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色的毛》作品静帧，单频有声彩色录像，22 min，2020。唐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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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采访我们邀请到了艺术家唐菡。在唐菡的作品中，对共感历史与生活变迁的

唐菡

疑问发于细微之处，而艺术家基于个人经历和情感记忆的巧思常常与惯见的符号
形成互文，甚至引领观者进入理性辩证之外的、荒诞的无主之地。而如果我们细
听，萦绕艺术家部分作品内外的调侃音调往往引起另一种共振 ：这关乎对权力调

日常
共振

配的省思、对日常生活的叩问，以及当未来显形时对其面貌的另类想象——尽管
这一切都弥散在艺术家平静的叙说当中。

TB
为了方便看不到视频的观众了解你的创作，可以谈谈一两件比较想
介绍的作品吗？

TH
我最近做的一个相对长期的项目是《粉红色的毛（Pink Mao）
》
，影片前后花了
差不多两年时间，过程包括从前期研究到后期的剪辑以及翻译等 ；毕竟也没有预
算，全部都独立完成的话会相对慢一点。
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影片内容。中国在 2001 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此之前，
人民币于 1999 年进行了改版，这次的改版将先前各面值印有不同人物肖像的版
本统一成了毛泽东的单人肖像，其中最大面额的一百元纸币也从灰色调变成了如
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明快色彩。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上个版本的一百元纸币上
并列印有四个领导人的头像。有一次我和朋友随意聊起，就问大家觉得人民币是
什么颜色，结果朋友们都不假思索地说是红色。当时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家
觉得 100 元人民币是红色？在我看来，它更倾向于粉红色而不是红色。这是否很
大程度受到了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我来说，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粉红色”和“领导人肖像”这两个元素被
并置在一个经济符号上 ；以及，在一种“作为代表女性色彩的粉红色”的刻板印
象论调里，为什么这样一个具有强硬男性气质的领导人头像会以粉红色呈现。还
有一个观察 ：2017 年底我去了一趟上海，在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面，我想用现
金支付被拒绝了，他们只接受微信支付或信用卡。我当时意识到现金开始慢慢变
得不可见，或者进一步说，货币作为毛的肖像再现正在逐渐消失，最后仅仅变成
一个数字或符号在经济体系中流通 ；那么他（毛）的形象又会何去何从？
当然里面也结合了一些当下的日常图像和历史材料，例如 1997 年金融危机
时香港电视台的新闻、有关毛泽东形象的纪录片或影像素材 ；我从各种不同的材
料中梳理出这个作品。从创作流程来看，这个项目其实是先有研究、再有写作，
然后再考虑怎么把这些图像、影像、文字整合为一个可以让观众能够进入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觉得散文式电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载体。

TB
关于《食欲的形状（Shape of Appetite）
》这件作品，你当时是怎
么想到这个选题的？

TH
这是我跟周霄鹏合作的一个项目。我们都是八十年代出生和成长在广州，而广
州在饮食方面特别讲究。合作的开始也是基于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摆盘美学的变
化——以前再普通的餐厅也愿意用胡萝卜雕刻一两朵玫瑰花摆在碟子上用于装
饰，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方式。用我们采访过的厨师的话来说，
“现在已
经不流行这样的了，都老土了，过时了。
”也许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政府晚宴在沿
袭这种摆盘方式，
但是近几年国宴也有变化，
比如会采用西式分餐，
摈弃传统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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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你是否探究过雕花工艺的起源？食雕本身是不是也受到外来因素的
影响？

TH
食雕最早应该是在《管子·侈靡》中有所记载，
“卵雕”
，意思是在蛋壳上雕琢画，
唐宋时期开始出现“菜雕”
。其实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食雕的传统。

TB
回到创作方法上，我们很惊讶于你先写作再创作的方式。你考虑过
用视频之外的形式呈现你的创作吗？

TH
先写作也是在做《粉红色的毛》时的首次尝试。写作让我能把一些个人的感性经
验糅合到一些所谓的“证据”之中，
当时我也在考虑怎样才能把这些素材串起来。
写作能帮助我搭建一个框架，到项目的最后阶段，我才决定用视频的形式去讲
述。当然创作过程中也有一些来来回回的考虑和尝试，包括素材之间怎么处理和
安放，以及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来对应出现的文字。很多时候它们之间更像
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没有孰前孰后，同时也要不断进行调整。
《食欲的形状》作品静帧，录像，2017。唐菡供图

但是像《食欲的形状》这个作品的视频部分，
形式上更像倾向于纪实性访谈，
个人叙述所占的比重不大，主要是通过对餐饮从业者的采访来描述餐饮业，或者
更具体地说——关于食雕的图景。这个项目是根据采访对象所谈及的信息进行推

我们采访了多位餐饮从业者，希望能从他们的叙述来理解餐饮业在近几十年

进的，但在《粉红色的毛》里，反而是先有写作，有了框架然后再考虑视觉上的

来是如何直接或是间接地受到国家政策、人口结构、市场风向的影响而变化的。

表达。

他们的身份包括高资历的中餐总厨、专注食雕的“花王”
（食雕师傅）
、分子菜厨

TB

师、90 后厨师、餐饮培训班教师等。他们提到，过去学厨，很多时候都要学一点
雕刻作为基本功，就是用蔬菜和水果做出不同的造型，不为了吃，只是用作装饰。

我们注意到你的影片中采用了很多符号来衔接子话题，比如玻璃弹

厨师也常常会根据晚宴主题雕刻不同的形象，例如婚宴就雕刻一对龙凤，过寿就

珠这种抽象的物件，或者用 Photoshop 去校验人民币的颜色。你当

刻老寿星。烘托吃饭的气氛也是食雕存在的意义。但是后来学习食雕的人少了，

时是怎么考虑的？

TH

因为大家更讲求效率，希望快一点把菜端上来，节约时间成本。
以前专门有一个职位，被称作“花王”
，他们只负责雕花，并且收入很高，

其实这些素材选择、安排很多时候是感受性的和个人性的。比如说用 Photoshop

但据说现在很少有饭店设置这样的职位了。当然，政策变化也是影响餐饮业兴衰

来分析人民币的颜色，是以一种直白的办法来证明自己也许没错，因为大家都说

的重要因素。在“公款消费”时期，餐饮业发展得很繁盛，
“三公消费”的取消

它是红的——所以想用一些在大家看来比较客观的东西去辅证自己的观点。玻璃

也迫使许多餐厅进行转型。被访者还谈到独生子女政策让家庭变小 ：过去在饭店

弹珠则源于一些儿时记忆。

吃饭都是一个大家庭十多人的形式，如今都是两三人的小家庭。这让餐馆的经营

TB

策略转变为设置更多的小餐桌和卡座。

还有纸币与电风扇的结合。

摆盘美学呈现出的这些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式饮

TH

食所受到的西方餐饮文化的影响。除去食雕的逐渐消失，我们也会发现，近年来
的摆盘方式更倾向于使用一种极简主义的美学，比如用一个大的盘子衬托，用新

这个其实是没开始做这个项目前的一个想法，当时猜想 ：当一个红色的物体在加

鲜花草，或是酱汁来做装饰。

速、旋转时，它的颜色会不会减弱而变成一个粉红色的物体？中国近几十年来高
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现状的变化也在提醒我们对于“加速感”的感知。它们之间

TB

是不是也能构成某种隐喻？

偏个题，那些雕花师傅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你有了解吗？

TH

TB

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其中一位雕花师是连锁餐厅的老板，一位是餐饮培训学校的

这还是很巧妙的，在神秘气质之余也有很多引申意义。此外，影像

校长，一位是餐厅主厨。我们的采访对象还有一些年轻一代的厨师，他们对传统

对旁白的处理也很有趣，在你的影像作品里，一些尖锐的提问乃至

食雕的理解会很不一样。雕花的课程现在也还有，但不是一个主流，不过还是有

批评似乎总能够在冷静的旁白和“中立”的文献式图像中消弭——

些老师傅坚信传统一定会回归。

这种娓娓道来的散文影像风格是出于一种刻意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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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根，较当时物价来说还蛮贵的。现在出生成长的一代人肯定和我们当时对物质的

我觉得中性的旁白就不至于影响观众的判断吧，我更倾向于提出我的质疑，但不

理解不同了，而且现在在国内也能买到世界各地的东西，难度和差别也不会太大，

想充当一个回答者的角色，而有些问题以我的知识和经验似乎也无法回答。也可

。尤其是出国读书和生活的这些年导致经历和体验像是
国内甚至更 fancy（高级）

能是我不太喜欢说教，所以会尝试一些迂回的方式来表达。

“按了快进”
，每次回国都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TB

TB

这种态度似乎把荒诞以及“躲在暗处”的讽刺态度给放大了。

国内消费的鄙视链还是蛮值得研究的。甚至到后来你会养成一种视

TH

觉上的习惯，像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观察在那里生活的女孩

如果观众能捕捉到这种信息，我会挺高兴的。我会尝试用一种中性的态度去谈一

子，可能第一眼会去注意她的包。

些隐藏在背后的事。

还想听听你对“荒诞感”的看法？如果把这种将隐入了调侃
情绪的严肃思考放大到项目层面考虑的话，
《辣椒项目 ：You're So

TB

Hot!》似乎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有

有些事情可能细想太过荒诞，无论如何都无法保持中性——比如人

趣的故事吗？似乎你也是基于偶然因素开始做这件作品。

民币其实是粉红色这件事？粉红有一些性别或者文化因素在里边。

TH
在欧洲语境中，粉红色在一战之前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女性的色彩”
，粉红和
粉蓝的象征意义是颠倒过来的。粉蓝色因为圣母玛丽亚等宗教关系，是女孩服装
常用的颜色，而粉红色才是小男孩的颜色。后来因为广告商的推动，粉红色的女
婴服装被发现很有市场，这才渐渐形成了粉红色是女孩颜色的既定印象。在中国
的大家都知道红色意味着什么。不过只有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充分理解颜
色的内涵。

《辣椒项目 ：You're So Hot!》，
彼得辣椒、摄影、混合材料，2016。唐菡供图

《粉红色的毛》作品静帧，单频有声彩色录像，
22 min，2020。唐菡供图

TB
像是上面谈到的，你在使用一些历史影像时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揭
示秘辛的意图，而仅仅是平白地说出一些思考的方向。你是否认
为你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出生的
一代人对历史的看法？你有没有考虑过身边的人对你的历史观是否
认同？

TH
相同代际的人也许会有相对接近的体验，但其实地域不同也会有差异，所以我其
实没有考虑太多自己是否能够代表他人，或某一个代际的人。我是八十年代末出
生，可能还算是比较能够体验到一种“物质生活逐渐发展和繁盛”的过程。例如
我记得小时候还会对一些外国进口食品感到新奇和稀罕，例如逢年过节“金莎”

《辣椒项目 ：You're So Hot!》，
彼得辣椒、摄影、混合材料，2016。唐菡供图

（费列罗）巧克力会被视为体面的礼品，或者是日本明治雪糕，记得是六块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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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织。你目前在柏林也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在你最近的视频作品

对，当时就是想种植一些东西，然后我去搜有什么番茄品种。无意中发现卖番茄

里，我们也看到一些来自柏林和德国其他地方的素材，尽管你并

的卖家还在卖这种辣椒（辣椒酷似男性生殖器的形状）
，我觉得蛮有趣，就买来

没有在作品中强调它们的地点，比如《例外放松（Exceptional

种子种。正好当时的教授带着学生去德国的不同城市旅行，因此我就借这个机会

》
。在你未来的创作中，你会以德国或者柏林为背景进
relaxation）

把当时种出来的辣椒苗带在路上，再基于自己的兴趣和审美去挑选一些旅途中遇

行创作么？这么问也是因为，你的部分作品经常以出现在中国的现

到的男性，并以他们的名字分别为辣椒植株命名。

象为主题。

这个品种的辣椒是人工选择和培育的结果，那么它本身就指向了一个选择，
所以我针对我自己喜欢哪一个类型的人去进行挑选、筛选。有趣的是，有人不会
挑选太强壮的苗 ；我在柏林遇到的植物书店的老板就特意挑选了一株看起来比较
弱小的辣椒苗，结果后来，它（他）还长得挺好的。
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比较有趣的是里面的时间感。这些辣椒种植在我家中，
我也为它们搭建了一个人工自然的环境。我和这些辣椒一起成长也有一年多的时
间，形成了一种共同生活的关系。它们也不仅仅是植物，而是跟真实的人物发
生了关系——这其实挺暧昧的。平日里我会和男友说，Peter 今天好像有点蔫，

David 现在的形状不错哦，或者某某某它（他）死掉了。我们的日常充满了这种
对话。

《例外放松》作品静帧，
单频有声彩色录像，4 min，2020。唐菡供图

我每月会定期给植株拍照，形成它们的生长档案，然后给合作者发一封邮
件向他们汇报情况。我做这个项目时身份也很明确——我作为亚洲女性去挑选白
人男性，他们一般也不会拒绝我。唯一一个拒绝我的是一家洗衣店老板，理由是

TH

他的名字不是典型的欧洲男性名字——而他认为这种辣椒应该要拥有一个这样的

我是 2012 年来德国的，距今也有八年时间了。期间我总在两地间不断地跑，

名字。

这样能让我自己保持一种距离感——我可以在比较中间的地带看两边的事情。
在柏林这边，我的关注还是更倾向于一些日常和生活元素。柏林景观之所以
会出现在《例外放松》中也是因为在隔离期间我的生活周遭都来自柏林。至
于未来会不会创作一些有关柏林或者德国的作品——因为我在这里生活，在
时间的影响下也看到了许多新的变化，现在有计划做一个有关房地产的项目。

TB
那和柏林还挺相关的。

TH
是的，八年前我来柏林的时候，柏林的房地产业完全不像现在的情况。现在到处
都是工地，要不是在建新房子，要不就是老房子为了卖出在翻新、维护。过来买
房投资的人也开始变多。我对这种变化还蛮感兴趣。像国内十多年前也在经历这
样的事情 ；那时候，国内的房地产业开始发展，大家都在买房。当然，现在在中
。柏林作为当今德国首都的历史也没有很长，
从柏林墙倒之后，
国还是要买房（笑）

“辣椒项目 ：You're So Hot!”展览现场，
ifKIK-Container，柏林，2016。唐菡供图

柏林才开始慢慢发展。随着柏林发展的提速，在近几年，能在房地产业也能观察
到一些相应变化。不过我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在房地产广告的美学表达上，例如为
什么会不约而同选择一种相似的人造光源、这种光源背后的含义等。

TB
TB

辣椒最后就，自己收获了吗？

TH

可以聊聊今年以来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么？艺术家的工作模式和

是啊，有一些真的长得特别好，于是它们的种子我就留起来了。其实这整个项目

节奏也是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议题。

TH

主要就是关乎选择，到这里我又做了一次选择。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调侃元素。

今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新的经验吧。我本来打算在今年年初回一趟国，在国内做

总而言之，在这个项目之中，我收获了一种主动权。

一些项目 ；不过自疫情以来，我也没有办法回去，因此今年我在国内（展览外）

TB

的计划也就都取消了。今年起我跟几个国内的美术馆有了合作，但也都是靠和美

这些选择最后也在你作品里形成了一种对比的平行，甚至互相交

术馆团队进行线上沟通来推进合作，
包括布展和方案图都是通过线上沟通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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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德国疫情爆发开始前刚搬来现在的工作室。有工作室了之后，媒介或
者工作方式也许会有变化吧。我更倾向于使用不同的媒介，也不单是影像。这几
年使用影像比较多也是因为没有空间（笑）
。空间对创作会有一些影响。

TB
关于展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今年同时筹
备了三场位于不同城市的展览？这里面有策展人之间彼此联系的因
素么？

TH

“被打断的饭局”展览现场，昊美术馆，上海，2020 ；
作品 ：唐菡 & 周霄鹏，《食欲的形状》，录像，2017。唐菡供图

参加上海昊美术馆展览的作品是我和周霄鹏一起合作的，由于这是一个关于食物
的展览，正好我们有相关的作品（
《食欲的形状》
）
。在深圳 OCAT 参展也是由于
和策展人聊天聊到我最近是否有在疫情期间记录下一些想法或者创作相关的作
品。

TB
所以这几场展览其实是相互独立的，但在时间上碰巧在一起。

TH
对。当然，我也希望以后大家也能因为有共同的想法而一起去实践。

“那些……日子”展览现场，深圳 OCAT 当代艺术中心，深圳，2020 ；
作品 ：
《例外放松》，单频有声彩色录像，4 min，2020。唐菡供图

TB
他们会通过连线视频的方式把你带到布展现场么？

TH
这倒没有。这几个团队都很专业。在我简单交代好关于我作品的事项后，他们就
能很快实施。国内布展都很快！一般都是开展前几天开始布展，紧接着就是展览
开幕。

TB
你也因此体会到了一些与德国机构及空间相比在合作方式上的
不同？

TH
德国这边计划是需要挺长时间的；
今年的展览可能去年，甚至前年就需要安排上。
也许是布展团队资源的原因 ；在德国可能不会像在国内那样，能在短时间内找到
人来实施。

TB
这里可能有一些经费原因吧。在德国以机构身份申请公共资金的时
候，大概需要提前申报下一年的预算和展览计划。

TH
对。再加上今年我创作的影像作品居多，布展难度也相对较小。一般把视频发过
去就行。装置上只要出个简单的方案图对方就能做好。今年我还参加了一个在日
本的影像节，他们和我也是通过远程沟通完成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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