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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新的一天” 
策划人：蒲英玮   

艺术家：陈卫闽、李昕頔、刘广隶、卢青、王国锋、熊浩棋 、张敬琟、曾宏 

展期：2022 年 3 月 12 日-4 月 23 日 

今格空间荣幸地宣布，艺术家蒲英玮在今格空间策划的群展「昨天是新的一天」将于 2022 年 3 月 12 日开幕。呈

现八位艺术家的新作。展览于 4 月 23 日结束。 

 “从文明的进程来看，这一切都与意识形态相关”。

  

战争改变了一切，或者说战争让我们知晓了一切从未改变的现实。亚欧主义的鼓吹者、俄罗斯政治理论家亚历山

大·杜金提出：“我们正在处理文明和地缘政治进程，在这些进程中，经济和能源只是被借用的工具。单极世界、

全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霸权正在崩溃，他们愿意采取任何行动——甚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阻止这

种情况发生。”而反观俄罗斯，则宣称这是一场“去纳粹化的正义战争”。普京也在讲话中强调：“真正的力量在于正

义和真理，而正义和真理在我们这边。”（1）回看 2016 年，伴随着美国大选与英国脱欧，“后真相”成为了牛津词

典的年度词语，而经历了全球疫情的洗礼之后，民族国家的框架与意识形态的分野被再次强化，在媒体中不断生

成对各自有利的合法性说辞。而在此时此刻的这场战争里，除去战争亲历者们自发地对战争的手机直播，各类官

媒也在诸如抖音、推特等平台大范围部署自己的宣传武器。（2）人民，在不同阵营的喉舌中被打扮成权力所需

要的样子。谎言各自为政，真相颠沛流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面对的现实主义。 

艺术以其自身天然的思辨精神，也被捲入政治与文明的生成之中，并同时隐藏着超越这些领域的剩余价值；历

史，也服务于这种非历史的潜能。（3）在此基础之上，展览题目“昨天是新的一天”提出了一个非线性的时间悖

论，它基于在历史虚无主义成为现实主义的当下，我们将如何面对与阐释昨天？如何解读与参与今天？以及如何

冀望并构建明天？这三者往往互为前提并交互生成。同时，本次展览汇集了出生于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八位不

同代际艺术家。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践行着“艺术创作如何与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既是对现

实的关照，也向现实提供了思辨的武器，它令我们仍然可以期待一个更加坚定、开放、自由且和平的世界的到

来。(文/蒲英玮) 





在曾宏的作品《形状-人民》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工作
方法得到了某种个人化的演进，笔触的叠置就像一个个融合

在集体主义中的个体，“人民”被飘摇地悬挂在历史的断线之
上。正如艺术家所言：“形状、形体和形象是我思考绘画的
基础，而叙事则成为隐藏的结构，来连接画与人之间的关
系。”其实，自库尔贝以来的现实主义概念就讲求社会抵抗
行动与作品语言革命的具身性咬合，而社会主义工厂的工作
经验与今天作品中对于现实命题的深切关注，依旧是曾宏工
作中所践行的古典逻辑。如曾宏所画，在《形状-人民》
中，“人民”作为一个锋芒毕露的词语，被穿插投射在幕布上
词语的意义在彷徨和塑形中被消耗殆尽，在绘画中成为一个
被弱化的形象。然而，这种弱化并非抽象，则依旧是对现实
命题的象征性阐释。形象与现实从未离场。



Zeng Hong (b.1974)  
The Shape - The People 
Acrylic on Canvas 
273 x 205 cm 
2020

曾宏 （出生于1974年）
形状-人民

布面丙烯 

273 × 205 厘米 

2020年





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在陈卫闽身上则体现得尤为深远并跳跃。作为川美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届学生，陈卫闽
历经了从知青下乡插队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加速主义进程，在这之中，他所长久居住的山城重庆也经历由历
史陪都到三峡工程直辖市、唱红打黑之城以及今天的网红之都。重庆，粗暴地被不同阶段的主流所光顾：
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的、进步主义的，这些浪潮在今日的重庆之上形成一组乱码。这种时代与城市的复
杂性为陈卫闽的创作带来了独特的营养。在此次即将展出的新作《壬寅》系列中，陈卫闽直言不讳地聚焦
了广泛存在于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问题，值得思考的是，在这些画作完成的几个月后，中国则爆发了一起
性质极为严重的相关事件，并在媒体中持续发酵至今。然而，我们并不能说《壬寅》是这一切事件的预
言，恰恰相反，这些事件在各个角落都每每发生，这也更加凸显了陈卫闽作品中对边缘关怀的急迫性。这
再一次关联到他所属的西南艺术家群像，他们所强调的“生命流”并不是抽象的个人叙述，而是一次与宏大
叙事的一场贴身肉搏。



Chen Weimin (b.1959)  
Renyin Year - 1
Image output on paper, acrylic, non-reflective acrylic, wood frame 
65 x 57 cm 
2022

陈卫闽（出生于1959年）
《壬寅-1》

纸本图像输出、丙烯、无反光亚克力、木框 

65 × 57 厘米 

2022年



Chen Weimin (b.1959)  
Renyin Year - 2
Image output on paper, acrylic, non-reflective acrylic, wood frame 
65 x 57 cm 
2022

陈卫闽（出生于1959年）
《壬寅-2》

纸本图像输出、丙烯、无反光亚克力、木框 

65 × 57 厘米 

2022年



Chen Weimin (b.1959)  
Renyin Year - 3
Image output on paper, acrylic, non-reflective acrylic, wood frame 
65 x 57 cm 
2022

陈卫闽  (出生于1959年)

《壬寅-3》

纸本图像输出、丙烯、无反光亚克力、木框 

65 × 57 厘米 

2022年





一个“幽灵”在世界游荡。从1922年苏联宣布成
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二战后到冷
战对峙与东欧剧变，直至近年间北约的逐轮东
扩、克里米亚危机与今天的俄乌战争，这些无
疑让我们重新思考，这场跨越世纪的乌托邦实
验到底为我们留下了什么。这同时也是新中国
作为现存唯一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所需要面
对的问题与职责。作为艺术家，从拍摄新中
国“十大建筑”开始，王国锋
就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问题的核心主干，又从中
国出发，艺术家又将拍摄范围扩大到了前苏
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东欧前社会主义
国家，完成了之后的《乌托邦》系列。寻找新
中国的血缘，而后确立一种世界主义视野，是
王国锋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思考路径。而在此次
展出的新作《链接No.2》中，王国锋延续了对
当下现实的关注以及图像属性的思考，在疫情
爆发后的时间里，艺术家通过在互联网上关注
搜集世界各地大量的图像素材，再将这些图像
通过编辑、合成，将这些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发
生的事件建构成为一个主观的世界剧场。而其
独特的像素化处理令图像具体的内容变得不可
识别，只看到绚烂如繁花般的马赛克阵列，这
种对图像的处理，对真实物像的“加密”，在网
络空间愈发收缩的当下其行为本身就具有着象
征性意味。

Wang Guofeng (b.1967)  
Link No. 2 
Giclee print on paper mounted 
on aluminium plate
310 x 1032 cm
3 Editions +1 AP 
2022

王国鋒（出生于1967年）
《链接2》

数码打印并裱于铝板
 310 × 1032 厘米
3 + 1 AP 
2022年





Liu Guangli (b.1990)  
Anagāriya
Single-channel video, colour, sound 
9’31”
1/5 Editions + 1 AP
2020

长期旅居法国的经验令刘广隶更加敏感于那些处文明与文明交流之间，长期摩擦碰撞所
产生的灰色空隙与文化碎屑。这些历史的残片因为其面目的模糊与驳杂而鲜有被主流权
力话语所认领。而长期身处“之间”位置的生命体验令艺术家对这些间隙有着深厚的认同与
深沉的珍视。在这次展出的作品《出家众》中，艺术家基于三国时期“朱应、康泰出使扶
南（今柬埔寨），偶遇天竺使”的具体事件，动画以第二人称“你”对未来的回忆展开（叙
述均重组改编自历史文献，以“肖像”为线索），试图以抽象的方式描绘“出家”意象下的集
体记忆。离家的修行者，存在于各式各样的文化和宗教中，他们的远行曾真实地促进了
跨文化交流，将风景带离此处，抵达远方。而在疫情成为常态的今天，“距离”也再次变成
了一个暧昧的定义，这个距离曾经在全球化风行的时代被全面地消解，但今天却变得无
比在场，并沦陷为了意识形态相互掣肘的阵地。但我们应该相信，在这场动荡的洗礼过
后，人民最终会变得更加地澄明。正如《出家众》中所言：“在无限世的来生之后，你们
必然会拯救自己。”

刘广隶 （出生于1990年）
《出家众》
布面图像输出、单通道彩色有声影像
9’31”
1/5 + 1 AP
2020年



我们应如何描述宏大？自2015年以来，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民粹思潮迅速崛起，而疫情则加速
了世界从物理到精神方面的全面割裂。可以说，这场席卷全球的灾难瓦解了那些形同装饰的
抒情叙事，而所有人都不得不去承认并面对，一个大时代的来临以及一个权力高度在场的社
会。作为新一代具有多重海外经历的华裔艺术家，张敬琟的创作展现出同辈里所罕有的厚重
而深沉的对宏大叙事的关注，在《广场、回廊、秩序》系列绘画中，艺术家对紫禁城——这
一中国古代最高权力的所在地进行了一次极其丰富的拓扑。可以想像，这场研究将会穿越这
个集政治、宗教、风俗于一体的中国建筑集大成者的诸多面向。但对于艺术家来说，这并不
是一场无限宏大的征程，而是一次向内之旅。正如艺术家所言：“将一座蕴含着浓厚政治历
史意义的庞大建筑群，一步步转化为几件轻盈的私人藏品。”



Sophie Jing Wei Zhang  (b.1994)  
Piazzas, Passages and Order 
No.8 Oil paint and pastel on linen 
130 x 100 cm 
2022

张敬琟 （出生于1994年）
广场、回廊、秩序 No.8

布面油彩和色粉 

130 × 100 厘米

2022年



Sophie Jing Wei Zhang  (b.1994)  
Piazzas, Passages and Order No.3 
Oil paint and pastel on linen 
105 x 130 cm 
2021

张敬琟 （出生于1994年）
广场、回廊、秩序 No.3

布面油彩和色粉 

105 × 130 厘米 

2021年



Sophie Jing Wei Zhang  (b.1994)  
Piazzas, Passages and Order No.9 
Oil paint and pastel on linen 
30 x 24 cm 
2021

张敬琟 （出生于1994年）
广场、回廊、秩序 No.9

布面油彩和色粉 

24 x 30 cm 

2021年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近几十年历程
中，由于其特殊的社会体制与权力关
系，让其不论在存在属性上还是系统建
制上都生长出了一套独特的叙事脉络。
艺术家李昕頔 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独
特性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背景，也将西
方当代艺术史中的重要的机构批判思潮
在中国现场进行了重新的梳理与再生
产。在此次展览中，《无题（工作
灯）》将画廊空间的照明灯管取下，安
装在艺术家所制作的形似包豪斯屋顶装
置中，其下洒满康复新液与灭蟑螂凝
胶。这令观众不由想象，在画廊的白盒
子空间熄灯的晚上，一只只随着艺术品
国际运输的木箱而登陆798艺术区的美洲
大镰在黑暗中爬出。这种奇妙而令人不
适的联想体验也正是容纳批判性思考当
代艺术在中国所遭受的复杂机遇，一个
愉悦的、抵抗的、谄媚的、治愈的、资
本的、异化的弗兰肯斯坦。

李昕頔 (b.1996)生活和工作于北京。2018
年从芝加哥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李
昕頔回到家乡北京，继续进行个人艺术
创作之外，也在艺术机构内全职从事展
览设计和项目管理等相关工作。

李昕頔的艺术实践深受汉斯·哈克(Hans 
Haacke)和安德里亚·弗雷泽(Andrea 
Fraser)等在机构批 评(Institutional 
Critique)领域起到推动性作用的艺术家的
影响，他的装置作品经常以无厘头的幽
默以及对现实事物出其不意的戏仿，质
疑艺术机构的本质以及它们在生产当代
文化与定义当代社会审美方面的作用。
除了个人艺术实践外，李昕頔还以雇员
的身份参与着公共艺术机构的日常运
行。其职业经历极大地促进了他对艺术
机构运转方式的理解，并启发了他对相
关制度体系内所谓的“惯例”进行自省式的
反思。用艺术家的话来说，他的双重身
份(艺术机构雇员/对既定体系的敏感观察
者)中所隐含的对立关系，并未对他的艺
术实践造成困扰。与此相反，这两种角
色所蕴 含的某种同源性则引发了他在实
践中的种种思考。



Li Xindi (b.1996)  
Untitled (Worklight)
Aluminum profile extrusion linear rail, acrylic sheet, 
led tubes borrowed from gallery, cockroach gel, 
liquid extracts of periplaneta americana for medical use 
variable
2022

李昕頔  (出生于1996年)

无题(工作灯)

铝型材方管，亚克力板，从画廊借用的日光灯管，

灭蟑凝胶，康复新液（药用美洲蜚蠊提取物）

可变尺寸
2022年





Li Xindi (b.1996)  
Two Flags 
Aluminum profile extrusion linear rail, 
screen printing ink on acrylic sheet 
Edition 1of 3
2022

李昕頔  (出生于1996年)
两面旗帜
铝型材方管，丝网印油墨于亚克力板  
1/3版
2022年



作为自小在广东生活与成长的熊浩棋作品中透露着独特的港口经验，其作品呈现出一种有
迹可循的外来主题。这种夹生的“舶来性”受到香港文化的影响，而香港做为前英属殖民地又
携带着一种独特的国际性。在此过程中，率先流入东南沿海地区的英剧成为了艺术家自小
以来的视觉记忆，而在近期去往英国生活居住后，艺术家更加切身地理解了一种特定的文
化理念是如何通过文艺作品来实现对人们视觉审美的改造的，即，视觉的政治身份。而在
此次所展出的作品中，艺术家不仅描绘了其儿时记忆中的英剧《傲慢与偏见》，还描绘了
作为典型文化产品的迪斯尼动画《冰雪奇缘》中的桥段。而所有这些段落，都被艺术家强

势地以鲜红色重新阐释，这种“强势的红”则间接关联着艺术家对于自身身份到理解与演绎。



Xiong Haoqi (b.1997)  
Imagining 
Acrylic on Canvas 
60 x 60 cm 
2022

熊浩棋 (出生于1997年)

憧憬

布面丙烯 

60 × 60 厘米 

2022年



Xiong Haoqi (b.1997)  
Pause 
Acrylic on Canvas 
18 x 24 cm 
2022

熊浩棋 （出生于1997年）
停止
布面丙烯 
18 × 24 厘米 
2022年



Xiong Haoqi (b.1997)  
Play 
Acrylic on Canvas , Oil 
18 x 24 cm 
2022

熊浩棋 （出生于1997年）
进行
布面丙烯、油画 
18 × 24 厘米 
2022年



Xiong Haoqi (b.1997)  
Here I stand
Acrylic on Canvas,Oil 
100 x 80 cm 
2022

熊浩棋 （出生于1997年）
Here I stand

布面丙烯、油画

100 × 80 厘米 

2022年



回到柏林墙的另一头。在疫情发生以后，居住在
柏林的艺术家卢青制作了一面属于自己的红色软
墙，他带着这面墙分别在城市各处游荡：公园、
地铁站、胜利纪念碑、隔离墙旧址。如何通过日
常性来调动集体情感是卢青作品中的核心议题。
在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彼方，那些洒落在红色软墙
上敏感而细碎的光斑，随着微风被轻轻吹起；红
色的墙成为了卢青身份的侧写：一个来自中国的
青年，正在讲述着红色中国的故事。

卢青(b.1989)，现漂流在北京。2013年毕业于四
川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21年毕业于柏林
白湖艺术学院，获大师班学位。卢青的工作以在
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情景出发，观察和解构自身的
感受和现象，回溯自己的成长语境，结合背景语
言。从断裂的角度来看待我的不同场域里所透露
出的日常。怀疑所有，并对自身也是不信任的状
态。会以视频，装置，行为，绘画等不同的媒介
来表达。个人展览经历：（2021）器空间个人
项目“断裂的平行视觉”；（2020）第13届欧洲宣
言展平行展“连字符”普罗旺斯美术馆项目；
（2019）巴黎“黄色反射”群展项目；（2019）澳
门牛棚行为艺术节；（2018）柏林“Bunker 
Publication”群展。



Lu Qing (b.1989)  
The Floating Wall
Canvas image digital print,Single-channel video, colour, sound variable 
1/5 Editions +1AP
2020

卢青（出生于1989年）
《飘动的的墙》

布面图像输出、单通道彩色有声录像

尺寸可变 

1/5+1AP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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