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野夫：老刘一枕梦黄粱

策展人：陈立 

时间：2022/6/10-7/23

“陈旧的事物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艺术家刘野夫的近期创作以此为核心展开。刘野夫数次拜访

陕晋蒙交界，拍摄了主人公刘会卿的生活。老人刘会卿境遇

窘迫，依然坚持传统书画创作，书写地方乡土文化。他所代

表的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乡贤文化的坚守，在当下新益求新的

潮流中显得尤为矛盾。在刘野夫的录像作品《老刘一枕梦黄

粱》中，刘会卿的守旧与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成为了事物的一

体两面，但实质并无差异：无论是全球的、科学的、进化的、

激进的，还是地方的、世俗的、古老的、保守的，何谓“新”？

刘野夫在创作中以极具张力的视觉语言向被想象的内部与外

部进行发问，并且坚持以来自于这片土地的世俗生活来回应

当下世界的分裂。此次个展中，刘野夫将展出展览同名录像，

及一系列陶土和绘画作品。

关于艺术家

刘野夫（b. 1986, 北京）专注于影像与综合材料的创作。他

受到流行文化及中国民间艺术的影响，又钟情于带有意识流

的黑色幽默，常用戏谑的手法调侃混乱与不安的社会。通过

日常生活场景及现成品，呈现历史、民族和记忆带来的意识

形态及刻板偏见。

刘野夫的主要个展：老刘—枕梦黄粱，魔金石空间，北京，

中国（2022）；和核美美，2021 巴塞尔艺术展艺创宣言单元，

巴塞尔，瑞士（2021）；没有简单的象征，魔金石空间，北京，

中国（2018）；第一集，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2016）。

重要群展包括：经济手段——第 25 届保加利亚幽默与讽刺艺

术双年展，保加利亚（2022）；靡菲斯特的舞步， SGA 沪申

画廊，上海，中国（2021）；表演社会：性别的暴力，大馆

当代美术馆，香港，中国（2019）；广州空港双年展，广州，

中国（2019）；历史之镜的碎片，Gene Siskel 电影中心，芝

加哥，美国（2019）；疆域：地缘的拓扑，OCAT 研究中心，

北京，中国（2018）；时间的狂喜：重塑认知的媒介，何香

凝美术馆，深圳，中国（2017）；例外状态：中国境况与艺

术家考察，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2017）；

VIDEOBOX, Le Carreau du Temple, 巴黎，法国（2017）；

屏幕景观与数字身体，歌德学院文化中心，北京，中国（2017）；

波普之上，余德耀美术馆，上海，中国（2016）；No Dice (I)，

Kimberly-Klark 画廊，纽约，美国（2015）等。

刘野夫 2009 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2014 年在马里兰

艺术学院获得艺术硕士。





香臭臭
2022

桑皮土纸
42×66cm

少女梦中混淆昨夜米其林三星法餐与今朝偶感腹
部不适。



香臭臭，2022，桑皮土纸，42×66cm



香臭臭，2022，桑皮土纸，42×66cm







蓝，白，红 1 号
2021
仿古笺纸
146×48cm

偶然出现在通往平等，自由，博爱之路上的绊脚石。



蓝，白，红 1 号，2021，仿古笺纸，146×48cm







厌世家庭
2021

仿古笺纸
76×38cm

厌世家庭描绘的是皇室一家三口准备跳崖但不小心
国王和公主先掉下去的场景。



假面的告白 展览现场



假面的告白，2021，仿古笺纸，26×16cm





老刘一枕梦黄粱，2022，单频高清录像，彩色，有声，16 分 16 秒

“陈旧的事物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艺术家刘野夫的近期创作以此为核心展开。刘
野夫数次拜访陕晋蒙交界，拍摄了主人公刘会卿的生活。老人刘会卿境遇窘迫，依然坚持传统书画创作，
书写地方乡土文化。他所代表的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乡贤文化的坚守，在当下新益求新的潮流中显得尤为矛
盾。在刘野夫的录像作品《老刘一枕梦黄粱》中，刘会卿的守旧与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成为了事物的一体两
面，但实质并无差异：无论是全球的、科学的、进化的、激进的，还是地方的、世俗的、古老的、保守的，
何谓“新”？刘野夫在创作中以极具张力的视觉语言向被想象的内部与外部进行发问，并且坚持以来自于
这片土地的世俗生活来回应当下世界的分裂。此次个展中，刘野夫将展出展览同名录像，及一系列陶土和
绘画作品。                                                                                                    

https://vimeo.com/724111100
密码：magicianspace798



老刘一枕梦黄粱









陶罐系列

陶泥十斤，清水少许。手眼并用，推拉提起。入
窑升温，由口至底。体量适中，盛盐和米。标志
logo，刻绘表里。追忆老刘，生死缘起。欲知下
集，就不告你。





正乙祠戏楼大罐，2022，陶土，18×18×40cm



天地君亲师大罐，2022，陶土，18×18×25cm



肛塞 - 安肃模匏器研究，2022，陶土，45×12×20cm

将天地君亲师意会字置与安肃模匏器之上，外用追忆老刘，内可
蓄养鸣虫。数九寒冬将匏器揣于怀中，体温使季节倒换，蝈蝈便
开始鸣叫。







偷来的橘子 / 丢了的橘子
2021

橘子，陶土
尺寸可变

中国作为主要原产地的橘子与普通话（官话）共享英文
Mandarine 一词。一方偷窃，一方丢失又意为双关。有时
语言（母语）与农作物一样，传播开来，因地制宜，虽也
可入口，却气性变化，丢掉原产之味（或：妈妈的味道。。。：）。



偷来的橘子 / 丢了的橘子，2021，橘子，陶土，尺寸可变



臣会卿参见陛下，2021，仿古笺纸，194×122cm

根据故事梗概，此幅连环画为老刘与卡雷尔大夫梦中奇遇：老刘虽住陕晋蒙交界，却也惦记黑白黄种人未来。



老刘一枕梦黄粱

话说老刘现年八十有四，陕晋蒙交界处善岱村

民是也。

由于他出身秀才，因此那年月受尽屈辱，终日

郁郁不得志。时逢中越战事，前方吃紧，他热

血贲张，誓言：

“莫道书生空议论，

  头颅抛处血斑斑。”

纵然只身南下，却不料半路囊中羞涩，衣冠不

整，身份不明，被当成盲流歹人，锒铛入狱备

受折磨。后经四十余年流徙、孤身一人，唯著

书立说，图说天下，修订族谱，编写方志，聊

以度日。

近日，老刘自觉朝夕难料，何不临了美餐一顿？

只见鸡蛋、白薯、酱豆腐，大葱、 大蒜、白萝

卜，统统剥皮洗净。脏油适量，粗盐少许。坐

罢，那两根儿筷子如呼延灼双鞭挥舞，骑马夹，

抬轿夹轮番上阵。挑，拨，插，戳，分，卷一

通伺候，再看盘已见底，老头儿已然哈欠连天，

他辗转反侧，恍惚生梦。好友名流，悉数登场。

埃隆•马斯克，人高马大，形同超人又似巴斯

光年。藤校毕业。善处国家政要，曾中毒新冠，

欲葬火星的地球租房客。

 

亚历克西•卡雷尔。法兰西外科医生，优生学

家，曾供职维希政府，据说柯布西耶也受其影

响。如若读过卡爷名篇《人之奥秘》，必知他

是忧国忧民，奋笔疾书，像极了一位望闻问切

的老中医。

 

三岛由纪夫，日本国右翼作家，戏精一个。爱

好健身，痛恨投降。最后演讲，尴尬收场。

 

谷崎润一郎，日本作家。爱吃中餐，爱蹲茅房，

钟情阴影，亦恋干娘。

麦小琪，生于帝都，千禧一代古琴大师，持钧

天坊“伏羲”一把。自诩多年前中亚逼（亚文

化二逼）之毒，每天不是花花绿绿就是银装素

裹。此次特为本片奉上十年未奏之名曲《流水》，

追忆旅行者号飞船，俨然白雪阳春。

可小李，六岁，朝阳群众，好柔道，常与其父

交手。坐拥奥特曼玩具上百，名副其实的家中

小皇帝。若学业优良，择以时日，必成马 B·斯

克。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漂亮国两任防长，内

阁“鹰派”。曾有名言：“不知之不知”。。。

 

老刘背手盘算着，走近卡大夫吟诗一首：“巧也，

妙也。衣衫褴褛居陋室，馍片稀粥才水长流。

皮肤长城均为界，外治内调我度余生。当代岂

无前代事，座中常有这剧中人。”小风吹得一

激灵，起身洗把脸，哼着小曲儿瞧病去喽！

文 / 刘野夫



刘野夫：不合时宜的

陈旧的事物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

和巩固。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

尔特》，1871 年

在讨论刘野夫的艺术创作之前，我想先列举他

这次作品里所涉及的几个关于语言的现象：

2022 年 4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

恩斯（ William Burns）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演

讲中表示，美国中情局计划在未来数年增加一

倍讲中文普通话的雇员；2006 年以来，美国

以超过 40 亿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购买了 72 个

“联盟号飞船”的宇航员座位。自美国、前苏

联太空竞赛后，美国的太空计划长期受制于财

政预算限制。因此，学习俄语将有助于美国宇

航员的职业发展；2002 年，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 创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其

目标是降低太空运输成本，并进行火星殖民。

可以预见的是，对于美国宇航员而言，学习俄

语似乎不再成为必要；1977 年，管平湖版本

的古琴曲《流水》作为中国音乐代表被 NASA

选 入《 旅 行 者 金 唱 片（Voyager Golden 

Records）》，随探测器被发送进入太空。它

代表了地球上文化和生命的声音与图像，象征

着人类与宇宙沟通的渴望。

这类信息总是令人惊叹，但并不鲜见。它们是

新一轮冷战思维和大国竞争所衍生而来的举

措。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和区域文化在这里充

当着政治的工具和文化殖民的表征。它们不断

地在形式中摇摆、更迭，看似诉诸于对新事物

的探索，实则包裹着迂腐贪婪的陈旧思维。这

些新举措与信号被刘野夫编织在其最新录像作

品《老刘一枕梦黄粱》中，以“新”喻“旧”；

与其相并置，那些被毅然摒弃的“陈旧”则被

贯穿于全片的另一条线索中：刘野夫数次拜访

陕晋蒙交界，拍摄了主人公刘会卿的生活。老

人刘会卿境遇窘迫，依然坚持传统书画创作，

书写地方乡土文化。他所代表的对传统中国社

会的乡贤文化的坚守，在当下新益求新的潮流

中显得尤为矛盾。刘会卿一边指着古文意会字

说到“父母为亲，先生为师”，一边用毛笔画

出了“特斯拉”的徽标。它暗指了我们正在承

担着追求发展速度的代价，那些基于良知和理

性的文明价值正在逐渐丧失。在作品画面中，

火箭发射和太空探索的壮美之下是荒废颓败的

古长城遗址，新能源的探索以永续的名义遮掩

争夺。一日三餐满足的是人类作为生命体的基

本食物需求，却并不能符合优胜劣汰的进化论

思维。刘野夫将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和朴素的

日常生活相互穿插，以碎片化的视听语言将进

步与落后的悖论压缩于内爆式的感官情绪中。

其核心所传递的是人对于已知事物的自负与保

守，对未知事物的贪婪与偏见。

在刘野夫的近期创作里，他始终围绕着被想象

的内部与外部这一命题展开，并对其发问：无

论是全球的、科学的、进化的、激进的，还是

地方的、世俗的、古老的、保守的，何谓“新”？

刘野夫选择了坚持以来自于中国这片土地的世

俗生活经验去回应当下世界的分裂。这也显现

出了他创作上的阶段性转变。

在刘野夫的早期作品中，美国的求学和生活的

经历让他选择了以身处西方社会的外来者和少

数群体作为主体对象：《3013：太空情人》

（2013）设定了一个在未来世界里过着双重生

活的女性形象。她白天在画廊上班，夜晚则放

荡不羁。虚假矛盾的平行生活背后是对于西方

世界与身份的困惑；这一主体性矛盾在《约克

新闻》（2014）更为凸显，刘野夫本人以异装

者的形象蜷缩于纽约中央公园的长凳上，冷漠



这一概念是如何被想象。其目的是抨击当下世

界保守派和自由派、精英与草根之间固有冲突

的普遍性和解决方案的无效。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野夫的创作更加明确

地通过中国本土经验去引发超越地理、区域限

制的思考。此次展览《老刘一枕梦黄粱》亦是

如此。这些作品里依然具有他创作中代表性的

戏虐、幽默、碎片化和表演性，或者说一种玩

世现实主义特质。但他并没有将这一主体抽象

化为既定的形象，更没有去迎合西方，或既有

知识结构中的中国本土形象。除了形式语言，

我想强调的是刘野夫是以一种对世俗生活和

本土经验的亲近来去如实地描摹现实世界的纷

争。它直指的是西方中心化，以及全球保守主

义的再次崛起。

诚然，我们可以说本来就没有东方与西方之分，

以这种二元视角无疑会将自身陷入对立。但不

可否认的是，即便我们不以该视角切入，世界

的隔阂依然无处不再。最近几年，我与刘野夫

一直保持着紧密地合作，也不断分享着在当代

艺术行业工作中的困惑，以及我们应该做出何

种选择与方向。在这个愈加分裂的时代和地缘

政治环境，我们如何理解所处的土地和文化？

我们如何面对并不单一的社会现实？我们如何

或戏虐地观望着正在慢跑的精英人士。美国社

会新闻以碎片化的方式贯穿着画面，呈现出扭

曲、暴力与等级秩序并存的资本主义景观。这

一阶段的创作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了刘野夫的代

表性作品。它们容易被进入，具备相对明确的

对象，或者说是二元化的刻板形象；它们处理

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症结；在一定程度上，

它们满足了西方中心的自我批评诉求。它们也

代表了刘野夫在这一阶段，身处西方内部但实

质是外来者所做出的一种试探与批评。

随着刘野夫回到北京，从 2016 年开始他的创

作开始更多地出现关于中国本土的经验：《琳

达》（2016）以中文历史和美术教科书中的图

像与修辞来回应西方美术馆的官方语音导览，

模糊了地理和信息的边界和权威；《广告，提

案 1,2,3,4,5》（2018）以五个虚构的广告，将

国际政治议题和种族主义渗透进娱乐消费模式

中，以假定再次凸显其固有的荒诞与对立；在

2021 年的《和核美美》里，从中国内部出发

的视角得到了最大程度地确立。刘野夫基于北

京市井生活的场景和历史引溯，虚构了一个关

于全球化、地缘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观。画面

的取材大多来自于中国西北以及北京，水墨的

中文书写和绘画被穿插于影片中，本土化的视

觉风格和世俗生活的语境揭示了“全球 - 地方”

处理我们的身份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一直欣

赏刘野夫所做出的选择。显然，他舍弃了西方

世界对于中国艺术家和中国议题既有印象的期

待，这是一种对于全球化景观和区域化采样的

拒绝。他甚至是通过作品无所畏惧地抨击、反

问西方中心的保守与自负。也正因如此，刘野

夫选择工作的对象使他的创作具备了一种自反

性，甚至会有被民族主义裹挟的风险。但是，

他坚定地基于他的生命经验进行艺术创作。这

种诚实而朴素的表达，挑战的是观者感知和认

识上的障碍。当我们观看刘野夫的创作，它更

像是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在这里了，而且也不仅

仅在这里。它就在你的身边，无论你身在何地。

我们无法全知全能，但我们都应该承认自己的

无知，这也许才是所以改变发生的前提和意义

所在。

                                                      文 / 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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