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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蓬皮杜到龙华，西岸美术馆社区艺术“夏令时”开启
本报记者 郑周明

呈现国际与地方文化资源转化结合

8 月的第一个周末夜晚， 上海徐汇滨

江边的西岸美术馆亮起了一束灯光，多屏

幕“当代影戏”《隐形的河流》在此演出，这

是西岸美术馆首次根植当地，从所属龙华

社区的文化历史入手打造的艺术作品。 同

时，“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

合作项目”也在这个夏天于儿童艺术教育

方面进行了更有深度的推进呈现：法国蓬

皮杜中心合作设计师索菲·屈尔为儿童与

家庭观展设计推出全新导览手册《旅行日

志》，法国艺术家弗朗索瓦丝·佩特罗维奇

策划了亲子沉浸式装置展“穿越”。 从巴黎

蓬皮杜的合作呈现，到联结附近社区的创

作呈现，西岸美术馆正在为全龄段公众带

来全方位的艺术生活体验，也在探索国际

文化资源与地方文化资源的转化结合，提

升艺术的共享性与大众化。

记者了解到，从 6 月下旬起 ，受西岸

美术馆委托，本土的“那什么实验创作小

组”多位青年艺术家就开始走进西岸美术

馆所在的上海龙华街道社区，寻找熟知区

域历史的居民， 溯源上海发展的进程，通

过访谈与交流的形式收集素材，同时调研

相关资料， 进行在地化的延伸与发想，通

过一个多月的密集驻馆创作、操影排练之

后，完成了这部讲述龙华地区生活发展与

变迁的作品《隐形的河流》。 利用“当代影

戏” 善于使用日常元素与多媒体配乐、打

破传统影戏屏幕与公众隔阂的特征，演员

们在表演现场演绎了一段亦真亦幻的旅

途故事， 主角是在龙华土生土长的阿华，

在他的回忆场景中，童年熟悉的龙华生活

场景交替出现，穿插了龙华在地理外貌上

的历史变化，在龙华丰富的河道中 ，朋友

之间的一个秘密约定也逐渐浮出水面。 这

场演出为本地观众尤其是附近民众带来

了鲜活的城市生活记忆。

在西岸美术馆的另一个空间里， 一个

比例倒置的奇幻森林世界在 7 月末已经布

置完成。 艺术家弗朗索瓦丝·佩特罗维奇运

用明快的色彩与粗细变幻的线条， 灵活轻

松地勾勒出人、植物、飞鸟、走兽、昆虫的生

动形象， 让一个游走在童年和青春期之间

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慢慢浮现出来。 观众

漫步其中， 感到自己仿佛成了通过 “兔子

洞”穿越至仙境的爱丽丝，周围的一切变得

比例倒置、光怪陆离而又充满趣味。

这个名为“穿越”的亲子沉浸式装置

展曾于去年底在法国蓬皮杜中心展出，今

年夏天经过改造来到了上海，佩特罗维奇

表示，“这是我首次尝试此类创作，并将这

个项目带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与小观

众们分享我的创作，这令人非常激动。 ”通

过这组装置，艺术家希望探索个人和家庭

肖像的可能性， 让肖像风格变得搞笑、古

怪又好玩。

作为“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

展陈合作项目”，“穿越” 是其中公共艺术

教育推进的一部分，自 2019 年 11 月开馆

之后，西岸美术馆的常设展“时间的形态”

便汇集了来自法国蓬皮杜中心的百余件

馆藏作品， 包括瓦西里·康定斯基、 马塞

尔·杜尚、贾科梅蒂、毕加索、蒙德里安等

众多艺术家的作品。 在五年的合作计划

中， 双方将呈现 3 个常设展和约 10 个特

展。 从开馆至今，西岸美术馆希望为儿童

及家庭观众带来一本富有视觉设计的导

览手册，讲述全馆藏品的艺术故事，今年 8

月初，这份由蓬皮杜中心定制设计的导览

手册《旅行日志》终于推出，从儿童视角，

以轻松愉快的方式串联起将近百年的艺

术历史。 在《旅行日志》中，设计师借助美

术馆中的代表藏品，分为了“平面之旅 ”、

“心跳之旅”、“ 增强现实 AR 之旅” 等多

个旅程，鼓励儿童从观察到认知再到动笔

创作，以多重感官体验完成自己的艺术探

索之旅。

从《旅行日志》、“穿越”展到“当代影

戏”《隐形的河流》， 这些都属于西岸美术

馆这个夏天推出的“WBM 夏令时”系列活

动，借由视听现场、夏日影戏、分龄专场导

览、艺术跨界夏令营等形式，西岸美术馆

希望鼓励并引导各年龄层的公众通过多

角度体验创造， 零门槛浸入艺术发生现

场，零时差感受艺术与生活交融的丰富体

验。 在美术馆的自我定位上，它也正在探

索与国际艺术资源并行，独立呈现原创的

艺术项目，连接城市与社区、成人与儿童。

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心电图”

“丁捷创作研讨会”南京举行

人生半部，文学三十余年，于作家丁

捷而言，是“活在理性的白天和浪漫的夜

晚，在现实里深入，在自我里隐遁，在梦想

与现实的夹缝里神游”。他身在现实，从未

满足做一个现实旁观者， 他相信，“‘社会

现实 ’会转化为 ‘文学现实 ’，而 ‘文学现

实’会通过文字，升华为社会的‘现实’力

量。 ”他创作的终极目标，是追问生命中最

深层次的脆弱，唤醒人性中的悲悯，以此

激发爱的力量。 8 月 7 日，由江苏省作协

主办的“丁捷创作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丁捷创作的两条主要脉络，一条是以

长篇小说《依偎》为代表的浪漫唯美的、理

想主义的 、超现实的创作 ；一类是以 《追

问》《撕裂》《初心》 为代表的关注现实、追

踪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在评论家吴义勤

看来， 前者传达给读者的是爱到极致、美

到极致，实际上痛到极致、伤到极致的审

美感受，小说具有着复杂的意义，留下了

很大的回味空间；而后者则代表着丁捷介

入和追踪当下火热生活的勇气和担当 ，

“敢于和时代同行， 敢于把自己对现实的

思考与文学的方式直接表达出来”。

“丁捷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在于他既

能融入其中、又能跳脱出来，这是一个独

特的视角，让他在人和人之间情感、关系

的精微性的呈现上得更为精妙，因此丁捷

的写作是一种生机勃发的、青春洋溢的文

学。 ”作家邱华栋认为，丁捷对于现实的关

注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与评论家张光芒

的观点不谋而合。 “丁捷不满足于过去对

人的本质的，或者是说宽泛、宏大的那种

考察方式，他保持的是直视动态的生活和

人心、和对微小的人的敏感。 ”因而如评论

家王春林所言，丁捷的创作里包含着两种

撕裂，一是写社会的撕裂，社会阶层、社会

力量的撕裂；一是写人性的撕裂，内在的、

精神的撕裂。 在这种撕裂里，丁捷呈现了

未来写作的空间。

评论家贺绍俊表示，这样的视角与丁

捷的写作内核密切相关。 “丁捷是一位用

心写作的作家，这个用心不是指写作上很

认真，而是说他的写作就是在记录或者说

呈现他的心灵轨迹， 他的作品就是他的

‘心电图’；另一方面，也是指他观察、描述

客观世界时，重点也在人心上，他给别人

也留下了一张‘心电图’。 ”丁捷几十年的

文学作品， 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绵不绝、跌

宕起伏的“问心”之旅，他的文学世界，细

致入微的现实空间和虚幻浪漫的乌托邦

空间是相依的，正因为有一个“爱”的乌托

邦的存在，作者才能穿越现实的黑暗去做

拯救人心、 人性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说，

“问心”之旅也是拯救之旅。

自我和客观世界两张心电图的交织、

纠缠，是丁捷希冀读者们的内心也一起颤

动。 在作家苏童看来，丁捷的写作是那种

罕见的将个人生活直接拆解用于文学创

作的类型， 所以他作品中作者的主体形

象、语言温度、感情投入都有所不同。他将
其称之为“惊堂木”式的写作，“作家个人

的形象时时刻刻跳出来，说几句就要一拍

惊堂木———读者诸君请听我讲。 ”评论家

傅元峰认为，拿着这惊堂木的丁捷像一个

孩子，“他保持着对世俗的惊叹，同时在小

说中承载两种东西，一个是奇观，另一个

则是本真， 他的内心还有一些儿童的部

分，多年都没有被洗掉。 ”

因为抱持着本真，所以丁捷相信爱和

悲悯。 评论家何言宏在将其与“90 后”写

作的对照中反观丁捷的写作，“‘90 后’的

小说中好像没有什么爱情，用他们自己的

的话说是‘爱无能’，这和阅读丁捷《依偎》

的反差特别强烈，他恰恰是‘爱无能’时代

的情感主义写作。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何言宏认为，《依偎》对爱情灵魂性的乌托

邦性写作 ，是对 “爱无能 ”的一代人的教

诲。 更进一步来说，丁捷这一代人的观念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塑造起来的，他携带着

人文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浪漫想象，丁捷的

写作也是在当下时代对于爱情文化、情感

文化的可贵的精神预想。

这也是评论家何平将丁捷的写作划

归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原因。在他看

来，尽管丁捷的写作浮出水面被更广泛地

关注是在新世纪以后，但如果追溯个人写

作史，丁捷的写作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学

校社团写作的一部分。 这代表着一种意

味，他们的写作和阅读都不像如今这么专

业化，所以丁捷的写作跨度不仅有从青春

写作向现实写作的跨越， 也包括小说、诗

歌、散文、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等文体和门

类的跨越，也就不成为一个问题。 “现在很

多写作者，自觉地将自己束缚在文学史的

框架内写作，对于丁捷而言，他是抛开了

文学史序列的一种写作，好的作家正应该

如此，没有文学史对自己的束缚。 ”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党组书记汪

兴国出席会议，周梅森、汪政、李朝全、张

清华、刘琼、吴俊、穆涛、王晖、张宗刚、刘

志权、房伟、姚苏平等作家、评论家与会并

发言。

本报记者 何晶

（上接第 2 版）

作为主办方之一，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
毕胜表示，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在于把文
学、美食、旅行等城市元素都融合在一起，尝
试擦出“跨界破圈的火花”，为城市提供更有
烟火气的文学体验。 书店是精神大餐的补
给站，言几又华东区域总经理邓凌说，参与
“作家餐桌计划”， 让书店看到了跨界融合
的新机遇， 希望让阅读写作与品尝美食继
续融合，成为这座城市的生活新风尚。

此外， 作家餐桌计划还将会同本市
相关文旅单位为市民读者定制 “作家主
题菜单”，上线精选文学美食书单，设置
餐厅文学阅读专区， 发布文学美食特别
线路，推出系列阅读美食惠民福袋，通过
实体餐桌和文化空间的拓展加深融合文
学阅读与美食的文旅体验。

除了首次启动的作家餐桌计划，作
为上海书展重要品牌活动之一的上海国
际文学周，今年也走入第十年。看起来是
一期一会的上海国际文学周， 早已在这
片书香热土上扎根发芽，并结出硕果，成
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本次文学周
主题为“万水千山”，寓意在今年这样一
个特殊的时刻，纵然相隔万水千山，依然
有着千言万语。 上海国际文学周总策划
孙甘露说：“疫情尚未结束， 网络的力量
可以让千千万万爱书人跨越山水阻隔，

共聚于上海文学周这方精神的家园。”此
次文学周将举办十周年线上特别活动，

分别展开英语文学、 法语文学、 俄语文
学 、日语文学 、科幻文学等 7 场文学漫
谈，针对外国文学和科幻文学爱好者，邀
请郑体武、袁筱一、毛尖、严锋、王宏图等
作家、学者对谈的期间录制视频，视频将
在书展期间同步上线多个网络平台，虽
然不能如往年那样邀请中外作家齐聚一
堂，但语言没有距离，思想依旧可以碰撞
出火花。 本报记者 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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