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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与人类”的艺术对话
侨福移动聚焦鲨鱼保护 当代中国艺术展即将亮相叶卡捷琳娜文化基金会

中国，北京（2015年3月26日）－ 作为侨福集团旗下的艺术机构，侨福艺动
今日宣布“鲨鱼与人类”当代中国艺术展俄罗斯站将于2015年5月28日携手莫
斯科叶卡捷琳娜文化基金会正式开幕。“鲨鱼与人类”艺术展由侨福艺动和
国际非营利组织野生救援协会联合主办，自2014年6月至2015年3月于摩纳哥
海洋博物馆首站展览的9个月间，已吸引近50万游客前往参观。结束国际巡展
的第二站后，展览将最终回到中国北京，并于今年8月20日至9月20日在国家
博物馆收官。“鲨鱼与人类”艺术展的使命在于探索鲨鱼和人类之间的复杂
关系，从鱼翅的过度消费到逐渐理解鲨鱼在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升全民的鲨鱼保护意识。

侨福艺动双年展的第二站落定莫斯科，“鲨鱼与人类”艺术展将一次性呈现
来自中国、俄罗斯、摩纳哥、美国和西班牙的20位当代艺术家的非凡作品。
艺术家通过跨领域的艺术媒介，包括装置艺术、绘画、雕塑、视频、摄影、
诗歌和纪录片等形式，共同探讨我们与这一海洋世界的重要领主之间紧张而
微妙的关系。展览将挑战我们对于鲨鱼的固有偏见，展现保护鲨鱼对维持海
洋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意义，以及过渡捕捞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

作为一家全新的艺术机构，侨福艺动希望籍由艺术的多元力量唤起对环境议
题的关注并启发全球社区的变革。侨福艺动创始人兼侨福集团执行董事黄建
华先生表示：“这是一个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重要环保议题。面对世界
海洋环境所受到的根本威胁，鲨鱼保护无疑是至为关键的一环。通过中国当
代艺术家的诠释，‘鲨鱼与人类’艺术展将直抵心灵，比起科学说教的方式
更能引起参观者的共鸣。”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叶卡捷琳娜文化基金会是一个非商业组织，由Vladimir和
Ekaterina Semenikhin创立于2002年。基金会展览计划的重要意图之一，在于向
俄罗斯公众介绍来自本土和国际的当代艺术。叶卡捷琳娜文化基金会的创始
人Vladimir和Ekaterina Semenikhin提到，“‘鲨鱼与人类’项目是基金会第一个
聚焦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我们与侨福艺动联合筹备——这是一个不仅积极
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同时致力于世界水资源和鲨鱼保护的机构。‘鲨鱼
与人类’近期在摩纳哥的巡展大获成功，如今叶卡捷琳娜文化基金会有幸在
莫斯科的展览空间延续这一盛事。我们希望这一项目不仅能够向俄罗斯的公
众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有趣之处和重要趋势，也能够引导公众关注环境保护
的问题，借由艺术的眼光传达自然界需要来自人类的关爱和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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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与人类”艺术展获得了非营利非政府的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的大力
支持， 其工作宗旨与本次展览的目标不谋而合——终结野生动物的非法买
卖，减少公众对鲨鱼鱼翅等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消费需求。野生救援的工作
显著提高了公众意识，让人们关注鱼翅消费对鲨鱼种群以及海洋生态多样性
的影响。与官方场合下的政府禁令相结合，野生救援“拒食鱼翅”公益行动
已经通过全球化的名人效应在中国减少50%的鱼翅消费。“本次展览希望告
知参观者关于鱼翅贸易的真相，它对过度捕捞的驱动已经严重威胁到某些特
定的鲨鱼物种。” 野生救援 WildAid 创始人兼理事长 Peter Knights 先生说
道，“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减少消费需求，中国有许多值得尊敬的意见
领袖，例如姚明、成龙，以至商界领袖和政府都是改变社会认同的关键所
在。”

更多信息，敬请浏览：：www.parkviewartsaction.com

侨福艺动 媒体联系人：

亚洲及中国地区

hwa@parkviewartsaction.com
欧洲及国际地区

nina@parkviewartsa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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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华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侨福集团始终倾力支持中国的艺术事业，对中国当代艺
术家的扶持也超过20年。黄先生及其家族深知中国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环境问
题，在商业活动中亦致力于环保事业，藉由艺术呼唤变革的侨福艺动就此顺
势而生。 

侨福集团的艺术藏品包括西班牙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达利雕塑作品，不计其
数的西方艺术大师作品，中国皇室佛教石雕这一无价之宝，以及数量庞大的
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总计逾万件。在这位黃氏长兄、南京艺术学院名誉教授
黄建华先生的带领下，藏品规模仍在不断增长，声誉不断提升。

作为国内顶级的当代艺术收藏家，黄先生是这一领域最博学权威的赞助者之
一，由此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聘任黄先生成为其建立第一批当代艺术馆藏的
研究员。

侨福艺动创始人
香港侨福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
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Vladimir & Ekaterina Semenikhin 

Vladimir Semenikhin于1995年成立“Stroyteks”公司集团。自那一年起，Vladimir便与
他的妻子Ekaterina开始收藏视觉艺术作品。2002年，Vladimir 和Ekaterina Seme-
nikhin夫妇创建了叶卡捷琳娜文化基金会。基金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和促进
俄罗斯艺术发展。Vladimir 和Ekaterina Semenikhin夫妇的私人艺术收藏为基金会
的展览活动提供了基础。在基金会的倡导和积极运作下，一系列进驻基金会
展馆和大型国家级博物馆的展览得以筹办，超过20部艺术书籍公开出版。

僑福藝動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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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笃

黄笃1965年生于中国陕西，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91年至
1992年在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美术史系学习。2004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
博士学位。1988年至2001年间，黄笃定任《美术》杂志编辑和副编审。他撰
写了许多当代艺术的评论文章，多发表于中国、日本、韩国、荷兰、澳大利
亚、西班牙等国的杂志 。他还曾参加许多国际当代艺术研讨会，并担任多个
国际艺术奖项评委：如CCAA奖，瑞信－今日艺术奖，台新艺术奖和日本尼桑

艺术大奖等。

主要策展： 
• 张开嘴，闭上眼：北京/柏林艺术交流展（北京，1995）
• 第26届圣保罗双年展-中国馆（2004）
• 中国当代：建筑，艺术，视觉文化（Boijmans美术馆，荷兰鹿特丹，2006）
• 第六届上海双年展（上海美术馆）（2006）
• 能量：2007年第一届今日文献展（今日美术馆，北京）
• 2008年第三届南京三年展（南京博物馆） 
• 调节器：2010年第二届今日文献展（今日美术馆，北京）
• 演译中国——贫穷艺术大师库柰里斯个展”（今日美术馆，北京，2011）
• 越后妻有三年展（2012，日本）
• 西班牙摄影（2012，马德里）

“鲨鱼与人类”艺术展策展人
黄笃，独立策展人，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

子雯

子雯女士在管理和运营国际非营利组织方面有着10年以上的丰富经验，于
2004年创建野生救援中国区办公室，担任野生救援中国首席代表。她和她的
团队在中国以及国际上成功开展了多项极具社会影响的和公信力的物种保护
和气候变化等公共宣传活动，其中包括鲨鱼保护计划，2008 世界奥运冠军环
保系列，护虎行动等。她带领她的团队在中国得到了每年7亿人民币的免费媒
体资源。子雯女士在移居美国前曾在中国主流的电视台中任职，如中国中央
电视台和湖南卫视。在电视领域有着10年工作经验,曾作为导演和制片人参与
8家主要电视台的节目制作,合计制作节目超过500集，并荣获多项国家政府大
奖。子雯女士在传媒领域和中美两国间的丰富工作经历，为她在推动和提高
公众环保意识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野生救援WildAid中国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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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笃　策展人

摩纳哥海洋博物馆和侨福艺动共同发起的以“鲨鱼与人类” (On Sharks & 
Humanity) 为题的当代艺术展览，通过艺术介入、观念扩展和理性分析，推
广“保护鲨鱼，拒食鱼翅；拒绝过度捕捞，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社会公益
目标。

非常荣幸这次展览从摩纳哥海洋博物馆（2014年6月8日至2015年3月8日）巡展
至俄罗斯莫斯科叶卡捷琳娜文化基金会（2015年5月28日至6月30日）以及中国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2015年8月20日至9月20日），该展得到了来自中国、俄
罗斯、摩纳哥和美国的艺术家、社会工作者、诗人、体育明星和演员等的积
极参与，构成了独具跨学科形式的艺术行动，即以艺术的方式向社会发问，
聚焦与鲨鱼相关的社会、文化、生物、政治议题，以唤醒人类保护海洋生物
的意识与行动。它是一个涵盖参与性和多维度的展览，以跨文化和多元角
度，将装置、绘画、雕塑、摄影、行为、诗歌、影像、社会学、生物学、纪
录片、公益广告整合成新的视觉分析——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还是社会工
作者的参与，他们从不同视点表现和解读了鲨鱼与人类、鲨鱼与海洋生物之
间的共存关系。

这次展览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再现了波伊斯（Joseph Beuys）“社会雕塑”
（Social Sculpture）的理想，其目标与海洋博物馆致力于保护鲨鱼的计划和行
动相一致。参展艺术家根据主题和语境进行了或观念或语言或形式的主观转
译，创作了极具视觉张力和视觉哲理的作品，既有运用媒介的丰富性，也有
表现主题的多样性。该展充分反映了参与者的想象力、判断力、创造性及社
会责任感——既讽喻和批判人类的贪欲和残忍，又提倡与建立人类与自然的
和谐性。它的成功举办有助于公众更深入了解“神秘”鲨鱼与人类之关系，
以克服人类未知的恐惧，并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一个真实而常被漠视的现实，
做出各自的沉思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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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福藝動
艺术 文化 环境 教育

侨福艺动希望籍艺术的多元力量唤起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并启发全球社区 的变
革。我们致力于为新锐艺术家表达重大环境议题提供平台。我们的 理想是支
持与激励艺术界、商业界、科学界、倡议组织以及公众对环境 以及可持续性
问题展开互动互与辩论。侨福艺动由侨福集团所创立，作为侨福集团支持艺
术事业的自然延伸，并践行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致力于环保事业的长久承诺,侨
福艺动由此顺势而生。

“鲨鱼与人类”是侨福艺动的首届双年巡回展,每届展览将关注亟待解决的环
保议题,并启发环保领域的新议题。与国际博物馆和画廊合作伙伴强强联手，
每次展览都将巡回至两个海外场地展出后最终亮相北京。“鲨鱼与人类”艺
术展于2014年6月在摩纳哥海洋博物馆首站开幕，即将于今年5月巡展至第二
站莫斯科，并最终在2015年8月回到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展出。

侨福最近的项目——北京侨福芳草地，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获得能源与环境先
导设计  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最高等级铂金级
认证的综合性商业项目。这一认证仅是侨福芳草地项目 自2012年启动以来获
得的诸多奖项之一。在侨福芳草地，写字楼、会议厅、零售区、娱乐设施、
酒店和艺术中心不是冰冷的铜墻铁壁，而是一种会呼吸的有机生命。这里追
求生活质量、使用者的良好体验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环保创新不仅仅是给
出一份节能设计，还要显著提升空间使用者的体验，成为城市发展和绿色建
筑新思维的显著标志。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侨福集团始终倾力支持中国的艺术事业，对中国当代艺术
家的扶持也超 20 年。黃氏家族的艺术藏品包括西班牙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
达利雕塑作品、不计其数的西方艺术大师作品、中国皇室佛教石雕这一无价
之宝，以及数量庞大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总计逾万件。在这位黃氏长兄、
南京艺术学院名誉教授黄建华先生的带领下，藏品规模仍在不断增长，声誉
不断提升。作为国内顶级的当代艺术收藏家，黄先生是这一领域最博学权威
的赞助者之一，由此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聘任黄先生成为其建立第一批当代
艺术馆藏的研究员。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parkviewartsa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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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文化基金会成立于2002年，创始人 Ekaterina 和 Vladimir Semenikhin
夫妇堪称20世纪早期俄罗斯艺术品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基金会开展多种活
动，包括举办展览、出版、收集当代艺术家作品、支持文化和教育项目。基
金会对专注于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艺术的项目情有独钟。展览项目的另一个
重要目的在于将俄罗斯和国际当代艺术介绍给当地的受众。基金会与俄罗斯
国内外的国家博物馆、艺术中心和其他非商业机构开展有效合作。

2007 年，基金会开设了首个私人展览空间，与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仅几步
之遥。画廊的艺术藏品包括：十八、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艺术作品，“Knave of 
Diamonds”展览作品，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品以及当代西方艺术品。
基金会积极参与各类促进现代俄罗斯艺术发展和保护俄罗斯文化遗产的项目
和活动，其中包括艺术景观、建筑、民间手工艺等不同形式。

过往的项目中，基金会曾与摩纳哥国家博物馆、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维
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伦敦V&A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Paris-Beijing 画廊
和法国文化协会等诸多海外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合作。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ekaterina-foundation.ru

僑福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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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救援（WildAid）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非政府的国际环保组织，使命是
取缔针对濒危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和缓解气候变化。野生救援的工作重点是
提高公众意识，通过公共宣传活动，教育公众减少对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消
费需求，同时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目前野生救援主要宣传保护的物种包
括：鲨鱼、犀牛、大象、老虎和蝠鲼。

野生救援一直把工作中心放在减少消费者对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上。我
们的理念简短有力：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野生救援得到社会各界的免费
支持，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名人和公众。每周有10亿人能观看到野
生救援公益广告。从 2000 年开始，我们的鲨鱼保护项目已经成功的提升了
公众对鲨鱼物种的认识，同时也强调了全球护鲨的重要性。

野生救援邀请到国内外多位名人拍摄出高质量的“拒食鱼翅”系列公益宣传
片。野生救援公益大使姚明、成龙、中国知名企业家的广告经常在电视、网
络、广播、户外、移动等媒体平台上播出。2014年英国威廉王子、前足球明
星大卫•贝克汉姆、著名导演姜文、好莱坞影星 Maggie Q和 NBA 篮球员林书
豪等也参加了护鲨公益宣传片的拍摄。

通过野生救援的公众宣传和中国政府国宴无鱼翅禁令的出台，近年来中国的
鱼翅消费减少了50%。

今年野生救援将继续与政府合作，推广拒食鱼翅理念，加强与高端酒店和餐
厅合作，鼓励更多的明星护鲨公益大使参与野生救援的活动，以及获得更多
媒体支持。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野生救援近期与国际环保组织Shark 
Savers合并，希望未来可在国际潜水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

欲知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wildai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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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炎
被向下的向上体是一个由不锈钢浮标构成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深
刻奥妙的概念艺术作品，浮漂上浮与配重下压，构成难以抑制的欲望与控制
欲望之间的矛盾。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陷入了这种矛盾冲突。

生于1956 年，王鲁炎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概念艺术家之一。作为上世纪70年
代末北京的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成员之一，王鲁炎是中国现代艺术进程
的重要参与者， 他将艺术实践由政治工具转变为观念的实验性作品。随后，
他与其他两位艺术家共同创立了“新刻度小组”，一起建立了集体性的观念
艺术在中国的开端。他的艺术作品以个展和群展的方式频频在国内和国际展
出。

被向下的向上体 
834 x 258 x 379 cm

不锈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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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莉
副翼是一个小型的雕塑作品，在其上部有一个很深的切口，意在警醒公众当
前鲨鱼物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谴责鲨鱼捕捞。这件雕塑不仅突显了鲨鱼迫
在眉睫的生存威胁。也强调了它们的脆弱。作品由青铜制成，优质而坚硬的
材料同时带有蓝绿色光泽。这一34公斤的副翼表面似乎形成层层叠叠的波涛
起伏，让人不禁想起海洋。

Beli 是一名当代艺术家，她是凯尔特人，从小在佛罗伦萨长大，目前定居在
摩纳哥。童年时期它就已经对绘画和素描产生兴趣。1991 年至 1995 年，她
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科克兰艺术学院和休斯顿 Glassel 艺术学院求学。过去
二十多年来，她的创作领域主要涉及水彩、素描和油画。从2012年起，在雕
塑家Mateo Mornar的影响下开始转向雕塑，她的艺术风格就此发生转变，迄今
她依然和Mornar合作。

Beli致力于海洋保护，特别是对鲨鱼的保护，公众常常将鲨鱼误解为是异常凶
猛、对人类很危险的动物，她通过丰富的艺术手段来扭转和消除人们对鲨鱼
的偏见。2013 年12月至 2014年1月，Beli的作品在摩纳哥海洋博物馆展出，她
的作品展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共存，受到广大参观者的欢迎。

副翼
67 x 65 x 20 cm

铜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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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路
雕塑作品是由真实的超大号钢制鱼钩焊接而成的人的心脏的剖面结构，钢钩
内向焊接，所以在心脏轮廓外部为光滑的钩体竖向结构，光滑的外表结构和
充满危险的钩体内部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郑路 1978 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200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后的青年一代艺术家，郑路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文
化的巨大变革，他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观念及西方的美学体验进行融合，
由此创造出一种超越民族和文化的全新艺术语言。除了在中国的展览，他的
作品也曾在法国和美国等多地展出。

荣誉的坟墓
110 x 90 x 70 cm, 95 x 75 x 50 cm, 

135 x105 x 70 cm, 126 x 115 x 80cm
 不锈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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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航
延续他使用机械不锈钢零件创作的主题，小男孩由绘画或雕塑构成鲨鱼的造
型，通过不同的符号和组件展示了屠杀鲨鱼的死亡之路。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件作品也描绘了人类灵魂的死亡。正如夏航的一首诗所描述的：

1978 年生于中国东北，夏航于 2009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他的雕
塑作品由抛光打磨过的不锈钢组成一头鲨鱼，其形式探索了雕塑语言的可能
性。

三米躯壳 四吨金属

七万级的浮屠

在八月的一个上午

也许不是上午

因为尘土

我们要进步

但灵魂已经死在了我们正在死去的路途

超度 超度

用杀戮制止的杀戮 

小男孩
513.8 x 163.8 x 60 cm

不锈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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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宜
文字形式的作品采用中国当代女诗人范学宜的诗歌，她的诗以“我是你的一
部分”为题，用富有情感的语言和丰富的想像力，形象描绘了鲨鱼与我们的
共存关系，并时时在提醒我们的行为方式。

诗歌

我是你的一部分

无论是悲伤还是绝望

我身在其中

海岸是如此漫长

黑夜是那么孤寂

你如繁星落入大地

引领人类向海洋深处

寻找天空

我是你的一部分

我是你的一部分
2014

范学宜生于黑龙江省， 2001 年出版诗集《童年河》，她的作品曾经受到很多
国内外媒体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范学宜的参展诗是此次展览的视觉组成部
分，诗歌将翻译成中、英、法、俄、意、西班牙六种语言，以刻字方式呈现
于展厅墙面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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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妍
双重庇护是由一整块金属雕刻出来的作品。黄铜漩涡上布满黄铜带鱼，还有
一些带鱼散落在漩涡周围和整件作品的上部，像黄灿灿的丝带或者像水母的
须子一样，守护着里面漩涡包裹的仅露尾部的鲨鱼。这件艺术作品背后的想
法是呼吁人类为保护自然多多贡献。人的力量很伟大，只要我们有保护自然
的意识并落实到行动上，相信好多生物就有了在地球上（它们的家园）生存
的机会。

范晓妍 1983 年 生于山东高密 ，2008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获学士
学位 。现居北京，职业艺术家。她曾在法国、摩纳哥、瑞士等多国举办个
展，2013年开始参与“鲨鱼与人类”艺术展。

双重庇护
120 x150 x 190 cm

不锈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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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
弑度通过绘画描述着矛盾的时间、错乱的空间，对自然生命的侵袭，他通过
擅长的生动线条和明亮的色块风格来体现鲨鱼在空间中面临灭亡的处境。

由金1979 年生于辽宁沈阳，2005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
现居北京，职业艺术家。由金的“乱码”艺术，语言特征上，以色彩、光、
线为主，以严谨、有序、机械的刻画手法，呈现乱中有序的特点，削弱了传
统绘画性表现。乱码，这样一种艺术语言的生成，与其时代及人类发展密切
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它给当代人们提供了一种符合视觉审美要求与内在心
理需求的艺术，也提示人们所谓发展进步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弑度
200 x 260 cm

布面油画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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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危
一件绘画作品的产生，依赖着颜料。颜料的涂抹方式和颜料的自身属性决定
着感观。生命与社会第一次发生实在联系，一般是从母体中生出来的那一
刻。如果把绘画作品当作一个生命体，那颜料被挤出锡管时就很有意思。
挤：施加压力使从孔隙中出来。这条字典里的释意，使我联想到生命在艰难
生活和无情岁月中的磨砺。你要与时间，空间，对手，挤挤。挤，是一种生
命体验。 

那 危1982 年生于辽宁，2009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作为现代中国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艺术家，那危以其敏锐的感官及细腻严谨的技法，将独生
世代的矛盾内涵浓缩在画布之上，创造出极具震撼力和思辨性的艺术作品。

被挤压者-鲨鱼 
200 x 300 cm

布面油画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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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锋
亿年以来，正是由于鲨鱼的存在，才使得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维持稳定，从而
塑造了这个世界以及整个陆地的生命史。我将网络视频有关潜水爱好者与鲨
鱼和平相处、鲨鱼的宗教传说、科教片对鲨鱼物理结构及习性的研究、人类
的过度捕捞导致深海食物不足鲨鱼从而向海岸线靠拢而袭击人类、各种无情
捕杀鲨鱼的场景、日益增长的炫耀性鱼翅消费及鱼翅贸易的过度繁荣、勇敢
者把搁浅的鲨鱼放归海洋等涵盖了与鲨鱼有关的诸多内容的视频单帧画面组
成一个序列化、抽象化的可阅读的视觉图像，同时又将这个图像转化为抽象
的纯粹具有审美意义的视觉画面与之相对应，构成一幅波光粼粼的海洋幻
景。此作品旨在提示人们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受利益驱动的工业化捕鲨业
如何深刻地影响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及其将导致的恶果，也提示我们更深
入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王国锋是一名独立艺术家，1967年生于中国辽宁。1991 年他毕业于内蒙古师
范大学， 1998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与美术史系。他曾在朝鲜、
俄罗斯、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等多国举办展览。现生活工作在北京。

殇
300 x 600 cm

数字微喷、亚克力、铝板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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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亮
邹亮用不锈钢创造出一头大白鲨的造型，鲨鱼通体用海洋中各种生物的剪影
组合而成。采用的是大家熟知的海螺、水母、螃蟹、金枪鱼、剑鱼等。在鲨
鱼的尾部上端，有两个儿童玩耍的剪影，儿童的剪影不是组成鲨鱼的一部
分，而是在鲨鱼主体之外。

该作品本身是镂空的造型，在展示中，有一束强光投射在鲨鱼上，造成鲨鱼
的各种小鱼的影子映在墙上，蓝色的投影墙能够使人联想到鱼儿在海洋中畅
游的场景，营造出了孩童天真玩耍的情景。这一作品不仅表达出人类和鲨鱼
的平等关系，而且也暗含了彼此相处、相近的距离。 

邹亮是一位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家。他1979年生于辽宁沈阳，毕业于中央美术
学院雕塑系。在邹亮的大部分雕塑作品中，可以窥探到艺术家探索生命存在
的条件与状态。

畅游
366 x 162 x 245 cm

不锈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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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孝午
高孝午的雕塑“进化”作品以不锈钢和色彩烤漆构成，他把鲨鱼“进化”
成看似美丽的金鱼，讽喻了人类的贪婪欲望与反自然的行为。在艺术家看
来，“金鱼”看似美丽，而这种美丽却暗涵了反自然的意味，显然，这种“
美”只是人类自以为是的美。

高孝午的艺术作品善于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人类和社会的矛盾性。他1976年生
于福建三明，毕业于福建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他的雕塑作品常常以幽
默诙谐方法讽喻中国当今的现实生活 。

进化
328 x 183 x 179 cm

不锈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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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鲨鱼
6分40秒

Performance Art / Film
2000

翁奋
翁奋“身体与鲨鱼”采用行为方式，以视屏来播放。艺术家翁奋裸体跳入10
多立方米的水池空间中，与两条池中游弋的鲨鱼不时相遇，彰显了身体行为
与鲨鱼之间的亲密关系，身体对鲨鱼的接触与体验，揭示了“身体意识”的
意义。

翁奋生于海南，现任教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自1997 年至今，他参加了许
多重要的国内和国际群展和个展。他以“骑墙”（行为摄影）作品而著名。
近年来，他的作品不断地探讨人类、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化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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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沙滩椅
195 x 294.5 cm

布面油画
2005

VLADIMIR EFIMOVICH DUBOSARSKIY &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VINOGRADOV
沙滩椅是大众消费的对象，一种安逸田园生活的典型代表，在炎热的夏季阻
隔阳光，现在它却在水里。在游泳池的底部，但奇怪的是有鱼，或者说在海
洋的底部，但却有边界。所以出现不匹配的对象和语境，产生令人不安的氛
围。如果我们谈论Dubosarskiy-Vinogradov，波普艺术或社会艺术终会伴随烦恼
的阴影，枯萎的形象，质量问题和现代文化的价值。

Vladimir Efimovich Dubosarskiy 1964年生于莫斯科，他曾就读于为了纪念1905年
俄国革命而成立的莫斯科艺术学院(1980—1984)和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
院(1988—1991)。1994年他成为MOSH的一员。

Vinogrado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1963年生于莫斯科，他曾就读于为了纪念
1905年俄国革命而成立的莫斯科艺术学院(1980—1984)和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
美术学院(1989—1995)。他目前工作生活在莫斯科。将社会现实主义的重要需
求带回家，Dubosarskiy-Vinogradov复苏了一个不朽的主题绘画流派。Dubosar-
skiy-Vinogradov的绘画语言，如同真实艺术的众多代表，被认为是教科书式的
范本，但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这种语言很容易被观众所接受和吸收：全裸的
拖拉机女司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德国年轻人的婚礼上，浪漫而
重要的角色——Eltsin 和 Lebed；与朋友们一起为施瓦辛格画像的史泰龙——
有趣的虚幻之梦（在社会现实主义的精神下）揭示了现代的思维方式与矛盾
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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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TRIY PETROVICH PLAVINSKY
这一作品创作于Plavinskiy艺术生涯的美国时期。他的艺术语言浪漫而充满质
感，偏爱使用拼贴的方法。他的作品将复杂的超现实主义和东正教的宗教色
彩有机结合。“曼哈顿－鲨鱼”是以“911灾难”为主题的系列创作中的一件
作品，反映了艺术家在纽约经历这场悲剧后的内心世界。艺术家本人将他的
艺术视为“结构象征主义”，一个完整的世界形象分裂成符号图像的序列，
并专注于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

Petrovich是一位俄罗斯艺术家，包括平面艺术，属于1960年代不从国教的那
一代，非官方艺术的典型代表。他于1937年生于莫斯科，曾就读于为了纪念
1905年俄国革命而成立的莫斯科艺术学院戏剧系(1951—1956)。他是莫斯科非
官方艺术领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1960到70年代，他是莫斯科先锋派艺术
家组织“twenty”的成员。Dmitriy Plavinskiy曾是俄罗斯“新教”艺术运动的创始人
和领导者之一。1991年至2004年间，艺术家在美国（纽约）生活工作，2004
年回到莫斯科。

曼哈顿－鲨鱼
266 x 106 cm

布面混合绘画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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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晖
雕塑家李晖的作品“海啸—鲨鱼” 呈现了海啸之力量，艺术家巧妙利用了博
物馆楼顶上锈迹斑斑的鱼枪与海洋环境的语境，既分析了现成品对象，也表
达的个人观念。它象征大自然的“愤怒”，也包括海中生物的鲨鱼，并充当
受难者的角色。他制作了一个中心破裂的墙面，套在鱼枪上犹如这一破坏力
是鱼枪造成的，这暗示了一个现实：我们只能承受这份力量。当观者面对形
成破裂镜子之时，自我形象也会映在这些碎片镜面之上。

李晖是一位善于将材料和概念相结合的雕塑家，李晖的艺术作品热衷于高科
技的运用，他对高科技的运用和转换充分表达一种科技美学。近年来李辉的
作品引起了国际的广发关注。

海啸—鲨鱼
200 x 100 x 240 cm

镜面不锈钢，树脂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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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光
过去三年间，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遍布亚洲的数十亿美元规模的野生动物非
法贸易真相，我造访了十个不同的国家。我在河内拍摄过黑熊取胆，在苏门
答腊拍摄过蟒蛇被剥皮，在桂林拍摄过老虎养殖场，在印尼婆罗洲拍摄过失
去双亲的孤儿小猩猩。然而，在拍摄工作中我看到的所有动物里，只有一种
我也曾是它的消费者——鲨鱼。

生长在旧金山附近的华人移民家庭，我小时候跟随父母参加过许多唐人街的
婚宴，而他们总会端上一道鱼翅羹。那时，我的叔叔婶婶们告诉我一定要把
鱼翅羹喝完，因为鱼翅很昂贵。如今，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们不要食用鱼翅
羹，因为鲨鱼很珍贵。

这次的展览不是关于对过去的愧疚之情，也不在于批判传统或是以鱼翅业谋
生的人们。是的，这正是关乎修正当下作为而扭转乾坤之势。你不必是一位
海洋生物爱好者，也可懂得急剧下降的鲨鱼数量会令我们的地球失去平衡。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也可看到如果我们作为消费者停止对鱼翅的需
求，供应链另一端的卖方也将随之终结杀戮。

梁永光（Mark Leong）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尼韦尔（Sunnyvale）的第
五代美籍华人。1988 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同年被授予乔治•皮博迪•加德纳
旅行奖学金（George Peabody Gardner Traveling Fellowship），并开始了他人生
第一次、为期一年的中国摄影之旅，由此回到祖辈的故乡。1992 年，梁永光
再度造访中国并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担任驻地艺术家，该项目由莱拉•华莱
士暨《读者文摘》基金（Lila Wallace-Reader’s Digest Foundation）提供奖学金
赞助。2003 年，他加入了Redux Pictures 图片社。2004年，他出版了英文黑
白摄影图片集China Obscura。作为《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梁永光的照片经
常出现在《时代周刊》、《财富》、《纽约时报》、《史密森尼》、《纽约
客》、GQ 和德国 Stern 杂志上。此外，他的作品还获得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
会、Fifty Crows纪实摄影基金以及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 摄影奖的认可。2010
年，他成功凭借其亚洲野生动物贸易主题的震撼作品获选“2010年环境与野生
动物摄影年赛”（Veolia Environnement 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摄影记者
组冠军。

纪实摄影
100 x 80 cm
Photography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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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宁
在作品“我凝视着正在凝视着我的你”和“我们”中，刘子宁故意用画笔把
鲨鱼眼扩大，注视着观者，同时观者也凝视着睁大的巨型鱼眼，而在眼球上
则反射着观者的身影。这些绘画创造了看与被看的互动关系，深深地触及了
人的心灵深处。鲨鱼的眼神流露出愤怒而悲哀的情绪，无不传递出让人类背
负的自身的罪孽感。

刘子宁以视觉震撼的油画作品“我凝视着正在凝视着我的你”和“我们”成
为本次“鲨鱼与人类”艺术展的重要艺术作品之一。他善于运用绘画的色彩
及其视角变化呈现视觉哲理。1983 年生于中国东北，2006年毕业于鲁迅美术
学院，刘子宁是中国新一代新锐人物之一

我们
布面油画，丙烯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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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
于洋的作品“启示”以人类捕杀海洋鱼类的工具“鱼枪”为原型，他用装置
的语言，有意把被捕捉后吊起的鲨鱼扭曲的外形处理成痛苦挣扎的状态，每
根鱼枪狠狠的扎到这只鲨鱼的体内，鱼枪的相互不规则的穿插隐喻了人类欲
望的行为，这种行动决定鲨鱼的命运。吊起的绳线的渔网和鱼枪象征了古老
的海洋生物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以此唤起人们的良知。

1979 年出生于内蒙，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于洋是一位具有观念性的中国
艺术家。他的艺术实践融合了现代艺术形式和中国传统元素，他善于将材料
充分发挥，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给予观众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启示
不锈钢着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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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Y FILIPPOV
作品“狗的快乐”充分彰显了Filippov的艺术语言：象征，复杂性，和隐喻，
宗教叙事和社会批判。由七个骨头做成的楼梯是一种障碍之旅的隐喻。向上
的旅程，不断向上。七根骨头就像七宗罪构成的阻碍。采用这种方式到达目
的地，需要克服自己的罪恶。同时在1990年的作品中，楼梯的象征意义代表
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视角。楼梯由七根骨头组成，意味着它的基础就是这
七根骨头。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脚下的一切，他就不会实现他的目标。当
然，谈及1990年的作品，这个目标包含在政治权力的语境中。“狗的快乐”
是一个充满羞辱意味的名字，它显示出一种对现代政治制度的不满情绪。

狗的快乐
332 x18 x 80 cm

混合绘画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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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冰鞋上的一本书，是一种关于思想和想像滑落的隐喻。这本书是对于艺
术、意义和影像的隐喻。“隐喻”，从希腊语翻译而来，意为“运输”。
“隐喻”就如同移动、滑落。

无题
9.7 x 15.5 x 25 cm

混合绘画
1989-2004

Andrey 1959年生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作为一名俄罗斯艺术家，他是莫斯
科概念派的后辈领袖之一。1981年，他毕业于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戏剧艺术
学院。1982至1984年间，他加入APTART画廊工作。80年代末，Filippov的作品
出现在第一个关于俄罗斯真实艺术的合法国外展览中，由此他标志性的装置
作品成为独立艺术脱离苏联的象征。自前苏联经济改革运动伊始，这位艺术
家便着手筹办“avant-gardists俱乐部”，这也是俄罗斯新艺术、自由艺术的第
一个组织。1990年至2000年间，Filippov担任俱乐部展览的策展人，凝聚了莫
斯科不同年代的概念派艺术家。2008年起，他成为“Kupidon”组织的一员，现
居住生活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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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arkviewartsac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