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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安德烈，《冰雪河》，地板上的7块钢板，243.8cm x 975cm x 
36 cm，1989

> 郭鸿蔚，《冰雪河，1989》，纸面拼贴，79cm x 106 cm，2013

> 郭鸿蔚，《2 x 50矩城，1967，#1》，纸面拼贴，106cm x 125 cm，2013 > 卡尔·安德烈，《2 x 50矩城》，地面上的100块矩形钢，0.5 cm x 
100 cm x 25 m，1967

> 郭鸿蔚，《无题（完美的爱人们），1991》，纸面拼贴，44cm x 63.4 cm，2013

阅读拼贴
——郭鸿蔚个展“编辑”

Guo HonGwei’s CollaGe ar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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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鸿蔚在上海Leo Xu Projects举办的最

新个展“编辑”，展示了他以拼贴的手法

对艺术史上某些极简主义艺术和摄影作

品的“编辑”及“回放”。他对原作的选择

来自他对纯形式及其表达的青睐，并通

过对原作画面的翻转、切换、重复等“编

辑”操作，叠加出一层新的解读空间。

或杂志的拼贴尝试，郭鸿蔚的实验还在进行

中，可能会突破单张的平面，形成更为丰富的

空间构建。

拼贴作为一种绘画的方式

郭鸿蔚是一名画家，他往往刻意选择那些不

具有任何特定社会含义的现成图像（如动物

标本照片）作为绘画对象，从而达成复杂观念

的去除。他经常将对象作为静物来描绘，不给

予画面空间性的背景，视觉上呈扁平化，刻意

使其绘画脱离三维空间感和图像表意的语境，

回归到纯粹留在画布表面的痕迹。

郭鸿蔚的拼贴，沿袭其绘画对现成图像的使

（Bridget Riley）的《火3》经过编辑之后那看

似发条传送带被卡住、焦点挪为光源般一点的

图像相呼应。

拼贴系列的来源是郭鸿蔚对杂志广告页的拼

贴尝试。起先，他把高光和阴影部分剪下来各

归各，再将比如每页高光最亮的部分拼在一

起，由此发现彼此间有趣的关系。之后逐步深

入，根据广告页的对比度、色彩、亮度，先依照

传统的拼贴方式，遵循内容逻辑进行拼贴；再

打破逐渐成熟的秩序与规则，比如裁一个圆，

旋转一定角度，通过切割行为建立一个新的维

度。通过这些尝试，郭鸿蔚试图让观者对他所

喜欢的某些艺术家的作品产生新的解读。对书

到实体雕塑本来存在的空间中去。空间开始在

形式的带动下扭转起来，进而扭转的还有原作

所依附的观念甚至情感。

郭鸿蔚的所有这些“回放”均沿用了原作标

题，只是创作时间都来到了2013年。这些经过

拼贴编辑的作品，既作为抽象平面存在，又埋

藏着原作中潜行的诗意和特有的语法，比如极

简主义和欧普艺术中的秩序与形式感。不同

艺术家的作品在同样的平面编辑手法的转换

中互为贯通，比如沃夫冈·提尔曼（Wolfgang 

Tillmans）的纯色摄影《轻盈》系列在郭鸿蔚

手中被欧普化（Op-Art，利用视错觉进行的纯

形式图像创作），并与欧普大师布莱吉特·利雷

将向观者打开一个又一个纯形式的异度空间。

透过平面几何的抽象，他将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2 x 50矩城》（1967）原作中由无

限向前延伸的钢板构成的完整矩形，以纸板拼

贴的手法，编辑成一面散射开去的矩阵。而对

卡尔的另一件作品《冰雪河》（1989）的编辑

则使“河流”不再平滑地流淌，而成为站立的

姿态；河面仿佛变身为镜面，映射着四周的空

间。卡尔的另一件作品——在墙角坚实堆砌的

立方体《石矿》（2004）——则被编辑出一些

看似不合逻辑的空白。卡尔最近的空间装置作

品《144石墨之寂》（2005）经编辑后的拼贴画

面中央有两圈透明的圆环，好像镜头光圈，探

恰指向画面的形式本身。

以拼贴生成三维空间

郭鸿蔚的拼贴通常由很多个矩形构成，每一

面矩形都是一扇通往另一空间的门或窗。通过

低技术、纯手工的切割、翻转、位移与替换，

对称或不对称的图案在画面的景深中重复或

变化。LEO XU PROEJCTS的三层小楼由此

成为一座空间站。入口处，费里克斯·冈萨雷

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的《无

题》（完美的爱人们，1991）原作中那对并行

同步的时钟，被郭鸿蔚对切、上下颠倒后拼在

一起，貌似时间被卡住了，暗示接下来的展览

极简主义将几何切入自然空间或人类社区，当

这些空间的造物被一方图像框限，其三维的感

官究竟会被平面化所削减，还是被平面化所放

大？在一方平面的视觉对象中，空间又可以如

何被诗性地捕捉下来，甚而延展、生长？这是

正在LEO XU PROJECTS举办的郭鸿蔚个展

“编辑”所探讨的主题。

在郭鸿蔚看来，一张图片本身始终是平的，但

其图像内容却是有空间和维度的。使用拼贴这

种平面的方式建造和构砌三维的图像内容，似

乎是更接近绘画的方式。拼贴，通常在打乱事

物原有秩序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结构和关

联。郭鸿蔚的拼贴，并非指向画面的内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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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进一步渗入到现成图像（其他艺术家的

作品）所承载的空间中去，以平面编辑的手法

去除了原作的物质性，将其彻底形式化。郭鸿

蔚以往很反感绘画中出现锋利的边缘，他喜欢

类似于自然痕迹的、模糊的印象，因此往往将

油质或水质的颜料调得很湿润，使其在纸面

自然漾开来，进而彰显物的自然状态。他认为

绘画的语言应该放弃准确的描述和表达，顺

遂理性逻辑对把握内心的无能，还原自身的混

沌。然而，这种模糊在他的拼贴系列中，被剪

裁的锐利边缘所取代，模糊不再是图像的轮

廓，而是图像内容的整体呈现状态。在打破原

作的改造过程中，画面内容沦为混沌，唯有形

式及其附属的空间留存了下来。

单纯地感知形式

每当我们观看艺术作品时，我们通常会去细

看画面的描绘对象，琢磨绘画的技法，并探

究作品背后的含义。然而，风格分析法的观点

是，不考虑作品的主题或技法，而只考虑纯粹

的形式。比如西方艺术科学的创始人海因里

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所提出的

区分文艺复兴盛期艺术（15世纪晚期-16世

纪早期）和巴洛克艺术（17世纪）的四对原则

就是从形式上做出的比较：线性与非线性；

平行布局与退 缩 布局；封闭结 构与开放 结

构；多重性和统一性。对郭鸿蔚而言，观看其

绘画和拼贴作品的视角与上述观看方式有着

紧密的联系，即对一个对象的形式单纯地观

看与感受。观者无需去学习那些被回放的经

典原作，就可在直觉的层面上去记忆郭鸿蔚

作品中的画面，对莫名的纯形式编辑达成理

解。需要动用知识的理解与感知在郭鸿蔚看

来同此直观的感受并行不悖，只是另一个层

面，而非所谓更高的层面。郭鸿蔚的创作，似

乎在声扬作为一名视觉艺术家对观看本身的

纯粹介入。

此次展览中最独特的一件 拼贴作品莫过于

单频录像《行走》（2013），郭鸿蔚在保持二

维的 拼贴手法 基 础上 加入时间轴，将 错 乱

的时 空注 入 到画 面中，通 过移步换 景使 空

间流动起来。他利用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早期影片《立体感》为素材，

从序列帧出发，将透明的矩形嵌入录像画面

中，时空由此被切割、翻转、位移与替换。人

在建筑中行走，看似漫无目的，实则是按照事

先的编排；随着人的位移，画面空间感及观

者的体验相应变化。这件作品由影像与文字

共同组成，文字是郭鸿蔚自己写下的关于行

走串联时空的思考与陈述。作为观者，可以感

受到艺术家在致力于平面视觉工作的同时，

仍在通过媒材上的探索，寻找一种更生动的

联结空间的方式，一种借助形式折射观看本

身的创作方法，一种传递存在直觉的诗意。■

（编辑：孙源）

> 卡尔·安德烈，《石矿》，20块石墨立方体，40cm x 40cm x 40 cm， 
2004 

> 郭鸿蔚，《石矿，2004》，纸面拼贴，64cm x 79 cm，2013 > 郭鸿蔚，《144石墨之寂，2005》，64cm x 79 cm，2013

> 卡尔·安德烈，《144石墨之寂》，地板上的144块石墨立方体，

10cm x 340cm x 340 cm，2005

> 郭鸿蔚，《男子肖像，c. 1475 – 80，#1》，纸面拼贴，44cm x 36.7 cm，

2013

> 郭鸿蔚，《男子肖像，c. 1475 – 80，#2》，纸面拼贴，44cm x 36.7 cm，

2013

> 郭鸿蔚，《轻盈 II，2006》，纸面拼贴，44cm x 36.4 cm，2013 > 郭鸿蔚，《火3，1963》，纸面拼贴，44cm x 44 cm，2013

> 郭鸿蔚，《行走》，单频录像，6分7秒，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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