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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心广

杨心广

1980年生于湖南，生活工 

作于北京。杨心广是中

国年轻一代艺术家中的

杰出代表，其作品区别

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

叙事，刻意回避对日常

生活的琐碎描述、对政

治的愤懑。杨心广作品

中的沉思使人联想到美

国极简主义关于身体与

观众的现象学话语，亦

与贫穷艺术在素材与空

间的开放性方面如出一

辙。其创作绕开了对社

会生活和政治现实的直

接描述、隐喻或批判，

在形式层面展开实践，

探讨视觉物质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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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时刚接触当代艺术项目的菜鸟

新手，总是担心如何与当代艺术家进行交

流和合作，完美顺利地把博物馆重要的 

“退火”项目呈现给观者和业界。当笔者

听闻2016年另一位“退火”项目艺术家

杨心广祖籍湖南宁乡时，内心是有一些激

动。同作为三湘大地的老乡，当下就产生

了天然的亲切和好感。坊间传言湖南伢

子“霸得蛮”，在与杨心广见面之前，

总想着他应该是有股火热豪气的性子。当

2016年6月第一次在博物馆见到真人时，

笔者眼前浮现的是两个字：“沉稳”，握

手时的诚恳也让人印象深刻。在将近半年

的合作过程中，更能体会到的是他与作品

的细腻感性。

“玻璃，对我来说很新鲜。”

杨心广在进入“退火”项目时已经带

来了相对完整的展览方案和创作思路， 

“玻璃在退火的过程中比想象中的更复

杂，不会像泥塑一样什么造型都能实现。” 

在过去的作品中，杨心广多用木料、泥土

和石块这些自然媒材作为其雕塑的主要素

材。这些自然的艺术媒介可以由艺术家自

主地控制、改变它们的造型，但这次他必

须要用玻璃这样一种人造材料来进行新的

尝试和挑战。当玻璃进入窑炉的那一刻

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的命运却不是

人为所能控制的。在退火过程中，因为温

度和内部压力的变化，会造成一系列意想

不到的结果。“我作品的出发点是借助玻

璃容易断裂的特性，所以做了一些人体大

肠。”成熟的窑炉铸造工艺虽可以完美地

实现艺术家的想法，“但是由于实际制作

长度的限制，玻璃在加工过程中会有断

裂的几率，这个特点刚好可以表现诗词中 

‘断肠’这一典故。”这样看似局限却

又“漂亮、易碎、锋利”的材料特性，

在杨心广手中却偶然天成地展现了他所想

表达的作品情感。“物”的随机性选择，

与“心”的偶然性结合，形成令人玩味的

关系。

我手写我心，我物言我志。

在廖斐《平坦》中的作品主要运用了

大量的玻璃冷加工，采用了切割、开孔、

玻璃诉断肠

YANG XINGUANG

Text: 阳昕&叶睿隽

左图

玻璃肠（局部）/ 2016

Glass Intestine (part)

by 杨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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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这些冷峻的处理方式，与廖斐充满

理性的计算和冷静的思考相呼应。而在 

《玻璃肠》中则更多运用到的玻璃热加工

工艺，吹制、浇铸这些经典的热处理方

式，正好与杨心广充满“炙热感情”这一

概念相吻合。杨心广曾戏谑地称其的《玻

璃肠》为一份文科生的考试答卷，与廖斐

作为理科生交出的答卷《平坦》正好形成

了有趣的对比。

那是在8月，时值上海温度最高的季

节，每天最高气温都将近35℃。但当时由

于博物馆的改造，艺术家工作室的条件相

对艰苦：没有空调设施，甚至连基本的照

明都没有。闷热的空间里，一台户外烧烤

用的超大电扇和一盏应急灯成了唯一的电

器。而杨心广需要在一周的时间内亲自将

玻璃山石的模型用泥塑制作出来，80多块

山石、将近1吨重的雕塑泥，没想到3天他

一个人就利落的完成了。

来沪期间，他一直住在博物馆安排的

艺术家公寓中，所以经常早上来上班就能

看到他已经在工作室里忙碌地工作着：从

博物馆园区的草坪里找来了几块可以做模

型的石头，不断拍击着泥块，大汗淋淋却

毫不在意。10点多气温开始上升到了难以

忍受的状态，他索性把早已湿透的上衣脱

下，光着膀子继续挥舞着手臂，这画面透

露的力量感，或许只有亲眼目睹才能体会

得到。工作室外喧杂的蝉鸣配着铿锵有力

的“啪啪”声，笔者一边感受着呼啸着的

大电扇巨大的推力，一边心想这就是创作

作品的态度啊。

11点多，杨心广起身拿起衣服，“太

热啦，我回去洗个澡吃个饭，下午再继续

吧。”地上留着斑驳的水滴，已经分不出

是他滴下的汗水还是猛口喝水时洒下的桶

装水了……这间工作室在数个月后，成为

了廖斐《平坦》的展厅，原本热火朝天的

《玻璃肠》工作现场和最终冷峻平静的 

《平坦》也通过这种时空上的交错形成了

饶有意味的对话。

除了玻璃山石的模型，玻璃肠的泥

塑、“强身健体”那些健身器材的焊组、

作品底板上的草皮和树也都是杨心广亲自

上阵完成的。他总能一个人静下心来，一

做就是一整天，无需打扰、也不会打扰别

人。或许工作中所有的力量都被注入到了

作品里，所有的情感也都被凝聚到了这些

玻璃中，才使得最终的玻璃肠带有那么

强烈的精神暗示。回顾过往杨心广的展览

与作品，总能体味到几丝中国古典文化的

印记，却又借着传统跳出陈旧桎梏，赋予

新的解读。同样，《玻璃肠》延续了这一

创作习惯，标准的“文科生”作品一目了

 杨心广

YANG

XIN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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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09, 2016 - MARCH 26, 2017

2016年11月9日 - 2017年3月26日

展览地点：

上海玻璃博物馆N1写字楼一，二楼

VENUE:
1st and 2nd Floor of N1 Art Tower 

Shanghai Museum of Glass  

策展人：李力
主办方：上海玻璃博物馆，北京公社

制作支持：施森彬玻璃艺术工作室

Curator: Lise Li

Organizer: Shanghai Museum of Glass,Beijing Commune

Production Support: Shi Sen Bin Glass Art Stu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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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大肠 / 2016

Intestine of Human

by 杨心广

中图

《玻璃肠》展览海报

右图

《玻璃肠》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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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展厅一层有一件名为“拍栏杆”的作

品，直接引用了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水

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的概念——“把

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词人为

金灭辽后南渡的辽国汉人，常怀收复失地

夺回旧都之志，但在南宋保守内缩的政治

环境下备受怀疑和排挤，空有恢复旧土的

抱负而郁郁不得志。拍栏杆不仅仅是拍打

时手中的痛感，更是登高疾呼后“无人

会”的内心愤恨与苦楚。在此时人和人的

肉体看似是拍打栏杆的主体、是力量的施

与者和输出者，但其实又是如此的脆弱和

无力。就如同玻璃在熔化之后非常炙热，

上千度的温度能伤及我们的肉体，看似强

大。但将其置于栏杆，最终待其冷却后却

只能留下一排灼烧的印迹，和那仅仅一小

块残片。

同样，二层的“玻璃肠”和一层“人

体大肠”则都借用了古人“断肠”概念，

表达精神悲痛从而痛感延伸至肉体。当

肉体层面达到了某一高度，这些原本的 

“悲愤”或许也就不足挂齿了。人往往与

玻璃有着诸多相似点，看似光亮润泽，但

又极其脆弱，稍有外力介入可能直接就

此崩裂。当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变得

可视化，我们还能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 

情怀吗？

在杨心广的所有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

他对于材料本身的认知与控制，加上诸多

造型概念，他将物与人的表现控制得恰到

好处。无论是木材、钢板、油画颜料、石

料甚至是砂砾，都能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

最理想的状态。同时他往往也能挖掘出材

料深层最为本质的那部分。不同的材料有

不同的性质，包括颜色、硬度、密度、

融点等，相互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和互

动，这些矛盾描绘出艺术家内心的波动，

但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这次《玻璃肠》

下图

玻璃肠（局部）/ 2016

Glass Intestine (part)

by 杨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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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心广

上图

杨心广制作作品中

中玻璃的冰凉锋利，淡然冷静，则恰好填

补了这一部分，结合作品其他部分的木

质、金属、塑料等材质，表达了他最深刻

强烈，甚至是撕裂般疼痛的感情。

在玻璃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我们有意

或无意地给它贴上一些与当代艺术气质相

距甚远的标签。当努力去拉近玻璃与当代

艺术距离的时候，从某种来看，是在潜意

识中觉得这就是两种气质不同的事物。正

因为有差别，有区分，所以需要跨界，需

要融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佛偈意在说明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

教人不要过于执念。有时反过来想想，

我们又是否太过预设执着于“玻璃”与 

“当代艺术”的差别，如杨心广所言， 

“工业气息与手工气息并不会妨碍观念的

表达。”玻璃只是一种材料，应当是中

性，它与油泥、画布、金属一样都可以成

为表达艺术家心声和情感的媒材，“在我

以后的创作也许会再出现玻璃，因为玻璃

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能满足某些创作的需

要。”有幸的是，在杨心广最新展览《不

知林深》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玻璃肠”

的出现。

一切都是刚好，一切都是自然。

“物”“心”相依，自有妙法。

但是由于实际制作长度的限
制，玻璃在加工过程中会有
断裂的几率，这个特点刚好
可以表现诗词中 ‘断肠 ’ 这一
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