第三个展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就散掉了，

其中表现出来的几个核心人物，你像老猫（吴建新），他当时

就不太热心了。他也是很奇怪的。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他和我

们不一样，尤其是徐震、杨福东这些职业艺术家真的是有差别。

他觉得我热爱艺术来做艺术，但是我现在怀疑了我是不是真的

热爱艺术，或者艺术是不是真的值得我去付出，我是不是一个

爱钱的人，我是不是以前一直鄙视赚钱，我或许不是那样的，

他想找寻一种更真实的东西。所以他就去赚钱去了，他觉得我

没过过有钱的日子我怎么知道我其实是爱钱的呢？等到他赚到

不少钱，差不多一个月就能拿五六千块钱吧，九五、九六年这

个工资挺高的了，我不知道五六千还是七八千，反正对我们来

说是一个挺惊人的数字。然后他又觉得其实我是不爱钱的，我

以前的判断没错，我还是喜欢艺术的，丫又跑回来做艺术，所

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如果不用作品来说的话，他真的是一

个艺术家。他在寻求一种生命的艺术。我觉得他在寻求那样的

一种东西。还有就是老二（蒋崇无），我当时一直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跟我们很冷漠，尤其是对我，其实我们当

时关系特别好。我从华师大开除以后蛮惨的，我当时在系里面

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嘛，但是一被开除以后所有的人都不理我

了，可能是因为挺害怕的吧。中国的孩子总是在一种自我恐惧

中成长起来的。可能也没人说过，他们就觉得很害怕就不敢来。

那时就只有老二（蒋崇无）经常来，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那

时也很穷，老是没饭吃，他来了老是带一堆菜啊什么的，然后

热火朝天的聊艺术什么的。然后他突然那样我当时也挺惊讶的。

很多年以后我问他，他和我解释，大概就在两三年前吧，已经

过了十几年了，我才问。他告诉我说他当时对我的态度挺失望

的，他觉得我并不像我表现出来的那么纯粹，对艺术也是有一

种很功利的目的，就是想要成名成家。就是有炒作的成分，利

用了大家对艺术这种纯洁的欲望 ，然后炒作啊，想要把自己炒

作出来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如果是

这样，至少是挺遗憾的。

比利安娜：当时你们做这个展览有没有一些概念说想要做成什

么样的呢？有没有开会讨论过呢？

周子曦：有啊。整天开会讨论，然后不停地吵架，但是不会像

后来的这些展览会有一些明确的策展思路。主要是在一些具体

的东西上。

比利安娜：比如？

周子曦：比如说，这个也是老二（蒋崇无）最初会对我有疑义

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说你做作品的时候就很真诚的面对作品，

完全不用考虑外界的东西，但是等到你拿出一个展览的时候你

要想办法让它获得成功，要想办法让别人知道你这个展览。

比利安娜：那当然。这不是很正常么。

周子曦：但是可能在他们看来他们希望有一种更理想主义的状

态，更纯粹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经常会有一种争论。

比利安娜：那我问你这个展览绘画、装置什么都有吗？

周子曦：都有。

比利安娜：你的作品是什么？

周子曦： 我是绘画啊，我一直是绘画。

比利安娜：有没有行为？

周子曦：没有，只有绘画和装置。老猫（吴建新）和潘陶各做

了一个装置。

比利安娜：有请柬？

周子曦：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唯一的一个替代品就是现在淮

海路 796 的展览里面有我的一个作品，叫《我的似水流年》，

那张画就用作当时的请柬，就是把那个请柬画了一遍。原件我

这里是没有了。

比利安娜：图片还有么？

周子曦：只有些现场的照片。

比利安娜：你们自己有没有写过展览的前言？

周子曦：前言好像我们当时请了一个老师吧。我不太记得了。

好像是有过一个前言的，不太记得了。

比利安娜：那后面有没有报道这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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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曦：没有，总共也没有几家媒体。没有报道。

比利安娜：你说这个展览来了很多上海艺术家，是不是你第一

次正式接触这些艺术家？

周子曦：是，对。

比利安娜：那在这之后有没有开始互相联系？

周子曦：没有什么联系，当天展览之后还开过一个研讨会。

比利安娜：谁参加的研讨会？

周子曦：李旭啊 ......

比利安娜：谁组织的啊？

周子曦：就自己瞎组织的呗。可能主要是潘陶吧？

比利安娜：都请了谁啊？

周子曦：像华师大的陈心懋老师啦，上大请得谁我不记得了。

还有李旭喽，还有谁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有一堆人吧。

比利安娜：讨论些什么啊？

周子曦：讨论展览啊，很明显的别人还是拿你当学生看。因为

除了我和老猫，其他都是在校生。人家就看一个学生展嘛，学

生就是以鼓励为主嘛。

比利安娜：你九三年之后到九五年有没有做过行为？

周子曦：没有，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做过行为。

比利安娜：我可能记错了，我在华师大念书的时候，听说什么

被烧了？

周子曦：这个不是行为，这个是聚众闹事儿。

比利安娜：这个是什么时候？

周子曦：这个是九五年夏天的时候。

比利安娜：这个是展览后面的事儿？

周子曦：展览之前，展览大概是十月份吧。

比利安娜：你为什么这个展览都没放上去？

周子曦：这边有啊，啊，也可能省略掉了，太长了，麻烦，意

思意思就可以了。

比利安娜：你展览之后，这个团体就散了，你就一个人了？

周子曦：对，散了之后就一个人了。潘陶可能是最受打击的，

他是信心十足的，但是看我们都蔫了吧唧的，后来他好像去做

生意了。老猫（吴建新）赚钱去了，若干年之后才回来做艺术。

比利安娜：你当时参加这个展览画的是什么东西呢？

周子曦：两批东西吧，一个是风景的照片，然后打那个格子。

这个风格后来是对我后来有一定影响，就像那个寻找方式的思

路。我先看到胡介鸣的一个作品，他画的一个扭扭曲曲的人，

找人打格子画的。我当时就想这个不充分，当然现在想想是挺

可笑的，但是以我当时的理解是觉得不充分，我要把它做下去。

比利安娜：这个太可爱了。（笑）

周子曦：这个我当时没跟他们说，我估计胡介鸣听到了会疯掉。

没敢提。

比利安娜：我看过他那个，我觉得挺好玩的。

周子曦：我当时觉得他不充分是因为，你不跟我讲我怎么知道

你是找人打格子的呢，你这个打格子的概念没有出现。我就觉

得这个是一个表现主义的绘画，然后这个可能是你对绘画语言

的理解，觉得它应该这样变，而你本来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这个变形完全不是由你来控制，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概念呈现出

来。所以我觉得我要把那个格子显现出来。所以我打完格子以

后就用胶带把那个格子贴掉，然后画，画完以后胶带接下来以

后那个格子还留着。这是一批，然后还有一批是广告。波普广告，

就是些广告加上些不搭界的文字，大概是这样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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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安娜：我觉得挺好玩的，你这个方式其实是和其他的艺术

家有交流的，是互动的。比如说徐震，他以前做《传真展》在

华山美校，他制作了一些东西，然后把那些东西也挂上去就做

了。《上海双年展》这个我不知道，九六年他还做过一个行为，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你的呢，（笑）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

得就是要对话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

周子曦：以后的创作也会有这种模式，当然会有一个更复杂的

转换。别的艺术家的作品通常更容易引发我的这种劲儿。我觉

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怎么个招儿我再弄弄？（笑）

比利安娜：那你九五年之后九六年有没有展览 ?

周子曦：没有了，后来就一直没有展览了，一直到九九年。

比利安娜：那你《以艺术的名义》有没有参加？

周子曦：我当时去帮忙了，没有参加。当时怎么能邀请我们呢，

我们还是小字辈。人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们。我当时就帮胡介鸣

布展。

比利安娜：你是怎么和胡介鸣认识的？

周子曦：在华师大认识的吧，具体怎么认识我不记得了。是通

过这个展览熟的吧。当时胡介鸣确实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一个

超认真的艺术家，当时还是挺有触动的。

比利安娜：你当时在华师大断了之后，你们那个群体交流比较

多的人之间有没有再建立自己的圈子？

周子曦：没有，就一个人了，所以那时候就挺苦闷的。后来过

了一年以后开始陆陆续续认识一些新人，比如说上大美院的一

批孩子，史德宏什么的。

比利安娜：几几年？

周子曦：九七年吧。中间我上了两个月的班吧。

比利安娜：在哪里？

周子曦：广告公司。工资挺高的，我进去屁活不会干就拿

四千五的工资，把我开心的。九六年吧，干了两个月，就不干了。

比利安娜：之后九七年你说认识了一些新人？哪些人？

周子曦：陆陆续续开始认识的，史德宏、唐黎吉。唐黎吉一天

到晚帮杨福东做片子啊，杨福东很多片子都是他剪的。通过他

们认识上大美院的一帮人。上大美院的一帮人大部分从一开始

就不想做艺术，但是和他们相处从当时来说有一些很温暖的东

西。陆陆续续又认识了徐震，老猫（吴建新）那时又搬回来了，

再晚一点到九七年下半年认识了倪俊。在九七年上半年去帮杨

福东拍《陌生天堂》。

比利安娜：怎么认识杨福东的？

周子曦：九四年王林的《文献展》，我们在那时候认识的。

比利安娜：参加那个文献展了么？

周子曦：没，就是来看，杨福东也是来看。然后他好像没地方住，

就跑到我这儿来住。当时也不认识，然后就混在一起两三天，

混得特别好，特别投缘。后来也没有联系，直到我后来被开除，

路过他那里就在他那儿住了一宿。然后又没有联系，直到九七

年他要拍电影打电话给我说你来帮忙吧。然后我和顾磊就去了。

还有顾磊，我和他很早就认识了，一进校就认识了。

比利安娜：那你之后就没有跟华师大联系了？

周子曦：对，我后来就基本上跟华师大没有联系了。刚开除的

时候就跟老二（蒋崇无）有联系，后来像靳山他们，在他们刚

进校的时候就有一些联系，但是当时确实当他们是小孩看，因

为他们刚进校嘛还在画大卫，然后拉我们去看他们画的大卫。

靳山他们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进校的时候有四个人玩的特别

好，就四个男孩子。其中有一个叫何勇军，就是何勇苗的弟弟。

在他们四个人当中我就觉得靳山比较出挑。但是那时候对我来

说都太小了。

比利安娜：我查了到九九年才有展览，《青年美术大展》在刘

海粟美术馆。九六年到九九年有没有展览？

周子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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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安娜：九五到九九你的创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周子曦：九五年以后，就是那个展览之后状态特别不好，觉得

那样做作品不对。然后找那个新的方式，还是在画，就是画的

很凌乱，没什么特别的想法。我说了我们这种人有点毛病就是

几天不画画就像犯了很大的罪一样，虽然没想法但是一直在画。

然后一直到九七年，对我来说九七年特别重要。九七年我才开

始找到了一些东西。我之前就是一个关注政治的人，到了九七

年我才意识到其实艺术是可以用来关注政治的。在这之前接触

当代艺术一直有个误区，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当代艺术。现

在朱其好像有个文章叫《像当代艺术的当代艺术》，其实当时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觉得那样才是当代艺术，不那样就不是

当代艺术了，你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其实一直很

关心这种灾难性的话题，对我来说当时生活上有一些挫折吧，

生活上过得也不是很好，对自己来说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让

自己也过得很沮丧，我当时认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自

己的灾难理解为是一种人类的灾难，它不仅仅是一个灾难，它

是一个人的灾难，那么他就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所以我就特别

关注灾难的东西，然后我就想画一批这种东西，管它到底像不

像当代艺术。反正我平时瞎画的东西本身也不像当代艺术嘛，

所以就画了一批这样的东西。然后画完以后，虽然画的也很简

单就是表现主义那种东西，但是它确实是有触动的，对我来说

也是有触动的。当时我父亲看了我这些东西，虽然他也不懂艺

术但是他看了是挺难受，是有感觉的，是有触动的。所以当时

我就想其实艺术是可以做成这样的，但是要找一种合适的方式

来做，肯定是可以做的。这个说起来其实有点烦，有些东西其

实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转不过弯来，你就一直卡在那

儿，当时对我来说突然这个弯转过来，唉，对喔。当时做完这

个东西以后杨福东刚好拍完东西，他从西藏回来玩儿，然后跟

我聊天，然后谈我的画，谈我的一些问题。这时候我才发现对

于绘画而言有些东西我完全不懂。就是说我在华师大几乎没有

学到东西，你在华师大也呆过，在那儿学的东西挺难的。他一

说，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他也很奇怪，我的一个好朋友，这些

都不懂，这些都是基础啊，怎么都不懂。本来他是待三五天的，

但是被我硬拽在那儿呆了两星期。然后就挨个的跟我讲解，当

时有一本很厚的当代艺术的画册，一张张跟我讲，为什么那个

他觉得好，为什么那个他觉得不好，就一张张的讲解。当时就

突然明白许多东西。然后他走了以后徐震就过来了，当时跟他

也住的很近，关系也很好。

比利安娜：你九七年就开始跟徐震认识了？是通过老猫（吴建

新）还是？

周子曦：对，他自己找上门来的。我忘了是谁介绍的，说是北

京回来的年轻艺术家。（笑）他虽然不画画但是 ......

比利安娜：他画过，怎么没画过。

周子曦：当时他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他是说他做装置之类的东

西，他不画画，但他在北京画过一段时间。然后我说杨福东跟

我讲过一些东西我突然明白了，他说：“啊，你现在才知道啊，

我以为你早知道了。”我说：“是吗？那你说说。”他叽里咕噜又

跟我说了一通。所以我一直说这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对我的帮

助时很大的。包括徐震后来还给了我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包括

怎么做布怎么做底子。这东西我们在华师大都没学过都不知道。

然后他还送给我一本书讲一些绘画的基础性的东西。怎么做油

怎么做底子。他们那时候笑话我说我像个化学家搞了一大堆瓶

瓶罐罐。从化工厂回来买了一大堆配方。

比利安娜：那这是第一批关于灾难的东西，之前已经画了一批

么？

周子曦：对，已经画了一批，然后正在画第二批。

比利安娜：第一批是怎么样的呢？

周子曦：很简单的，就是单画一些照片。比如说一个越战战士

和一个奔跑的小女孩的照片，画一些照片，基本上是德表那个

路子的。第二批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和徐震、杨福东接触以后，

开始画场景式的，有点像基弗尔那种东西，我实际上是画完一

张以后才看到基弗尔的画册，哎呦，原来能这么画，他画的这

么好啊。然后就扑上去，正好又跟油画语言搭上钩了。做了很

多东西，那批东西我还是很喜欢的，到现在我还是挺喜欢的，

它的问题是它太像基弗尔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挺好的。它有

力量，有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越到后面我才越感到力量它非常

可贵，我现在再也没有力气来画这种东西了。 你要在精神很强

大，才能面对这种东西。其实后来这样的东西很多，在中国还

是有不少人学基弗尔的东西，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看到

过一些的。说实话直到现在我还觉得他们那些东西做得不如我

好，他们那些东西里面缺少力量。或者说他们那种力量有一种

虚张声势的感觉。这个很难说得清，也许每个人看自己的东西

总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地点：上海香格纳 H 空间 访问：比利安娜·思瑞克 日期：2009.3 时间：100 分钟   

比利安娜：你那段时期的创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平时是不是看

一些书有一些想法把它写下来或者画一些小草图？整个过程是

怎么样的？

周子曦：基本上是这样的。会收集大量的图片资料。一开始从

画面的角度来讲就是简单的描绘灾难的场景，然后只是对这个

场景做些绘画性的处理。

比利安娜：是从报纸找图片？

周子曦：各种各样的方式，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呢，就是报纸啊

杂志啊画册摄影集。通过一个图书馆的朋友到图书馆去翻阅大

量的照片，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然后到后面就不满足了，觉

得这个不对或者不够。这个之后就出了一个通天塔，就是完全

自己出了一个场景。当时就想画一个寓言的，就画了一个通天

塔。

比利安娜：这是几几年？

周子曦：九九年了。当时画这些作品都花了很长时间，每件都

很长，像《通天塔》就画了三个月。一般都是一个多月将近两

个月画一张，所以作品数量并不多。《通天塔》到《仓颉造字》，

这是中国的一个神话，再到《精卫填海》，我当时就想在神话

里找到一种东西。但是走到这个地方也就走不下去了。觉得精

神上又不够了，它不是一种力气上的东西。你关注的东西超出

了你能力的范围，就是你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但其实你爬不

到那里，但是因为有力气，其实你已经比你应该到的地方高出

一大块了，再往上就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但总的来

说从九七年到做《欲望之外》这段时间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是最

快乐的一段时间。那时候这帮朋友都关系非常好。

比利安娜：当时是哪些人？

周子曦：老猫（吴建新）、徐震、倪俊、杨振中、杨福东、高鸣、

史德宏、顾磊大致就这些人，然后通过他们和外面的像陆春生、

陈晓云、蒋志。主要可能在外面接触少一点，尤其是上海本地的。

还有飞苹果，也是很可爱，他对这群人的影响也很大。那是非

常愉快，一起聊天谈艺术，就像传说中那样非常浪漫的、诗性的、

抒情的生活方式，大家都住得很近，每天大家吃完饭就跑到一

起开始聊天谈艺术谈人生谈哲学，然后高鸣嘛还写写诗，动不

动还朗读下他写的诗，他写的戏剧什么。

比利安娜：你写过诗吗 ?

周子曦：我以前写过。

比利安娜：能找到吗？

周子曦：不会吧，很早的，还有，但是那个太夸张了。

比利安娜：（笑）怕什么呢。

周子曦：不是怕，是不好意思，写的那么差，多丢人呐，你一

定要写清楚是十五六岁写的，要不然人家 ......

比利安娜：那后面有没有写过？

周子曦：有啊，我零三年不是在一个山村里教书么，在那个山

村里写了二、三十万字呢。

比利安娜：写的什么呢？

周子曦：一个回忆录，关于我自己的。

比利安娜：为什么当时参加美术大展？

周子曦：没有啊，当时就正好有这个展览嘛，然后这一拨人都

说去，那么就去了。

比利安娜：当时都有谁去呢？

周子曦：我、史德宏、梁玥、高鸣、杨福东，画画的这几个。

我不记得有没有顾磊了，他当时好像不画画。

比利安娜：他们九八年做了《晋元路 310 号》你有没有参加？

周子曦：我没有参加。但是当时就特别开心，虽然我没参加，

但是大家所有的讨论都在一块儿，所有共同的讨论都参与的。

没有参加仅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东西可以参加，觉得东西还不

够。如果我拿画当时也可以参加，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够。是这

样的情况，不光是我，还有几个朋友也没有参加的。当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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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状态就是非常快活，每个作品方案出来都是一堆人坐在那

儿讨论，谁出了一个方案大家都说好或者不好，如果有人说觉

得很好没有问题啦，就开始吵，很好玩。你很难想象说后来还

会有这样一种状态。

比利安娜：你《九九年青年美术大展》拿的是什么？

周子曦：也是那批作品里头的东西吧。是一个城市的风景。

比利安娜：《超市》展你参加了么？

周子曦：没有。

比利安娜：但是你知道这事儿？

周子曦：《超市》展以前陆蕾平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超市展》

的。当初最初的策划人是五个，除了徐震、飞苹果、杨振中以

外还有我跟老猫。后来我们俩退出了。

比利安娜：为什么？

周子曦：我们偷懒，老不干活，他们就把我们给踹了（笑）。

这个展览也是我没有能够拿出一个好的方式，就是这里头很不

合适有一个绘画作品，你很难去转化这种东西，包括你在超市

部分你怎样让商品出现，我也设想过很多方案，但自己也一直

不满意，到最后也提不出方案所以就只好不参加了。

比利安娜：那你出方案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因为它和以前的

绘画是不一样的。

周子曦：其实在我以前来说没问题，我不在乎这种形式感的东

西，不管是绘画还是其他的，能表达我的想法就行了，就像我

现在的画画一样，我不在乎我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比利安娜：我的意思是，绘画和出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绘画

可以完全是艺术家自我的，很难去谈我的画是什么样的，方案

呢就是一个想法，它可以拿出来讨论过滤的。但是绘画本身涉

及到很多复杂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周子曦：我明白，但是我以前没这么想过。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像九三年做行为一样，我之后又出过一些行为的方案，但是

在学校里压力太大了可能没有实施。所以它对我来说没什么不

同，而且直到九七年我才明白你说的这种特质，在那之前我没

想过这个问题。我有个画画的想法我就把它画下来，有个方案

的想法我就把它做出来，直到九七年才知道绘画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种自身的想法去推延的东西，就像你说的，我没办法

事先想好这幅画是怎么样的，它会在自身的过程中推进演变。

以前不知道，所以它没有在这个点上对我有什么困扰。有方案

就做方案，但是我几乎没有一个装置的方案最后是实施的。

比利安娜：但是还是有想法的？

周子曦：对。但是真正开始转过来回到绘画的可能是在《幸福

生活》之后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不涉及艺术的一个理解。

就是嫌麻烦，后来我有一种社交恐惧症。除了和比较熟的人，

和陌生人打交道我会比较紧张。就比如说和你谈，你会觉得我

和以前一样话特别多，“话痨”那种的，可是和陌生人我半天也

说不上一句话。很尴尬的，过半天笑一下。所以做方案就涉及

到找人帮忙，我一想到找人帮忙我脑袋就大。

2000 欲望之外

比利安娜：那《欲望之外》这个展览在 2000 年是怎么形成的呢？

周子曦：当时在村里我和高鸣、史德宏主要是在画画。当时就

想大家不停地做展览呗，徐震他们也说：“对啊，我们都做了，

你们赶紧也做啊。”然后我们就说做吧。最早是我们三个，然

后杨福东正好也来上海了，他正好也画画，那就一起来吧。杨

福东这时候就介绍了柱子（陈钟柱），陈钟柱是他同班同学。

陆春生也是杨福东介绍来的。陆春生也是一个挺神的家伙。他

租了一个老公房，一室一户的那种，你知道我们当时都住农民

房，虽然住的条件很差但是房间很大，便宜嘛。然后他租了那

样一个地方，很小很小，房间里放了一张床就基本上放不下了，

然后床底下拖出些画给我们看，也没看清楚，因为房间太小，

他不满意，过两天又跑到我们家来，抱了很大一捆画来都是纸

本，因为他没有条件画油画，没有钱也没有地方，所以都是纸

本，这么厚一摞，卷起来的，我们当时一看就很兴奋，就觉得

这个人太牛了。然后他也很高兴，找到组织了，找到一拨人了，

当时他来上海好些年，基本上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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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安娜：他当时和谁混？

周子曦：他当时和陈晓云关系很好，陈晓云跟杨福东关系很好，

我们当时做展览的时候杨福东就推荐陈晓云说他文章写得很

好。

比利安娜：当时那就有文章了？

周子曦： 对。然后陈晓云就说有个哥们你们可以去看看。当时

那个环境不是说你们叫我写文章我就叫个哥们进来，不会那样。

就是你们觉得他怎么样，我觉得他挺好的，觉得他能参加展览。

然后跑过去看。

比利安娜：为什么叫《欲望之外》？

周子曦：这杨福东想的。

比利安娜：那我问下杨福东，这个展览怎么谈的？

周子曦：可能就是想试图寻找一下和欲望无关的一种理想的东

西吧。

比利安娜：作品是什么样的呢？

周子曦：各式各样的。

比利安娜：都是绘画么？

周子曦：都是绘画。

比利安娜：当时是每个人都一件作品么？

周子曦：不是，每个人都挺多的。在刘海粟美术馆展出。

比利安娜：有请柬么？

周子曦：有，但是找不着了，有画册我给你带了一本，待会儿

给你。

比利安娜：这个是刘海粟美术馆出钱的么？

-

周子曦：不是，我们自己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出的。

比利安娜：AA 的？

周子曦：对啊，肯定是。那个时候都是 AA 制，大家掏钱的。

那时是我管钱的，因为说起来是我策划的所以财务也是我管的。

最后还多出一两百块钱，最后展览结束我们就用剩下的钱吃饭

了。

比利安娜：那刘海粟美术馆有没有让你们留作品？

周子曦：没有。要留我们也不干。

比利安娜：展览照片有么？

周子曦：好像没有。

比利安娜：我以为你会有很多。

周子曦：不会去留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大多数是劳伦斯来了以

后才说：“你这些草稿不要扔掉啊”，以前的全扔掉了。像这个

是因为是一本，然后里头写了些东西就没舍得扔，就剩这一本。

谁会去留这种东西啊，我哪知道这种东西会变钱啊。

比利安娜：没有，一些老的艺术家都有留的，手头上东西很多的。

周子曦：哦，我还真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要被载入艺术史的概念。

2000 惰性与伪装

比利安娜：然后是两千年的《惰性与伪装》？

周子曦：因为这个《欲望之外》准备的时间很长。

比利安娜：准备了多久？

周子曦：将近一年吧。

比利安娜：这么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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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曦：对啊，当时还去找过很多人。我印象中有消非他们两

口子，还有张勇啊什么，我不是策划展览么，去看过很多人。

本来想找在上海画画的这拨人里头比较有代表的一起做展。但

是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但是通过这个事儿我们倒是和消非成

了好朋友。他烧的菜特别好吃，他们两口子特别勤奋。但是我

们也特别诚恳地说这个展览好像不适合你。然后这个展览做完

以后，就开始筹划《惰性与伪装》，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

有热情，就想再搞个展览。然后就提出来搞个纸本展，纯粹是

纸上作品。

比利安娜：谁提出来的？

周子曦：具体记不得了，就当时这拨人吧，具体的策展人是几个。

比利安娜：还有谁啊？徐震、杨福东都没跟我提啊？

周子曦：不不不，还有徐震、杨振中、陆春生、我。我没有画册，

这本画册我找不着了。

比利安娜：杨振中给我了。

周子曦：画册上有。这个展览策展人名字爆长，我记得四五个、

五六个这种。还有飞苹果。

比利安娜：这个展览是你们第一次和徐震、杨福东做东西么？

周子曦：你现在这么一说，是的，但是对我来说当时没有这种

感觉。因为当时他们那些展览我们都是全程参与的。当时都没

有想到说我没有参加这个展览，没有这个概念。即使合作的很

好也完全是这种兄弟情义。你现在这么一说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后来也没怎么合作过。

比利安娜：两千年之后你是不是开始实验一些别的东西？

周子曦：对啊，因为《欲望之外》结束后这个问题就开始明显了。

一来是力气不够了，再来是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了。就是太像

基弗尔，一开始没问题学习嘛，但是不能老学他。然后就开始

寻找，寻找的过程中老是会有装置啊影像啊这种方案试图去实

施。

比利安娜：在哪里实施啊？

周子曦：不就在上海么，还能在哪里？都没有做出来，就做些

实验。然后这个痛苦的阶段就一直持续到后面。我就是从欲望

之外后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掉。包括你开始关注的

话题，这么大的话题你开始关注不了了，然后在一个形式上也

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方式来解决。

比利安娜：《家》有没有参加？

周子曦：没有。

比利安娜：《不合作方式》？

周子曦：也没有。

比利安娜：周宏湘的展览你有没有参加？

周子曦：没有，那个我知道。忘了叫什么。

比利安娜：一拨南京的艺术家。

周子曦：对，就那一次我们才和周宏湘混熟了。他原来就是华

师大的，原来在学校里就认识，但是彼此印象都不深。那次之

后就混熟了，挺好玩的一个哥们。

2002 对不起，我不知道

比利安娜：接下来就是 2002 年的个展——《对不起，我不知道》？

周子曦：对，那个展览也挺事儿的。本来展览定在比翼的，比

翼当时有个展览叫《一个接一个》，本来想做这个展览的一部

分，然后展厅什么都布置好了，临开幕前一天，徐震给我打电

话说恐怕不能展了，安全局好像来人了，然后就临时贴了一个

通知，说这个展览取消了，然后就拖啊拖啊拖。

比利安娜：就是这个作品？

周子曦：对，然后就拖啊拖啊到了五月份找到汤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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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安娜：为什么不能展？

周子曦：我现在想想还是自我保护的东西多吧，就是大家还是

害怕，就是跟政治沾边，就怕会沾到自己身上。极权主义能够

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们的自我恐惧。

比利安娜：那你这个展览应该有资料了啊？

周子曦：有啊，但是没有画册。一前一后的两次请柬都有。

比利安娜：不要叫临时展览嘛，当时叫 T-ART。

周子曦：我哪知道，我只知道当时在北苏州河那儿。然后在这

次展览我觉得我又找到了点，就是具体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以

前老谈全人类，一张口就全人类，然后自己完成不了了，就觉

得还是关心中国的一些问题吧，一直到今天还是在针对这个问

题在做。

比利安娜：那你参加了《十二点半》的展览么？

周子曦：嗯，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对我的作

品来说也是比较少的好玩的。

比利安娜：你做了什么？

周子曦：一个装置影像。

比利安娜：是你第一个实施的吧？

周子曦：对，唯一实施的装置影像。在一个房间的四个角上，

尽可能隐蔽地藏了四个人，做了个木头箱子，一个人躲在里面，

每隔 30 秒一个人就飞一个纸飞机出来。然后在那个中间有一

个电视机朝上的，拍的就是一个纸飞机在那儿飞，完全就是一

个童年的欢乐回忆的东西。

比利安娜：这个方案是你原先有的还是？

周子曦：忘记了，因为当时有方案就会记，我也忘记了是不是

专门为这个展览想的还是以前就有过。当时这个作品是和倪俊

合作的。也是生活得比较幸福才会有这种比较浪漫的想法。接

下来逃离上海。

比利安娜：为什么？

周子曦：做完这个展览之后就去了那个乡村。教了一年的书。

比利安娜：有没有做作品？

周子曦：没有，就教书写字。写我的回忆录。

比利安娜：写完了么？在那边。

周子曦：没有，写了二十多万字还没有写完。

比利安娜：现在还写么？

周子曦：没有，回来以后写过一阵子。我想早晚有一天我会把

它写完，因为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包含两种东西，一个是：我

很想搞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会

这样？再一个就是任何一个人他也许不是那么典型（以前一直

有一个说法叫典型环境里的典型形象），你随便拎一个人出来

他可能不那么典型，但是你足够敏锐的话你一定可以在他身上

找到所有这个时代的东西，这个时代一定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影响到他的成长，那么你可以透过很普通的人折射出一个时代

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种东西。

比利安娜：去哪里教书？

周子曦：福建的一个山村。

比利安娜：叫什么呢？

周子曦：龙岩市武平县象洞乡光彩村。

比利安娜：怎么找到这里的？

周子曦：通过私人关系，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就是现在的妻子，

她的一个朋友的公公是当地的一个老红军，他还活着，他作为

当地的一个老红军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我说我想去支教。当

时所谓的志愿者这种形式在国内还不是特别多，我不想和政府

的一些部门有任何瓜葛，就是说成为政府的志愿者，不喜欢这

种形式，然后就通过私人关系，他就给我找了这里。当时没有

工资没有薪酬，但是因为有人认识嘛，他们村里还是管我一顿

午饭，提供一个宿舍给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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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安娜：为什么想去？

周子曦：我觉得它包含两种因素吧，第一就是当时在感情上有

一定的挫折，然后这个事情可能对我当时打击比较大。直到今

天它中间的一些东西可能还没有完全消除。那么另一方面在艺

术上也是有问题，我从十九岁开始做艺术，从来没有怀疑过艺

术，我觉得它是一个伟大的东西，是一个高尚的东西，是一个

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怀疑这个东西，我觉得

它完全没有意义。可能只对自己有意义，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帮

人在那儿自娱自乐，还觉得对人类的文明有多大贡献，纯粹是

一帮傻逼。然后我就想做一个确实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去乡

村当教师。你可以质疑它这样意义有多大，但是你不能说它没

有意义。它肯定有意义，说的难听点有一天我死掉了，我可以

说我这辈子总算做过一件有用的事儿，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所

以我就去做了。这个想法其实很早就有，从 01 年开始断断续

续就有。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变得特别强烈，特别是在那个展

览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冲击。我那个个展总共只做了两天。第

一天是晚上开幕，然后到了第二天我守着展厅，没有一个人来，

整个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来。中间我也不敢跑出去吃饭，把我

饿得死去活来，就觉得特别绝望。那时和我前妻也有些矛盾了，

这种事情都混在一起就觉得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因

为那一年本身自己的创作状态也不好，但是和朋友的关系特别

好，那些朋友其实很关心你。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你，这种兄弟

的情谊真的挺难得的。几乎当时所有的朋友，比如说杨福东、

徐震、杨振中，尤其是徐震整天跑我们家来跟我谈，然后谈你

的问题你的画有什么问题你的创作有什么问题这样那样，都很

尖锐，但是可能对我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帮助，但同时也让我觉

得挺沮丧的，你觉得你对朋友也是没有用的。你是朋友们的一

个累赘，大家都挺操心你的，你也帮不着别人，当时就觉得自

己在上海就特别没有用。是个多余的人，对父母也不好，都这

么多年了，父母过得也不好，你也不能像别人一样老老实实挣

钱让爹妈过的好一点。你说你这个理想也很值得怀疑，它可能

对这个世界来说毫无意义。朋友们也许人家没有你会更开心不

用老操心你，然后你的爱人可能更快活，你丫他妈太傻了，整

个就是个傻逼活着干嘛（笑）。然后我就决定去那儿。在那儿

过得很开心。

比利安娜：教什么呢？

周子曦：小学语文。你就发现你被很确实地需要，因为中国的

乡村还是条件很差的，然后老师的素质各方面也挺差的。然后

你一去差距肯定是很明显的，然后孩子就特别喜欢你，其实那

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喜欢这些孩子，对孩子来说是很敏

感的，这个老师是不是真的喜欢你。他们就很喜欢你，很愿意

跟你在一起，跟你一起很快乐，然后你会觉得很满足，因为你

被需要，这种感觉很好。

比利安娜：当时你教一个学校多少人？

周子曦：现在的农村学校人都很少，计划生育嘛生源都不够。

我教的那个班只有二十几个人。

比利安娜：就待了一年？

周子曦：对，我记得临走前大概一个多月吧，我召集他们开班

会跟他们说再过一个多月老师可能要走了，我说你们看你们还

有什么愿望，还有什么要求可以跟老师说，我可以尽量满足你

们。比如说你想看什么书想听什么故事或想知道什么，过了很

久他们都不说话，然后一个小班长站起来说：“我们希望你能

再教我们一年。” 啊 ...... 当时太难受了，太难受了。

比利安娜：那你一年就离开了？

周子曦：对。

比利安娜：你在那里画东西没？

周子曦：没有。画了一两张小速写，基本上没有画东西。回来

也是，当时的想法就是不太想做艺术。但是朋友还是给你很多

触动，尤其是老猫（吴建新）。我记得当时我在网上和一个上

海的女孩子聊天，她正好和老猫（吴建新）也认识，她说，她

那天跟老猫（吴建新）说：“阿曦说他不想搞艺术了。”他们当

时在一起散步，老猫（吴建新）一下子站住了，很严肃的说：

“不会的，阿曦（周子曦）肯定不会的。”我当时听她这么说，

一下子哗的眼泪就下来了。当时回来的时候挺矛盾的，一回来

就和我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她对我非常好，然后想跑去上班，

然后上了没几天就实在上不下去了。

比利安娜：当时是做记者？

周子曦：对，当时是做记者。做兼职的记者也是朋友帮忙，反

正很混乱整个人就很乱。然后过了一年多，04 年吧，觉得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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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忍不住了还是要画。我后来就说这个艺术啊就是贼船，你上

了就真的别想再下来了。我后来接触过一些人，这些人也是，

比如说潘劲农。

比利安娜：听说过。

周子曦：我记得很清楚。九四年吧，我当时刚画了一些画，正

好在路上碰到我，然后他就到我家来看看。他在各方面都很好，

赚了很多钱，但是很明显你能看的出来他很难受，虽然我当时

画的也不怎么好。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哪怕你以后真的不做了，

但是你总是忘不掉。它就是一个贼船。

比利安娜：那你以后回来后就开始弄这批新的东西？

周子曦：对，到了 04 年下半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是

我想画画，非常想画画；另一个就是我在外面的杂乱的工作经

历接触了很多小资，觉得这帮人太傻逼了。就是你经历过一些

事会不一样。中国人以前有首诗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

山不是云。”就是你经历过一种更激烈的东西以后你会觉得这

种东西太可笑了。就是他们所追求的那种品格啊、格调啊，特

别可笑，特别荒唐。当时的想法就是拿他们开涮一把，调笑一

下，谨此而已。我后来展览结束以后想，这里面有些东西对我

来说是好的。以前徐震、杨福东他们批评我就说我老是把艺术

看得太重，就做不好东西，就是你把它看得太重了。就像他们

说打比赛的人心里负担太重了就踢不好比赛，就这种意味。如

果我把这个东西看的很轻就调侃他们一下，玩儿反而可能很好，

确实我后来发现是有这种东西在里面。所以这批东西当时就做

得很放松，完全无所谓。

比利安娜：那你后来就 04 年参加了《快递展》?

周子曦：那个是临时做个客串，只是说徐震他们来邀请，说要

是你再混在外面，你就真的回不了这个圈子了。我当时最早的

一个方案被否决了。

比利安娜：是什么方案？

周子曦：我想在每一个人介绍的前面加上一句话，就像快递员

每说一句话前面都加一句话，就类似于文革期间中国人每说一

句话之前都必须加一句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人要做到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然后你就说毛主席教导

我们什么什么，然后你再问你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加上这话，

加的话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有过四项基本原则，然后

每说一句话之前都加这一句，就像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然后谁谁谁的作品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否决了，说你这个太过

分了。无论从操作还是别的层面上都太过分了，不行。

比利安娜：那后来是什么作品呢？

周子曦：我后来就就着这个作品往下做了，“因为某种原因周

子曦的作品无法被你看到”。但是他其实就是就着前面这个东

西过来的。

比利安娜：你刚才提到一个艺术家和艺术的问题，在你心目中

艺术家在社会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

周子曦：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大了。

比利安娜：你做艺术在上海应该算很早了，做了十五年肯定有

了，而且你很小就开始做了，所以对这个问题肯定有个变化？

周子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说变化的话他

会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情形会不同，对我来说，我觉得艺术家

是知识份子中的一部分，所以他应该有知识份子所要分担的社

会责任。所谓因人而异是说对于某些艺术家来说他可能并不自

觉，但是他的作品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东西。你比方说以前早期

的徐震的作品，97、98 到 99 年我们一直嘲笑他说他是一个生

理艺术家，就他好像只关心一些生理的性的问题，奇思怪想的

那种，但是你看他的作品，想那个《彩虹》，它其实是关于整

个历史的整个人类的这样一种很好的隐喻。虽然可能他自己也

没意识到，但是他作为一个社会艺术家他一点也没有缺，所以

我说这是因人而异。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因为我

自己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现在也意识到，艺术家他

所谓的用处其实是有限的。一张画或是一个作品无论它做的有

多么好它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它是所有东西的总和才是这个人

类文明的发展，一个进步，是这样一个点点滴滴的东西。就目

前中国来说，你是一个知识份子，你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革

命家，你不能要求通过你自己的作品来改进这个社会，但是你

表达了一种意见，表达了一种所谓良知的声音。我觉得这就可

以了，这表明这个社会还有人愿意去这样思考，并且愿意说出

自己的想法。这是和八九之前的东西不一样的，八九之前我们

更多的认可知识份子是治国平天下的那种，中国传统知识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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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走这个路都会有这种痕迹。我觉得现在不是了。就是老老

实实写你的书；老老实实做你的作品，但是这个老实本身就是

会对这个专制的东西有一种抗拒，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拿出反

抗的姿态出来。但是你如果就是一个反抗的人，那你的反抗就

是你的老实。

比利安娜：我看你的简历好像外地的展览不是很多？

周子曦：对，我几乎没怎么参加过什么重要的展览。

比利安娜：比如说北京或者杭州的圈子有没有来往过？

周子曦：在九九年前后跟杭州他们那帮来往的挺多的。之后之

前都比较少。北京那边几乎没往来过。偶尔去北京会碰到刘韡、

蒋志。蒋志是因为通过杨福东早就认识了。后来我有社交恐惧

症，后来就没怎么认识新朋友。

比利安娜：你觉得上海这二三十年艺术圈的特点是什么？

周子曦：我想很多人都会说上海的艺术圈就是独立、干净。

比利安娜：独立？哪方面独立 ?

周子曦：就是他们很少一群人，就算是一群人也是各种独立的

个体。比如说当时最抱团的一群人每个人的作品都不一样。在

作品里面你好像很难看出他们互相影响的痕迹。这种理解也可

能是我缺少对外地艺术家足够的了解的情况下，但是我的印象

中比如说四川那边一拨都差不多，一看就知道四川的，北京那

边也有这种现象，出来一个后面就跟一大批，上海这种情况就

比较少。上海以前职业艺术家很少，我是找不到工作，找到工

作也不做职业艺术家了。你觉得那种状态可能更好，艺术就是

你的兴趣所在，你热爱它来做它，它不是一种你谋生的方式。

你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就会少，大家都很安静的做作品。我觉

得这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种东西，也是我特别喜欢上海艺术

圈的原因。我从来没想过去北京或其他的地方。

比利安娜：你觉得影响你创作思路和取向的人有哪些？特别重

要的有哪些？

周子曦：早期的我不太知道，就我切身经历的徐震这一拨人对

我的影响很大，徐震、杨福东、杨振中、飞苹果他们四个对上

海艺术圈的影响很大，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整个走向。你

比如说徐震他带来了一种非常认真的非常严格的做事方式，这

个是在之前很多上海的展览里几乎看不到的。我不是说这些老

一辈艺术家不认真，一方面我了解有限，一方面我觉得他们是

不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艺术就是一种浪漫的东西，有些偶

然性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些偶然性本身就是有趣的，所以对于展

览的东西会觉得比较随意，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只能做成

那样，而那样也挺好啊，是这样的。但是徐震他们的思维方式

不是这样，就是我一定要做成那样，我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做

成那样，他是一种很较真的方式。可能我个人情感上比较认同

这种方式，我一直对于绘画来说希望它所有的偶然性都是可以

在我掌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在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有些艺

术家会讲你试试用左手画，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东西，它超出了

我的经验；我的认知范围。

比利安娜：还有吗？

周子曦：还有杨福东也是，他的创作语言也是。虽然我了解的

不是特别多，但是他还是影响了后面一批人的。后来出了一批

小杨福东。这就是很明显的影响。再后面我了解有限，但在我

印象中像张鼎啊、唐茂宏这批人又会对后来有一些影响。

比利安娜：那前面呢？

周子曦：前面我就不知道了。

比利安娜：宋海东？

周子曦：他们显然是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是对上海到底是什么

样的影响我了解的很有限。我来的时候他们都在上海很出名了。

他们已经从默默无闻到成名，已经完成了整个过程，我没经历

过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因为我能设想到早期施勇、钱喂康

他们做的那个展览，在华山美校，虽然我们不在中心但是我们

也是能够感受到他们突然带来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后来还有周

铁海《时代周刊》的那种东西，他又有一种新的面貌。再早以

前像李山、余友涵他们我们所知道的就更有限了。

比利安娜：那你觉得《上海双年展》呢？

周子曦：它最早能接受当代艺术毫无疑问肯定是个好事。对整

个当代艺术的平反。但是后来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展览我觉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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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它其实就是一个官方招降的方式。

比利安娜：我问你阿曦，你有没有画过自画像？

周子曦：画过啊。

比利安娜：你现在有么？是画过一系列还是 ?

周子曦：以前画过很多，以前我很自恋的，画过很多。手头有

一些，香格纳也有一些。香格纳这里就有一张我要带回去，这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张。

比利安娜：除了自画像之外，有没有做过关于自己的作品？

周子曦：有啊，我有一段时间很迷恋画一种东西就是自己的一

部分，在大学里的时候。我老是想纯粹的模拟一个人的眼睛看

到的他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手和脚还有鼻尖。我老想画这种

东西。

比利安娜：画了么？

周子曦：画了一些。

比利安娜：还有么？

周子曦：有。

比利安娜：太好了。我采访了很多上一辈的人，他们手头上都

有关于自己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也都没特别拿出

来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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