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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斐

1980年生，生活于上海的江

西人。过去，廖斐通过展览

来呈现对世界的思考；现

在，他希望用这场展览传达

更加真实的生活状态。廖

斐的工作室在一处城乡结

合部，随处可见的材料成为

他的转化物，那些材料的快

速、实用、半成品化与不确

定性，在艺术家看来蕴含巨

大的创造力。未来，他希望

通过玻璃以及其他的材料

之间的碰撞，更深刻地感受

生活、世界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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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廖斐是在一个有趣的

机缘巧合之下。在某NGO项目展览上，

笔者看到了廖斐为上海北部一个传统小镇

娄塘与当地工匠联合实施的名为“烟雾”

的作品。视频中的他，骑着一辆永久28大

杠“全地型”自行车，后座上装了个白铁

打造烟囱，慢慢悠悠地晃在小镇的台阁路

上，如同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在骑行的

过程中不断寻找东西进行燃烧，燃烧不一

样的东西产生不同的烟雾。从秸秆塑料报

纸到四散逃逸的烟雾，从一种形态到另一

种形态，廖斐非常关注物质本身的变化与

转化。无独有偶，这种对世界万物的观察

路径也自然而然地沿袭到了2016年上海玻

璃博物馆退火项目《平坦》之中。

其实，廖斐进入上海玻璃博物馆“退

火”项目的时间并不短。

2015年初春，在张鼎《黑色物质》

展览开幕之后，博物馆便开始考虑后续 

“退火”项目参与艺术家。“看过张鼎的

作品之后，觉得很有意思，也非常想探索

这种材料的可能”，廖斐就怀抱着这样非

常朴素的想法加入到了项目之中。如果看

过2016年《平坦》展览的观众们一定想

不到项目之初的面貌和艺术家最原始的想

法。当时博物馆的伽蓝画廊还在园区主干

道的一侧，四周的金属框窗玻璃是画廊外

观显眼且极具风格的装饰，有着几分怀

旧的味道，却又不失工业感的简洁时尚。 

“一开始是想拆掉画廊所有的玻璃窗，在

熔化玻璃之后，重新制作成窗玻璃，再安

装回去。把这个操作过程拍成视频，最终

形成影像作品，作为‘退火’项目的成

果”。在这个重新熔化-制作-冷却的过

程中，廖斐认为，这其中的物质会发生

转变，重塑的过程中玻璃变得不再那么透

明，整个展示空间的光线会有微妙的改

变。同时，玻璃窗在这个高温回炉的过程

中会损失掉一些，导致它安装回去后可能

比原来的尺寸要小一些，在玻璃窗边缘上

会产生缝隙状的缺口。当观众走入这个空

间之中，他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空房间，

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周围玻璃展现的微妙

不同。

这个大胆而鲜活的想法得到了博物馆

的支持，但真正实施起来总不那么受控。

展览地点更改、玻璃体量太大、熔炉温

度不够、重铸厚度太薄导致根本无法安

装……在反复屡次的实验过后，廖斐发现

需要揭去一开始对玻璃下意识所贴的三个

标签：“透明、固定、物质”，因为这

里面有对玻璃最大的误解：“在熔融玻璃

 廖 斐

限制是有趣的
廖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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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搭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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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连续的平面(2.2m2) / 2016

Continous Surface (2.2m2)

by 廖斐

的过程中有太多我不知道的原则和肌理。

这种透明的材料对我来说就是‘另一种材

料’。玻璃，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其他材

料，可以重新熔化之后再变成新的形式，

它并不‘固定’。”

时间不等人，如溪水分分秒秒地向前

流走。从2016年春节后见面沟通，到初秋

的反复实验的挫败感，无论对博物馆还是

廖斐本身来说，都不免让人有些泄气和煎

熬。但是，对于艺术来说，有时候错误和

挫折反而是一种催化剂，这能促使艺术家

继续深入思考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方向。

2016年国庆节前的一个下午，廖斐

再次背着他标志性双肩包来到博物馆。当

笔者还没开口对又一次实验失败表示忧伤

时，他兴奋地拿出了根据最新展场空间定

制的提案，彻底放弃了试验了大半年的方

案。当笔者和同事看到新手稿时，那些粗

犷简单的线条重叠在一起着实令人有种眩

晕感，“我想用以水滴入湖面为模拟计算

模型”，当我们还摸不着头脑时，廖斐已

经开始涛涛不绝地描述起最终展览呈现的

效果，利用平板玻璃的层层叠叠和中空的

孔洞展现一滴水滴入水面中一滴水滴入水

面中的涟漪大小，“我就想用平板玻璃和

冷加工技术，用那种复古气息浓厚的绿色

玻璃，最普通的那种。我想用这种最普通

最普通的日常材料，来表达物质本身和我

们日常的关系，还有物质在社会环境中的

变化。” 

随着新方案的明了，接着而来的就是

紧锣密鼓的实施。在廖斐回到工作室不

久，当天笔者就收到了他的邮件，“我在

计算水滴涟漪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

插曲。水的深度，对于水滴涟漪的扩散

影响非常大。所以2.5立方米的水和 1立方

的水，涟漪的扩散的速度差了将近一倍。

模型中形成的椎体的形状差距也非常大。

很有意思，意外，但真的是自然之力的意

外。”想要达到精确完美的呈现，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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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连续的平面(2.2m2) / 2016

Continous Surface (2.2m2)

by 廖斐

上图

失败的第一稿实验方案

严密的计算支持，但是水滴模型的生成也

是破费一番周折。在项目进行期间，恰逢

廖斐在美国进行艺术驻留，他便请了来自

麻省理工的专业小伙伴们帮助根据公式来

做计算模型。廖斐一开始考虑的是“虚空

中的水滴”，但是在计算的时候碰了壁，

因为任何现实中的水滴模型必须要有一个

实际环境，需要把这滴水置于某个空间环

境中进行实际计算，还需要考虑到波和波

之间的关系、水的扩散速度、池壁对水的

影响，甚至这滴水是海水还是湖水。在反

复计算了好几稿之后，确定了是以一滴海

水滴入 1米和2.2米的深度，才有了最终精

确的效果图。

当《平坦》正式向公众揭开面纱之

时，笔者相信所有人都被这大体量的三组

作品所震撼。曾经普通的办公室转身成

为了当代意味十足的“白盒子”，占地

300平方米的房间利用玻璃、木板和木条

结合，转身变成了名为“平坦”的大型装

置，只给观众留下仅仅65cm宽的步道，

促使或者说“强迫”观众去感受，去体会

作品与空间之间的互动，体会物质和个体

的关系。两组直径分别为1米“连续的平面

1m3”和2.2米“连续的平面2.2m3”的玻

璃装置作品分别占据展场的出口和入口，

具象且冲击力地展现了某个时刻一滴水在

一个平面上产生的涟漪。这滴水也会受着

平面下隐藏水深的变化而产生截然不同的

速度变化，它们在时间的轴线中，更会产

生完全不同的延展。平坦的属性只存在于

我们思维的“此刻”这个瞬间，有如飞鸟

不动。我们也只能在“此刻”运用自己的

想像，去思考平坦的全貌。

在廖斐看来，这前前后后算起来有一

年多“退火”项目参与过程中，最困难的

事就是玻璃技术的“阻力”。从最初的玻

璃熔铸问题，到新方案的平板玻璃开孔尺

寸和玻璃厚度选择，甚至这接近4吨重的作

品如何悬挂固定，真的实施起来跟他在头

脑中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很喜欢这样

的‘阻力’”，廖斐乐观地表示。甚至对

于这三组大型作品因为尺寸问题，无法再

去他处展览，他也认为“因为这些作品是

我想用这种最普通最普通的
日常材料，来表达物质本身
和我们日常的关系，还有物
质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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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地点：

上海玻璃博物馆6号楼一楼

VENUE:
1st Floor of No.6 Building

Shanghai Museum of Glass    

策展人：李力
主办方：上海玻璃博物馆

Vanguard 画廊

Curator: Lise Li

Organizer: Shanghai Museum of Glass

Vanguard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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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空间完全来定制，其实反映了物质和

空间之间的作用，这样一种相互制约的关

系非常有趣。”

“在未来的作品中，我还是会继续用

玻璃，会考虑它和其他材料的结合。因为

我还是对物质本身，材料本身非常有兴

趣。我喜欢这种所谓的‘限制’，阻力对

艺术家特别有趣，这会最终造就作品所传

达的信息。”廖斐也并不认为玻璃这种所

谓富有工业气息和手工艺气息的材质，会

对当代艺术所强调的观念表达有什么影

响，“艺术家有自己的工作范围，玻璃也

有自己的范围，两者可以毫无疑问地产生

交集。这个交集就是会诞生出最有趣的作

品。” 

廖斐现在继续探索着物质本身的意

义，对材料的再深入。“玻璃的主要成分

是二氧化硅，我现在对‘硅’这个化学元

素特别有兴趣。硅虽然是地壳里最多的自

然元素，但是人类也发明创造了很多硅

的化合物，它们都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

集合结构。像花岗岩这样的产物，因为

自然温度、压力、地壳运动才生了这样的

自然物质，但是人类也可以创造越来越多

硅的化合物。我很想探究这中间的关系和

矛盾。”廖斐任何研究兴趣的开始主要是

由于对周围事物以及自身的疑惑，“格物

致知”这个成语似乎特别适合来形容他的

工作和作品。今天人类世界取得任何认知

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的实证

主义。认知外界的主流世界观是一种建立

正在二元基础上的物质观，这种观点无疑

承担了我们希望清晰划分事物的愿望。这

难道不也是一种限制和局限？就如同《平

坦》展览所呈现的那样，世间又如何有绝

对的“平坦”呢？ 

“限制就好像河流里有一块石头，河

水绕过石头，最终汇聚成新的溪流。这些

阻力造成最后展示出来的面貌会非常有

趣。我们与这样一个物质材料深切地发生

关系，更加深入呈现，促使艺术家跳出框

框。物质的限制非常有意思。”

限制无处不在，却有人可以戴着镣铐

跳出最优美的舞蹈。

上图

《平坦》展览海报

下图（左）

廖斐在搭建现场

下图（右）

《平坦》搭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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