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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弈空间开幕首展作出艰难选择

放眼未来舍弃回忆 值不值？

! !可善的陌生"展览现场

东昌弈空间分成两个部分，原
电影大厅改造为 %&' 个座位的多功
能厅，满足电竞赛事、艺术电影放
映、沉浸式戏剧演出等多种业态功
能。另辟 ()*+, 艺术中心举办艺术
展览，开幕首展《可善的陌生》在此
呈现，
从本周六起免费向公众开放。

跨界尝试

%&'(
! ! ! ! 昨天开始，位于浦东新区南泉
北路 !"# 号的东昌弈空间以一场艺
术与科技结合的展览《可善的陌生》
宣告它的重生。历时 " 年重装，
在东
昌电影院旧址上改造而成的艺术中
心将成为上海首家集艺术展示、科
技教育、电子竞技赛场功能为一体
的 "$ 多元文化体验空间。

东昌弈空间的多功能大厅服务
于电竞赛事的爱好者，这里有望成
为电竞粉丝的聚集地，电子游戏的
拥趸会不会和当代艺术擦出“化学
反应”
，
受众是否会雷同？热衷电子
竞技和前沿科技的受众，会不会对
视觉冲击强烈的当代艺术，也产生
兴趣呢？
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想，
也是一次未知的
“引流”
尝试。本次
展览将展出海内外 -. 位!组艺术家
的 '' 件!组作品，涵盖装置、摄影、
录像、
表演等形式，这些作品均创作
于 %##/ 至 %#!/ 这十年间，创作者
多数来自上海或主要在上海工作。
首秀的艺术家们在这场首展中
做了探索，
《可善的陌生》展览中，多

件作品的载体是电子影像装置：
《迷
失在图像中无法返回》 是一段 0$
动画，沉浸在虚幻无际的信息图像
中，
总像是一头扎进了湿漉漉、
绵软
无力的巨大海绵，信息碎片犹如呼
啸的棉絮扑面；林科作品 《我在这
里，
%#!/ " %" 星期五 下午 !%1"/》
也是一段数码视频，鼠标光标这个
图像在记忆中变成模糊的存在，人
们开始怀念。
《玩出未来 %!!&》直接
和线上游戏关联，这个社会实验让
玩家可投资未来项目到 %!!& 年“为
止”
。玩家们的共同想象和创造将通
过艺术家之手，以画作的形式展现。

放眼未来
在东昌弈空间的首秀，选择了
一场以
“可善的陌生”
为标题的当代
艺术展。本意在于启发观众思考在
技术革命的加速驱动下当代人类社
会的新命运。但是，放眼
“全人类”的
宏阔主题并没有勾连浦东的历史，
与这栋特殊建筑的象征寓意脱
钩——
—更像一次天马行空的当代艺
术汇演。
展览的发生基于一个虚构的假

设：故事的主角是来自未来的人或
一种全新的物种，他们生活在未来
时代，
展览呈现他们的
“私人藏品”，
就是当今艺术家的创作。在这里，时
间和空间的锚点混沌难辨。展览邀
请观众从 %#!. 年的上海脱身，去设
定重组眼前的物件、声音和氛围，将
自己融入这个未来故事。
展览所虚构出的戏剧情境，和
今年 - 月在上海 23*4* 荣宅成功
开办的《我曾为何物》接近。后者发
生在导致人类崩溃的“后人类世
界”，
腰缠万贯的机器人展示着他的
私人艺术收藏和物品，区别是，
《我
曾为何物》 中收藏是来自未来主义
等意大利近现代艺术。在市中心老
别墅中放入这个“艺术假设”贴合氛
围，在浦东第一家电影院旧址上叙
述这个艺术故事算不算“贴肉”？

艰难选择
为社区创建共情回忆，抑或是
为未来吸引新观众？这是摆在策展
人和场地管理者面前的一次艰难选
择。东昌弈空间的前身东昌电影院
建于 !."' 年，作为浦东新区第一家

电影院，是几乎所有浦东人民的文
化娱乐地标。随着时代的变迁，
昔日
繁华的崂山街区，
淹没在高楼林立的
陆家嘴金融圈中，
东昌电影院变成了
那一代人模糊温暖的青春记忆。
展览上只有少数作品偶然地擦
碰了记忆——
—胡介鸣的《儿子》让观
众看到了从第三视角的凝视，作品
中“儿子”站在外滩源楼顶眺望浦
江；徐文恺的作品《记忆贩卖机》中，
所售出的中空扭蛋里封装了无数个
微小的纳米级机器人，随着用户吸
入扭蛋里的空气，这些携带特殊信
息的机器人就进入脑部唤出自己的
记忆，
也可以呼吸到他人的记忆。
在首次展览中，策展人不得已
做出了一次艰难选择，锚定通往未
来的科技化主题，放弃了含情脉脉
的社区回忆——
—这个选择的结果
是，遗憾错过了一次借用当代艺术
承载原住民们共情与回忆的机会。
至少作为上海浦东土生土长的居
民，很难在这场展览里触景生情。
这场展览将持续到 %#!. 年 !#
月 %# 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宁峰音乐会三改海报
我名字太大了 应该突出巴赫
!"#$
! ! ! ! !# 月，宁峰“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
组曲全集”上海独奏音乐会即将在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主厅举行。上个月，就在开票前，
主办方专门请设计师为音乐会设计了海报，
“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按照惯例做完了海报，
结果，向来低调的宁峰居然立即提出了“反对
意见”，他觉得“在海报封面上，我的名字（字
号）有点太大了，
还是应该突出巴赫为好。”琴
品如人品，真不错！

改了又改 保持低调
5 月 !& 日那晚，
音乐会开票前，设计师拿
出了海报的第一稿，并发给宁峰看。按照“惯
例”，
“真不错！”
“谢谢！”就过去了！结果，不
到半小时，宁峰就发来了他的第一次修改意
见，
“我看了，有些想法想与您商量一下。就是
这个海报正面的背景，就没有必要再放我的
头像了，而应该放巴赫的头像更合适。海报的
背面也如此，都应该放巴赫的头像更合适。因

为这毕竟是巴赫的作品，我不过是好多演奏
者中的一个……”
这也是设计师从业以来第一次听到要把
自己的头像去掉的要求，
设计师按宁峰先生意
见改了一稿，
再次发给宁峰征求意见。
谁知，
仅
仅几分钟后，
宁峰又发来了他的第二次修改意
见，
“我在海报封面上的名字（字号）有点太大
了，
还是应该突出巴赫为好。
我觉得，
一个演奏
家名字的字号比作曲家名字的字号还要大，
总
是一件不太合适的事情。”
随后，宁峰发来他以往同类作品音乐会
海报样稿给设计师作参考，于是，就有了这份
突出巴赫的海报（见右图）。主办方也表示，与
演奏家本人讨论其音乐会海报或节目册设计
稿也不是一次两次，但像宁峰先生这样反复
发来意见，要求突出作曲家及其作品，要求减
少自己头像、缩小自己名字字号的，还真是第
一次。

心心念念 想吃生煎
在音乐上，宁峰虔诚地敬畏着巴赫，在生
活中，他则是一个简单低调甚至有点童趣的

人。
去年 !# 月 %/ 日，宁峰应邀参加当天上
午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星广会”特别节目，
在第 %# 届中国上海国际音乐节“青春致敬舒
—中外著名小提琴家上海系列独奏音
伯特——
乐会”上担任压轴演奏。而前一天晚上，他在
武汉还有一场音乐会，按惯例，在次日一早赶
到相距 /## 多公里的上海演出，几乎不可能，
也没有时间与钢琴伴奏合练。善解人意的宁
峰作出了一个“非常”的决定：请钢琴伴奏黄
秋宁在 !# 月 %& 日提前赶到武汉与他合练，
再返回上海等他，共同参加 !# 月 %/ 日的这
场演出。
坐了一夜火车，宁峰就在车里喝了一杯
咖啡，啃了一个汉堡，车停下，他走上音乐厅
的舞台完成了演出，照例精彩，满堂掌声，经
久不息。原本中午的庆功宴，主办方问他想吃
什么，他说，能不能弯到吴江路，那里有一家
“小杨生煎”
，我喜欢！说罢，天性为别人着想
的宁峰又说道：
“现在路上停车不便，您到那
里找个可停车的地方稍等一会儿，我自己跑
去看看能不能买到。”

车到附近停下，宁峰下车快步跑去，不多
时，又悻悻然跑回，说：
“ 等候的人太多了，也
不能让您久等。咱们走吧，下回再吃！”希望这
次上海音乐会后，
他能一圆生煎之梦！
本报记者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