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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角落

Neglected Corner

马海蛟

Ma Haijiao

接到“2022《画刊》封面计划”邀约之际，我正
在进行《马国权I I》（2021）的后期工作。此项目自
2016年开启，计划每隔5年对马国权进行一次拍摄，
直至生命完结。
2021年元月初，我回到河北易县，整个冬春季
节，我常常去到马国权的家，久久地停留在他的卧
室。而时至5月，影片拍摄结束之际，马国权的家人
决定对其住所进行重新装修，彼时，他们已在此居住
近10年。家具离开房间，在墙上留下了土黄色的斑
痕。我身处在他空荡的寓所中，回想过去数月的拍摄
时间，马国权每日午饭后，便侧躺在床上小睡，样貌
安详，空间里人进人出，有时热闹吵嚷，有时寂静沉
闷。过去数年，卧室中的床、衣柜、木桌都贴墙而
立，静止，未曾移动，有如生活在此的马国权，日复
一日，少有改变。
大概是为了给一个即将消逝的空间留影，我将

上·《马国权》（影像静帧） 马海蛟 单频影像 黑白、
有声 54'59'' 2016年
下·马海蛟“盲区·2022《画刊》封面计划”方案之一

马国权午睡时的样貌以素描的形式画在了墙上，围绕
画面的，正是床体在墙上留下的斑痕。数天后，墙皮
被铲掉重新粉饰，唯有照片留存。这幅摄影会作为我
的系列作品《马国权：1989—2022》中的一幅，后
续我会邀请马国权在照片上重新书写他在1989年的
读书笔记。
以此联想到所谓的“盲区”。之于我的理解，
“盲区”即不被注视之处、被忽视的角落，日常中随
时间而积淀，恍有一刻显现，又忽觉稍纵即逝。我的
“盲区”，发生在看似静止的日常，也和记忆的自我
建构关联。回忆2021年冬春的拍摄时间，除去使用
摄影机记录马国权的日常之外，于我而言，这更是一
段久违的家乡生活。每日以眼旁观，闲暇间，骑车在
县城角落处游荡，偶然走至胡同深处，红砖墙、电线
《马国权：1989-2022》（No.2） 马海蛟 文本摄影原图 133cm×133cm 2022年

杆、圆柱水塔、绿铁门，近景犹在，而恍然间发现远
景已面目全非，时间更迭着景观。我陷入时间刻度的

周先锋（《画刊》封面计划艺术家，2022年第1期）：在你的影像作品中看到有绘画、
书写和行为等方式的介入，你认为在打破“纯影像”的边界上，未来还有哪些可能？
艺术家
问
艺术家

游移中，“盲区”被瞬间照亮，带着欣喜与愁绪。
基于如上类似的体验，我退远看，似乎我的创作
一直是在探寻日常中的盲区，探寻盲区忽然闪现的一

马海蛟：我想在现在的美术馆里，影像早已脱离了所谓“纯影像”的媒介定义。影像多

刻，并在它稍纵即逝的瞬间凝视自我的感受。由此，

是艺术家自我表达的工具，单纯地作为观念的载体，搀杂着不同媒介、信息、形式的混

我想，“盲区”即是等待被看见之处，并需要予以真

合结构。关于未来，我不太善于构想可能性。对我而言，准确地表达并构建影像语言的

诚的凝视。

优美，是我的关心所在，是我自身对艺术创作的期许。而关于影像的媒介形式之探索，
还是依据具体创作的内容，待其自然发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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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尧：在墙上画马国权午睡的安详样貌，是对一种逝去
的过往的纪念。要不是因为重新装修房屋，你不会看到
那些常年被床挡住的斑痕，可能也就不会有在那片墙上
“给一个即将消逝的空间留影”的想法。这片“被忽视
的角落”，也引发你想到，自己的创作似乎一直是在探
寻日常中的“盲区”。如此看来，今年封面计划的命题

消逝的，不动的：
马海蛟访谈

Disappearing, Immovable:

孟 尧 马海蛟

Meng Yao, Ma Haijiao

Interview with Ma Haijiao

倒是和你的创作方向意外“接轨”了？
马海蛟：这个命题对我而言是一个契机，启发我对自
己的创作习惯进行了一次反思。我想：不同的艺术家
关于此命题也都会从自身既有的经验出发，给出不同
的阐释。我的创作和自述就是我对“盲区”的单向理
解和自我解读。

孟尧：回忆起来，我第一次看你的个展“快乐区域”，
已经是2018年的事情了。那应该是你的第一个个展项
目？此时再回顾那次展览，是否有什么值得重新审视和
分享的东西？
马海蛟：对，“快乐区域”是我第一个比较全面的个
展项目，展示了我在2014—2018年期间的几件作品。
关于创作，那段时间我正好对香港这座城市感兴趣，
继而延续“风景计划”创作了《快乐区域》，也就是
那个展览里面的主体作品。我曾粗略地总结自己有三
条创作线索，三条线索分别指向不同的出发点，其中
一条我称之为“以陌生地域的即兴体验为起点”。现
在想来，那个展览中的作品都从属于这条线索的。

上/中·《快乐区域》（展览现场） 马海蛟
2018年 北京Tabula Rasa画廊（2018）
下·《马国权：101天》 马海蛟 录像 黑白、
无声 140:14'47" 2016年

孟尧：在你的作品序列里，“马国权”和“风景计划”
是两个重要的长期性的创作计划。整体来看，我觉得它
们恰巧也代表了你的艺术里关于纪实性和实验性的两种
方向。就已经完成的“马国权”影像传记计划（《马国
权I》）的内容来看，它由四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马国
权》《马国权：101天》《马国权：报废的图像》《马国
权：1989-2016》，这四部作品各有其针对性，看得出
你希望在影像与文献之间建立一种层次不同、维度多样
的复杂关联性。而在“风景计划”的系列里，《不是。
是真实的反应》《说谎的梦，说梦的谎》《快乐区域
I&II》则重在实验日常影像素材进入创作的可能性，其中
《马国权》（影像静帧） 马海蛟 单频影像 黑白、有声 54'59''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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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虚构和现实关系的相异构架，也包含声画、文本、
图像组织方式的不同变化。这两个系列都有明确的基于
自身主题诉求的系统性，同时都关涉个体生存与城市文
化的相关话题。以上是我的一种观察，就你自身而言，
这两个计划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马海蛟：就如前面提到的创作线索，除了“以陌生地
域的即兴体验为起点”，另有一条我称之为“以现实
的生活经验为起点”，这两条线索分别指向“风景计
划”和“马国权”。想到这儿，我在头脑里想象出一
个三角图形结构，“风景计划”和“马国权”两方都
可以连接到我的生命经验，对我来说，它们好像一进
一退，前顾与后盼，但都是源起于我真实的肉身体
验，只是由于我的视角、视线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
的表达。

孟尧：在你创作的不同阶段，我发现你都非常在意如何
上·《马国权：报废的图像》 马海蛟
录像 彩色、有声 11'33" 2016年
中·《马国权：1989-2016》（No.3） 马海蛟
文献、摄影、拼贴 88.5cm×60cm 2016年
下·《昨日以前No.8（1918—2017）》 马海蛟
明信片、摄影 2017年

表达的问题。在技术与语言层面，乐于反复“锤炼”与
“推敲”。比如说《昨日以前》系列、《家庭分裂主
义》和《远了，更远》这几件作品，都围绕书信、明信
片这些日常的素材构建作品，但在表达方式上又有很多
差异。像《快乐区域：天空一无所有》《如果把绿色删

《如果把绿色删除，如果开始关心植物》（影像静帧） 马海蛟 双频影像 彩色、有声 11'33''、9'36'' 2019-2022年

除，如何开始关心植物》，则做了更多形式化的语言
探索。有些时候，这些关涉影像语言和语法的形式逻
辑，反倒是进入艺术家作品内核的更加底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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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又是今天的艺术创作中很容易被忽视的东西。不

孟尧：在展厅里看你的作品呈现，会发现你对怎么样做

成作品的一部分。

知你怎么看？

“空间编辑”、如何以一种整体性的方式呈现作品特别

另外，当作品进入展厅，我会谈到“还原度”，比如

马海蛟：我只能回顾自己的经验，我在童年时有学习

在意。这种做法也和前面提到的你艺术创作方式的系统

影像的画质与声响，工作室电脑上所制造出的声画效

书法和绘画的经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学习起初都很

性一致。你觉得从工作室的创作进入展厅，这其中有哪

果是否可以在展厅得到很好地还原，这也是我的关心

强调技艺与方法，而且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此后我

些地方是对你完成充沛的表达至关重要的？

所在。

从事当代艺术影像创作，作品在展览后的讨论大多是

马海蛟：我的作品大多是由一个项目而生发出的包含

关于观念或形而上的层面。之于我的个人想法，我认

影像和摄影的集合，影像是需要屏幕或投影播放的动

孟尧：在不同的作品中，你依据什么来决定采取单频还

为在艺术创作上，材料技法和观念思考二者要互为补

态平面，摄影是纸质静态平面，当这些平面作品进入

是多频的影像呈现形式？

充、相得益彰。

展厅后，我会考虑如何以一种“装置感”让作品连

马海蛟：大多是在创作起初就确定了屏幕形式，而选

而我有时也会想，现在的很多视觉艺术过去曾被称为

接，并形成一个可被观看的线索，比如《马国权》系

取屏幕形式的原因还是基于我想做出何种方式的表

“美术”，所谓艺术之“美”，多是通过技艺所传达

列里的四组作品呈现在空间内外，墙外的刻字内容也

达。“单频影像”注重时间的纵深度，“多频影像”

出或高尚神性，或苦难慰藉，或日常之微妙，等等，

起到了整合视觉的作用。当然，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

形式多样，有些需要多屏幕同步，有些则让不同屏幕

所谓“美”，好像才是我最初热爱艺术的理由。

展示方式，我是希望作品有唯一的展示形式，并内化

的内容自然循环播放，从而形成一种不可控的视觉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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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意或无意，我也期待在创作中营造一种“时
间性”。比如“马国权”，我在创作之初，就计划每
隔5年去拍摄一次，完成一部影像作品，直到主人公去
世，或作为作者的我离世，整体的创作周期可能会长
达30年。我想：这件作品暂且不从艺术语言的层面去
讨论，其真实时间的投入，或创作时间的真实流逝本
身就具有某种力量感。

孟尧：从我的感受来说，你的艺术整体呈现出的还是一

《家庭分裂主义》（展览现场） 马海蛟 2017年 北京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17）

种更加内倾、宁静的气质，无论何种类型与主题的作
品，都能感受到你对情绪传达的敏感。比如乡愁、家庭
关系、个体在城市中的境遇等你关注的主题，都是以
比较细颗粒的声画语言来传达的。为何那些微观的日
常，长久的、不经意的变化总成为你创作里质感凸显
的内容？
马海蛟：我想是性格使然，就像我们常说的“文如其
人”“字如其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之于我
《暂别》（展览现场） 马海蛟 摄影 尺寸可变 2016-2017年 OCAT上海馆展览现场（2018）

的体会，过往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其实是一个逐渐认知

《马国权》（展览现场） 马海蛟 2016年—
当代艺术博物馆（第11届上海双年展，2016）

上海

自我、明晰自我的过程，每次的创作其实都需要一个
动机，回想过往作品，有些是出于个人感性情绪的表
达，有些是致力于在声画语言层面的探索，有些是即
贴；有些让观众处在单一视角观看，有些则引导观众

术媒介又与“时间”相关联。总之，处理不同维度的

刻兴趣点的萌生，各有不同。但当一长段时间过去，

走动观看。对我来说，两种不同的形式在制作上的侧

“时间性”是我的兴趣所在，时间所成就之事物总会

作为作者总会有些体会，比如为何某些创作手法、某

重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表达，比如《马国权》，起

给我以真实的感动，就比如家具留在白墙上的斑痕。

些意象形式会反复出现？为何有些作品会心存遗憾，
另有一些会暗暗自得？

初我就计划采用日常记录的方式拍摄，因而单频影像
会更让观众聚焦在叙事发展上；而《快乐区域》，两

孟尧：你又为何对真实时间的变化如此着迷？

回想我童年时学习书法、绘画，在观看名作时常分辨

屏影像切分除了不同的时空，2015年的香港影像素材

马海蛟：首先我的体会是，真实的时间会造就出很多

有规整静秀、粗粝豪放之别，作为艺术审美，二者无

与2018年发生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内的人物采访实录，

情绪。比如《家庭分裂主义》这件作品，起初是我在

高低之分，但当作为作者去学习临摹，每每体验与性

经由不同屏幕的切分，彼此独立又互为对照。

旧货市场买到了一张书桌，回家后在抽屉里发现了一

情有别的作品风格时总会觉力不从心。“观看、尝

封2005年的信，这件事发生在2014年。从信被书写到

试、实践”的反复动作会渐次明晰自我，就像真实

孟尧：在创作中，你经常使用并置、拼贴图像与文本的

我阅读它，时隔近10年，我会联想这封信的命运，以

的生命体验也会给我们类似的感受，而所谓“扬长避

方式，比如像《昨日以前》《暂别》《百日集》，它们

及它所涉及的家庭的命运与变故，这封信可能被收件

短”也是在学习艺术起初常常被提到的词汇。总之，

是否与你一直以来对时间性的关注有很大关系？

人阅读后就静止在抽屉若干年，直至收件地址的拆离

关于作品的风格与内容，一方面是基于作者性情所做

马海蛟：是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我发现自然流逝的时

而流转至旧物市场。这种时间的跨度会让我生成一种

出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是关于真实触动作者身心的

间内藏着巨大的能量，可以悄然变动事物而不动声

复杂的情绪，从而构建联想。而如若我假想这是一封

事物到底为何。

色。大概是忽然有了如此的体会，才会不自觉地在创

2013年的信，很有可能我会疏于情绪，而未能发展出

作中融入“时间性”这一元素，而恰好我所从事的艺

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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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是真实的反应（风景计划#1）》（展览现场）
马海蛟 2014年 OCAT上海馆（2018）

《既定轨》（展览现场） 马海蛟 三频同步影像装置 彩
色、无声 5'53'' 2014-2015年 上海视界艺术中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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