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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立方呎座位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15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300-110608

餐館連地售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300-040109

位於Allen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餐館)

469.878.8226 (手機)
300-021810

快餐店出售

中式快餐店有DRIVE THRU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中式快餐店出售餐館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650,000，

房租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

300-111116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781-888-6898 Hai(小林)

創業良機
芝加哥28年西式家具,
燈飾,進口批發,業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 創 業 者 歡 迎 洽 詢
(773)522-9434謝先生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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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實驗性和表演藝術的機構化，你可以批評爲非主流行
爲的無意義重演，也可以褒獎其爲對逝去事件的再現。和獨立
電影一樣，行爲藝術和舞蹈進入博物館既是爲了擴大觀衆基
數，又是出於經濟考量。然而，這無法充分解釋那些一向專注於
靜止性藝術的博物館們何以突然對現時藝術産生了興趣？建築
師庫哈斯曾就當下的美術館新建熱潮作出這樣的評論，既然我
們沒有足夠多的過去，那麽過去物件的價值只會不斷上升。然
而，如今的情景更像是我們沒有足夠多的現在：在這個過分虛
擬化的世界裏，現時感成爲了一種供不應求的商品。

行爲藝術能如此自然地回歸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現時感和
在場性。它似乎完全對觀衆張開雙臂：觀衆的體驗與作品的成
形合而爲一。戰前和戰後的許多藝術家都試圖達到這種透明
性。而它也在上世紀60年代的過程藝術（Process Art）中得到了
最集中的體現。事實上，過程藝術和行爲藝術一樣，也在當下回
歸我們的視野。然而過程藝術對材料和創作過程的過分關注反
使其目的對觀者而言變得更模糊，而非更透明。

另一個讓行爲藝術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它與過程藝術共同
具備的“激發觀衆參與度的能力”。它們的前提假設是一件未完
成的作品可以鼓勵觀衆去完成它。然而，這種態度很容易就演
變成將作品草草了事的借口。很少有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可以保
證觀者的參與性。無動於衷似乎是更貼切的寫照。這種敷衍讓

我們不再對他們給予具審美性和批判性的關注。這些作品很快
就消失在我們的記憶裏，因爲它們的作者不斷重複同樣的伎
倆，又或者快餐式的體驗正是藝術家的目的。另外還有兩個假
設也讓人無法苟同：其一，觀者總是被動的；其二，傳統意義上
完成的作品無法有效地和觀衆産生互動。

這種現象難道是因爲對創作者權威性的批判過頭了嗎？當
杜尚堅持觀衆在“創造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羅蘭· 巴特宣稱

“作者之死”時，他們的首要目的是爲了挑戰當時兩種主流的思
潮：其一是形式主義的觀點，即將藝術品理解成一個封閉的象
征體系（這是當時新批評主義的主導論調），其二是將藝術家視
爲一切意義的創造者的看法（這種浪漫主義思想的殘余在我
們大多數人心中都根深蒂固）。

不過這些想法現在已不再流行了。反之，由約翰· 凱奇在50
年代末60年代初末倡導的作品中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新實體
主義（Neo-Concretism ）和激浪派（Fluxus）等藝術思潮在同期提
出的提升觀衆參與性的策略在當下的藝術實踐和藝術史中都
占主導地位。即便在不久之前，它們都還爲人所不屑。不確定性
和參與性是好事，但若我們忽視了當初和現在它們被倡導的原
因，那它們的價值就打了折扣。如今它們在藝術中被如此珍視
恰是因爲它們在社會的其他方面不被重視。比如大數據減少了
不確定性，而寡頭取代民主則降低了參與性。

於是，對觀衆參與性的激發變成了一種目的，而非手段。如
今博物館似乎已無法做到讓我們獨處，它們爲我們和我們的孩
子策劃了無數的活動。從宏觀的文化背景來看，溝通和聯動被
大肆鼓勵甚至強迫，卻只爲了溝通和聯動本身。這種調動觀衆
的努力向監管者和參觀者制造了博物館重要、相關，甚至僅僅
是繁忙的印象，可博物館真正試圖激活的並非是觀衆，而是博
物館自己。只是這種徒勞反而更印證了長期存在的對博物館的
批評：審美性的沈思是無聊的，曆史性的理解是精英主義的，博
物館無非是一座巨大的陵墓。正如激發觀衆參與的前提是假設
觀衆是被動的，激發一件藝術品和博物館生命力的前提是它們
已然沒有了生命力。

這種理念占據了當下對博物館的闡釋，卻是對藝術史“作
爲一門人文學科”的侮辱。當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於75
年前提出將藝術史視爲“一門人文學科”這一願景時，他希望藝
術史可以“讓那些沒有它或會永遠死去的東西煥發新生”。藝術
史學者艾米· 奈特· 鮑威爾（Amy Knight Powell）的言辭可以看
作對這種侮辱的最佳回應：“對於一個從來沒有過生命的東西
而言，無論是機構或個人都沒有辦法重新賦予它生命。一件作
品軌迹的雜亂無章——它的回歸、重述、以及超越它原有時間
性的不朽無疑可以證明它其實從未有過生命。”

博物館上演行為藝術
是藝術實驗的回歸嗎

Performa自成立至今備受矚目的10年，也是全球範圍內行爲藝
術及表演藝術在博物館十分活躍的10年。2010年5月，南斯拉夫行爲
藝術家瑪麗娜· 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ramovic）在紐約現代藝術博
物館（MoMA）進行的作品《藝術家在現場》吸引了85萬多名觀衆，打
破了MoMA的參觀人數紀錄，一些觀衆通宵排隊只爲與藝術家對視
幾分鍾。而今年，這位藝術家的作品也在上海被重新呈現。由MoMA
PS1館長兼首席策展人克勞斯 · 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和蛇形
畫廊聯合總監小漢斯（Hans Ulrich Obrist）共同策劃的“15個房間”，
藝術家如何演繹“活體雕塑”？，這個在世界範圍內重要的國際現場藝
術系列展覽不僅吸引了藝術界人士的關注，也在中國觀衆中引起了
討論。

與行爲表演相關的藝術形式在當代藝術領域由來已久，國內目
前對此的研究與認識也日漸豐富。近日，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人類學
教授、藝術史學者霍爾· 福斯特（Hal Foster）在其新書《不美好的現
在：藝術、批評、突發性》中分析了行爲藝術近年來在當代藝術中的回
歸，並對其在博物館中的大行其道提出了批判。

過去10年裏，不少行爲藝術和舞蹈作品被請進博物館重新上
演，它們中的大多數是上世紀60-70年代的作品。這些作品既沒有死
去卻也並非活著，對它們的重現在博物館中制造出了一種“僵屍般的
時間”。有時這種既非過去又非現在的時間性混雜會帶有一種灰色的
基調，正如對這些“假死作品”的重現往往也是基於它們那種舊照片
的灰色，現實與非現實並存，寫實與虛構共生。有時，舉辦這些作品的
場館也會帶上這種灰色，就像展出繪畫和雕塑的“白盒子”和影像藝
術的”黑盒子”那樣，“灰盒子”被用來持續呈現這一類表演性藝術。

11月 1日至22日，第6屆
紐約表演藝術雙年展“Per-
forma 15”將在紐約各地展
開為期三周的活動。Perfor-
ma是美國最早也是唯一的
視覺藝術表演雙年展，自
2005 年創立以來很快在全
球藝術界產生了影響。每年
的Performa都會向某一藝術
史的重要時期致敬，今年
Performa的主題為“文藝複
興”。在9月宣布的參展藝術
家名單中，來自全球12個國
家的 30位藝術家將參與至
雙年展的“Performa項目”、

“Performa 先鋒”、“無牆之
館”等單元，其中包括知名藝
術家奧斯卡·穆裏略（Oscar
Murillo）、首次表演的洛杉磯
視 覺 藝 術 家 Edgar Arce-
neaux、目前炙手可熱的 85
後 年 輕 藝 術 家 Juliana
Huxtable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