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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之思：

对未来跨文化交流的别样札记和思考

拉斯顿·巴鲁查 1 （Rustom Bharucha）

文化的翻译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以中英双语出版的形式，对跨文化交流的未来提

出一些不同意见和思考，尤其是因为它促进了翻译行为，而翻译是任何

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没有翻译，就没有跨文化的对话。在这个宗派分歧

和叛乱日益加剧的世界里，作为戏剧制作者和工作者，我们的未来可能

在于激活新的翻译模式。我认为这些模式不仅仅是通过文字来运作，也

以戏剧这种独特的心理 / 物理语言中的手势、动作、表达和情感作为补充。

剧场翻译不仅仅是文学翻译的延伸或复制，它更存在于我们剧场工作者

积极寻找的新的语言炼金术里，这中间没有 “源文化”与 “目标文化”之分，

1　印度学者 Rustom Bharucha 在中文世界的译名众多，本文以拉斯顿 · 巴鲁查称

之。— 译者注



2

我相信我们可以学习，让与差异共处的价值观具身化。

有 关 不 同 “主 义” 的 全 球 批 判 话 语 常 常 以 英 语、 并 在 其 霸 权 之

下 传 播， 因 此 失 去 了 用 其 他 语 言 解 读 和 表 达 的 可 能。 跨 文 化 主 义

（Interculturalism），作为 70 年代中期在美国表演论述中出现的一个范畴，

也不例外。自它用英语表达之初，就使得欧美理论家能以世界之名来说话，

采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普遍性来保护其既得利益，以自由主义的话术、轻描

淡写地为其与资本主义特权的关系做掩护，至少他们不受严格签证限制，

有自由旅行的权力。2  作为剧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我的介入实践由印度

的后殖民现实所形塑，在我的几本书中，我不得不与帝国主义假设的 “跨

文化主义” 作斗争，但这些书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或其他欧洲语言。 3

2　 自 70 年 代 以 来 的 跨 文 化 表 演 的 实 用 概 述 可 以 在 《跨 文 化 表 演 读 本》（The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Reader） 上 读 到， 帕 特 里 斯 · 帕 维 斯 （Patrice Pavis） 编

辑， 伦 敦 和 纽 约， 劳 特 利 奇 出 版 社 （Routledge），1996。 理 查 · 谢 克 纳 （Richard 

Schechner） 的一些重要内容可以在 《跨文化表演》（“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

中读到，《戏剧评论》（TDR），第 26 卷第 2 期 （T94），1982 年 ；《人文主义的终结 ：

关于表演的写作》（The End of Humanism: Writings on Performance），纽约，PAJ 出

版公司，1982 年 ；《跨文化主义和选择的文化》（Intercultur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Choice）, 《跨文化表演读本》，同前文所引 ； 其他重要的文本包括，尤金尼奥 · 巴尔

巴 （Eugenio Barba） 的 《超越浮岛》（Beyond the Floating Islands），纽约，PAJ 出

版，1986 年。最近的出版物继续以一种更加反思性的方式肯定了跨文化范式，特别是 《跨

文化主义和现在的表演 ： 新的方向？》（Interculturalism and Performance Now: New 
Directions?），夏洛特 · 麦基弗 （Charlotte McIvor） 和杰森 · 金 （Jason King） 编辑，

贝辛斯托克和纽约，帕尔格雷夫 · 麦克米伦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2018 年。

3　关于我对 70 至 80 年代欧美剧场中跨文化主义的批判，详情请见我的书 《剧场与世

界： 文化的表演性和政治性》（Theatre and the World: Perform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3 年； 以及 《文化实践的政治性： 在全

球化时代通过剧场来思考》（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ractice: Thinking Through Theat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的导言和第一章，汉诺威，卫斯理大学出版社，2000 年。

除了跨文化主义，我还在本文列举了有关我所参与的 “文化内主义”、“亚际” 跨文化主义

和 “交织表演文化” 等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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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的札记中，我不会试图重复之前的批判，即在给西方

观众看的欧美跨文化戏剧景观中，非西方文化如何被剥离语境和物质载

体，沦为技术和景观化的元素。我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可能为众多英语

戏剧学者所熟悉，但对于那些可能无法阅读英语的中国戏剧工作者来

说，就相对陌生了。我把这称之为文化翻译中的 “话语失衡”（discursive 

imbalance）。有些文本 （或戏剧） 能在不同语言和文化间广泛流传，另

一些却只能受困于固定区域的语言。这的确是我作为跨文化学者和实践

者的困境。

借本书提供的接触中国文化评论者、剧场工作者和行动者的机会，

我想要直言不讳地谈一谈，在冠状病毒可以轻易渗透到密闭的剧场空间，

从而使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的剧场单方面合法停演的此时此刻，作为剧

场工作者进行跨国界工作意味着什么。在这场疫情中，人们本该基于人

类基本的互助精神，通过新的行动消除分歧，使全世界的公民连结起来，

但讽刺的是，病毒的传播并没有加强全球的团结。相反，各种竞争性的

疫苗在这场大规模公司化了的疫情中争夺市场的垄断地位，似乎引发了

各种形式的 “病毒民族主义”（Covid Nationalism） 的兴起。在这种公司

化的过程中，可以肯定的是，世界范围内更为贫困的群体，包括底层和

非都市地区的剧场工作者，最无可能及时获得疫苗接种。朱迪斯· 巴特勒

（Judith Butler） 适时呼吁人们注意这种不公正现象，认为这是 “差异带

来的脆弱性”（differentially vulnerable） 的表现，证明了并非所有人的价

值都是平等的这一真理。 4

4　 朱 迪 斯 · 巴 特 勒 （Judith Butler），《展 演 性 的 政 治 聚 合》（Notes Towards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9 页。



4

作为过程的文化

我认为，在这种困境中，我们需要通过跨国工作来加深跨文化的敏

锐度，为差异之间的平等和交流做新的斗争。通过新的对话和共存模式

来进行跨文化实践，远非徒劳无功，而是可以最有力地肯定戏剧实践的

伦理要求。然而，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跨文化主义” 已经过时，

落入同质化的 “文化” 概念的圈套，这种概念又与越来越不合时宜的民族

国家概念密不可分。尽管这种批判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如雷蒙德·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在很多年前就提醒我们的那样，

“文化”这个词充满了各种问题。5  然而现实是，很难用其他的词来替代 “文

化”。

比如，“实践” 就不能作为它的替代词，因为文化不仅仅意味着依靠

传承而得的训练模式，以及不同形式的体系支持，用特定技巧所做成的

东西。“文化” 超越了物体或产品的概念，涉及到与共同体相关的意涵和

价值、共享的理解和经验模式，这些影响能够在无形层面被感知。尽管

通过与种族、种姓、社会等级、对少数群体的排斥以及宗教不宽容的负

面联系，“文化” 很有可能产生扭曲。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在 “文化” 的特

定使用上保持警惕，那么，无论在话语还是实践层面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此，对文化进行反省就显得尤为迫切 —— 永远不要认为文化是理所当

然的，而是要不停地质疑它。

据此，我想说 “文化” 这个类别，可能最好放在更大范畴的动态过程

5　雷蒙德·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 年，第 76—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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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来看待。我有个温馨的例子想分享给你们。我一直记得威廉姆斯的这

句 “文化不过平常事”（Culture is ordinary.）6 ，由此想到印度家庭制作酸

奶 （dahi） 的方法，这在印度几乎所有地方都很普遍。要制作酸奶，必

须把前一个晚上剩下的酸奶加入到煮沸的牛奶里，正是这些残余促使牛

奶凝结成酸奶。在英语中，这个被剩下的酸奶就是 “文化”。我认为这是

所有剧场工作者都要记住的有效隐喻，因为它提醒人们注意剧场创作中

涉及过程的活力。

身体的记忆，遗忘的台词，空间的回响，昨晚排练的气味，之前动

作的条件反射，还有密闭空间里演员之间非言语的化学反应： 所有这些

因素都为创作过程带来能量。作品只是在演员和观众互动中的临时标点；

是这个过程保留了剧场的内在生命。当然你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过程很

难记录。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你试图去记录过程，把它变成文字或视频，

它就会僵化，不再是过程性的了。

交织表演文化

近年来，费舍尔· 李希特 （Erika Fischer-Lichte） 的 “交织表演文化” 7  

是那些较为深思熟虑的尝试中的一种，为学术话语中的 “跨文化主义” 提

6　 雷 蒙 德 · 威 廉 姆 斯 （Raymond Williams），《文 化 不 过 平 常 事》（“Culture is 

Ordinary” ），《希望的源泉： 文化、民主、社会主义》（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伦敦和纽约，左页出版社 （Verso Books），1989 年，第 3—18 页。

7　 费 舍 尔· 李 希 特 （Erika Fischer-Lichte） 等 编 辑，《交 织 表 演 文 化 的 政 治 性：

超 越 后 殖 民 主 义》（The Politics of Interweaving Performance Cultures: Beyond 
Postcolonialism），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4 年。



6

供另一种看待方式。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尽管这种构建不能说提供了

一种 “跨文化主义” 的替代范式 8，但到目前为止它也确实提供了我称之为

调整的东西，因为通过 “交织” 的实践，它试图指出还有其他做跨文化剧

场的方式。但什么在被 “交织”呢？表演文化。我们又再一次回到了 “文化”

（cultures） 这个词，尽管是复数的表述形式，这似乎暗示了早期和 “源

文化” 及 “目标文化” 9 有关的跨文化主义，可以被一种更流畅的行动所取

代，即交织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线索。

这种交织的图景带了影射性，同时可能也有些乌托邦，因为它没有

充分考虑到编织行为也会导致经纬线的打结和偶尔的断裂。在世界上的

某些地方，比如印度，整个社区的织工都放弃了他们的织布机，面临着

贫困和新竞争下 —— 如果我可以说实话的话，充斥了尤其是从中国进口

的工业纺织品和尼龙线的市场，不再需要他们的手织布了。我之所以通

过描画实景，试图揭开 “交织” 这个隐喻的神秘性，是想要质疑一种隐含

着去政治化的企图，即把 “交织表演文化” 与费舍尔设想的那种 “超越后

殖民主义” 的时刻联系在一起。我不得不质疑这种 “超越” 的贴切性，因

为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范畴，已经在欧洲的学术和文化界相

对边缘化了，如果它的政治紧迫性已几乎得不到回应，人们又如何能假

8　拉斯顿· 巴鲁查，《跨文化的鬼魂： 关于失败边界的谜团和教训》（“Hauntings of 

the Intercultural: Enigmas and Lessons on the Borders of Failure” ），《交织表演文化的

政治性：超越后殖民主义》，同前文所引，第 179—200 页。

9　跨文化剧场实践中 “源文化” 与 “目标文化” 的构建，以及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单向

传播的 “沙漏” 模式，在帕特里斯· 帕维斯的书里被尤为看重，《文化十字路口的剧场》

（Theatre at the Crossroads of Culture），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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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超越了它呢？这一立场与一些后现代学者在民族国家空前活跃、民族

主义在全世界泛滥的时候，过早地提出 “后民族主义” 10 并无本质区别。

民族对阵民族主义

（National vs. Nationalism）

正因如此，努力重塑跨文化戏剧的实践 —— 而不是模仿欧洲戏剧

界的先行者，尤其是彼得· 布鲁克 （Peter Brook）、阿丽亚娜 · 姆诺什金

（Ariane Mnouchkine）、耶日· 格罗托夫斯基 （Jerzy Grotowski）、欧根

尼奥·巴尔巴 （Eugenio Barba）、铃木忠志 （Tadashi Suzuki）等名人——

与寻找对抗民族主义的新方法有密切关联。但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注

意，要把民族主义的官方概念及其宣传技巧与 “民族” 区分开来，因为后

者一直被铭刻进个人艺术作品和跨文化合作的复杂创作里。请允许我用

我的剧场经历中具体的例子，来解释 “民族主义” 和 “民族” 之间这种看似

难以琢磨的区别 11 。一如往常，我倾向于从工作坊或排练空间中不同演员

的实际互动中得出我的理论构建。根据我的经验，实践总是会产生理论，

而不是相反。

我想起一个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项目 Cluster（“集群” ），是由

10　见阿尔君·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在 《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一书中对 " 后国家 " 的强

烈理论主张，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 年。

11　通过法农 （Frantz Fanon） 和斯图尔特 · 霍尔 （Stuart Hall） 的立场来理论地

辨析 “民族” 和 “民族主义” 的区别，可以见我 《文化实践的政治性》 一书中的章

节 “跨文化主义及其歧视： 民族、多文化和全球的议程变化”（ “Interculturalism and 

its Discriminations: Shifting the Agendas of the National, the Multicultural, and the 

Global” ），同前文所引，第 28—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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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科背景的艺术家参与的为期三年的多元文化合作项目，我有幸在

2005 年它的最后一次工作坊上作为剧构见证了这项工作。我用了 “多元文

化”（Muticultural） 这个词，因为这个工作坊上的所有参与者都是澳大利

亚公民，大多数都是移民，有些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二代移民。所以，

不同于跨文化 （Intercultural 或 Trans-cultural） 的项目，参与者来自世

界各地，不共享公民身份，Cluster 很清晰地定位为一个 “澳大利亚的”实验，

以拓展由国家实行的 “多元文化主义” 的边界 12 。

这些来自当代舞蹈、舞台设计、单口喜剧、杂技、马戏表演、雕塑、

绘画和摄影等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尽管有一样的公民身份，但也几乎都

确认他们的身份是复合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华裔澳大利亚人、日裔澳大

利亚人、波兰裔澳大利亚人、伊朗裔澳大利亚人、印度裔澳大利亚人、

土著澳大利亚人等等。但更震撼我的是，这些高度成熟的后现代艺术家，

没有一个人想放弃自己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相反，他们每个人都决心

用自己的话语定义 “澳大利亚人”，以高度主观的、有时是颠覆性的、打

破常规的方式。他们通过一遍遍地想象 “民族” 走到一起，明确拒绝时任

总理约翰·霍华德 （John Howard） 给 “民族主义” 的官方定义。他那时正

推行反对移民、船民和土著社群的种族主义政策。

我举这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是想说，尽管新的跨文化剧场工作模式需

要有意识地制定新的战略，以反击和质问民族主义，但不应该放弃他们

自己想象中的 “民族”。这无疑会放弃一个至关重要的归属空间，使国家

得以一种单一和专制的方式决定所有公民的民族归属。美国等国家的自

12　有关 Cluster 项目的档案可以在阿德莱德的福林德斯大学 （Flinders University） 查

阅，而详细的书面报告则保存在资助整个项目的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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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建制在右翼势力面前败下阵来，原因之一是大多数艺术家已经在

他们的创造性工作中，放弃与 “民族” 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右翼民族

主义者很容易肯定民族主义，就好像它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财产。

在将 “民族” 当作过时政治的不合时宜的遗留物进行抛弃时，艺术家试图

在全球世界主义、混合主体性、多民族的诱人选择、对散居地的归属感

以及非二元性别结构中，定义自己的变异身份。在这样一种流动的文化

不确定性中，重申 “民族” 可能被认为是倒退，或束缚在了民族主义的框

架里。然而这就是我们需要保持的张力 —— 在没有明确归类的情况下，

我们称之为 “民族的反民族主义”—— 用以在未来维持跨文化剧场实践的

政治性。

请恕我直言，对我来说，跨文化始终是一个政治选项，这种政治

性不能脱离某种希望，即民族国家可以被忽视或让其寿终正寝。坦白

说，我并不关注跨文化美学的纯形式方面 —— 比如，由卡塔卡利舞

（Kathakali）13 表演的 《李尔王》，用中国戏曲改编的 《海达·高布乐》

（Hedda Gabler）14 ，或是盘索里 15 （p’ ansori）版本的 《特洛伊妇女》（The 

Trojan Women）。我并不是要否定通过这些跨文化的文本和艺术门类的

对接来寻找新形式的复杂性，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实验并不仅仅凝结

为美学上令人愉悦的形式创新。尽管我们迫切需要创造跨文化戏剧的新

形式，但要实现这些目标，不能以投靠当今世界动荡地缘政治中因差异

13　一种印度传统舞蹈。—译者注

14　易卜生戏剧作品。—译者注

15　p’ansori，朝鲜传统曲艺形式，“盘” 意为场所、舞台、空间，“索里” 指 “唱” 或

“歌”。—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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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的反复无常的霸权为代价，更关键的是，不能无视那些民族国家

境内的暴动。如果在设计新形式的跨文化剧场时极力避免与民族主义相

冲突，我们很可能会屈从于另一种 “美食化的剧场”，在全球艺术节巡演

制造的失忆症中，随时被消费并迅速被遗忘。

此 “跨文化” 与彼 “跨文化”
（Inter-cultural/Trans-cultural）16

我 经 常 被 问 到， 为 什 么 坚 持 使 用 Inter-cultural 这 个 词， 而 不 是

Trans-cultural 或是 Trans-national（跨国） 这些在全球文化话语中更流行

的范畴。我想在这里强调，所有的分类都是出于特定的需要。如果我不

使用 Trans-cultural 或是 Trans-national，不是因为我在个人和理论层面反

对它们，而是在我的实践中，这两个词没有产生像我与 Inter-cultural 联

系在一起感受到的那种必要性。

如果 Trans- 包含了一种跨过 （across） 文化和国家边界的动作，它

往往与通过资本、技术和进入多个生产中心的机制联系在一起 —— 这种

动作中有一定迅速传播的特性，往往略去了挣扎的动态 ——Inter- 则侧重

于 “中间”（in-between），即那个最紧张和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空间，其

差异和分歧在人与人之间很难被忽视。在任何相遇中，越是封锁差异，

越是容易产生矛盾和伦理困境。不仅不应该回避这样的冲突和困境，人

们应当拥抱它们，因为它们使创造行为更有张力。事实上，所谓的文化 “交

流”（exchange），不可避免有差异和等级的烙印，回避这其中的冲突一

定会陷入一种幻觉，认为跨国工作不过是一种游戏。跨文化剧场的工作

正是通过努力创造公平的游戏环境来消除这种幻想，之后就可以 “玩” 了。

16　二者在中文世界通常都翻译为 “跨文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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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注意，游戏的规则仍可以轻易被当权者无视。

权力永远不会消失，只能通过互助对话和共同承担来进行协商和对

其控制。这是跨文化项目内所有参与者相互监督的一个持续的过程。

文化内 （Intracultural）

在我的剧场经验里，“跨文化” 的对位词几乎总是 “文化内”，这是一

个在理论层面很少被人接受的类别。但在我的实践中，这几乎是目前为

止最为复杂的类别，因为它涉及特定区域内看似共享的文化中无尽的差

异，它们被假定独立于民族国家而存在，拥有相对自主性 17 。这些差异即

使不是看不见，也可能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几乎可以消失在想象出

来的同质性中。然而我们绝不能低估它们在被边缘化或视为理所当然时，

所表现出来的顽强和抵抗力。当这些微小的差异出现时，总是会审视种姓、

难民地位或原住民身份等敏感问题，如是在印度的情况里，产生的冲突

可能是致命的 18。

17　关于 “文化内” 在理论层面的详细论述，以及与我的真实戏剧实践的关系，请阅读

《戏剧与世界》（如前文所引），以及 《文化实践的政治性》（如前文所引）。 另外，

我的文章 《全球化和文化实践中的动态冲突：一个批判的视角》（“Dynamics of Conflict 

i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文化和全球化系列：

冲突和张力》（The 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 Conflicts and Tensions），《文化和

全球化系列》（The 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第一卷，Helmut K. Anheier 和

Yudhisthir Raj Isar 编辑，伦敦，Sage 出版公司，2007 年，第 51—65 页。

18　我最初是在 80 年代中期造了 “文化内” 这个词，那时我从美国回到印度，带着一

个跨文化剧场的项目，围绕改编自克罗茨 （Franz Xaver Kroetz） 的独角默剧 《点播

音乐会》（Request Concert） 展开，融入了加尔各答、孟买、钦奈、雅加达、首尔和

东京的城市景观。然而，当我在印度进行三次作品的改编工作时，我意识到我所关心

的并不是将 “德国” 文本 “跨文化” 地转换到 “印度” 语境。更重要的是去探索，在不同

的区域文化中，“印度” 语境如何能有鲜明的差异。这就导致了 “文化内” 这个词的形

成。对 《点播音乐会》 项目的详细分析可见我的书 《剧场与世界》（Theatre and the 
World） 的第二部分，我对加尔各答、孟买和钦奈的演出进行了 “浓墨重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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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以我的经验，白人与黑人、西方与非西方，或全球与本土之

间的冲突并不构成最深刻的挑战。这些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更困难的是

识别出自己的社群和街区里，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差异。是我们自己

区域内未被承认的 “他者”，最有可能深刻动摇国家主导的分类，即便我

们以为自己正在以民主之名对抗这种分类。虽然我无法在此详细阐述我

在剧场或其他文化实践里的文化内实验，但我想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

涉及边缘群体的文化实践里，“文化内”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

2000 年，我和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 （Karnataka） 丛林聚落中的西

迪 （Siddi） 社区共同开展了 “土地与记忆”（Land and Memory） 剧场

工作坊。工作坊在 Heggodu 村庄的 Ninasam 剧场举办，这里是自 80 年

代中期以来我做文化内剧场研究的主要场所 19 。西迪人是非洲裔人，几

个世纪以来，他们作为士兵、水手、商人、雇佣兵和奴隶移居到印度。

今天，他们构成了一个散居在印度不同地区的仅有 4 万居民的内部侨民

（diasporas）。他们常被污名化为 “黑人” 或 “部落民”，可能是当今印度

最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之一。

在处理 “土地与记忆” 的主题时，我想探究西迪人对非洲是否有任何

具体的记忆，但发现只有他们内化在身体里的生物节奏感与之相关，表

现在唱歌和打鼓的传统中。我还想知道他们如何联系着生活的林地，保

持对那里生态的理解。我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事实： 官僚主义的城

邦法律剥夺了西迪人对林地的权力。更尖锐的是，我必须质疑高种姓的

19　参见 《全球化和文化实践中的动态冲突》 中关于西迪的部分，同前书，是关于

2000 年在 Heggodu 举办的 “土地和记忆” 工作坊的简要报告。在这篇文章中，我还重点

介绍了 2006 年 1 月由 TADIA（The African Diasporas in Asia，亚洲非裔侨民） 在果阿

邦 （Goa） 举办的关于西迪的国际会议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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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纳拉人 （Kannadigas，卡纳塔克邦的居民） 如何雇佣西迪人做农业

工人，并资助他们的剧场作品。甚至更为挑战的是，2006 年 1 月，我在

果阿邦和来自印度不同地区的西迪人一起做一个由 TADIA（亚洲非裔侨

民） 组织的工作坊，这些西迪人来自印度其他邦如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果阿邦 （Goa）、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 和古吉

拉特邦 （Gujarat），我必须协调他们中的差异，如经济的，语言的，宗

教和社会的。西迪社区远非同质化的，我意识到西迪人讲不同的印度语

言 （古吉拉特语、孔卡尼语、马拉蒂语、卡纳达语、泰卢固语）； 他们

信仰不同的宗教 （印度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从

赤贫到中产千差万别。

我意识到，把西迪人联系在一起的，非常表面，就是他们的肤色。但

在这个 “统一” 的歧视和耻辱标志的背后，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异，这些差

异往往会使他们分裂，而不是巩固他们的身份。文化内剧场要承认这种内

部差异，而不是认可制度化地将 “公认” 身份自上而下强加给边缘社群。

除了关注这种内部差异，文化内剧场还可能使人们了解，底层社群

是如何通过他们每天和国家的对抗形成的。例如，在 “土地与记忆” 的工

作坊上，我记得一位来自卡纳塔克邦的社会福利部部长有次在执行公务

时过来参观，他的专制做派扰乱了工作坊的创作活力。我震惊地看到他

如何对待西迪人，好像他们是一群文盲、“懒惰的本地人”。在他离开后，

西迪人士气低落，深感羞辱，他们极为痛恨被以这种傲慢态度钉在刻板

印象里。第二天的工作坊上，我策略性地设置了回放环节，即让一位西

迪人扮演部长，其他人必须对他 “回话”，这样就能释放他们压抑的愤怒。

在这个激烈的即兴排演中的某一时刻，“西迪部长”对另一个西迪人吼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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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骗子，你说土地是你们的，证明文件呢？” 这时，其中一位西迪妇女

立即指向了一些想象中的树，说：“你看这些树，我们的祖先亲手种下了

它们。这些树就是我们的文件。”

在没有书面文本的即兴表演中，在如此充满灵感的时刻，人们会了

解到国家的官僚文件如何受到底层经验和知识的挑战。的确，当我们把

注意力从概括和定型农村穷人的主流都市叙事，转向那些在区域、地方

和社区框架内相对不被认可的叙事时，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

要超越一些民族及国家的边界，也要跨越在民族及国家内的边界。这一

关键问题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

亚际文化间性 （Inter-Asian Interculturality）

不同于文化内的亲密关系，我也有过在更大、更国际化、后现代的 “亚

际” 工作坊中工作的机会，特别是新加坡的王景生 （Ong Keng Sen） 指

导的 “飞翔马戏团计划”（the Flying Circus Project）20 。早在 90 年代初，

随着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提供新的资金支持，这类工作坊的资金来源发

生了重大变化，使得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艺术家和表演者有可能搞工作

坊和组成新团体。如今，像我这样以印度为主场的独立剧场工作者，就

不必为了从事跨文化剧场工作而 “转向西方”。我现在有能力 “转向东方”，

因为在 “亚际” 的范畴里，跨文化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也提供了新的合

20　我曾在 《异国亚洲 / 异国莎士比亚： 关于新亚洲文化间性、后殖民主义和解殖的

不同注解》 一文中，对我参加过的第二届 “飞翔马戏团计划” 的亚际政治进行了简单的

论述，《戏剧期刊》（Theatre Journal），第 56 卷，2004 年 3 月 , 第 1—28 页。早前对

王景生的第一部亚际作品 《李尔王》 的分析可参见我的专著 《在新加坡被吞噬：〈李

尔王〉 的跨文化视角》（Consumed in Singapore: The Intercultural Spectacle of ‘Lear’,）
Pagesetters Service, 新加坡，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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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能。

最初，这种在亚洲内部的工作机会让我充满了希望，因为它提供了

不经由 “西方” 的可能性。但是，在新加坡的工作坊十分枯燥，有着过于

强调效率的机制，我很快就意识到，“亚洲中心主义”（Asiacentricity） 可

能和 “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ity） 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但在更

大的层面上，这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新加坡的语境中，“亚洲” 并不

仅仅是 “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如同在印度那样） 的标识，

相反，它与一种政治话语紧密相连。在 90 年代，它体现在李光耀推动的 “亚

洲价值”、安华· 易卜拉欣 （Anwar Ibrahim）21 的 “亚洲文艺复兴” 以及新

加坡是 “全球艺术之都” 的推广上。再更尖刻一点讲，新加坡语境下的 “亚

洲”已经被概念化为一个 “品牌”。所有这些对从印度来的我来说都很新鲜，

这样的 “亚洲” 不是我们身份形成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份倾向于被种姓、

阶级、社群、区域和宗教来主导。“亚洲” 也不属于由国家决定的更大政

治话语的一部分。在那里，“亚洲” 充其量被当作获取新市场和促成有利

可图的贸易合同的一个理想引入点。就此而言，常常能听到印度政客说，

金奈 （Chennai） 可以成为另一个新加坡，或者班加罗尔可以变成另一

个上海。

与这种进取的逻辑相反，“飞翔马戏团计划” 最令我不安的，是它在

东南亚、东亚的演员和南亚的演员之间维护了一种隐蔽的等级制度。在

我看来，又一次地，来自南亚的 “我们” 正在为来自亚洲 “发达” 经济体的

同行提供材料和资源，而那些作品最终由他们做结构和概念的提炼。在

21　马来西亚前副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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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互动中，缺少的是作为关键要素的对话和批判的可能性。更为关

键的是，很显然，出于 “飞翔马戏团计划” 工作坊的 “亚洲性”，它交流了

传统的以及当代的亚洲技艺和表演，但第二届 “飞翔马戏团计划” 工作坊

的作品 —— 莎士比亚笔下 《苔丝狄蒙娜》 的后现代解构 —— 是专门为

欧洲艺术节巡演而考虑的。因此，这种亚际的交往过程再一次被塞进了

欧洲的文化资本，并以 “新加坡制造” 这个品牌代表了亚洲的文化见解。

我很清楚，尽管这不是最有收获的经历，但关于应该如何组织来自

不同文化的演员和剧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它还是让我学到了很多。无

论如何，我们不能假定一个共有的基石，不去努力处理差异，任何此类

会议都是建立在差异上的。很多时候，这类差异都没机会浮出。相反，

它们被那些由 “其他” 文化邀请而来的演员，埋藏在举止端庄和彬彬有礼

之中，而他们内心可能充满了屈辱和憎恨。我的个人建议是，千万不要

从 “创意联合体”、“团结”、“友好招待” 或 “普遍性” 之类的概念开始，

人们应该通过对差异的分享和转译来达至这些理想。这是最不容易的工

作 —— 不是接受一个主导的视角，而是允许不同的声音，通过交流差异

共同找到一种协商的工作模式。

跨文化观看

在这些说明即将结束前，我还想为跨文化探讨增加一个重要的面向，

即跨文化的观看。印度的表演语境中，尤其是早期表演理论，如 《舞论》

（Natyasastra），观众被给予了和演员一样的重要性，我敢说在所有的亚

洲剧场文化里都是没有的。没有观众，任何表演都是不可能或是不完整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质疑奥古斯托·波瓦 （Augusto Boal） 倡导的 “观 /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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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spect-actor） ” 这种角色，是建立在一种不准确的观念之上，即认为

观看行为本质上是被动的，不具备批判性的 22 。相反，当我们在看任何表

演时，尤其是挑战观看习惯的表演，大多数跨文化作品就是如此，我们的

意识会被迫激活，达到一种更具反思性的观看模式。跨文化的观看远不是

鼓励被动，而是有可能提高主体创造性和改变现状的想象力。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承认。现实情况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人们会认为各种剧场经验都是现成的，但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我们很少

有机会看到自己剧场文化之外的表演。当我问本书的编辑们，印度丰富

的戏剧传统他们都看过什么，这里包括传统表演、仪式表演、口头叙事、

史诗戏剧、民间戏剧、萨满表演、前卫和行动介入等，他们回答说，他

们接触的机会很少。同样，我对中国的多种戏剧和表演传统也少有接触。

回顾来看，我相信我看到的唯一一部来自中国大陆的当代戏剧作品，是

1997 年牟森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巡演的 《零档案》23 。现在我想把

这个作品放在跨文化观看的大背景下重点讨论。

22　这一批判在我的文章中有进一步发展，《应用戏剧的问题化： 寻找替代范式》

（“Problematising Applied Theatre: A Search for Alternative Paradigms” ），《戏剧教育

研究： 应用戏剧和表演期刊》（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第 16 卷第 3 期，2011 年，第 365—384 页。波瓦对 “观众”

的诋毁，在这篇文章中与雅克·朗西埃对 “被解放的观众” 的建构并列。

23　《零档案》是亚洲先锋剧场的代表，尽管它无意 “跨文化”，但也嵌入了国际艺术节中。

1994 年 5 月，《零档案》受欧洲著名跨文化制作人弗利・莱森 （Frie Leysen）委托——

她在某种意义上为欧洲戏剧界 “发现” 了牟森 —— 在布鲁塞尔著名的 Kunsten 艺术节上

亮相，之后在欧洲和加拿大的 15 个城市巡回演出，后来又去到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零档案》 从未在中国公演，这是本书的编辑之一黄佳代向我指出的。这个

关键事实也属于跨文化 “交流” 的常见现象：基于非西方的素材，作品却在欧洲演出，而西方

之外的观众无缘看到，例如彼得·布鲁克的 《摩诃婆罗多》，成形于巴黎，在世界范围内制作，

却不能在印度上演。在 《零档案》 那里，我们看到情况稍微不同，那就是这出中国的作品被

制作出来，只在欧洲和西方国家的首都可以看到，而在本国却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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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档案》

改编自于坚的卡夫卡式诗歌 《零档案》。诗中，“人民的生活被政府

秘密编纂的机密文件所控制” 24 。这部作品对我来说仍是政治先锋剧场的

一个里程碑，它从一个激烈的内心及情感层面对我说话。回想起来，我

的强烈体验与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在没有英文字幕的情况下，我无法

从字面理解那个冗长的文本。我不得不对所看到的做出几乎是直觉的反

应。也许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部振奋人心的作品，也不完全是不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牟森本人拒绝任何对 《零档案》 过于意识形态的解读，

例如，对政治事件寓言式的解读。对压迫状态的审视被他延伸到了更基

本的日常控制机制，他呼吁关注于坚是如何想象所有的档案都被锁在某

种官僚文件库中，化身为 “一种公共写作的形式”，它们定义了人们 “从出

生到死亡”的存在。如诗人极为清晰地说道，“如果你的档案丢失或被销毁，

就各个方面而言，你已经死了。结束了。” 25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印度右翼政府要求对所有公民做登

记，并威胁没有文件的公民很可能被关押。你可以想象如 《零档案》 这

样的剧本，在很多年后的 2021 年，它超越中国的边界与我们有了更大的

政治共鸣。如果你问我，关于这部作品还有什么印象，我会回想起四个

令人难忘的画面，它们在我的观看记忆里至今难以磨灭 —— 一块漂亮的

白色绢布从舞台的一端飘到另一端，最终蒙住了盘式录音机发出的声音，

几乎窒息了录音中的人声； 一段有些原始的纪实影片，记录了一个孩子

24　丹尼斯· 索尔特 （Denis Salter），牟森，吴文光，《中国的异见剧场： 与牟森和吴

文光的对话》，《亚洲戏剧期刊》，第 13 卷第 2 期，1996 年秋，第 218 页。

25　引自牟森，同前书，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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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脏手术； 很多苹果刺入一片凶险的钢筋上，就像在道路施工现场；

接着是残酷而疯狂的最后一幕，两个演员将这些苹果和橘子甩进了一个

巨大的工业风扇的旋转叶片中。

伴随着这些震撼的视觉图景，我还记得不间断的、声调单一的长段

独白，有种钻入我内心深处的效果。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独白是演员们

的自传故事，讲述着他们自己的个人遭遇和创伤，有关无果的爱情和有

问题的父子关系。我只能对语调和作为补充的画面作出反应。所有这些

都在 “自由被粉碎” 的场景中达至高潮。同时，当演员把苹果橙子扔进

工业风扇里时，我也能在演员狂野的动作里感受到一种愤怒。他们同时

是受害者和帮凶。我在此可以提供的不是对这一场景的分析，而是对它

洪荒之力的活生生的记忆。尽管我完全意识到我的反应十分有限，但我

还是想说，跨文化观看可以在感官层面，并几乎是在原型层面进行。因

此，比起直白地解释任何政治文本或完全依赖文字和意识形态寓言，它

走得更深。

终曲

《零档案》 的力量萦绕着我，让我心神不宁，且持续如此，这就是

记忆的持久性。我记得演出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学校外我们住的宾馆遇

到了牟森。我们有个很简短的交流，我想以跨文化的文本形式来分享。

我再次意识到，我所要分享的内容可能太肤浅，如果不是有些太过浪漫

的话，就是通过声音和手势的碎片唤起那场主要是非言语的会面。但我

想把这次经历作为例子分享给你们，也就是跨文化如何能够在剧场和日

常生活的边界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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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森进来，身型高大，脚步拖沓，看起来还没倒过来时差，非常疲倦。

我走近他，以合十礼向他打招呼，并试图表达我对他的作品 《零档案》

的喜欢。

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不说英语，我也不懂中文。

尴尬的沉默。

我说出了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想要表达我昨晚看过作品后的

一些感受。

“海纳·穆勒 （Heiner Mueller） ”

牟森以一些动作做出回应，竖起大拇指表示他很喜欢穆勒的作品。

我试着去理解，或许 《零档案》 有一些穆勒的剧构特点。我想的是

《水泥》。

牟森点了点头。

现在轮到他和我分享一些东西。他似乎努力想要表达他的下一步的

工作，但很困难，几乎在每一个词上都受阻，这就是他表达的强度：

“恒河”（Ganga）

我很感动牟森试图通过他想象中的印度跟我打招呼。对印度的百万

民众来说，没有什么比恒河更神圣的了，尽管大家都知道它的严重污染。

就这样。我们走上各自的道路且再没有见过。

近几年，我了解到牟森在继续做剧场，同时参与在博物馆和其他公

共场所更壮观的、多媒体相关的、总合式的项目，如第十一届上海双年

展 （2016），那是由来自新德里的艺术团体 Raqs 媒体小组策划的。我没

有看过他的作品，无法就他的创作历程作出评价。留在我心里的是对 《零

档案》 的深刻记忆，以及一个谜团： 一个如此深刻地立足于当代中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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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作品，在我这里如何通过与海纳· 穆勒和当今印度政治状况的联

系产生回响。今天，在当代印度，对公民私人生活和所谓异见的监控逐

渐强化，我们就快在某个未知的国家档案馆里拥有自己的 “零档案” 了。

我想给大家留下这样的思考，跨文化的工作可以跨越不同的文化地

理、政治环境，甚至时代来产生共鸣，提醒我们是不孤单的，并已在剧

场的斗争中连结到一起，以继续危机之下的创作自由和思想生活。

（金怡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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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面的凝望中现身，

“他者” 必然成了对秩序的责难 ......

赵川

1.

参与 “亚洲相遇”（Asia meets Asia） 项目时，我在东京遇到印度剧

场人古哈 （Probir Guha）。他讲中国一度是他的梦想之地。上世纪六十

年代他曾是个 “毛派” 学生，投身印度激进左翼运动。后来他最终在加尔

各答外的一处小地方安顿下来，并逐渐发展自己的戏剧。他们的演出被

来印度旅行的彼得·布鲁克 （Peter Brook） 所闻，邀他们去加尔各答的大

酒店里为他表演。古哈婉拒了大导演的召见，而是请他颠簸一个多小时

去他们那里，看这个业余剧团在一所小学校里的演出。随后一些年里，

古哈也被相中与格洛托夫斯基 （Jerzy Grotowski）、尤金尼亚· 巴尔巴

（Eugenio Barba） 等欧洲著名导演及他们的剧团合作，他并因此一度参

与进八十年代波兰社运。后来他在巴黎与彼得 . 布鲁克重逢，大导演请他

做他印度版的 《摩诃婆罗多》 的助理导演。古哈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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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剧场工作坊导师。他的工作坊充满了欧陆那一代专研身体的剧场的

魅力。

出于对他传奇经历的好奇，我去布鲁克先生的回忆录和访谈里翻找

相关痕迹。但发现当谈及那些 “跨文化” 剧场的创作和演出经历时，他其

实更像是个异域文化的征服者，专注于表述自己的文功武略： 如何将那

些原本是他者的文化，转而能为 “全” 人类享用。他的戏剧，正是创造这

种转化的神奇魔法棒。而对当地的合作人物、社会现实，则很少着墨，

更不用说细节。

欧美那代剧场人的确创造了不少色彩斑斓的跨文化剧场作品，也成

功地寻找到滋养自己创作的、那些异域的前现代表演文化和灵感资源，

并形成理论和工作方法，影响了很多后来者。对于他们，这是种开启。

但在今天看来，这个过程受限于种种意识形态框架，对潜在的西方殖民

史中形成的文化态度、权利结构，自觉意识和反省都嫌不足。比如尤金

尼亚· 巴尔巴宣称从亚洲传统表演中发现了表演的根本魅力所在。我在他

的工作坊中看到，他要求传统表演者除去代表了角色身份的服饰，放弃

了蕴含历史和文化叙事的唱词，在他要求的继续舞动中，他自信地认为

掌握了这些表演的核心价值。他以人类学之名肢解了那些表演文化，提

取了他认为有用的表演技能，却舍弃了那些表演所承载的自身脉络。

2011 年左右，我开始筹备 《世界工厂》 这出戏，不久便有了一位欧

洲合作伙伴。她来上海时与我接触，原初只是好奇我和我的剧场合作团

队 “草台班” 的工作。谈话中听我提到这个计划，她强烈表示希望有机会

参与。在随后的往来中，起初我们似有合作。我毫无戒备地将一切构想、

调研和资料开放给他们。但渐渐地他们以各种微妙方式，把我和我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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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排斥在欧洲创作之外。他们以与我们合作的名义陆续申请到许多资源，

几年后制作出同名的戏在欧洲上演。我们成了节目册上印着的 “中国调研

伙伴”。这让我意识到，起初的合作意向已渐转为一种掠夺。我们之间竟

然回到了这个时代里由大资本主导的 “世界工厂” 逻辑 —— 艰难之中的知

识产权和生存状况，沦为了伦敦中产剧场制作中的廉价原料和劳力。

2.

西方是我们的 “他者” 吗？在这百多年的对位关系后，中国往往因对

它的过度凝望而失焦，时常在焦虑和疲劳中削弱了自己对两者关系的判

别能力。在那样的凝望中，伴随的仍是奔涌不息、并且一波波加剧的流

动。是否其中一方因此被冲刷、穿透，另一方则会变得更加隽永？这其

中包括上世纪初诞生的中国现代话剧。它产生于碰撞和交织，后因应于

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而成为国家厘定的主流文化。但它首先是人员交往

的成果。十九世纪欧洲戏剧伴随西方强势贸易拓展，已开始在中国排演。

廿世纪初又有中国年轻人前往西方学习戏剧，以及从日本同样源自西方

的新剧实践中汲取养分。话剧一经诞生，已跳脱一种传统，是不同文化

间合作的跨国剧场风范，改变了戏剧在中国的风貌。

西风东渐，靠着软硬实力，西方是那场全球化的势不可挡的主动者。

斗转星移，曾几何时 “他者” 或不再是对面从样貌到经济实力都得体的那

一方，却越来越是变了样的自己。而我们，能搞清楚这时自己的样子吗？

“谁管我的流浪之地叫亚洲？亚洲太大。

大到我没法知道我和他们的生日、死日，大到我们看起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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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一家人。

亚洲之大，但我又怎能在你们复杂、满是诡辩的干扰之中，

不再像惊弓之鸟，能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

……

即便华灯初上，战火仍不像要停。尽管海啸过去，人心却不

可能恢复平静。

历史难道只有一张脸？但我只是一个人，不是帝王，不是列强，

不是族群，不是国家，不是历史传奇。

我没有你那种文明。我那种文明依然满身尘垢，牙齿崩缺，

头发纠结，指结粗大，目光伶仃。

我没有西装，我以自己的方式裹衣遮体，捡来的领带拴在腰上，

怀里极可能揣了卑微却喷香的面饼，也许是怒火暗压的烈性炸药。

……

现在，月凉如水的夜里，即便一个流浪汉也会要谈论家，那

是一切肉体和想象开始之处。

往家外跨出几步，圈起来，我们管那叫家园 —— 繁衍和承传

的安全模式。邻近的家园形成我们的家乡。

你们的到来，安全模式失效，到处看到推土机、检查站、广告牌，

尘土和硝烟。

有多少人没在家乡安居乐业？未来的诱惑，当下的战乱、暴政、

贫瘠、疾病，将生的愿望推向、逼向、驱赶向他乡的生活。

家遮风避雨，也会固执或专制，远方却未必总通向悬崖 ……

但迁徙是流浪、冒险、缺乏保障，是成为自己时代的陌生人和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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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

你们的家乡，或是你们祖先的异乡。我们，却是眼睁睁看着

家乡换成了异乡。

原先，本来，亚洲不是我和他的名字。

在一场场的灾难、一段段的流浪、一遍遍的检查、一次次的

发展之后，或许仍不太习惯，但终是要由我们自己的舌头与唾液搅

拌，从嘴里吐出这古老的新家园的版图。

然而亚洲太大，对着检查者，我再次口腔干涩、喉头哽咽——

呃，呃，呃，呃……” 1

这段诗或者独白，写于 2009 年。里面看似有清晰的、面对面的 “你们”，

但真正的困扰却是关于自己。我并不清楚，怎么能不只是从心理上，而

是在行动中摆脱这种二元对照。文字中的那个结尾，那种从喉咙深处艰

难发出的 “呃 ——”，算是种剧场式的尝试。我当时参与了由日本导演大

桥宏牵头的 “亚洲相遇”跨地域合作项目，一同的还有来自阿富汗、伊拉克、

伊朗、印度、台湾、香港和日本当地的参与者 2 。我们一般每年都会驻扎

在东京高田马场附近的一个小剧场里十来天，做集体创作、演出和研讨。

1　节选自赵川 “流浪者的独白”，为 “亚洲相遇” 中集体创作和演出的 《失家园》（Lost 
Home） 而作，2009 年。

2　2009 年的 “亚洲相遇” 参与者包括 ： 马哈茂德 · 萨利米 （Mahmood Salimi）、拉比

吉塔 · 戈戈伊 （Rabijita Gogoi）、汤时康、王墨林、赵川、大桥宏、朱绣文、瓦旦乌玛、

陈成婷、姚立群、八重樫、今井步、中岛明宏和原田拓已等。遗憾的是主要发起人大

桥宏先生于 2020 年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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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来的人会有些不同。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充满身份困扰的澳大利亚度过。那里不仅有

我作为一个新移民的疑问，也有这个国家长久不曾很好处置、而又不断

翻滚起来的问题。回到中国时，眼看故乡在日新月异之下变得陌生。廿

一世纪初，中国社会自上而下最重要的政治语汇之一是 “与国际接轨”。“国际”

当然不是指第三世界的文明。直到数年后，由与东亚剧场人士的交往和

合作开始，“亚洲” 的概念被带入我的思考和艺术实践 —— 这原来是一位

更陌生的 “他者”。对它的凝望，带出了更像是仔细反观自身时会出现的

那种陌生。在我们与 “国际” 的逻辑接轨时，它让我看到被扭弯了的部分

是什么。在这个与 “他者” 的遭遇过程中，生成的不是对立面，而是一种

恍惚中的体认。我好奇从背后能否牵引出更多经验，进而促成一种解放？

我 2009 年正式参与进 “亚洲相遇” 时，也协助这个项目进入一个新阶

段。这时，我像是找到了自己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在大家沟通的初期，

仅通过电邮用简单和有限的英语交流后，我们就很快达成一致： 用 “Lost 

Home”（失去家园） 作为这一年集体创作的主题。这竟是令一些来自亚

洲不同地方的人，即刻可以投入和分享的话题，这让我内心感受到很大

震动。这是在澳大利亚时，主流话语中甚嚣尘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所无法

带动的相互理解。在我们朴素的剧场里，在上海、日惹、东京、台北、

香港和班加罗尔，不同地方人们的身姿、故事和歌声，此起彼伏，呈现

出比想象更为复杂连接的共同命运，以及对于 “苦难” 这种日趋景观化了

的概念的挑战。我们也在那一次，开始发展一种能纳入不同表述的集体

创作和身体化的剧场演出方式。

我在 5 年中持续参与这个资源有限，不时捉襟见肘的项目。演出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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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的随后一年，我们的主题成了 《回家》（Return）。原来，对于

这个项目的参与成员而言，回家和失去家园一样是个艰难命题。

当我在欧洲某处做类似的介绍时，曾被年轻艺术家质疑，我好像在

突出或者说是利用了参与者来自的国别和地区； 而且，似乎那些艺术家

们代表了国家；邀他们来到面前，也是否就等于提供了那些地域的真相？

这些问题，让我意识到这里面涉及的 “个体” 概念，以及它怎么在西方化

的当代语境中被舒服地使用。世界某些地方的人们，因政治、经济、文

化等原因，基本无法自由流动。这时生活在发达地方的人们，则可以通

过媒体，以及他们与媒体共同建立的标准，来窥探别处的真相。但当离

开这一生活习性，直接与他方的个人，以及那些个人谈及的苦难面对面时，

我们的确需要做出判断，是否在接受这样的遭逢中，自己即是与那个地

方及它的部分真相相遇了。

我坦言接受那位艺术家对用国别表述的质疑，但也辩解说，我确是

在公开表述时故意为之。只不过举出国名，是我们最为方便的表述地域

的方式。我要强调的是，清晰讲出那些名字，是与那些来自充满苦难、

有时甚至是被污名了的地方的人们站到一起。在称之为剧场的现场，让

人与人相遇，这应该正是这类跨越性工作的题中之意。或者，相遇才是

历史变化生成的必要步骤。只有当人们相互看见时，新的现实涌现，并

被见证 ...... 在那些场合我总会想到，必须要有一些另外的目光，进入到另

一些同类的活动中，这时，我们的劳动和价值，才在彼此的相互映照中

成立，并得以留存。



29

3.

那段时期我也去过中部非洲，看那里的表演和剧场，也受到以色列

艺术机构邀请，参与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举办的小型戏剧节。我后来数度

邀请那里的艺术家塔玛· 瑞班 （Tamar Raban） 来中国，介绍她的剧场和

表演作品，做行为工作坊指导及参与学术研讨会。塔玛去日本参加行为

艺术节时，曾被列入非亚洲艺术家。我曾问过她剧团的成员，以色列是

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他们对我的问题表示惊讶，说当然是，课本上也这

么教的。我意识到，对于一个熟悉中国地缘观念及身处东亚的人，接近

以色列这个 “他者” 的亚洲性，遭遇其中的复杂问题，会有助于我们摆脱

早已腐朽的中央帝国概念，理解作为现当代议题的亚洲，以及反省对它

的命运固步自封式的思考。

塔玛在行为艺术工作坊上，带大家做一段表演，那是她从一位巴勒

斯坦艺术家那里学来的： 用简单、从容和安静的身体动作，以一位阿拉

伯孩童的视角，展示他自己的日常活动、食物和亲情。这个表演的政治

意味埋在它的温暖里，它在那些中产的艺术环境里呈现出来，不仅是一

种放下复杂欲求，与生活和解的态度； 也修正着被媒体塑形了的以巴地

区人们生活的面貌，即那里的街头，不只有坦克和刚被炸烂的汽车引擎。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去粉饰太平。在以色列，瑞班女士与被强制隔离在另

半边的艺术家没有半点交往。他们鸡犬相闻，但如隔世。她是在巴黎做

艺术家驻地时，才与那位同时也在做驻地的巴勒斯坦艺术家成了好朋友。

当这个关于阿拉伯孩童的表演，绕了个大圈子，绕回到特拉维夫中央汽

车站里卖煎饼的阿拉伯大妈的摊位前，由一位犹太艺术家，以及我们这

些在现场的外人一起做出时，这时谁都是 “他者”，“他者” 消失了 ——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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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在因为一起认真舞动，而临时产生的小集体里。我们或能在那个片刻，

获得在一起的安然？

对身处动荡历史中的人们，这确是一种需求。塔玛告诉我，在她看

来今天大部分发生在以巴地区的，包括所有的占领事件、军事活动，都

源自犹太受害者曾经生活于焦虑与恐惧中的心理现实，甚至在某种时刻

变成了它的反面。她父亲早年从波兰来到以色列。而仍生活在欧洲的祖

父母等家人，都在二战期间被杀害。父亲后来绝口不提老家，不再讲以

前熟悉的俄语和波兰语。但他临终前突然说起大段的波兰话，像是来自

另一个世界的人。其实，他确实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塔玛后来去波兰

做表演，意外地找到了老家的房子。她从里面带回了三块旧砖，放到父

亲的坟上，像是给一个作品安上观念化的团圆结尾。那些砖是由火煅烧

过的他乡泥土，来到并倒卧在那片被号称为祖先之地的、也是他人世代

居住的土地上。

也在同一年，我还遇到了巴勒斯坦的年轻剧作家达丽亚·塔哈 （Dalia 

Taha）。她的剧作以独特的语言方式，向我们揭示那里的迫害和抵抗，

就在日常生活的眼皮底下发生，并交织成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

残酷，又成了寻常，持续不断 ...... 我与草台班的合作者们不仅翻译了她现

实感极强的剧作，在上海做了读剧演出； 还邀请了巴勒斯坦的剧场人以

早年东耶路撒冷的艾尔· 哈卡瓦提剧团 （El Hakawati） 和当下活跃的阿

斯塔剧团 （Ashtar） 为例，作名为 《在舞台上建起国家： 巴勒斯坦当代

剧场》 的讲演，讲述这些在政治压迫下持续活跃的剧场活动。

不安和安然之间的逻辑关系，在那里显得如此无法理喻，扭曲，并

且断裂。全球化浪潮下的跨文化剧场和表演，往往被高度浪漫化和奇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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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否有意忽视了人之肉身与其生存之道间的最原初的艰难关系 ——

那种几乎被不断夺走的弱势者的真相？

我曾一度热衷于亚洲间的交往和互动，策划和组织这类活动。除参

与 “亚洲相遇” 以及试图把它延伸到我生活的上海，也参与多个亚际的剧

场、表演网络，也随后与上海外滩美术馆合作，策划名为 “亚洲生动” 的

跨越剧场、行为艺术和社会运动的研讨及表演的整年项目 （2013-2014）。

我在后来编撰的同名书中写道：

“亚洲复杂而辽阔，它迷人或艰涩的复杂性，尚未或永远没法

充分揭示。它因此无法被观望，而只能卷入。亚洲因此也成为一种

变迁历程。那里是征服和繁衍，挫败和抵抗，是艰难时世的无穷现

场。艺术的力量是微弱的，但它也要在身处的位置上极力扩张自己

的象征之力。在亚洲，卷入那些充满寓意的现场，我们或能挖掘出

更多——关于变迁可能性的别样提示？” 3

4.

    2012 年我们在新德里的国家戏剧学校 （NSD） 演出 《不安的石

头》。谢幕时我遭逢人生中最热情的观众，他们不少人涌上前来拥抱我们。

我在想，这种近乎有些抽象的作品，在一个陌生远方是怎样被理解的？

3　“亚洲生动：一个搜索当代亚洲行动现场的艺术研究项目”，《亚洲生动》，赵川编撰，

上海外滩美术馆，2015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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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或许理解的基本语汇和解读机制，早就在我们身处的那个小剧场里。

这类被称为 “黑盒子” 的剧场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它们是为特定演剧需

要而专门创造的空间。它已是一门通行的语言。在那里从排练到装台，

到完成演出。尽管是第一次在印度，但进入 “黑盒子” 的语境，我们就不

再陌生。我们在戏中探讨问题之余，也参与进了这种小剧场观念的交流

和传播。这一发现，让我对此颇有点疑惑。那个空间观念，把我们共同

锁进一种现代化的叙事脉络中。这让我们在印度的巡演显得吊诡。

几年后我受邀去柏林，与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一起，观看柏林

戏剧节的剧目。在一场与主创人员的戏后讨论中，来自塞拉利昂的查理·哈

夫纳 （Charlie Haffner） 对主创们介绍的创新想法提出了疑问。因为怕

现场听得不够确切，我又事后问他。一会儿查理用三张宾馆的便签纸，

竟然把他的想法写了给我。

“当进入观众席时我很吃惊。一开始，我以为这出戏会在一个

典型欧式剧场的镜框舞台上演。但是我意识到舞台被安排成了方

形和围坐式的。这时，我想问欧洲剧场想干嘛？我们非洲的剧场，

在他们来殖民前很久，就是圆形的。他们来了，“强迫” 我们改成

他们带来的 ‘镜框式’。并且，是礼堂式的，所有的观众席一排排

面对舞台上的演员，演员面对观众。在这样的安排中，在演员和

观众之间是一片无人区。观众和演员两者之间没有沟通。当演出

结束，演员消失去后台。再一次看见，可能已是在第二天上午报

纸上的剧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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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 《父与子》4 中，方形的场景安排很多方面都接近非

洲： 没有特殊的舞美搭建； 融入对话、音乐和舞蹈； 更剧情化的

形式； 没有多余的舞台管理团队，而宁可演员自己担当； 观演互

动； 没有后台； 不强调服装 ...... 最后，我问自己，德国 （欧洲）

剧场想要什么？为什么他们排斥、指责了我们非洲的剧场，现在又

回到这上面来？剧场是圆 / 方形的？” 5

这是一种近乎结构主义的讨论，剧场被看作是种框架性的认识和行

动策略，超越表演之上，有着自己的诸多潜台词。作为仪式化的空间方

案的 “剧场”，也因此带了天生的文化表演性。即便表演，亦是人们在他

人面前把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号化，籍以表现个人存在的仪式。这样想来，

围绕剧场、演剧和相关活动的生产、制作，它们岂不都带了文化策略及

其表演性？

几个月后，我问查理 · 哈夫纳能否接受我的邀请，来参加我策划的

2016 年 “他者的舞台 ： 不同剧场 / 不同世界的对话”  。因为在柏林那几

天里，他那种谈论问题简单而又锐利的老派机智打动了我。策划 “他者

的舞台”，就是有感于这些有趣的朋友，他们大都在各自独特的政治和文

化环境中，通过剧场、表演等工作，创造着有意味的社会张力。而这些

来自世界不同 “角落” 的朋友，通常只在欧美某个特定的场域相遇，交流

大多服务于那里设定的内容，然后很快分道扬镳。我们这些人的所处环

4　特指 2016 年柏林戏剧节 （Theatertreffen） 上的 《父与子》 演出。

5　哈夫纳先生给我的三张便签纸，我已收藏，以上内容由我翻译成中文，记在了当时

的 “2016 柏林日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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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大都不易得到足够资源，可以令我们直接交往。我因此想建设自己

圆形的场域，一种能让我们直接分享、展现和探讨各自工作的空间 6 。

我把这当作另一种起步，尝试做更开放的连接 —— 在上海，在热衷

于与西方主流文化往来的边缘，让不易连接的 “角落”连接；不被关注的，

也得以有被看到的机会。那年的活动，我从美术馆得到一间做公共活动

的大房间，和偶尔可以利用的门厅，没有了制式化的剧场，反而比较接

近我们所需要的形式。

大约在更早些时候，我已接触到欧洲表演活动策划人弗里·莱森 （Frie 

Leysen）、安雅·德克斯 （Anja Dirks） 和桑德罗·鲁宁 （Sandro Lunin）7 

等人，参与过他们策划的那类国际戏剧节中的部分活动，也与他们个人

做过交流。他们代表了欧洲戏剧节文化中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理念。在他

们策划的演出活动中，除西方之外，人们能在舞台上看到亚非拉的艺术家，

以及他们那些 “角落” 里最为现实的问题。异国情调可能在所难免，但问

题意识和直接的互动被带入实践。莱森女士对此有十分诚恳的解释，她

说自己确是抱着一种愿望，比如想让那些来自阿拉伯地区，却从没在那

里演出过的作品，通过她策划的活动，回到它们自己的人群中演出； 但

她说，最后自己必须承认，这些仍是出于她一个欧洲白人的视角。“我想

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看世界； 不，我想通过上千人的眼睛看世界 —— 这

6　“他者的舞台” 项目由我与瑞士文化基金会共同发起，2016 年与民生现代美术馆、

2018 年与明当代美术馆合作呈现。亦得到歌德学院、苏黎世艺术大学跨文化合作课程的

支持。

7　弗里· 莱森 （Frie Leysen）(1950-2020)，比利时资深艺术节总监及策展人。安雅· 德

克斯 （Anja Dirks），曾任欧洲多地艺术节艺术总监。桑德罗· 鲁宁 （Sandro Lunin）

曾长期担任苏黎世戏剧节 （Zürcher Theater Spektakel） 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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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我才能对世界有稍微的理解。” 这是她对我引用的一句话，不记得谁说

的了。而对于鲁宁先生，则是因为他早年投身抵抗主流文化的青年运动，

并深受影响，所以保持了对世界各处边缘的、抵抗文化的兴趣。在我看来，

他们在表演领域持续多年的策划和孵化工作，都带来蔚为可观的 “他者”

间的互动和凝望。

我尚不清楚，这些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固有关系。至少，它们

看起来是一种与固化差别相对抗的努力。但是当他们的那些项目流动起

来，在剧场里带动讨论别人的问题时，而我们好像正是问题本身。十多

年前，我曾在德国和中国戏剧人的交流活动上提问：为什么在这类会中，

我们总是谈论中国的问题 / 困难，而没有德国人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同

行总觉得他们应该援助我们？当时这么直白的讲话，当然有些挫伤他们

的好心。现在，我反省对这类问题的讨论，觉得应该转化成对我们从困

难中获得的经验的分享。

我最初向往的 “他者” 之间的直接交往，有别于在欧洲的条件优渥的

聚会制作，而是想寻找 “他者” 别样的自主流动方式； 切磋不同地缘政治

带来的艺术实践和经验，张扬异质的创造能量。我们利用有限资源促成

的邀约和聚会，不会是一场艺术的饕餮盛宴，而将是一种相互加持。

5.

在近年对全球化的阻击中，甄别那些被推动全球化的势力刻意淡化

和磨去样貌的 “他者” 的努力，越发显著。从宗教、种族到意识形态，同

一体认之外的不同存在，意味了某种危险或潜在的威胁。尽管对于 “‘他者’

是谁？” 这一问题，要学究气地回答可以牵出一部或多部思想史。而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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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显而易见地指认出的 “他者”，往往处于更边缘、低层级、被压迫和排

挤的状况。他们随着越发便捷的流通，得以迁徙、流浪，与 “我们” 靠近，

甚至隔邻而居。那种近距离下的压迫感，带来的各种张力，一些年来并

不能通过 “多元文化主义” 或 “跨文化” 实践轻率消除。更因为涉及 “我们”

的环境和生计，不断被要求审慎对待，堵截，甚至予以驱逐。

我曾以为自己是全球化的抵抗者。当诸多事项突然因 2020 年的大规

模疫情停顿下来，或改弦易辙时，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早已浸淫在由全

球化锻造的生活样式里。大概如齐泽克所言，看似大家都不信的，或正

是在起作用的。全球化早在种种过程中内化于我们。当民粹主义大行其

道，我能够认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站在全球化的对立面上。所谓对抗，

其实不过是试图 “面对”  ——去寻找策略，甚至是修辞，想要以自己的方

式，来回应全球资本和后殖民形态下的强迫流动。所谓自己的方式，便

是创造自己的流动形态。它或是从凝神而望那些在边缘行走、被遮蔽、

被忽视的存在和实践方式开始，辨析他们的样貌、声音，寻找与我们生

存状态中的同质结构，摸索重新交织的机缘。

如果要让 “他者” 解放出来，与其把它作为心理活动来辨识，不如当

成是些非我族类的、异想天开的，具有造反潜质的所作所为。在法国、

瑞士和智利间往来的前辈导演乌雷· 海尔泽 （Ueli Hirzel），他早年学习

戏剧，受六十年代激进运动影响，为了要去了解 “他者” 的方式，放弃电

视台的职位，走进大楼对面的马戏团小院里，学习成为一名钢丝上的小丑。

原来，在欧洲的马戏、杂耍和小丑的流民社会里，一直有着一个 “他者”

的表演世界。它们表面上样貌温驯，却与主流的剧场和表演界分道扬镳，

不为他们所了解。那些 “他者” 的表演术，是对抗被主流力量收编了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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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 在那些堂皇的剧场里，有如在福柯 （Michel Foucault） 习惯谈论

的那类权力关系中，“他者” 的样貌往往被鄙薄，记忆被抹去或曲解。

“他者”当然是种异质的力量。那些力量会因地缘政治和文化而凸显，

但也并非一定是地域或种族的。与乌雷等人的持续交往，让我意识到我

们能走出身份政治，重新让各式各样的 “他者” 登场，展开 “他者们” 的表

演，交织出别样的聚会空间。这些努力是为了回应身处世界的困扰、压

迫和不满足，是想要澄清一些已然在了的事情 / 真相，也要试图描绘尚

未成型的东西，尤其是未成型的道德和情感。这是在诸多看似别无选择

的关系中，对别开生面的欲求。

剧场即是一场凝望。“他者” 若在这个面对面的关系中现身，这时，

它必成了对已有秩序的责难，甚至对抗。印象中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的意思是，凝望者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他 / 她不是西方

传统哲学中的认知主体或权力者，而是已然成为带了责任意味的伦理主体。

在凝望 “他者” 中，人们以期获得一种解脱压迫和被压迫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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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的可能

赵川与黄佳代的对话 1 

赵川（下文简称赵）： 策划 “他者的舞台” 的起始，跟我对一些经验感兴

趣有关。这联系着自己做艺术的环境，和对这种环境的认识。比如一些

艺术家因为专注于激进的社会命题，很少或不做商业经营，因此总在边

缘境况中挣扎，在非常有限的经济条件和活动空间下，与未受过艺术技

能训练的成员一起工作，等等。我们如何看待和分享这类经验、认识、

勇气？以前在草台班演出后的演后交流上，有人会问为什么草台班不做

些跟人家一样更大众化的戏，比如快乐些和励志的。我说那些电视里都有，

人家有充沛资源在做这些，所以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了。我们的价值是提

供不一样的视野，比如中心之外的边缘视角，比如更具批判性的。中心

之外生活着好些人，他们也都有看法和意见。我们无从排斥中心，但边

1　根据赵川与黄佳代 2021 年 1 月 14 日的对话整理补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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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也是无处不在的。彰显边缘的存在，这是一种基本态度。

草台班第一出戏是因为受韩国邀约，我们怕戏到了那里有语言障碍，

因而做成肢体剧场。后来发现原来不用语言，却可以表达那些在我们这

个特定环境中无法言说的内容。它亦是一种表述，可以连结起有同样感

受和见解的人。后来更认识到沟通的障碍有时无关语言。原来，一些人

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会因为政治见解或性别取向等问题，而成为自己熟

悉环境里的外人、陌生人。所以，他者不必是在远方的，或在一条清晰

界线之外，而是有时就在角角落落里。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另外的聚会，

甚至登台亮相。或者说，这也是我们从自己的位置出发，去寻找应对环

境的方式。

黄佳代（下文简称黄）： 草台班的工作我比较了解，也很敬佩。从讨论

的角度，可能我个人更希望在具体的语境之中去分析谁在何处、为何被

边缘化，或者说，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边缘处境无所不在，但定

义是相对的，需要一个参照。比如你提到因为不做商业经营而身处边缘，

而我也了解到，在某些艺术资助体系完备的地方，如果一个艺术家不是

靠创作和政府资助来生存，而是通过其他诸如商业性的活动来维生，就

很可能不被主流的艺术圈子所被认可，不管其作品好坏。所以，也许需

要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讨论，才能避免把这些叙述简单地固化为某一类

美学、身份或者工作方式。

我也知道一些中国艺术家就曾在国外遭遇这样的固化印象带来的令

人哭笑不得的误解，比方说因为他们不在正式剧院演出这样的国内主流

制作体系里，就被戴上激进或者反抗的帽子，也不去看实际作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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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什么，或者本人是否愿意被这样理解。自己是否处于边缘，还是取

决于眼睛看的方向。现在也有不少非常关注社会、也并不追求商业发展

的年轻创作者，他们并不一定都认同自己处于边缘，反而有一种自信和

自由。在我们身处的日常经验里，语言被越发地标签化，被资本和权力

等所侵蚀而失去了一些原本的功能和意义，甚至成为割裂的工具。这也

让我保持对语言的谨慎。

赵： 当然。推动他者聚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具体理解、甚至解构某些

边缘状况，以及通过剧场或表演进行回应。使用标签的目的，原本是为

了能简单明了地把握和宣讲一些事情。而人与人的聚会、交往，或许正

可以重新激活和反省被语言标签化了的经验。

我对他者的判断，多来自自己的实际境遇； 当然，在一些理论中它

是种心理结构。西方至少自古希腊就有关于他者的诸多思辨，因为文化

的强盛，也较为各地人们所知。但其他文化中，不知是否也有许多这类

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生活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移民生活在一个

移民国家，看到因为殖民史、土著权利和族群观念的问题，以及文化背景、

新老移民、阶层利益等各种原因造成的多层次冲突。在很多境况中人们

没有办法肩并肩，因为肩膀碰不到一起。还有一些状况下，有些人根本

无从发声，或他们的声音太弱小，而被其他声音忽略和淹没。生活在那

个环境里，主流层面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犹如嗟来之食 —— 这是在权利

上位的人的分享提议。但同时，他们也引导我们把自己的诉求简单化——

有了几口吃的，再听几句对你所出自的文化的褒奖之词，就觉得不该再

有问题了。但我以为，不要高估人所宣称的善意。我们不仅要承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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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承认一些鸿沟甚至是难以逾越的。我对我 “跨文化合作” 课程上的学

生说，你们来是来面对不同的，而不是寻找相似，因为你们终将遭遇难

以理解的差异。直面这些才能通向尊重。如果连不理解都不能接受，那

才会真正剥夺了通向事情真相的道路。

黄： 是的。那个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在澳洲遭遇的问题，有当地自身的历

史投下的阴影。真正认识他人的境遇并不容易，它需要意愿和时间，需

要接受自身被挑战的不适，甚至可能需要一些机缘。而在政策倡导或身

份政治的大旗下去匆忙做出一个简单化的表态是不够的，甚至可能反而

屏蔽了一些聆听和共同深入讨论的机会。曾经有段时间我被邀请参加过

不少欧洲官方机构搞的讨论会，话题不一，但最后常常都发现，我去讲

什么对于他们的讨论根本不重要，因为那些场合里并没有真正的意愿或

需要去了解我所在的复杂现实 （除非是关于 “中国市场” ）。有限的时间

里，需要的只是简单明了的信息，我也只是会议记录中需要出现的一张

亚洲脸。很快我就决定放弃参与这样的所谓交流。

说回到差异，即便在同一个文化环境中也会有因为系统性的不平等

而产生的差异。这个差异也需要被看到和讨论。我会倾向于把事物看作

一个复杂连续的光谱，而非中心和边缘对立的两极。这个光谱是动态的，

而且也可能通过一些行动去促进光谱不同位置间的流动，对我来说这也

是去面对和讨论差异的目的之一。国内曾经彼此隔绝的公立机构和独立

创作个体之间近年来逐步增加的交流，以及多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制作形

式的不断出现，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尽管目前这种流动还很不够。

在直面差异的基础上试图寻找可能的连接，我想并不是否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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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批评和对抗可能会是我在草台班较为初期时的想法。但很快我们就

意识到，剧场对生活经验的咀嚼，其实是关于未来的，即时间不会倒流，

生活却要前行。仍然回到剧场的经验，戏剧是人回望自己的生活，分享

和探讨已有的喜怒哀乐，寻找更好未来可能性的探索。从历史和现实的

角度来看，剧场都是关于连接的。共同坦然地探讨差异的过程是重要的，

通过看到那些观念、习俗、方式、制度以及彼此关系的形成过程，来挑

战和超越既有的困境，这也会成为形成新的连接的过程。这是蛮适合剧

场来做的一项事业。也可以把关于他者的聚会，看成是一种广义的剧

场 —— 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交往的方式，而做出

的一种行动。每一次的积极面对，便是关系又一次刷新的机缘。

黄：我有一种感觉，身处各种困境的其实远非少数，只是不容易看到彼此。

正如 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提出的口号 “我们是 99%”，今天世界的权

力、资本乃至于交往的渠道，都是高度集中的。看一眼世界航线图就能

发现，很多地方的人如果要去邻近的区域，都需要跑到更远处某个经济

发达的地区中转才行。占据主流的资本逻辑，把无数普通人推到了由财

富和消费的幻觉构筑的悬崖边，再通过媒体的营销化渲染和社会达尔文

主义的灌输，让人们彼此争斗，而不去过问系统性的问题。如果意识到

这一点，看到彼此在不同环境中普遍遭遇的困境，也许更可能产生一种

或者多种去中心化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正如并不是只有身为女性才能

为性别平等发声，也不是只有被边缘化了或者要先取得某种边缘身份认

同才能去加入行动。拒绝标签和自我边缘化，或许也是自我解放和建立

连接的一种可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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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是的，我仍想讲剧场作为再现、想象和重构生活的一种活动，它天

生具有某种积极的态度。回到你前面提出的，这些谈论如能回到具体情

景和对问题的处理中，它会变得更为生动。

我们所处的东亚环境，在现代性压力下遭遇的各种社会动荡和激烈

变迁，不少人会有比较强的社会历史感，尤其是我的前辈艺术家和作家们。

这些也都不断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在相近的区域中，大家的历史感会

比较接近，比较容易找到连接，比如在东亚。如果进入由不同地域或洲

际的人参与的、更为复杂的交流环境，有些议题就比较难进入和展开了。

大家有时会避开一些议题，而去找些较为浅显、更容易带来共情的东西；

但是有时，这也可以成为一些新的交往和了解陌生环境的起步。

另一种经验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早先，我们的激进艺术基本上

是想要处理自己面对的困难。上世纪 80 年代大家的做法是非常拿来主义

的。当时资讯也不发达，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有限，只要感觉国外的理论跟

我们的情景有点对得上，我们就拿来借用了，也不顾人家的来龙去脉。到

90 年代，中国艺术家开始往国外参加各种展出，他们在国外学习所谓的

当代艺术，从如何布展、如何讨论，一直到怎样生成问题意识。外面学回

来的 “问题”，是可以跟外面交流的，也可以得到回应，当然也容易得到市

场支持。反而很具体的自身社会的问题，因为知识和语境对不上，要花大

量的口舌去解释，事倍功半，也难以被人理解。于是渐渐的，我们探讨的

问题与我们的艺术一起国际化了。现在，亚洲的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在这样

的框架下学习艺术。我感到他们的问题意识已趋向高度同质化，比如性别、

公共性等的标准化的社会关注。这看似是种流动，但实际上话语生产的中

心和边缘是更加强化了。当然，也有变种后逆袭的，比如韩国的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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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随着时间推移，不同代际对自身社会和历史会有非常不同的切身感

受，这是我近些年越发体会到的。自己经历过的和前人告诉你的，这两

者带来的影响肯定不一样。因此我也很关注九十年代之后出生的创作者。

他们从小经历的就是一段平稳繁荣的历史，但同时现实包括竞争压力、

网络暴力等等又带给他们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残酷。我想他们对地域和

历史，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角度。

关于 “问题” 的选择，除了和你所说的与艺术的学习框架有关，我想

可能也与技术和媒介带来的认知的高度同质化有关。现在，小镇里和北

上广的年轻人打开手机电脑，看到的东西很可能一模一样。而身处两片

不同大陆的创作者们的关注和阅读也很有可能有许多交集。世界上仍然

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现实，但人们因为同质化信息的影响，对现实的认

知方式却越发趋同，甚至会带来现实和认知的割裂。另外还有数据研究

发现全世界 60% 以上的网页是英语的，跨地域交流大部分情况下也都是

以英语为媒介。这对于话题、讨论的框架和使用的词汇以及参与讨论的

人都做了看不见的筛选。

赵： 语言能力相对优越者，总占着优势，并时常支配了讨论。传统上语

言能力的习得，也是通往权力的路径。虽然语言能力的落差无处不在，

这种不均衡总会影响到沟通，但在跨越地域、文化或母语的交流中，落

差之大，有时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那些交往中英语能力带来特权，但它也背负着殖民时代的阴影。

在一些亚洲国家，英语也是他们的主要语言，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

不善英语的亚洲人在对外交流中，不少会有自卑感，遭遇压力； 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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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英语的又会有些优越感。上一代亚洲艺术家的交往或合作，往往更

多需要翻译的帮助。在没有译者在场的条件下交流，障碍就比较大，但

并非不可能沟通。当我们用非常简陋的英文，加上相互比画，我们仍然

能达成一些交流，并一起完成创造性的工作。但同时，我们之间使用的

英语已变得非常简单，往往丢失掉很多细腻的东西，有很多微妙的内容

交流不了。而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的交流，因为受制于语言能力，

很多都牛头不对马嘴讲不下去，潦草收场。

黄： 你谈到翻译。我观察到在世界各地的艺术交流场合，尤其是非英语

的地方，不论是艺术节的嘉宾接待还是研讨会工作坊的现场，包括我们

正在做的双语文字结集，常常需要大量的翻译、协调等工作，而这些工

作 （常是女性在承担） 很容易被轻视，当成是 “找会外语的人帮下忙” 就

可以的事情。只有在问题被指出或沟通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事

情好像不简单。不论是否跨文化，在表演艺术行业中，艺术家和策划人

头顶的光环都有众多台前幕后的普通工作者去支撑，但这些人却未必总

能被看见。正如行业精英和媒体在谈论国际合作和全球化时，渔民、集

装箱码头工人和卡车司机们的声音常常被忽略了。

赵：2015 年，我们带了 《世界工厂》 这部戏前往旧金山参加那里国际码

头工人工会举办的 “劳工节” 。在那个争取话语权利的场合，边缘或主流，

绝不会被误当成是种修辞。回到语言，它在交流里扮演了一个奇特的角

色。它拥有太多的权力。能否通过其他多种方式的探索，比如身体的移

动等等，去找到某种平衡与平等？在我参与的一些跨文化合作的教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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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尽量在找这样的平衡。通常第一个学期的第一周会高度使用语言，

做各种介绍和讨论。很多亚洲学生是第一次到海外学习，或第一次到由

英语主导的表达环境里，他们感受的压力尤其大。所以，我需要尽量争

取一些另外的空间，来降低语言的压力。我的工作坊会请大家通过图像、

声音来作判断和回应，让身体和感官活跃起来，以语言之外的方式来做

表达。基本上来讲，是让头部的血液流向全身，让人动起来。

有一年去韩国做剧场工作坊和排戏，我要依赖翻译才能工作。有一

位在这个过程中，从头至尾都很沉默的演员。他很少表达。由于我们各

自在很不一样的剧场及表演系统里工作，跟他沟通一些事情障碍总是很

大。后来我请他在表演中跳舞，他舞得很悲情，很有感染力。我问他为

什么你的舞蹈这么苦？但我没得到答案。演出后，也是我们相处的最后

一个晚上，大家喝酒聊天。我们把准备的和能找来的酒都喝完了，后来

喝到街边店铺都关了，买不到酒了。那天他很想推心置腹地跟我说话，

他找了人翻译。原来他查出喉部患癌症才不久，他需要手术，但还排不

到时间。于是他就只能干等。同时，又因为病情影响他的声音，导致他

这段时间不能接活。我理解，他的舞源自他在一个生命中非常尴尬的时刻。

对于他的沉默的种种不爽，让我隐约觉得对他有些亏欠。那晚我们兴奋

地说到，要做一个全程不用语言的、不说话的工作坊。

黄： 沉默很有意思。我感觉我们和沉默之间有种更自如的关系，也能够

在沉默中听到不同的东西，包括有韧性或包容的东西。而某些西方环境

里，似乎沉默基本上就是负面的。一位北美同行告诉我，人们害怕沉默，

交谈中如果沉默一出现就感觉需要赶紧说点什么去打破它。甚至相比之



47

下自己所说的与他人的关联度反而没那么重要，只要开口就是好的。我

想这可能有他们的历史原因。但如果将之普世化，对于人与人的交流也

许将会是一个损失。我自己，一个天生内向的人在多年使用英文工作中

几乎是活活被逼出了第二人格。（笑）

如何表达有时还和制度有关。如果作为艺术家的生存发展取决于申

请各种基金，那么，这样的申请所要求的某种语言组织方式就会具有巨

大的影响力，甚至能改变作品，至少是描述和思考作品的方式。我在欧

洲念表演艺术时，就看到这种对语言输出的强调是如何在学习阶段就被

编程到创作相关的思维中去的，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规范。我当时觉得

这既困难又很新奇，因为习惯了我们那种自发的野生的方式，想做就先

做起来，大家也更习惯于先看了做出来的东西再说。然后大家的创作语

言就什么样的都有。

赵： 这大概也是我讲的同质化。在这里，它是关于你做艺术的资源从哪

里来，如何去适应那个艺术生产环境？而这时，再去思考为什么做艺术，

这样，问题虽然因此变得复杂起来，不再单纯，但却可以帮助看到自己

怎样生存在我们的时代。

黄： 如果做艺术成了职业，成为养家糊口的来源，那就很难避免要和既

定的行业体系过招，不管是哪个环境。而只要是制度，就有引导作用。

我在国外几次被问到中国艺术家最近的创作趋势是什么。一开始我完全

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后来慢慢才发现，在很多地方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

的，因为制度会很明白地引领这个趋势。而我们身边制度外的野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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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面对本土环境的一种应对，一种匮乏中的自由。所以没有哪一个系

统是完美的。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中，环境虽然左右着其中生命体的状态，

但生命群体对生态环境其实也有一个逐渐改造的相互作用。一个艺术生

态系统的开放度有多少，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去推动其演化，

这是我一直会思考的问题。

赵：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在机构外围工作，我总想着应该有一种不同

于机构的艺术理解和运作方式。但吊诡的是，其实做草台班的经验是我

们要将自己机构化。我们不断为自己创造出各种名目，使得我们更能够

应对这个高度机构化的环境。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什么可去申请的资源

渠道，我们极为自由地可以随时决定是否要开始一个项目。在当代社会中，

“野生” 同时意味了创作力，以及是否想去 “调戏” 规则。你在上海 “1933”

策划的小戏剧节，这类是我感兴趣的方式。它很灵活，不那么中规中矩，

比较少受物质条件限制，有更多的自由和施展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反而

推动了一种创造力，所以它生动和带来新鲜感。

黄： 那是和英国 Forest Fringe（森林艺穗节） 的合作。它是三个英国艺

术家自主发起的平台，而最知名的是他们为对抗爱丁堡艺穗节的严酷商

业竞争氛围而连续十年在艺穗节期间为实验探索类剧场作品提供的免费

空间。2015 年我和三位发起人之一的安迪· 菲尔德 （Andy Field） 一起策

划了这个系列活动，串联北上广三地，在每个城市和不同美术馆或公共

空间合作组织了几天的小型表演艺术节。在 1933 的上海站，我也邀请了

好几位国内剧场艺术家来同时呈现他们的创作。这些演出不需要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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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场的空间里，很轻便，我也喜欢他们的工作方式。艺术家自己发起

制作，靠相互帮助去减少对资源的依赖。这样 DIY（自己动手做） 的精

神和国内环境中我们熟悉的方式很相似，不同于常规看到的非常专业制

作精良但高度依赖于系统性资助的戏剧节模式。所以大家以作品相聚，

也很能交流到一块。

说到交流，2018 年开始我和亚太地区的十三位同仁一起组织起了亚

洲舞蹈网络 （Asia Network for Dance) 这个平台，我们中有在机构工作

的，也有独立制作人、艺术家，大家以志愿工作的方式一年两次对当代

舞蹈实践在亚洲各地的发展进行深入的讨论以及考察，其实也是对整个

表演艺术生态的调研。亚洲这个概念其实本身就是过去欧洲塑造出来的，

是一个他者。但如何去看到亚洲内部复杂的多样性，而不是 “我们亚洲”，

我们自己做的还太少。对东亚和华语圈之外的很多区域，甚至是长期漠

视的，是把过去西方的那一套思维内化了。实践层面上，缺乏欧盟那样

的一体化的资助框架让亚洲内的区域性交流颇为不易，我们还在边做边

摸索，包括如何发展和处理与机构及其资源的关系等等。但在亚洲，各

种工作和生存模式都在各自的环境里发展着，框架性结构的缺乏也避免

了其带来的同质化。能看到不同的人和事，是一种丰富的活力。

赵：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意识到那种活力？学习总是往更高端的方向看

齐，追求所谓更完善的管理系统，反而不怎么看得到生动的多样性，和

担忧因此而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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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你说的学习也许是把对方看作一种规范。相比之下，我想更好的是

不带预设和功利目的地去了解对方。疫情让欧洲行业大面积停摆时，一

个剧评人告诉我，他们那里所有的艺术活动都依附于国家体系下的资助

系统，此外没有其他的模式。疫情之下政府不能做出回应迅速拿出补助，

所有人就彻底被困住了。同一个时候，在上海我们搞过一次表演艺术独

立创作者的自发讨论，聊怎么谋生。发现相比之下国内大家的状态受疫

情的影响比较小，除了停摆时间较短和存款习惯，也还因为我们很大部

分人的生活和创作都不只依赖单一的系统。观察的目的不是为了比较，

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反思。

赵： 参与过一些欧洲城市的艺术节活动，我和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艺

术家们被邀集到一起，听当地艺术节和艺术机构的人介绍经验，他们希

望对我们有所帮助和启发。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在高度系统化之中的

机构工作经验，对我们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工作的人，实际意义不大。

我们的系统完全不一样，或根本没有系统。反而，我们来自十个或二十

个不同环境里的人的工作，却十分多样、有趣和充满能动性。因为我们

大都在以各种灵活和坚韧的方式，处理各自的当下情景。

以一地之纳税人的钱来资助艺术创作的机制，在历史上，可能也是

由不同的社会角色来担当，而不总是仰仗于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以及他

们扶持的决策艺术委员会。前几年在欧洲做艺术家驻地的时候，我在讲

座上谈草台班存在与创作的方式，它完全与这类辅助方式脱节，也不在

艺术市场里，而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意愿和奉献。一位当地艺术家听完后，

说他突然意识到，不少艺术家申请创作资助的提案老是没有通过，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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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认为自己在艺术上很不成功，但其实他 / 她的艺术根本没有存在过。

他们的艺术在开始之前，已经被那个系统埋葬了。

黄：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常会提一些也许对方看来有些远的问题，

比方空间的所有权、运作和评估机制等等，这些大气候其实与创作方式

息息相关。在表演艺术的世界里，有着多重现实，彼此差别很大，而单

从数量上看，被发达的艺术资助体系覆盖的区域还是少数。就像鸟类能

感知大气的流动，野生状态下，人也会对自己周围的生态系统更加敏感，

给予更多关注，甚至感到一种天然的责任。当下，不论是个人还是系统

都在面临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反观各自的现实，或思考彼此的经验

是否能相互启发，这样的交流另有一种价值，这也是聚会的契机。在野

生中，我们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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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沉默

凯·图赫曼 （Kai Tuchmann） 与

鲍里斯·尼基丁 （Boris Nikitin） 的对话 1 

2020 年 8 月 28 日

鲍里斯·尼基丁（下文简称鲍）：我想用上周你在电话里说的一句话来开

始我们的对话：“一个人怎么能忍受这种矛盾 20 年？” 我曾告诉过你我正

在做的剧场，很多演员私下里批评过这里的工作条件 —— 微薄的薪水，

管理上的等级制，沟通透明度的缺乏，但最后也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

论。结果是，尽管他们挑战了权利结构，却又加固了它。他们没有抵抗，

因而成为了沉默的合作者。

结合这样的背景，我想和你分享我的观点，即缺失任何具体行动

1　凯· 图赫曼与鲍里斯· 尼基丁在 2016 年 “他者的舞台” 研讨会上第一次见面，自此开

始围绕着 “真实剧场”（theatre of the real） 展开持续的批评交流。这里刊印的通信写于

2020 年 8 月至 12 月间，处理有关沉默的话题。开始的契机是两人在 8 月 18 日的一通电

话，他们首次交流了剧场机构的环境条件。信件的交流本身发展成了一篇文章，有关言

说与言说缺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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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也有人说行动力 2 (acting) ，都对演员的主权产生影响，不仅

是作为剧团雇员，也是作为舞台上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

这种剧场系统无法使他们发展为优秀的演员，自信成熟 3 的演员。

如今，似乎不仅仅是演员，很多人都抱着 “别想太多” 的心态与这种

矛盾共生： 不知为何他们就生活在这些条件下，不管怎样他们都想法子

将就，不知怎么地，时间就流逝了； 岁月如梭，他们变老，身体以某种

方式适应了环境，最后，人们一生将会学到的就是忍受矛盾。这也意味着：

保持沉默。

有人可能会说： 现实就是这样形成的。身体，压力和时间。一个类

似地质形成的过程。也许确切来说，默默忍受矛盾是一种人类为了生存

形成的达尔文式能力。事实上，我甚至会说自相矛盾的能力是最基本的。

但事情不止如此。

如你所知，我一直在研究出柜 （come out） 这个概念，也就是解放

般地打破沉默。我最近愈发感兴趣也愈发投入的，是沉默的本质，你的

感叹也再一次提醒了我。我们还需要对它有进一步更详尽的观察。它到

底是什么？它何时又为何发生？它是怎样产生的？

似乎沉默，我指的是被压制的沉默，不是主权性的沉默，总是和暴

力还有耻辱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代表了权力的具体功能和状况。例如，

我记得在一些个人情况下，羞耻感和随之而来的沉默与权力造成的身体

和精神上的迟疑有关。我也记得口吃的恐惧，当我们在必须说话的冲动

2　此处原文利用了 acting 的多重含义。—译者注

3　这里的成熟是康德意义上的，他认为 “启蒙乃是人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

所以成熟是主权的行为和知识财产。



55

与闭嘴的欲望之间不很确定时，这种恐惧就出现了。我想到有时，我是

怎样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刻发声，但接下来的每一刻都看来不恰当。回

看我自己的经历，直到 20 岁出柜，我看到我对自己性身份的沉默。我也

想到我的祖母，她把来自犹太家庭这个秘密一直带进了坟墓。

我们都是剧场工作者，剧场常常要将声音赋予某些素材。那沉默呢？

假设我们想要写一个沉默的故事：它从哪里开始？

2020 年 9 月 9 日

凯·图赫曼（下文简称凯）： 非常感谢你做的这个开头！我回复得晚，

因为直到昨天我都在忙一个长篇演讲，题为 《未来信息学的剧构》。看

不见的机器化身电脑、平台和数字化网络，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人

类的交流中，也与你提出的沉默这个主题有关。因为它们的存在，确保

了沟通的意义不止是来自人类的交谈、信息的发送和发布，也来自机器

的记录和计算。电脑上任何信息的输入与输出都有赖于信息的电子与数

字化处理，这样一来，究竟是谁在沟通，谁在书写和阅读都变得暧昧不

清。我们这个社会还不能意识到这点。因此，这些看不见的机器继续沉

默地运行。但首先，讨论沉默的额外维度已足够了。或许我们可以回到

对话中来。

你问道： 一个人可以书写 / 展示 / 表演沉默的历史吗？这肯定是值

得思考，尤其是考虑到对剧场最大的偏见可能是逻格斯本身。当亚里士多

德将剧场描述为 “把争论放到舞台上的系统” 时，他已经开始采用逻格斯

中心的方法了。是的，一段剧场念白的无声语言维度 （包括沉默） 要放

在哪里？确切来说，这些非有声的语言维度通常比文本记录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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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非有声语言指出了有声语言的崩溃 —— 由此指向了现实的真实创

伤。

在我们着手这一发现之前，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你说的 （针对康德

所说的人的成熟而言），压制性沉默与主权性沉默之间的区别。你把压

制性沉默描述为权力的结果，这种权力通过剥夺话语制造沉默。但是，

我认为这种形式的沉默中也含有某种主权： 即，这恰恰是一个人真正想

表达的话语。然后，这种话语一定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在自我中形成，甚

至早于或脱离了社会认可而形成。或者这也和本雅明提出的 “被压迫者传

统” 有关，他指出，我们带着使命来到世上，这是一种微弱的救世的力量，

而过去的事物就维系于此。

我提到这种压制性沉默中主权的因素，是为了更好地记住我成长中

的沉默。这种曾环绕着我的沉默，我想把它命名为 “无欲的不幸”，参考

的是彼得· 汉德克 （Peter Handke） 的书 《无欲的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写他母亲的自杀。我成长的头 16 年与我母亲一起在德国的鲁

尔区生活，她和我父亲离婚了。当时那个地区正经历技术上所谓的 “结构

转型”。换句话说： 煤炭和重工业正在衰退，煤矿一处接一处地倒闭。无

产阶级消费文化的沉默寡言成为我成长中的底色。家庭破裂，酗酒狂欢，

暴力暴行，等等，无需多言。我仍然记得在柏林的表演学校时，契诃夫

的戏剧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让我仿佛通过魔法逃离了这个世界。那些

契诃夫写在 《樱桃园》 中的停顿！那些对话简单中断的无数时刻，我立

即就能理解。因为他们也充满了无欲的不幸： 这种面对当下的深深的悲

伤 —— 再加上完全无法寄期望于下一秒、明天，或者生活中出现的下一

个人。没有任何语言没有任何字词可以使这种期望复生。我认为这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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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是乏味的消费文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它对闲暇时间的定义是完全与公

共事务脱离的。

简而言之，在你的沉默现象学中，我想要在你提到的两种沉默里加

入这种无欲也无 （公共性质的） 世界的沉默。它是完全无主权的沉默。

我几乎想说，所有关于支配的表述，包括文化，正是基于这种沉默。但

这种陈述可能过于简单，过于庸俗马克思主义了。

2020 年 9 月 29 日

鲍： 你所说的无欲无世界的沉默我也很熟悉，即使参照的社会经济框架

很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那些年里我很接近的一种精神和身体状

态，即隐藏同志身份，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这种想法太过强烈，以至把

我拖向近乎毁灭的自我否定。

今天我认为，它的源头和效力至少可以在法律的历史系统里寻找。

它使身体和精神臣服，不仅让人失语，也在某些时刻开始让人逐渐丧

失任何对现实和生活的欲望。我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与之抗争 ——

事实上是直到今天，常伴有徒劳的感觉，但近年越来越多地体会到改

变的可能性。

我意识到这种可改变性与你所定义的无世界的沉默是矛盾的，那恰

恰表现为无潜力的，意味着 “无可能性” 和 “无力”。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一个信仰问题 （对我而言是无神论信仰）： 我个人相信没有人对主权

的冲动和渴望会绝迹到如此地步，以至进入无欲无世界的沉默，即使从

外部看起来如此。我认为这种无欲无世界的沉默，与这种 “内含某种主权

的沉默” 可以放在一起考虑。问题在于它们要如何、在何处相连，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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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在哪里？我想，就是位于国家 / 机构和具体的身体暴力交汇成为一

种结构之时。

在这方面，我不得不想起祖母的故事。以及她的沉默。1920 年代，

她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中产基督家庭。她的大部分人生无疑是由

二战来作注的。她父亲死于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他曾是药店老

板和药剂师，被送往集中营的理由是 “他帮助过游击队”。这是我小时候

祖母一直告诉我的。在她 2009 年去世后，我们发现她的父母都是犹太人，

且转信了基督教。于是很清楚，他父亲并非因为英勇的抵抗被杀，而只

因为他是犹太人。我们发现她母亲曾在奥斯维辛，但在那里的灭绝营中

存活了下来。我祖母自己不得不在东斯洛伐克的一个农场粮仓里躲藏数

月。她父母像二十世纪 10、20 年代的许多犹太人一样，改变了信仰，祖

母自己是作为基督教徒出生并长大的，但根据德国的种族法，他们仍作

为犹太人遭到了迫害。我祖母，我和她很亲近，她把所有这些都放到一

个小盒子里，藏进她的记忆深处。甚至她的子女对此也一无所知。从这

里看出，她的孤独无可避免。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思考为什么她不肯告诉我们她的故事。这其

中肯定有很多因素，至少有战后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浪潮。今天，我把她

的沉默解释为，她的故事、感受和恐惧太过复杂，无法讲述。祖母模糊

的身份无法用词语描述。她既非基督徒也非犹太人，但同时也都是。这

样一个故事讲述出来，怎么能不纠缠在冗长的解释里，舌头打结，陷入

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压力呢？这种对语言的生理崩溃的恐惧，来自对暴政

的体验，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这时继续作为耻辱的、压制的沉默，

如何逐渐转变为一种无世界的沉默，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忘记其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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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默，由此无条件地接受一种生活，即使在这种生活里你完全无法与

你的子女孙辈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想知道，如果这种无世界的沉默被理解为一种暴力史的身体表达，

而人们并不理解它的机制与起源，也无法施加影响，只知它的核心经验

就是疏远与徒劳 （alienation and effectlessness），那它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被认为是跨越了阶级的。你可能从我的作品里知道，我相信对能动性

/ 潜力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要素。能动性是指影响现实，使之改变，无论

这种改变是多么微小。这是权力的最小公式： 谁能影响现实，谁就拥有

权力。反之则无权。

这些都影响了我们的 “世界” 经验。而无欲无世界的沉默，正如我所

理解的，是一种关乎身体强烈惰性的无话可说，当人完全没有力量 / 能

力时，就会产生这种惰性。它会悄悄爬进身体和大脑，当人们一直感到

无力时，就会起效，且使人习惯这种状态。有几种程度的沉默。抑郁是

一种形式，不是临床症状，而是政治症候。你所描述的倦怠，我也能在

我的祖母身上观察到，这就是持续无力感的后果或对它的模仿。它似乎

与恐惧、羞耻和潜在的暴力密切相关。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痛苦的具

体恐惧，经过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个世纪的训练，使人们瘫痪，使他们

昏昏欲睡，疲惫不堪，并最终使他们沉默。其结果是世界堕落了。就像

一个在地牢里长大的人。

但我相信，即使是在政治经济上最麻木的人，也与世界有着残留的

联系，也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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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我想在这里简单地强调一个区别。

主权性沉默与压制性沉默，和无世界的沉默不同，因为它们与行动

这一概念有不同关系。行动可以理解为，以公共领域为中介的积极而富

有成效的生活。对我来说，这里的关键是，压制成熟的沉默与主权性沉

默都了解公共领域的维度，都不想要有这个维度 （或没有想要的条件）。

当然了，像你在描述你祖母的故事时，我相信压制性沉默可以转化为一

种无世界的沉默。但我也同样相信，无世界的沉默有时也可以转化为成

熟 4 ，这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这么多不同，最终人们总会触及到观点和价值判断的问题：

谁来决定什么才是积极的生活？谁来决定什么才算是发声？以及谁来决

定到底什么才是今天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难道不是一种西方概念

吗？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呢？

当然，毫无疑问，我的行动概念有一种社会经济的维度，因为它要

求 （文化、社会、经济） 资本形式的具体工具，以便能够公开地将自己

主体化，让自己被他人认可。

当你说 “我个人相信没有人对主权的冲动和渴望会绝迹到如此地步，

以至成为无欲无世界的沉默”，我想问，我们怎么理解主权，以及从什么

标准立场来观察它。正如前面已经明确地说过，我把主权理解为个人成

为自己政府的时刻。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不是一个隐喻！

因此当我谈论无世界沉默时，我触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在统治思

想 （即统治者的思想） 里，有某种东西剥夺了许多人行动的能力。我坚

4　参看前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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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相信，在公共空间里行动的意义需要靠自己来体验。只有亲自去做

公共领域的行动者，才能产生自治的想法。只有通过这样的体验，才能

去追求世界这样的东西。因此我很明确地坚持，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和沉

默的形态是一个阶级问题！

我不认为沉默的故事以此开头，但不知怎么，契诃夫在 《樱桃园》

中的暂停在我的脑海萦绕，成为这个主题的引入。它们是由社会剧烈

变化导致的明显沉默。曾经活跃的演员变得沉默。而曾经沉默的人被

唤醒发声 ……

2020 年 10 月 26 日

鲍： 我大部分认同你所说的，与 “世界” 及公共领域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

阶级问题，应该被看见，或许更应该被叙述。它可能对自我教育有最大

的影响，继而对可能性的知识及感知力的形成产生影响。在所有使世界

产生封闭与分离的系统中，它可能是最有力的。同时，为了避免只有阶

级这个单一论点，把其他可能会在结构上产生相似影响的事情纳入进来

也很重要：宗教、特定性别教育和经历、宣传的影响、肤色。归根结底，

在所有的问题中，自我形象及其世界观，都或多或少一直被从外部暴力

分配，“世界” 并不是什么有主观内容的东西，比如政治上的自我效能，

而是通过融入外部决定的、还没有自身代表的普遍的群体身份来表现。

我认为这是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沉默是内化的、受规训的、

延续的； 同时它并不知道世界可能的延展，它阻断了获得这种认识的途

径。

如你所说，这一语境下的一个关键问题，很明显是关于 “公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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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公共领域的时候，我们又在谈论什么样的构建呢？

在我们的对话里，我想说明的公共概念并不是一种宏观视角： 那个

社会话语的扩展领域，其中规范和等级制度通过协商形成。相反，它是

更实体的概念，是我从 “出柜” 引申出来的，意味着具体地在他人面前公

开自己时，那个公共的对象不一定是个很大的范围，也可以是某个时刻

一个人可以打开自己，所面对的一个或一群人。

由此产生的 “公共领域” 的具体概念，可以被称为 “脆弱地带”： 一个

人们与他人分享所思、所感或其经历时，就会进入的地带，冒险令自己

面对不可预料的反应，由此使自己脆弱。因为这是一个有潜在暴力的地带，

这种暴力可以谴责你、放逐你，使你受伤甚至杀了你； 或者就是使你感

到羞愧、自卑； 将你归于某种身份，并赋予这种身份以价值判断。所以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不进入这个领域，而是选择沉默。这种潜在暴

力能够确保的是，由于你闭上了嘴，你的思想处于隔绝状态，所以和你

持有相似想法的人看不见它。这使得人们无法在政治上向外部世界代表

自己，无法体验到有效的主体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失掉了 “世界”，甚

至从未学习过 “世界”。

我想要举个例子，它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所有这些的相互作用。这

是我几年前听到的故事，自那以后就一直盘旋在我脑海。2019 年我去北

京找你的时候有可能就讲过。它有关 1943 年在波兰的波兹南举行的臭

名昭著的大区长官 （Gauleiter） 会议，党卫军领导人海因里希· 希姆莱

（Heinrich Himmler） 在会上向聚集在一起的大区长官宣布了 “最终解决

方案”。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是，在一个暴力系统中，个人和系统性的

沉默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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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发生在波兹南的一个被德军占领的城市。德意志帝国的所

有长官聚在一起接收希姆莱的新指令。这是 1943 年的 10 月，德国已陷入

战争四年，情况并不乐观，风头变了。希姆莱站在大厅里，面对着坐在

下面的大区长官，讲解指挥部关于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决议。然而，

在他发表讲话之前，希姆莱在显眼的地方设置了两台留声机，让大家把

他的讲话录在两张蜡筒唱片上。因此，房间里的每个人在听希莱姆讲话时，

都能看到房间里的每一个词被刻在这些旋转的蜡筒唱片上。

假定希姆莱是要为这次讲话存档，这么想也合理。但纳粹试图记录

的是别的东西，更重要、也更有决定性的东西。一些同样在记录中永存

的东西，它对罪行的实施也必不可少。这不是词句，而是词句间的空隙：

大厅里观众的沉默。

故事到此为止。自那以后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录音机器不仅是

一个隐喻，同样也产生了一个脆弱地带： 它的每一次旋转，都可以从物

理上感知到有什么在被诉说，并带来所有的结果。每一次旋转，都可以

清晰地看到现实被决定。结果是：沉默。记录在蜡筒唱片上的一段证词，

其决定性因素，历史性地完成了共谋。沉默不是简单的沉默，而是在面

对一个看起来更强势的对手时的集体失声。它证实并最终解释了它的权

力和暴力。

从这里开始，这种发声的失败转变为一种共同的习惯。它成为了一

个共同的世界，最终成为共同的无世界，因为一个人发声就可以影响现

实的这种想法，渐渐消亡了。沉默成为结构性、经济的、政治的、社会

的条件，以及由此成为其自身不断复制和巩固地位、等级的基础，伴随

着所有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包容和排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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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兴趣知道你是如何找到方法，从无产阶级的背景中走出，进入

到外面的世界的。你怎么知道有你其他的可能性？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一

名劳工？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凯： 我发现把 “脆弱地带” 视为公共领域的初级阶段 （我不知道这是不

是个好词）。这种想法很有意思，我很高兴我们的对话催生了这个想法。

因为在能够于公共领域行动之前，我们需要勇气进入这个地带，需要有

以任何代价说出事实的勇气。我喜欢 “勇气” 这个老派的词。它似乎对我

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它和一个经常被遗忘的事实有关，即公共领域从根

本上说不是一个地点，而是由人所体现的制度构成，也就是说，最终是

行为的规则。进入它有着众所周知的风险。但不幸的是，公共领域的语

言游戏应当作为完全独立和平等的实践向所有人开放 —— 这只是一个幻

觉。它由经济的和标准的规则所定义，因此在脆弱地带里，不是任何发

生的事都会受到欢迎。进入这种脆弱因此不是一个人自身行动的必要条

件。问题在这里就浮现了，为什么有些主体得以成功完成从脆弱地带向

公共领域的跨越，而另一些却不能呢？

近年来，右翼报纸专栏开始辩论关于 “政治正确”、“取消文化”，有

时甚至是 “审查制度”。当某些解放性的辩论应当被定义为对艺术和思想

自由的限制时，这些术语通常就出现了。关于这个策略，令我着迷也受

伤的是它对历史的深刻遗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一个公共领域的体系，

系统性地将某些族群和性取向排除在外。通过所谓的社交媒体，第一次

有可能对这些排斥进行解释，听到被排斥者自己的声音和身体，或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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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猜测他们。从而扩大公共辩论的半径。然而一旦他们变得可见，右

翼报纸专栏势力会立即预告言论自由的终结。也许社交媒体上的许多帖

子还没能完全成熟地掌握公共领域的语言游戏。但对我来说，他们代表

着一种由社交平台促成的脆弱地带。人们通过在脸书或推特上分享他们

的故事来进入这个地带。他们就在那里。这种存在对民主结构产生了影响。

人们要么把它视为需要清除的障碍，要么视之为更新我们民主的一次机

会。社会需要一种新的阅读机会。一个帖子绝对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 “辩

论”（an argument）。但这也不是缺点，反而是它的潜力。帖子可以是脆

弱地带的一种存在。通过与其他帖子的联合，它能在无世界的沉默与成

熟之间构筑一片区域。将它视为争执，则是人们准备消除它的一种手段，

和为现状做的辩护。

所以，也许在沉默的转化中，（数字化）机器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

就像它们可以成为产生沉默和无力感的重要部分。这就是你所举的希姆

莱在波兹南演讲时留声机例子的意义。在这里，媒体理论与民主理论交

织在一起的程度令人激动。

“沉默不是简单的沉默，而是在面对一个看起来更强势的对手时的集

体失声。”

因为强势的体现与留声机的登场有着深刻的联系。当下被记录的词

句 （word）一定会被复制和传播，也就是说：一定会成为 “世界”（world）。

在书写与刻印分离之后，长久以来声音一直意味着一个在场的、活生生

的主体。而留声机挑战了这种假设。它在信息的去实体化进程中是一个

重要里程碑。也许这使得这个场景更加怪异 / 难以忍受。无论什么情况，

我都深信我们没有理解纳粹时代是一个多么大的媒体灾难。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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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灾难的形成，是通过系统地使用媒体，使一部分群体非人化，从而

最终毁掉他们。这些仅仅通过沉默的传播就发生了，实在令人瞩目。希

莱姆在他波兹南的演讲中说道：

“我还想完全坦率地在你们面前提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

问题应该在我们之间讨论，但尽管如此，我们永远不会在公开场合

谈论。正如我们在 6 月 30 日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让失败的同志

站在墙边，向他们开枪 ——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也

不会说。谢天谢地，对我们来说这种策略是很自然的 …… 我说的

是 ‘犹太撤离’：犹太人的灭绝”。

我不得不想起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评论有关树的对话，树已

经变成了一种犯罪，因为涉及太多的沉默。布莱希特在这里有一种重要

的直觉，他把沉默看作纳粹媒体暴力的一个构成因素。纳粹的媒体暴力

常常记录下可能持异见者的沉默，从而生产对其政治的认可。

顺便一提的是，我认为某些当代政治领导人散布虚假信息的做法

是纳粹制造的这种沉默的复制。长期展示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荒谬，主

要目的不是为了在公众面前进行政治辩论，而是为了展现少数人的权

力，他们能够不顾自相矛盾地分享任意立场 ； 同时也是为了展现多数

人的无力，他们做不到同样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虚假信息也代表

着沉默的生产。其后果是深远的 ： 它产生了政治虚无主义，最终会破

坏和摧毁公共领域本身。

所以这个无欲无世界的沉默之环是封闭的。但这不是人类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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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它把面对既有不公的沉默扩展至面对人类自身的

沉默——通过用数百万机器记录我们生活的每一秒。

你问我，我是如何从我描述的无产阶级环境中找到出路的。我对这

个问题想了很久，我记得在精神失常的母亲暴力发作时，我躲在大理石

桌下的情景。到了后来，我开始为这种时刻做准备，把一些小书藏在桌

下的一块小木板上，在她发狂时我就阅读。阅读因此对我来说变成了实

质上的另一个所在，也是一个家。但接着我就在学校里遇到很大困难。

我也没有拿到高中学历。仅仅是程式化的学习，与我在那张桌子下所渴

望和理解的东西相去甚远。所以在学校里，我扮演着 “酷” 学生的角色：

打架、在教室里喝酒、吸毒、对老师嬉皮笑脸，等等。换句话说，这正

是很多移民和工人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的角色，这让他们安全地被排除

在高等教育之外。我 18 岁生日那天，我自己签字离开了学校。接着在做

过三年的各种狗屁工作之后，去了表演学校。文学已经是我的家，这是

我接近家的感觉的唯一途径。因为你可以不必高中毕业就能学习导演，

只要你有 “特别的艺术天赋”。

因为在能力测试时与曼弗雷德· 卡格 （Manfred Karge） 相遇，我才

能被录取。我从教授们那儿得知，没有卡格的干预，他们不会录取我。

卡格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可能他看到了这次机会对我来说意味着

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这个决定，现在我还会不会在这个地球上。

2020 年 11 月 16 日

鲍：读你写的关于社交媒体的内容很有趣，后面的个人经历也很打动我。

这两者相互关联，因为都指向了 “扩大公共辩论半径” 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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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你说的，一个帖子可以成为脆弱地带的存在。因为能发

声并让人听到，社交媒体很大程度上是关于 “分享” 的。当你讲述你的故

事时也是如此。但我想说，通过你的文字展开的与沉默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是另一种脆弱，这种脆弱是技术层面的社交媒体及其背后的企业利益几

乎不允许的。它与一种积极的犹豫有关，与亲密性有关，与能够花费的

时间有关，最终与死亡有关。由于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这种品质在社

交媒体中已经消失。这直接影响了发生其中的脆弱性。

从几年前开始，我就一直在主张，出柜是一种传播技巧，通过出柜，

边缘的个人和群体为可以被看见而斗争，试图在公共话语中令他们的身

份或存在正常化。这是我挪用宣传的方式。在这个层面上，我一直着迷

于把网络作为出柜的媒介。2010 年代初，我对酷儿、女性主义者、黑人、

移民，以及其他不属于社会主流的群体，如何为由于传统支配模式而在

实体世界中一再失败的人们组织出一个相遇、开放和交换脆弱的区域非

常感兴趣。互联网很明显有能力组建一个乌托邦，其匿名的可能性使人

们可以克服羞耻，而此前这种羞耻阻碍了他们被看见。技术由此使他们

自我赋权，参与到这种权力游戏中。权力的竞争变得更加多元 （有人会说，

“自由主义主流的舆论专制” 由此诞生了）。

今天，我对这个乌托邦基本失去了信心。因为乌托邦已经在某种程

度上转了 180 度的弯。2015 年左右，随着 “另类右翼” 进入更广泛的公共

领域，很快其他群体也使用起这个空间来交换他们的脆弱。这主要包括

通过表达他们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连结。结果，毫不

意外的是，拥有生产资料、金钱和权力的专制团体和个人，挪用了这个

空间来实现政治目的，他们的目的基本上就只有一个：扩大无耻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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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造关注和影响。

这当然制造了困境，因为跨越耻辱线正是出柜的根本原因。这也是

解放行为的内容： 在那之前被压制的东西 “出来” 了。以前不能说的东西

变得可以说了。然而这一点同时适用于双方，无论你的政治或个人目的

是什么 —— 这就是困境所在。在这个层面上，社交媒体及数字化公众的

问题在于，它们是视觉上的耻辱跨越机。数字化公众和煽动家之间的结

构性联系，允许后者把数字化公众开发为权力展示的领域，同样地通过

将政治对手置于压力之下来行动和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双方都在使

彼此变得更为激进）。

当然了，这种政治竞争已经存在很久了，至少在民主制度内如此。

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的是竞争的 “技术”。作为一种关于发声的、脆弱性

的形式，这种技术改变了我们与时间、空间、肉体和差异的关系，以及

这些关系之下我们处理矛盾的能力，最后是我们与彼此的关系。这也是

我会如此怀疑它的原因。因为今天，对解释权 （Deutungshoheit） 的竞

争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万维网的虚拟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从不中断的全能

者。移动技术 —— 手机、笔记本电脑，反过来把这种不间断的公共领域

缝合进人们的身体里。如此一来，数字虚拟空间否定了 —— 你也可以说

得更严重，摧毁了身体在真实空间可感到的差异：房间、街道、办公室、

剧场、音乐厅、会议室、议会、教堂、厨房、酒吧、沙发 —— 无论身在

何处，数字化空间仍然保持在场和一致。它变得无可替代。

这样一来，网络变得无空间、无时间，因而也是无身体的。因为我

们是靠身体来感知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能体验差异。

也是通过身体我们才能感受他人。只有他人的实体存在，主要指有时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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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不灭的，才能使我们触及现实，并打断我们的自我交流圈。

我想说，网络帖子缺乏这种他人的实体存在与时间。这已经显现出

来了： 帖子在进入数字化公共领域的那刻起就几乎无法擦除，在那里，

它变成了一个准冻结的文件 （这就好比希莱姆的录音）。此外，它还表

现在，它所掌握的技术是为速度和数量而设计的，事关快速反应。这就

是为什么情动 （affects） 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由于我们没有时间和 （他人的） 身体存在，当我们进入数字化公共

领域时，我们最开始是与自己的投射交流 。近年来自恋成为一个话题并

不是意外。结果是，一个扭曲的现实再现正在出现。这里竞争的逻辑十

分重要。只有那些能吸引注意力的人才会被阅读、看见和听见。这反过

来要求修辞上的放大：挑拨、夸张、漫画式手法、反讽、偷换话题等等。

（有趣的是，都是关于讽刺的技巧。） 这种竞争性游戏的逻辑所带来的

交流问题是，它主要遵循成功 / 失败的二元划分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政

治 （politics） 和政制 （the political）5 已经激进化了，因为相关的讨论

大部分都是通过社交媒体，也只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的。

社交媒体作为脆弱地带的问题最终在于，由于其技术特性，隐私没

有成为政治性的东西，而只是亵渎性的 “公共”—— 以便随后在政治和经

济上被工具化、被利用，也取决于政治制度，或者被压制。

这带我回到你所写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如我所说，它非常打动我。

我会说它是不同的事。这些文字中带有的脆弱性不仅仅是基于你把私人

的东西公开了，也基于你为它寻找语言所花的时间，以及你把我作为读

5　politics 与 the political 都可译为 “政治”，这里可能是采用了卡尔·施密特对二者的辨析，

前者侧重权力的具体实施，后者强调政治得以出现的环境 / 框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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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享了这个过程 （及其时间）。而帖子很少有这样的品质。也许如果

我们可以更多地使用数字化公共领域来分享这种时间，它就会更多地成

为大众的而非私有企业或专制政府的公共领域。但到目前为止，算法似

乎在我们身上引发出的是其他冲动。

你可能还记得我两年前在北京发给你的那篇短文，其中的想法从

2016 年的 12 月开始形成，那时我们第一次在上海相遇，它是我对父亲的

疾病与死亡，以及和他度过的时间的一个回应。我读到你的故事时，不

由得想起它。

那篇短文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时间或许是脆弱的一个维度，甚或是

最核心的维度。是我们出生时就刻在身体里的客观条件。它表现为我们

身体的老化、生病，和死亡。它是一个框架，一个媒介载体，隐藏在我

们对外所代表的东西之后，形象和政治身份之后，这些身份要么是我们

被动获得，要么由我们自己赋予。

我想说我们的身体就是时间，就是脆弱性。它们是所有人无论差异

都共享的品质： 你无须做任何事就可以出生，你也不必为自己终将死去

而负责。这两者你无须多问就被赋予。把脆弱理解为一种缺陷、一种必

须隐藏或除掉的东西是说不通的。相反，脆弱性作为身体的一种客观特

征和属性而出现，作为我们身体能够做到，且可以被展示、露出、分享

的东西而出现。

隐藏脆弱性意味着隐藏客观上使人连结的东西。或许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很多人都有兴趣隐藏自己的脆弱以及他人的脆弱，因为这对于维持

合法权利和特权的假象，维持象征性的秩序至关重要。隐藏脆弱性是避

免人团结的一种统治手段。它使人害怕生命，因为我们害怕死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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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躲避他人，因为他们的出现对我们是一种威胁、惩罚，是引起不快

和恐惧的强大实体，让我们不得不躲藏。

另一方面，把脆弱性解释为一种能力，意味着承认自己的脆弱和平凡，

不再否认它是身体存在的实际维度。人们也会说，在这个意义上，打破

沉默意味着变得脆弱，并使这种脆弱作为一种能力可被分享。

我希望这听起来不会太教条、太刻板； 但当我读你的来信时，所有

这些都让我产生了共鸣。我想这里的关键是主体性，它并不宣称是普遍的，

而是个人经验和历史的见证。它不假定一个抽象的 “我们”，但创造出不同。

出柜、讲述、公开是我们与他人发生联系的方式。我也许可以 “为你”发声，

但无法为了你的经历去讲述。我只能从你的经历中 “学习”，如果你愿意

和我分享经历的话。

2020 年 11 月 27 日

凯： 对话之初，我们开始反思沉默如何、以及为什么进入我们的身体，

如何被解读为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交流开始时有几次提到羞耻，你的上

一封信里又一次出现了。这让我想到阿甘本 （Agamben） 的 《奥斯维辛

的剩余》。也是因为我记得我们曾在巴塞尔谈论过它。我觉得我们的谈

话也许可以从羞耻这个词中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因为它也可以是与脆

弱性相联系的东西。对阿甘本来说，羞耻感远不等同于人们普遍使用的

那种道德解读，例如，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不完美或缺失而想要脱离自身。

阿甘本引用了罗伯特·安特尔姆 （Robert Antelme） 回忆录中的一个故事。

安特尔姆讲到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学生被一个党卫军士兵随机挑中处决。

当这个学生意识到他的命运时，他的脸变红了。这个场景是阿甘本的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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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概念的核心。他写道，在奥斯维辛的逻辑中，即将死去的人除了羞愧

之外，找不到任何意义。在他的羞愧中，学生目睹了自己的死亡，体验

到他作为一个主体是如何迷失的。阿甘本将他对这个故事的阅读与一种

特定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这个理论认为人的主体性存在于言语行为本

身，而不 ( 太 ) 关乎言语的内容。根据这种解读，羞耻是一种去主体化的

行为，一种丧失言语能力的行为。羞耻标志着一个人退出了语言游戏。

但是安特尔姆对这个学生临终前的记述也可以和阿甘本一起被视为人类

不可完全被毁灭的证据。因为作为一个主体和作为一个见证者是一样的。

去见证 （To bear witness） 意思是为失去语言的人表明立场。这样理解

的话，安特尔姆的叙述就是这个学生留下的痕迹。对于阿甘本来说，总

会有痕迹的。

死亡 / 羞耻 / 记述这三要素，其中死亡和记述是对立的两级，对我

来说是一种回到我们对话初始之处的方式。这三位一体的日常对立面可

能是沉默 / 羞耻 / 脆弱。在进入到无世界的沉默之前，有一种羞耻的体验，

去主体化的体验，没有任何 ( 自己的或外来的 ) 言语行为留给这个世界。

但是同样的羞耻经历也可以启动作为主体的脆弱之力 6 。因为脆弱之力所

见证的正是在羞愧的那一刻所经历的失去主体。因此，它将残酷的社会

压力转化为声音、噪音、句子和话语。

我们都试图通过讨论例子来理解，为什么生活要么走向沉默，要么

就走向脆弱地带。我认为，对媒介的接触和媒介的性质决定了羞耻的结

果：是沉默还是发声。在我的个人例子里，是书籍。媒介诱发行动的能力，

6　原文是 vulnerABILITY，强调在脆弱 （vulverablity） 一词中蕴含了能力 （ability）

一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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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让我们在痛苦中得以想象生存。在这一语境下，我想要反对你的论点，

互联网，我这里把它理解为这种媒介的重要载体，是 “非实体的”。

相反，我觉得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互联网，它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

分： 它的记忆，文化记忆，在某些领域 （比如色情内容） 它甚至以无法

被合法或程序化编码的方式与我们的身体互动。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带来的

改变比文化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所评估的要更为深远。因为这种变化

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在我们之中；互联网影响了我们 “作为身体”的存在。

互联网身体的问题，以及我们是否能掌握一种解放性的方式来适应它，将

有助于决定当我们出来 （come out） 时会站在耻辱的哪一边。

（金怡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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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柜，否则：现实即是重复 1 

鲍里斯·尼基丁 （Boris Nikitin）

你只是半睡半醒，我想。

至多是半醒。

你在寻找的是一种复苏，

是你用不同的眼睛看世界时的一种苏醒，这眼睛

你之前从未有过。

一种苏醒不是作为线性过程的苏醒

而是一种入侵。

你总是疲惫。

但不是这种普通的疲乏，

1　本文改写自艺术家在 2016 年 12 月 10 日所做的非正式分享，一些文本是后来加入的。

本文可看作一个虚拟讲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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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完全的筋疲力尽，盖过了你

如果你不与世界同步奔跑。

如果呈现出来的世界

与你自己体验到的世界

不同步。

你在想：现在，我得把一块石头扔进

一扇窗来打断这一切。

但这里不是一扇窗。

这也不是第四幕也不是第五幕

也不是第六幕也不是第七幕。

《哈姆雷特》，2016

片段一：现实事物的构建

我叫鲍里斯·尼基丁，来自巴塞尔，一个有着 20 万居民的瑞士小镇。

今天在这里，我代表的是瑞士艺术家。但与此同时，我不代表瑞士。

我的名字已经隐含了东欧背景： 我母亲来自斯洛伐克的伯拉第斯拉瓦

（Bratislava）； 我父亲是乌克兰与法国的混血。我出生时是基督徒，但

我的家人曾是犹太人。近几年里，我开始意识到，即便我出生并成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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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这种移民背景可能是我从未真正感到 “瑞士” 的原因之一。这

可能也是一个重要背景，长期存在于我潜意识里，使我不断在作品中处

理身份和现实的构建问题。

我是一个剧场导演和写作者。和这里的大多数艺术家一样，我不导

已有的剧作，只做自己的作品。它们都基于我个人感兴趣的话题，或与

我生活有关的想法。我为这些作品和项目发展、撰写文本，一部分我独

自完成，一部分跟与我合作的表演者一起发展。之所以有后面这个部分，

是因为表演者的公民性、非虚构或真实身份，大多是这些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些表演者不再现虚构角色，而是以真实姓名呈现自己，他们

通常会在演出一开始时介绍自己。他们的经历是融合在文本和表演中的

重要材料，所以我的作品常被误认为是纪录剧场。为什么是误认？因为

事实上，表演者所讲的自己的过往经历是否真实，这从来都不清楚。有

时甚至都不清楚他们所在的演出真是一场表演。总之，我已经意识到，

如果一个表演者在演出开始，说出的是她 / 他自己的名字，观众就会认

定她 / 他所说的所有事情都是纪实性的，基于并代表事实，也即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会说，纪录剧场是幻觉剧场的最高形式，或者说，

纪录类别是政治宣传的姐妹。

我所有的作品都有关非虚构的、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建构。它们是关

于真实和真实的美学，是关于现实作为一种美学过程的产物，结束时我

们发现自己是它的信徒。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在 1890 年的 《心

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中写道 ：“我们尽自己所能地

相信规则 （rules）。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相信一切。” 我很好奇这些

信仰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什么使我们相信日常生活中看见并经历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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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使我们接受它并将自己置于它的规则之下？

这 种 好 奇 也 解 释 了 我 作 品 的 标 题， 比 如 《F 代 表 假 的》（F for 

fake），《生活的模仿》（Imitation of Life），《马丁 · 路德的宣传文

本》（Martin Luther Propaganda Piece），《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人们》

（How to win friends & influence people），或 《哈姆雷特》（Hamlet）。

通过这些标题，我总想警告观众 ： 即使呈现在舞台上的材料可能看起

来是非虚构的，你也不能轻信。在你决定相信我之前不要相信我！这是

你我要承担的神秘责任，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承担。第一部分结束之前，

我想说这种信念和责任之间的联系，是我们在集体内作为个体面临的最

重要挑战 —— 不管这个集体是我们的家庭、同辈朋友、职业圈子，还

是我们所生活其中的 “文化” 和政治系统。我们为自己的信念负责。

片段二 : 哈姆雷特

我的名字叫朱利 * 安·梅丁 （Julia*n Meding）。

今晚我站在你们面前的舞台上。

这有关身体。还有现实。

有关正在打翻的东西。

我们在剧场这里。

你能看到听到我所做的一切。

我把我透露给你的一切都公之于众。

你可以欣赏它，你可以带它回家，你可以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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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我和我的故事。

还有这具身体。

《哈姆雷特》，2016

尽管我不导演已有的原创戏剧，有时我会把它们当作底稿或参考。

比如，我上一个作品的标题就是 《哈姆雷特》，它在去年 9 月首演。我

不是导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而是写了新的文本，部分参考了它巴洛克时

代的前身。《哈姆雷特》 是独角戏，有一位表演者和四位巴洛克音乐家。

表演者朱利 * 安·梅丁是一位电子朋克音乐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二元性别。

当然了，尽管主要的表演者和作者 / 导演是酷儿，作品包含了看待现实

的酷儿视角，但作品本身并非是有关酷儿性的。这部作品的主题也是莎

剧的主题，通常被认为具有普世性：死亡、世事无常、哀悼、现实和幻觉，

以及权力交替的麻烦 2 。

《哈姆雷特》 的文本和上演，是音乐人朱利 * 安· 梅丁的人生经历与

虚构人物哈姆雷特的一场重叠与交融。朱利 * 安直接与观众交流，告诉

他们自己在德国小镇的童年，父亲在前段时间过世； 还说到他曾在精神

病医院待过几周的经历。朱利 * 安在舞台上讲述的文本是基于非虚构的

自传素材。

演出是对虚构与非虚构、纪实与幻想的交叠和消解。如此，它把莎

士比亚作品的核心问题之一 —— 哈姆雷特是真疯还是假装？—— 变成

2　《哈姆雷特》 于 2016 年 9 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首演。在此书出版之前，它已经在全世

界巡演超过 60 场。此作品仍在巡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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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安排本身： 这是一场纪实表演，还是只是搬弄了纪实元素及其美学

程式的幻觉剧场？这是朱利 * 安在这种纪实传统的框架内进行的自我陈

述 —— 讲出你的经历，成为见证者 —— 还是说，这是表演者为了表现当

代的哈姆雷特而编造的故事？

这中间的一个关键，是朱利 * 安的表演者人格。作为一个表演者，

朱利 * 安的矛盾性与模糊性达到了顶峰。他的行为与表演既外放又内敛，

有时热衷于出言不逊，以及拒绝做任何 “正确” 的事情 —— 这些无疑都

根植于朋克文化中。朱利 * 安在舞台上的表演态度有一点傲慢，有时让

人生厌，不少观众疑惑那个在舞台上的人是在表演还是就是那样。我为

什么要在这种边缘冒险？基本上，我有兴趣与朱利 * 安一起创造一个模

糊的、乌托邦式的人物，既不是虚构的，也不是非虚构的，而同时是两

者。一个既不是朱利 * 安也不是哈姆雷特的人物，但同时又是两者的重

合。有了这个，我想重写莎士比亚的台词 “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把它变成：“同时生存并毁灭”（to be and not to be at the same 

time）—— 这对我来说是潜能的基本公式。这正是 《哈姆雷特》 的基本

要义：一个充满潜能、意义复杂、脆弱且不可预知的人。根据此人的形象，

我们在脑海中构建出一种无法满足我们期待和偏见的身份，但它有可能

让人惊讶——不成为那个我们公认的人。

人类不只是一个形象，而是占据时间且被时间占据的存在。《哈姆

雷特》 是有关时间和关系的作品。时间即意味着关系。作品一开始，大

部分观众都拒绝朱利 * 安 / 哈姆雷特。为什么他要以如此傲慢的方式进

行表演？我为什么要买票来看这个？开头的 30 分钟我们会失去 40% 的观

众。他们做出了决定。但在接下来的 60 分钟里，剩下的观众开始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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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开始认同他。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会惊讶于这

样的体验，自己竟会接纳一个仅在半小时前还完全讨厌的人物。

同样，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来尝试？我认为这种时间和关系的体

验是一种高度政治的体验。身份大多与一个人的形象有关。脸型、肤色、

体貌 —— 是一个人给人的整体 “印象”。但我们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更清

楚地知道，身份不是什么静态生成的东西。它是时间中的过程，事关多

种关系，是老化、死亡和脆弱性的结果。我们一起共度时光，即使我们

不喜欢彼此。这就是 《哈姆雷特》 的内容。

片段三 : 作为政治宣传 / 出柜的现实

我对现实以及对剧场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三段个人经历有关。

1. 首先，如我之前提到的，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有移民背景的人。我

从未在情感上依恋或扎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背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都认为这种没有归属的感觉是种亵渎，人人都有。我猜当人们持续感到

陌生、不被理解、痛苦或恐惧的时候，大多都会如此： 他们把这些情感

正常化，认为这在现实里很常见。但是，几年前，我意识到我的家族实

际上有一段移民史，我整个人生所感受到的那种陌生可能是二十世纪残

酷欧洲史的回响，它已经刻在了我的家族史中 3 。

3　在更大的国际语境里，例如艺术家研讨会，东欧与西欧的区别听起来可能是陈词滥调。

你可能想，白人就是白人。据此观点，这种感受或的确包含某种历史真相。同时，它又

忽略了个人历史、经历和时间带来的巨大差异。我承认，在历史的此刻，这种忽视可能

有合理的政治动因，那就是后殖民时代里全球范围内为平等所做的抗争，为代表权做的

抗争。我想说 “但是”，但没有 “但是”，至少不是历史的此时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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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个经历是我在 20 岁出头时作为同性恋男人出柜了。有了这个

举动，我开始公开质疑迄今为止我所生活和相信的现实。出柜以前，困

在一具渴望同性的身体里，就像遭受一种谴责 —— 在这种情况下，我用

尽所有的意志力试图扭转它，去适应我以为的现实。但很明显，人只会

在与自己的斗争中失败。几次失败的尝试后，我试图打破这个我体内被

误导的免疫系统，这是面对现实的一次重要经历。

3. 第三个经历是我曾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经历过一系列严重的抑郁。

我想说这是政治问题，而非临床医学问题。它来自对我所生活的周围社

会政治环境的无力感。当我开始理解这种情绪状况的政治隐喻时，抑郁

也开始慢慢消退了。

这三个经历或许可以解释 —— 我承认这是我为自己构建的叙事 ——

我为什么一直质疑人们称之为现实和身份的东西。或许也可以解释我为

什么常把现实看作潜在的假象，一个政治宣传的产物。这对我来说不只

是一场智力游戏，更是成为了一种工具，为了不把现实看做某种结论性

或注定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性； 作为一种构建，它可以不再是那样；

一种我可以通过恰当的语言、通过直面我不理解的事物、通过找到自己

的声音来影响它的构建。而我想说，这种找到你自己声音的尝试，经常

会在某个时刻要让声音发出来。伴随着的是出柜的行为。

在过去两年里，我对出柜的概念做了很多思考，不只是因为与我个

人经历相连，它更被看作普遍意义上的政治行为。对我而言，出柜的举

动不只局限为一个性少数者自我公开、自我赋权的解放行为，而是它在

更广的范围里定义了使某物、某人或某人自己被看见的行为。这种行为

打破了看似 “熟悉” 的内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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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柜的举动中，事实和虚构之间有一个特殊界限： 人们决定不再相

信某种 “律法”，比如有些人要比另一些人低等，或拥有更少的权力。显

然，这些 “律法” 可以是强大习惯的隐喻。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它们

也常常是通行的法律制度。或者，对它们的某一记忆太过强固，以至于

侵占和限制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受，进而影响了人对自身身体的感受。

通过出柜，这些公开自己的人似乎打破了这种限制。他们宣称那是种虚

构。他们在脑海中打破了这个律法 （根据他们所处的现实系统，他们打

破了这个律法）。当然，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在公共场合、用自己的身体、

在其他见证这种 “出来” 和 “公开” 的人面前表达了这一点。这样一来，他

们就中断了自己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一直在练习的反射行为 —— 退缩或隐

藏，因为他们一直在想象别人可能会有的看法。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打破了对自身的恐惧。这也许是可以教给一

个人的所有恐惧中最强大的一种： 对自己的恐惧。一种盘踞在身体里完

全的恐惧，变成了永久的痛，让一个人再也无法感知，因为它似乎总是

在那里，已经成了他或她的 “普通的” 一部分； 这样，他们成为压迫自己

者的合谋者，相信面对痛苦和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闭嘴。这是几千年来

人类的一个常态：人们害怕时，身体就会退缩，就会出现沉默。通过出柜，

我们打断了这种逻辑。它让我着迷的是： 这是一种影射。对一些人敞开

心扉，这几乎是一场对信任的命中注定的赌博。这是向空白迈出的一步。

突然间，某些事情变得可能。

好了，如我前面所建议的，尽管出柜的概念来自酷儿的语境，却不

仅限于此。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运用在自我发声行为上的概念，通过这种

方式，人们可以使自己被看见，可以脆弱但仍是积极的。我认为做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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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做艺术也同样属于这种行为。我们创造某种东西，我们为之工作，为

之奉献，试图从我们自身给出什么，然后使之暴露于观众、公众的批判

眼光中。我相信这种相当特殊的情况，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或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的工作。

（金怡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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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女性与小剧场

王墨林与吴梦的对话 1 

王墨林（下文简称DAMO）： 从 2005 年你还没结婚认识你，到现在你

女儿 9 岁了，可以说从你年少到成为女人，我看到的也是你在剧场从文

青到独立表演者的成长过程。这里 “女人” 与 “独立表演者”，是两个值得

我们进行对话的关键词。

在亚洲几个地域，我确实发现在前卫艺术圈，或者说是在非主流艺

术的小圈子里，女性参与者所占的比率比较高。这似乎意味着女性的阶

级成分，在这种象征体制外的非主流群体，比较可以找到她们共通的内

在语言。而这个语言的体系是被排除于 “理性” 社会之外的。

你原先做视觉艺术，后来转而成为剧场里的表演工作者。你之前说

通过表演，重新认识了冷战史。我很想知道，第一你是女性，第二你是

1　从 2020 年 10 月初至 12 月底，王墨林和吴梦使用微信开始了这场笔谈对话。笔谈内

容经对话双方修订整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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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的表演者，第三是冷战史对于尤其是解放后的中国大陆女性，作

为一个参与 “草台班”《38 线游戏》（2005） 演出的独立表演者，你是如

何面对跟亚洲冷战史的关系 ?

我想从冷战切入女性身体表演开始。因为我感觉到女性在物化的资

本主义社会，必须一边面对女权，一边又要面对各种欲望，而让自己生

产更性征化的身体姿态，我认为这是女性无法摆脱作为男性社会的被压

抑者身份，是不可逃逸的一种宿命。

我们若换个跑道从冷战史的脉络出发，在此文脉下谈近当代女性的

世界，就是女性与某种历史概念的连结。我很想知道这样的连结是否让

女性可以跳脱在家庭体制下的社会角色？从你曾与我合作的经验上，能

否找到全然不同的女性身体感知与表演的关系呢 ?

吴梦（下文简称吴）： 我是中国大陆第一批独生子女。在念小学时，老

师经常会提，我们新一代的学生要为实现 “四个现代化” 和国家富强而努

力学习，要为家庭的小康而努力学习。在当时，实现 “四个现代化” 到底

意味了什么，奔小康又意味了什么，其实是不清楚的。似乎家里装了电话、

抽水马桶就跟 “小康” 有了很大的关联。

跟我父母一辈比起来，我长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那

时市场经济冒头，如果你家是万元户，或者你父亲下海做起个体户了，

那都是厉害的事。

后来上美术学校，有机会入党，身为党员的母亲却找我谈话，让我

想清楚入党对未来到底意味了什么。未来这个概念开始在我脑子里翻腾。

慢慢的，当我有机会自由地画一幅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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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什么。这是让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段时间我特别的压抑，想

做艺术，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直到接触剧场后，我发现自己太幸运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社会和

历史都是活生生的。就像我们一起演出的 《三八线游戏》，戏中出现过

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似乎在我心里都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

好像又能重新呼吸了。这时想到，男性都跑去冲锋陷阵，当资本主义的

炮灰；女性还是比较感性，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

在参与剧场集体创作一段时间后，特别是早期 “草台班”的集体创作，

我的感受是，我们在舞台上的表达基本是无所谓性别的，就算有性别，

也是一种符号，这可能有意无意反映了 “中国大陆女性”的某种状况 ——

就像是舞台上拿着枪，穿着短裤跳芭蕾的红色娘子军，你首先一定要

握紧枪杆子，还要大跳、旋转，一样不差 —— 你才能和男人一样顶得

起半边天。

我在结婚前后，发现周围的很多女性朋友，她们中很多在城市长大，

从小就有平等意识，生活工作都特别努力，但她们无论性格、能力如

何，漂亮与否，似乎都过得不快乐。我也是一方面想要婚姻，但又恐惧，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想去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当时的作品都和这些

话题有关。

《变形花园》（2013） 是我导演的第一个剧场作品，引用了一个暗

黑童话，让观众看到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所经历的变化或者异化。她

们又是如何来面对自己的善和恶、无尽的梦想和欲望。

《和她们说》（2013） 是一个户外的街头表演作品。在表演到尾声

的时候，我来到一处居民小巷的公共平台上，宣读恩格斯在 1884 年写的



8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章节，并扯碎自己身上用报纸做的婚纱，

裸露着身体，像猴子般倒挂在晾衣竿上 …… 戏演完也就完了，但我还是

很庆幸自己能用这些剧场方法探索自己的生命经验。

2012 年时，我和很多来自亚洲各地的艺术家参与到日本的 “亚洲相遇”

（Asia meets Asia） 剧场表演项目中，您当时也在场。从 9 月开始的工作

坊，各人带入自己的议题，或来自不同地域的问题，在现场展开排练，

然后演出。无论是 《失家园》（Lost Home，2009）还是 《希望》（Hope，

2011），我竟然会有一种心得： 男人站在舞台上就是 “人”，甚至可以代

表人类，而女人就是女人，总是处在一种辅助角色。

在大段的即兴表演中，女性总在男人被打之后伏在他身上痛哭，把

他拖回到家里，或者成为被蹂躏者 …… 戏里戏外，男女性的关系总维

持在类同的一种秩序里。在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亚洲联合项目中，女性

参与者在剧场合作中到底应该呈现怎样的面貌？我在一次演出后跟大家

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给我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女性创作者本身不够

强大吗？强大要为何？要有如男人一般的力量吗？女性的特别在什么地

方？女性的力量又是什么？

老实说，什么听从自己内心，挖掘自己，挖掘社会的真相，用戏剧

去梳理这些问题，看起来都非常高尚。但这么多年，我经常会被社会上

涌现出来的那些新闻，包括各种社会事件弄得心力交瘁。我有很长的一

段时间，觉得人都是往下沉的。而且发现周围一些做社会研究、关心这

个社会的女孩子，也多少会有这样的遭遇。我们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

叫政治抑郁。所以在 2014、2015 年开始的表演，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

要在表演里用苦肉计。我用过太多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痛苦，是否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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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来表演？

我没有直接回答您关于冷战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去说。但您大概

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代可能不在那个问题里，却实在是在那个问题的影

子里。

DAMO： 你已经回答了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在一段特定历史的政治背景

下，女性生命史跟她们作品的相互关系。从你所叙述的成长经验，使我

想到：所谓正史观跟我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反身看自己的生命史之间，

有很大的差别。例如： 我们在台湾由另一套历史脉络建构的 “民国”，从

天朝边缘、日本殖民到冷战、戒严； 然而你们来台湾看到的却是社会弥

散着自由、开放的气氛，看不出我们受到这种历史制约反映在文化上的

复杂性。

因而，我想知道历史与身体有相互纠结的关系吗 ?

这也是你所叙述到的，从一个外在政治大环境，看见自己虽置身其中，

却不曾影响你心里对自我存在的追求，包含了你对婚姻的期待以及又怕

被伤害的惶恐。

生命成长对环境的仰赖让我们无法脱离政治，这导致生命史在与政

治的纠结中发展出了压抑现象。正如抽离了历史脉络，从外在环境看台

湾人，也看不到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下，台湾这座海岛始终在太平洋上摆

荡不安的状态。

你说在 “亚洲相遇” 的戏剧交流中感受到亚洲男性所表现的身体力量，

作为女性，这种力量投射到自身，你在其中却有深刻的压迫感。身体不

只在生命与政治之间摆荡不安，即使不同性别，强与弱也能造成身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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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壁垒。所以回到个人作为最小单位，也是解放碰到的最艰难之处。

我们从现实社会进入剧场，也把自己的问题带进去。我们走出剧场

回到现实社会，自己的问题仍然是问题，答案只有在真实的生活中才能

找到。所以你在表演时承受的痛苦，只是发现问题所在，生命真正的救

赎还是要在现实中去寻找。

然而，诚如你说的，回到真实的社会却是更多的政治抑郁。我倒觉

得剧场与社会之间虚构与真实的矛盾，正是我们要在其间发现、并可以

钻进钻出的隙缝。在这种矛盾中找到的隙缝，或被称为 “非主流”、“体制

外”…… 但都是你生机盎然的身体动能，否则你怎么甘愿一直去想下一个

作品呢 ?

吴： 我前几天在下载许斌老师以前拍的您的作品剧照。我从电脑上看

着这些照片，大部分的戏都没有看过，但这些照片传递出来的能量还

是把我弄哭了。我这个看戏都不会哭的人，看照片看着看着就忍不住了。

在舞台上，演员的这种活着的感觉太强大了。另外我哭也是在哭自己吧，

再也不可能站在这样的舞台上。我原来以为我可以找到新的方法跨越

过去，但实则是那样的困难。没能看您的新戏 《王子 ·哈姆雷特》（2020）

的演出，从只言片语中很难体会作品的深意，但看宣传页上的文字，

感到您做每出戏都是在往刀刃上撞，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能那样工

作的美好。

是的，您说 “怎么甘愿一直去想下一个作品呢 ? ” 那些问题意识或者

想表达内心的不平，总是推动我们去创造下一个作品。

剧场是一个诗意的气泡，似乎可以做任何现实世界不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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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有时也是一个避难所，灯一明一暗，眼前的景象甚至社会矛盾都可

以变成别人的故事。我一再提醒自己需要警醒的是，如何能在这明暗之

间，做到真正有力量，能达成沟通，而不是做润滑剂。所以很多时候我

宁愿走出剧场。当然在大陆让戏剧发生在真实空间也不容易，尤其像我

们这样的体制外小剧场，不断掰扯戏剧和真实世界的那条边界线是必要

的。在剧场里灯一暗，观众的感官都聚焦在舞台上，而真实世界却不同，

我发现我们竟是要跟外面纷乱的环境去争夺观众的目光。

您问，身体和历史的关系，我想虽然不那么容易找，但不断去寻找

的过程，却是吸引人的。我不仅要寻找作为表演者的身体感，观众如何

能参与进来也需要考虑。2010 年参与 “每个人的东湖” 艺术项目，其实也

是一次东湖保卫战，一次跟大型资本的绝望斗争。在现场表演时，我向

观众提问，也就是问当地人和东湖的关系，有个人径直走上水面平台来，

以 “砰” 的一声跳进水里作为回答。

2015 年，我在四川德阳创作了一件有关 “三线建设” 2 的作品。表演最

后，部分观众会被蒙上眼睛，手拉手一起爬上当年德阳最高的那栋楼。

这样的行为就像二十世纪 60 年代很多人被秘密地送来德阳工作那样。等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爬上 9 楼露台时，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等待他

们的是什么 …… 当观众脱下眼罩，从破败的露台放眼望去，能看到一座

有半个城市大的工厂，它曾影响了这个城市大多数人的一生。他们从异

乡来到德阳从事军工生产，现在很多人的子女儿孙都还在这个已经改制

的工厂中工作。

2　“三线建设” 是指中国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极大规模地将工业往西南、西北腹地迁

移的过程，发生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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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您看完我在 “他者的舞台” 项目上的表演，跟我说有趣，一个

作品里可以包含那么多不同的元素，却不突兀。我觉得那种美学是来自

很多年街头作品表演的经验，甚至包括表演里的危险感也来自那里。因

为在街头，最意思的就是要去处理随时发生的意外，它可能让你的作品

更丰富，但也有可能让你挫败。

我觉得自己做的那些街头作品，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能算什么 “小剧

场”。它们往往介于行为和表演之间，可能会更野生。这样的想法或是因

为 “小剧场” 这个词在我的内心太崇高了，也可能跟我不是什么戏剧科班

出身有关，其实不太在乎这种称谓。我的创作方式非常的自由，关注沟通，

包括戏剧张力。

我在看您近年的一些作品。能跟我讲讲 《脱北者》（2017） 最初的想

法吗？包括您提到的问题——历史和身体，您又如何在剧场中提炼它们？

DAMO： 你越追溯记忆越捉到自己的存在性了。是的，我们怎能脱离得

了现实中充满的政治氛围。我跟你面对面交谈时，都已经无法脱离在各

自生命史背后，政治压抑带来的不同思考方法。

所以我很厌恶不同文化圈的人跟我说普世价值的 “真理”，或者同一

个文化圈的人也会跟我说做人做事的 “道理”。

当你要求我照你的 “真理” 或依你的 “道理”，听你的，哈，我们就都

被一种政治氛围笼罩住了，关系也会变成相对。一定要一个人听从另一

个人，才会使相互关系像润滑剂一样。

这就是你说的要沟通？还是要大家世故点把话涮一下，变得容易入

口？剧场不是这样吗 ? 不只你在舞台上跟观众的关系是这样，演员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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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关系不也是如此吗 ?

所以小剧场的戏不一定要用大剧场那种形式表现。诚如你说在 “每个

人的东湖” 或关于 “三线建设” 的创作，感受到跟参与者一起看到现实在

剧场里再现的戏剧力量，这应该是我一直在剧场做下去的动力。

我相信真实世界在剧场里再现，能生产出一股戏剧的压迫力。你谈

到现场的即兴表演让你感到有一种危颤颤的丰富感，我想因为我们的生

命史都各自充满一个又一个阶段的危险及不安，但我们都从中成长起来

了。以这个概念置换如何延伸从当下的空白生出来的动作，以免掉进静

止 / 死亡的状态。这是身体得以继续存在的动能。那么我们也是从动作

中形塑出自己的身体图像了。

从这里你问到我的 《脱北者》 剧作，其实也一样可以用身体与历史

的关系回答你。基本上我要讲的是一段死亡的历史记忆，却永远活在一

具未曾缝合的身体的伤痕上，那是近代亚洲最给人痛感的一段冷战史。

这段历史记忆深深刻印在民众的肉体上，已成为一块至今仍在隐隐作痛

的创伤。

吴： 我是在想，我们的对话最后如何能回到一种亚洲视野，而这样的问

题也只有您能够讲得比较清楚。当您说：“一段死亡的历史记忆，却永远

活在一具未曾缝合的身体的伤痕上”，我脑袋里出现很多很多人的形象，

既有您舞台上的演员，也有大陆的工人、忙死忙活的白领，还有身边的

朋友，包括自己。只是大家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冷战” 之后的历史

效应似乎被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大陆最近的电视里，风向已变，老百姓乐追的八年抗战影片，被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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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美帝的电视剧或者纪录片所取代。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伤口了吗？那样

的追根溯源意义何在？还是在平安夜喝着热红酒欢天喜地地迎接平安未

来？面对这样的人，你要去叫醒他吗，要如何去叫醒他们？或者在这之前，

我们必须叫醒自己。

后来因为草台班创作 《世界工厂》（2014） 的关系，我有很多年一

直去南方和工人及工人群体打交道，协助他们成立剧社，像我一样找到

一些表达的方式、权力和自由。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寻找和他

们的相处之道。一个贴着 “城市”、“已婚”、“孩子妈”、“艺术家” 或 “戏剧”

标签的我，如何跟他们成为 “我们”。这不是一种困扰，却像一些小栅栏，

处处横陈着。

不同是必然的吧，而相同或者说是硬要去抹平那种阶级差异是虚伪

的，不是吗？但为何我内心的愿望却是如此强烈！慢慢因为社会状况的

变化，之前南方的工作很难延续，我也渐渐把目光看向城市里的白领。

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到自己所处之境，也如那些工人般能够觉悟？还是人

一定要掉到了谷底才能够了解那种创伤之痛？

我在街上的表演，后来才发现，我其实更在意街边意外路过的当地

人。他们可能在走路，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关心什么戏剧，但他们看到

一个人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就停下了脚步，也可能也会跟上一段，

看看到底在发生什么。这里有一种随机性，你忽然嵌入了他们的生活，

打断了他们。如果这时他们心里能问几个为什么，我可能就很满足了。

但这样讲时，好像又很矛盾。如若只是这样，那戏剧张力又要来何用？

DAMO： 在新自由主义下个人主义的流行文化，确实也改变了戏剧的审



96

美经验。所谓戏剧张力似乎都转换为打诨插科，要不就梗上加梗。戏剧

中重要的悲剧元素，反而变成人人皆曰可杀也。有人把这样的轻薄短小

文化定义为倒退的文化，也令民粹主义乘机崛起。这一切都要感谢冷战

带来美国式资本主义在亚洲的发展，并确保了它在第三世界的稳定局面，

最终走到这种倒退文化也是必然的。冷战给一方带来稳定，而另一方的

亚洲国家却要付出不同于内战形式的代价。

你谈的那段历史，正好重叠了你的生命史，对你作为女性，无论是

精神世界或肉体意识的成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诚如你提到： 入党对自

己的未来到底意味了什么。未来这个概念竟开始在你脑子里发酵，直到

有一天你可以自由画一幅画那时，你却不知道要画什么，想做艺术，却

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所以反映到你后来一脚踩进体制外的小剧场，我开

个玩笑，反而这样就找到了你的出路。毕竟在这条路上你充满了蠢蠢欲

动的生命能量，让你发挥出艺术创作的本能； 而且你置身其中也不断对

女性精神世界做出各种的延伸思考，更反省出剧场与真实世界的关系。

我想当年你若是做了不同的选择，上面我讲的那些跟你对话后的感受，

可能就都不存在了吧？

我一直在问你关于冷战的问题，实则这些也是我必须要面对的。冷

战到了台湾就变成戒严，我们有全世界最长的四十年戒严史。你选择了

另外一条在体制外自由思考的路，而我恰恰把自己放在党的意识形态之

内，才能看到生命成长被冷战／戒严这四十年历史所压制的政治抑郁。

我这些年来持续做的冷战史系列剧作，就是想要反抗这种政治抑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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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欧亚 1 

由宓

给大家一个任务，想象你是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养骆驼

的沙漠牧民。某天，一个老人即将离世，于是把三个儿子召集起来，跟

他们说： 我有 11 只骆驼，老大可以得到其中的一半，老二可以得到四分

之一，老三得六分之一。留下这句话后他就去世了。现在的问题是，三

个儿子要怎么分这些骆驼呢？故事继续，儿子们向智者求助。智者说，

我没什么能做的，但可以借给你们一只骆驼，这样你们就有了 12 只，可

以被 6、4 和 2 除尽。最后他拿回了自己的那只。一切都没改变但问题得

到了解决。在这个故事里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脑筋急转弯的部分，而是有

东西被加入了进来，改变了问题的条件。而这也是我想提出的思考方式，

也就是我们如何能随时改变自己思考的条件，如何能随时通过增加一些

1　本文根据由宓在 2018 年 “他者的舞台” 上的讲座整理并重新撰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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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东西来重新调适思考的过程。

这指向了我研究中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的一种游牧式的思考方式。

借用德勒兹 （Deleuze） 和瓜塔里 （Guattari） 还有其他一些考古学家

和人类学家的解读，游牧秩序和农业秩序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在农业

秩序中，空间是由人分配的。首先，人们划分土地来促进农业，并试图

在不同的社群之间管理土地。这就产生了以个人为基础的所有权观念，

后来又有了法治和国家的形成。我们所知道的整个社会秩序就是以这个

为前提的。游牧秩序的出发点则不同，人不分配空间，而是被空间分配。

历史上的游牧民是依照整个生态系统和季节变化来生存的，靠风和星星

的指引来移动。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天地之间的媒介，这体现在萨满教的

多种形式中。中亚各地的鹿石和岩画就是这种信仰的代表。其中有许多

都描绘了鹿，由于鹿角通天的形状，它被看作天地之间的媒介。最近一

次对阿拉伯半岛各处岩画进行的考古研究表明，这些曾被认为是历史记

录的东西，原来是分散的星图。游牧民族在空间中移动，同时也在空间

中记录了星星的移动。

这些古代地图为我的一个长期研究、也是正在进行的策展项目提供

了素材，这就是 “体认欧亚”（Unmapping Eurasia），我之后再回过来讲，

现在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提到的游牧式的思考方式。两年前我曾邀请

艺术家劳伦斯· 哈布· 哈姆丹 （Lawrence Abu Hamdan） 参加光州亚洲文

化中心的一个艺术节，他表演了 《反语： 违背自己的言论，对 taqiyyah

的 借 鉴》（Contra Diction: Speech Against Itself draws on taqiyyah）。

Taqiyyah 是伊斯兰少数派德鲁兹所奉行的一种古老的什叶派法学。根据

这种法学，“当信众处于被迫害的危险或无国家状态时，他们可以背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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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做出其他非法行为”。艺术家分析了德鲁兹社群中涉及语言和言语行为

的实例，例如，据说曾有一个社群通过进行正统的祈祷大规模改变了信仰，

艺术家将其解释为一种 taqiyyah 行为。

鉴于今天的主流话语过分强调身份，尤其是因此而很难创造任何团

结感，这种游牧身份就显得格外贴切。并不是要抹平文化差异，但我们

可以努力向身份的复杂性和游牧性迈进，属性可以暂时偏向社群、区域、

国家、文化、宗教、性别，或政治。换句话说，就是把身份划为情境式的、

非根本的范畴。在劳伦斯的作品里，我们看到 taqiyyah 是如何在德鲁兹

社群中运作的，他们因此可以与其他穆斯林社群和平共处，而非紧抓民

族身份不放。

我想介绍 “体认欧亚” 一个可能的切面。我们从两位无政府主义地理

学家那里得到启发。十九世纪下半叶，正值对中亚科学探索的高峰期，

此时地图学尚在为军事服务，而公路和铁路的设计迎合着资本家的兴趣，

法国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雷克卢斯 （Élisée Reclus） 看到地质学和地理学

正被视为地缘政治杠杆。他试图把地球和人类的故事写成一个整体，或

者如他所说，人是 “自然产生意识” 的表现。这个历史也包括人类历史中

出现的统治力量，但它们只是为了限制未来人类和自然的自我实现 2 。雷

克卢斯提出了 “放慢的丝绸之路” 的概念，“这个地缘历史的标志不是最大

2　安迪· 克拉克 （Andy Clark），《下一个是什么？可预测的大脑、被定位的主体，及

认知科学的未来》（“Whatever next? Predictive brains, situated agents, an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science” ），《行为与大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第 36 卷，

第 3 期，2013 年 6 月，第 181—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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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商品财富，而是人类 ‘与地球本身形成一体’ 的集体自我意识。” 3 丝

绸之路以其连接各节点城镇的各种路线，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分布式网络，由人与知识的互动以及商品的交

易所推动。顺便说一下，与雷克卢斯交好并受其影响的俄罗斯无政府共

产主义创始人彼得 · 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在转为社会活动家

之前，也是一位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对地理学的最大贡献是研究出了

贯穿中亚和北亚的主要结构线。他还对生物学研究做出了贡献，提出了 “互

助” 的思想，而不是以达尔文的 “适者生存” 作为进化论的基本原则。两

位无政府主义者都探索了地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平行领域，并试图通过

建立自组织的社群机构来削弱社会统治。雷克卢斯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描绘 ——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体认 —— 以欧亚大陆或

丝绸之路为名的各种话语和项目。这里讨论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作为研究

的基质，也是一种研究伦理。

作为策展人、教育者和创意生产者，在面对这种去中心化的问题

时，除了通过艺术作品等方式来解决或表现它，又该如何将其运用到我

们的实践中，甚至是生活实践中呢？“体认欧亚大陆” 是长期的艺术与跨

文化研究项目，由卡斯科艺术研究所 （Casco Art Institute） 所长宾纳·崔

（Binna Choi） 和我发起。它提出要扫除阻碍欧亚大陆展望未来和实践

的障碍，包括从殖民主义光谱两边的殖民性，到冷战中共产主义和资本

主义间构建的对立，以及上述对欧亚大陆的各种主张。这个项目通过各

种不同的 “运动” 模式将不同的地域交织在一起，包括长期的研究和学习

3　 塔 玛 拉· 金 （Tamara Chin），《丝 绸 之 路 的 塑 造，1877》（“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 40 卷，第 1 期 （2013 秋季），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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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表演性的研讨会、委约创作和展览，以及与其他社会政治机构共

同进行的基础设施研究，同时对新兴的实践、敏感性和生态环境保持开放。

在操作方式上，如何按常理行事 （practice commons），而不是按照艺术

界过度生产主义和展示主义的逻辑不断榨取新的研究？我们致力于长线

计划，如一年期的教育项目 ; 同时也努力把资源引向有需要的社区和实践，

比如在新西伯利亚这样相对偏远的地方，建立一个由艺术家、出版商和

儿童戏剧制作者组成的本地网络。

最后，受游牧生活、去中心化的丝绸之路网络及欧亚大陆的启发，

为了共同的思考和生活方式，我尝试去着手旧的和新的多中心运动。

（金怡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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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表演 “实践”： 

从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及其他

安娜·伍雅诺维奇 （Ana Vujanović）

处在当下被称之为 “全球化” 及 “后历史” 的社会，我想探讨 （本土）

语境的重要性，特别是人、文本、物、友情、同盟、敌人和历史 …… 所

交汇的语境。它构成了人类活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基于此，本

文将探索相关艺术现象发生的上下文，更确切地来讲，是聚焦于 “当代国

际表演领域” 日益重要的表演 “实践”。虽然本文研究的各类艺术实践跨

越了不同时间和空间，我主要研究其广泛性和同质性，提出的假设是：

在不同的实践中，异化和创造性彼此关联。艺术家也认可这种关联，因

为其 “实践” 是为了回应艺术生产过程中创造力的异化。但是这种回应

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创造意义上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土语境和

它们的历史。当谈及当代西欧的艺术实践时，我们通常指的是个人或私

人领域的实践转向，也就是说艺术家们通过自我实现，即通过自我生产

（autopoiesis） 实现其创造性。不过这并非唯一方式，在上世纪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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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语境下，“实践” 概念是理解他们的当代艺术作为一

种社会参与形式的关键。最后，我将着眼于目前在欧洲正兴起的以共享

和共同性为基础、小型、自组织的艺术计划。

艺术生产的异化和“实践转向”

首先，我认为目前艺术领域出现 “实践转向”，是因为不满于被个人

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异化的艺术生产和商品化。目前艺

术日益商品化，称一幅艺术品或表演为 “产品” 是具有负面意义的，表明

艺术品与资本主义生产共谋，使艺术家失去了对自己作品的最终流向的

控制，或者违背了艺术家的创作初心。在新自由主义下，资本主义制度

的灵活性和吸收性逐渐增强，艺术也正在加速商品化。正如保罗· 维尔诺

（Paolo Virno） 在 《诸众的语法》（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中所

讲，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后工业化生产和非物质劳动使商品化

逻辑渗透至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种人类活动。由于商品化使艺术

家丧失了对自己艺术作品的控制，同时促使他们为资本而创作，艺术生

产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了。异化对艺术家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 —— 正因为

爱、激情、愉悦和社会理想常常是通过艺术作品来呈现 —— 异化贯穿了

从艺术作品、艺术生产到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主体性在内的整个创作流程。

早在马克思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anuscripts of 1844） 中，

异化包含了与工人的双层关系，即他们的劳动力成为了物品，以及在生

产行为中他们与自我疏离 （self-estrangement）。马克思的异化分析把人

类置于物种的层面，南斯拉夫实践派 （Praxis group） 哲学家加约· 彼得

洛维奇 （Gajo Petrović） 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论点，认为异化不是关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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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在本性 ； 它是关于 “对由历史创造的人类可能性的异化，特别是对

人类自由和创造能力的异化” 1 。

艺术家被剥夺了上述可能性之后，只能旁观着市场如何将艺术作品

变成商品，它们被与公众和日常切断，搬进私人领地成为私有物。在这

种大背景下，即使是十分具有批判性或艺术行动主义的表演，也可以导

致劳动阶层或移民所在街区的士绅化，也可以被精心策划，或以票房高

低来衡量。艺术家的技能、创造力、生产力和作品原本应该在一个过程

中社会性地展开，但艺术家们现在却从这个过程被异化了出去，这只会

产生更多焦虑。当艺术家发现他们在艺术 （生产） 活动中日渐被动，却

主动投身于自我异化的过程，这类焦虑将不断升级。我认为，艺术和表

演实践，是属于这一广泛的社会性过程的，是艺术家脱离资本主义生产

机器并重新夺回他们的创造力的方式。

个人表演实践——在新自由主义的欧洲

我 想 借 用 活 跃 在 美 国 和 北 欧 的 舞 蹈 家 和 表 演 家 赫 里 萨· 帕 金 森

（Chrysa Parkinson） 的概念—— “个人表演实践” （"personal performance 

practice"） 来描述当代欧洲舞蹈和表演领域中的表演实践现状。她用这一

概念指代表演艺术家的各种不能简单归结于当下某种实践范式的日常实

践 2。为了定义这一系列日常实践，我首先区分了三类在这一语境中被称

1　参看 《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英） 汤姆· 博托莫尔著； 陈叔平、王谨等译，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4 年 7 月，第 16 页。—译者注

2　赫里萨 · 帕金森 （Chrysa Parkinson），《论实践 —— 自我访谈》（“On Practice’ - 

A self-interview” ），收录于 《六个月一处地点》（6 Months 1 Location），梅特 · 英瓦

雨森 （Mette Ingvartsen） 编，（n.p.: 众人出版，2011），第 2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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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实践” 的活动：

（1） 其一是将某一种特定风格、技巧或者一系列抽象设定具身化、吸收

或提高的活动。帕金森将其称之为 “活跃的思考”（active thought）。将

一种活动称之为实践实际上呼应了仍被广泛提及的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三种区分： 即把人类活动分为理论 （theoretical）、创制 （productive）

和实践 （practical）。根据这个分类，知识属于理论范畴，行动属于实践

范畴，因此实践可以激发某种思考。2012 年在斯德哥尔摩由斯蒂娜· 尼伯

格 （Stina Nyberg）、佐·波鲁奇 （Zoë Poluch）、 佩特拉·萨比施 （Petra 

Sabisch） 和乌里·特克尼奇 （Uri Turkenich）举办的实践研讨会 （Practice 

Symposium） 的项目介绍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描述：

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有时通过特定的方法，实践产生了一

种与自身特质无法分离的实际经验。这种特质涉及一种特殊的实体

性：正如观点的存在依赖于实体的表达，未经实践，则无知识。3 

（2） 另一种实践包括了艺术的实验、研究和即兴创作。这些并不一定会

产出任何具体的表演或任何有形的产品。帕金森将其归类为常规活动或者

为做成某事所展开的反复尝试。美国编舞家黛博拉· 海 （Deborah Hay）

的 《我的身体参与了作品》（my body engages in work） 便是这一类实

3　参见斯蒂娜 · 尼伯格 （Stina Nyberg）、佐 · 波鲁奇 （Zoë Poluch）、佩特拉 · 萨

比施 （Petra Sabisch） 和乌里 · 特克尼奇 （Uri Turkenich），“实践讨论会”（Practice 

Symposium） 讨论会节目册， 斯德哥尔摩 , 2012，2020 年 11 月 6 日访问 ,  http://www.

konstnarsnamnden.se/Sve/PDFer/PRACTICES%20(2).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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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4 的例子。它由一系列针对学生肢体训练的指导说明构成，教学生在团

体中展开身体运动，但是最终这些练习并不会形成表演。另一个例子是

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中期，一个由欧洲编舞家组成的非正式小组——

Everybodys（每人） 的作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探究舞蹈和表演领域的

开源理念，他们的游戏方式和 “舞谱” 5，可以作为练习的工具，或者对

一些创作者来说，撰写或检查别人的舞谱就是他们的表演实践。与此相

似的还有汉斯· 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策划的 《做！》（Do 

It!） 展览中一系列艺术家的装置说明，《每个人的工具箱》（Everybodys 

Toolbox），以及由加布里埃尔· 克莱因 （Gabriele Klein） 编辑的 《编舞

套件》（Choreografischer Baukasten）—— 它们已用于工作坊、实验室、

学习项目和实验艺术创作。

（3） 第三种通常被视为实践的活动是发展和保持自身的艺术技能，也与

帕金森所定义的常规活动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表演实践包括维持

身材、提高肢体表演能力、演唱训练、阅读文学、写作、记下想法或草图。

这些活动都是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但是其目的并不功利。但目前几所著名

的欧洲学校也已将这类实践纳入了他们的舞蹈和表演教学。我能提及例如

在阿姆斯特丹新舞蹈学校 （SNDO: School for New Dance Development）; 

斯德哥尔摩舞蹈及马戏学校 （DOCH: School of Dance and Circus） 的表

演实践硕士项目 （由赫里萨· 帕金森指导）； 柏林艺术大学校际舞蹈中心

4　 黛 博 拉 · 海 （Deborah Hay）, 《我 的 身 体 参 与 作 品》（“My Body Engages in 

Work” ），收录于 《我的身体——佛教徒》（My Body, the Buddhist） ，米德尔敦 , 中

康涅狄格州 : 卫斯理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第 17–18 页。

5　舞谱 （scores）: 指的是表演一部作品所必需的一系列信息。

参考 http://everybodystoolbox.net/index.php?title=SCORE_WORKSHOP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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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Dance–HZT） 的舞蹈教学之中的身体运动研

究、身体作品、身心思维训练以及各种单人表演实践。虽然这些实践的类

别不同，但是其共性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常规活动发展个体的艺术技能，而

无须最后创作出艺术作品。

这三类实践的系统化使人们无法确切了解艺术家的实践关起门来是

如何进行的：跳舞、吊嗓、跳绳、唱歌、画画、阅读、做白日梦、练瑜伽、

听音乐、考虑商业模式、查资料、网络会议 …… 而排练下一个作品在其

中所占的比例可能并不太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类

活动的交叉点： 它们位于训练和艺术生产的中间地带； 无须、也不直接

产出新的作品；通常不公开展示给观众。

为了给这些活动定位，我们需要将实践与艺术活动的其他环节放置

在一起探讨。帕金森认为个人表演实践既不属于表演训练也不属于创作

产出，而是持续处于两者之间的常规活动。这些实践看起来具备一定的

自我实现的特征，或除自身之外并无其他目的。虽然并没有最终产出也

没有明确的目标，表演实践仍是一种艺术活动，能够逃脱甚至抵抗今天

无处不在的带着时间节点的 “艺术项目”。在抵抗的同时，实践给人的艺

术作品和生活带来了一种连续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观众和市场需求之

外的另一个框架。在这种氛围下，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从生产过程的

抽离和休息，一种在这一常常远离公众视线之处的反思和审视。

艺术实践作为社会参与的方式

——以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为例

上述艺术实践的意义远非是普遍的，事实上，它们是被当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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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欧洲深深影响并塑造的。在其他背景下，“实践” 有不同的、

有时是更开阔的意义。在过去南斯拉夫的艺术场景中，“实践” 的定义

意味着艺术家的公共活动，即艺术家在狭义的艺术创作之外进行的活

动。在塞尔维亚 — 克罗地亚语和其相关语言中，“艺术实践”（artistic 

practice/umetnička praksa） 与 “艺 术 创 作”（artistic creation/umetničko 

stvaralaštvo） 并不相同。它包含了常常孤独的艺术创作之路上，艺术家

在艺术及公共领域参与的其他活动。例如参与小组和集体合作、社交、

进行机构体制批判、加入艺术家协会或工会 ；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公

共事务讨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 “实践” 活动使艺术家从 “创作者”

更接近于 “艺术家 / 公民”。除了在这种情形中实践的通用含义之外，在

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学界，这一观念自 1960 年代到 70 年代因南斯拉夫

马克思主义哲学团体 “实践派” 及其同名刊物而获得更大关注。实践派哲

学具有独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实践” 是其哲学的重要概念，它将

哲学、科学、艺术和社会行动主义联系到一起。6 

虽然实践派哲学没有直接影响艺术，但意味相近的实践理念却对

上世纪 70 年代的南斯拉夫艺术语境至关重要。1968 年后南斯拉夫十分

活跃多元的艺术运动被称为新艺术实践 （New Art Practice）。在此期

间，概念艺术、表演艺术、身体艺术兴起，众多学术会议、辩论、声明

和文章、展览和社会运动等纷纷展开。参与其中的有艺术家、策展人、

艺术史家和学者，例如 OHO 小组 （斯洛文尼亚先锋艺术团体）、罗

6　哲学家加约 · 彼得洛维奇 （Gajo Petrović）, 《为何实践？》（“Čemu Praxis?” ） 

收录于加约 · 彼得洛维奇 , 《为何实践》（Čemu Praxis）;《实践》 袖珍版 （Praxis, 
pocket edition）, 10—11 期 （萨格勒布 ： 克罗地亚哲学学会 ； 二 & 三季度，1971）, 

第 1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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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 托德斯捷维奇 （Raša Todosijević）、玛莉娜· 阿布拉莫维奇 （Marina 

Abramović）、斯洛博丹·米莱维奇—埃拉 （Slobodan Milivojević-Era）、

佐兰·波波维奇 （Zoran Popović）、Bosch+Bosch小组、萨格勒布 （Zagreb）

的六人小组、比利安娜·托米奇 （Biljana Tomić）、耶沙·德内格里 （Ješa 

Denegri）、顿尼娅· 布拉泽维奇 （Dunja Blažević） 等。“新艺术实践” 这

一概念由艺术史学家耶沙· 德内格里提出，并用此词命名展览 ——“新艺

术实践 1966-1978” （New Art Practice 1966–1978，萨格勒布 , 1978 年）。

该展览展示了上世纪 70 年代在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诺维萨德、苏博

蒂察和贝尔格莱德的艺术景象 7 。德内格里后来解释道，他之所以选择这

个词是因为：

“实践” 一词直白地强调了比起最终完成的美学产物 （绘画、

雕塑）…… 更重要的是创作过程、操作、表现、对艺术活动和行

为的探讨和研究。在本土语境下，“实践”一词提示了哲学意义上的 “实

践”（praxis） 概念，其指涉的行动主义、实效性、社会批判和政

治参与的意义，与它所讨论的激进和好斗的艺术现象十分匹配。8 

正如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叶莲娜· 维西奇 （Jelena Vesić） 指出，如

7　德内格里借鉴了凯瑟琳 · 米勒 （Catherine Millet） 在一篇关于概念艺术的文章里的

“新艺术实践” 一词。他在 《过去十年艺术实践中的问题》（“The Problems of Artistic 

Practice in the Past Decade” ） 一文中重新诠释并运用了该词。该文也是 “新艺术实践 

1966—1978”（New Art Practice 1966—1978） 展 览 导 语 （Zagreb: Galerija suvremene 

umjetnosti, 1978）, 第 22—23 页。

8　耶沙· 德内格里 （Ješa Denegri）, 《塞尔维亚艺术 1950-2000: 70 年代》（Serbian Art 
1950–2000: The Seventies），贝尔格莱德：俄里翁艺术，2013，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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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理解艺术和社会政治参与的紧密关系，则不足以了解整个艺术场景：

新艺术实践有两大贡献： 第一，让艺术生产不再如此神秘；

艺术作品被认为是一种过程或者开放性的实验，而不是一个产品；

第二，“开放代码” 的艺术生产和尽可能考虑到所有人的呈现方式

使艺术实践更为民主化，而非狭隘地将艺术作品框定为一种门槛很

高的有形物品。这两点依然是概念艺术史全球研究的重点及其当代

表征。9 

基于上述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艺术场景的简单回顾，我认为实践

作为艺术活动可以在至少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发展：一种可以是跨越个体，

创造新的、有转变力的集体主体性；另一种是个体的自我生产。

表演实践——自组织式的分享

虽然揭露剥削和反抗姿态对夺回自身创造力十分重要，但以自我为

导向的表演实践能否在作为一种个体生存策略之外，改变艺术生产的状

况，仍值得怀疑。这一问题在于多数当代欧洲场景中的个人表演实践活

动让艺术家更加远离大众，靠近艺术家的自我内心世界 —— 在那里，实

践将艺术家从行业体制、观众和市场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走向自我实现，

9　叶莲娜 · 维西奇 （Jelena Vesić）, 《作为艺术场景的学生艺术中心》（“The Student 

Cultural Centre as the Art Scene” ） 收录于 《平行年表》 （东欧展览档案）（Parallel 
Chronologies， An Archive of East European Exhibitions） 布达佩斯：transit.hu, 2012, 

2020 年 11 月 6 日访问：http://tranzit.org/exhibitionarchive/essays/jelena-ve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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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和个人成长，而毫不质疑被视为实现主体性的基本前提的个人

主义。虽然欧洲艺术家能通过实践构建新的创作领域，但是由于缺乏对

这一前提的批判性分析，它最后只会被带回到原有的艺术生产链条之中。

我称之为一种非常特定的 “自我生产”。它带来了随后的悖论： 实践作为

一种反抗 （艺术品的） 异化生产的活动，却以自我生产的形式返回了原

有的生产范围。这些主要是非物质和认知层面的，自我生产给艺术家更

多的创造力以便用于生产过程。艺术家受困于其中，无法消除他们自身

的异化。或许这缘于他们从错误的地方，即从他们自身去寻找创造力。

就以上而论，以自我生产为表演实践的其中一个主要局限在于，它

并不比常规生产的异化程度更低，因为它随时面临市场吸纳继而成为又

一件商品的风险。为了使表演实践更具有公共性而非被商品化，我想谈

一谈目前正不断出现的组织化共享实践。在欧洲它们通常是以小规模和

自组织的形式出现，其中的先驱是由编舞和舞者们组成的 Everybodys 团

体。它参与发布一系列舞谱、自我访谈、与欧洲表演从业者的集体访谈等，

同时还建立线上工具箱，分享关于当代舞蹈及编舞的经验和知识。他们

避免商品化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小型的、自我组织的、无需预算以及开源

的模式，运作主要依赖于艺术家贡献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以及与机构和

资助团体保持着松散的关系。Everybodys 通过两种策略使其实践规避市

场化： 提高公共性、展开合作分享。在我加入他们之后，我发现这一方

法很有力量，通过联结，他们使公共拥有的属性往共同福利的方向发展，

而集体管理的方式则避免了隔阂和疏离。这种实践也区别于自我生产的

表演实践，后者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体制下生产的前提，其创造力成

了为私有资本服务的工具。即便那些没有明显功利意味的活动，比如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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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或理论阅读，或者只就幽默、愤世嫉俗和令人愉悦的实践而言，如果

它们脱离了集体，只在艺术文化的小圈子内流传而与公众无关，那么它

们仍属于后福特资本生产中的知识和技能生产。

在共享性实践的领域，还有另外一个较新并且仍在活动的欧洲计划：

Nobody’s Business（不属于任何人的事情） 。这一计划的创始人是三位

编舞埃莉诺·鲍尔 （Eleanor Bauer），艾伦·索德胡特 （Ellen Söderhult）

和爱丽丝· 夏尔恰特 （Alice Chauchat），他们在几个欧洲城市展开了共

享实践。他们的 “目标阐述” 有十分明确直白的政治性：

Nobody’s Business 是一个在表演艺术领域共享艺术实践的

开源平台。此平台的初衷是在工作坊 （其信息通常是单向流动

的） 和作品创作 （通常由单个作者和作品来支持） 的经济模式之

外，创造横向交流的机会 ……，Nobody’s Business 不属于任何人

（Nobody’s），这是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和超级资本主义经济现实，

将个人主义强加于我们生活的驳斥。我们想要确保表演艺术、身体

动作、言语、舞蹈、行动等等都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在我们之间被

激活、被传递 10 。

在这样的指引之下，Nobody’s Business 通过集体性的自组织，以及

和机构平台的松散联系，将表演实践从仍存在于众多个人论述之中的自

我生产，转向了一种可能是全新形式的集体实践，在聚到一起的过程中

10　“Nobody’s Business,” https://nobodysbusiness.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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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了解、学习彼此的实践和方法，并达到团体的自我实现。

众人的创造性

我想以 Nobody’s Business 的例子结束这篇文章，并希望这类不以作

品生产为导向的实践，能够引起那些试图抵抗异化、重新夺回创造力的

当代艺术家更多的关注。这些实践的潜能在于： 艺术家不再局限于自我

创作，而是能转向共享而非私有的公共创造力。Everybodys 的出版活动

和 Nobody’s Business 的聚会走出了艺术家个人心理层面的感受 —— 例如

政治上的无力感、对社会不公的愤懑等，而是更进一步走向了人群，走

向了公众，在媒体上或是街头，举办文化活动，组织抗议，写博客或搭

建线上平台，行动，介入，倡议，或者单纯地以 “艺术家及公民” 的身份

做点事情。这类实践不再执迷于自我生产，而是着手创造不同或对应的

共同体，从而跨越了创造力的个人主义前提。在欧洲有很多致力于表演

实践的小型、临时、自组织的艺术计划，并往往超出艺术家与专业人士

的 （半） 封闭范围。我在此罗列其中一部分：3AM 活动 ,  We Live Here

聚会 （我们在这里生活）, PAF（表演艺术论坛）, Critical Practice: Made 

in Yugoslavia（批判性实践：南斯拉夫制造）, International Notice（国际

通告）, ID_Frankfurt 计划 （身份证明 _ 法兰克福）, Komuna Warszawa, 

Eks scena, Kulturnjaci 等 11 。这些尝试并非都具备一个常设的组织结构，

它们也可能只是街头抗议活动中的临时集会、大学占领期间的工作小组，

11　 参 考 http://flutgraben.org/organizers/3am/, http://www.we-live-here.com/ , http://

www.pa-f.net/ , http://criticalpractice-madeinyu.info/ , http://internationalnotice.org/info

获取更多关于这些实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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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个对本地发生的表演进行记录和展开论述的博客等。我要强调它们

的公众性和公共性，因为我相信异化不是一个私人或个体的问题，它损

害的不是 “最独特、最私人的部分；而是最普遍和共有的东西”12 。因此，

只有这样的外化，也就是 “向外走”，而非自我生产式的 “回归自我”，才

能越过容易被剥削的个人主义自我，并从中产生新的主体。

（卫盈君翻译） 

 

12　 杰 森 · 里 德 （Jason Read）, 《主 体 性 的 创 作： 从 跨 个 体 性 到 大 众》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From Transindividuality to the Commons"），《新形式》（New 
Formations）, 70 期 v (2011): 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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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还需要反抗剧场吗？ 1

王墨林

上世纪 80 年代，在台湾地区近代历史阶段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80 年代的外在环境，从柏林墙的倒塌，到冷战的结束，乃至带动这种冷

战产生的岛内戒严政治也告一段落。像我这样算是岛内战后第一代 2 。在

我们戒严这一代之后又有新的解严世代 3 。两种不一样文化的世代在 80

年代渐渐汇集形成一股新时代重要的力量，其中的重要特色集中于文化

的层面上反映出来。在 80 年代中期产生的小剧场运动，就是解严前后 4 

面对新的政治情势、新的文化产生思考的美学实验运动。我称之为 “运动”，

是因为它具有的反抗性。 可以说小剧场运动就是在新的文化思潮下对体

1　本文根据王墨林在 2016 年 “他者的舞台” 上的讲座整理，并由作者添加新注。—编者注

2　指在 1945 年以后出生。

3　指 1987 年 7 月戒严终止前在 20 岁上下的那一代人。

4　指 1985 年至 1990 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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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反抗运动。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日据时期，台湾人本

身就有一个通过剧场反帝反殖反资的新剧运动。可是，这样一个带有左

翼性质的反抗剧场所建立的历史脉络，在国民党政权来到台湾以后，在

冷战、戒严的背景下掀起了白色恐怖后，整个反抗剧场的脉络因此被切断，

代之而起的是代表所谓国家意志的剧场。一直到 80 年代随着冷战结束，

岛内也进入解严时代，从所谓国家对思想的钳制中解放，小剧场运动也

在这个背景下渐渐被酝酿出来。

在 80 年代的剧场及表演领域，我们常看到一些身体训练工作坊。那

个时候的身体训练工作坊在小剧场运动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那是一

个自我对身体认识的启蒙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前，我们认为我们的身体

是属于国家、民族或家庭的。这个阶段的所谓身体启蒙，是从寻找一个

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开始。现在回顾，身体启蒙在这个阶段的方法，大

都是通过国外的理论翻译，然后依据西方的方法，比拟对自我身体的认识，

比如格洛托夫斯基 （Jerzy Grotowski）5 之类的。

在小剧场运动里另外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是报告剧，类似报告文学及

摄影的剧场化。在创办 《人间》 杂志的陈映真先生的支持及我的推动下，

1986 年我们跟日本的真实剧场 “不死鸟” 剧团合作了清算战争历史的一出

报告剧 《怒吼吧！花岗》。之后很多社会议题都用了报告剧的形式，成

了 80 年代小剧场运动中的政治现象。

1988 年初，在兰屿岛 （台湾东部的一个小岛） 住着原住民达悟族。

5　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有表演艺术学习者直接前往西方 , 师从颇具影响的波兰裔戏剧导

演、理论家、表演训练导师耶日· 格洛托夫斯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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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们做了在示威运动中第一次出现的行动剧场。我们跟兰屿的

达悟族人一起参与、讨论，站在一起反抗政府把核废料埋在他们岛上，

引起岛上原住民的不安。所谓行动剧场，就是把社会抗议活动用剧场的

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制作了大傀儡作为意象。

那是因为兰屿岛上有对恶灵的禁忌。他们认为外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恶

灵，所以进房子前要把身体拍得很干净，才能进入室内。这个行动剧的

名字就叫 《驱逐兰屿的恶灵》，这个恶灵指的就是核废料。当时兰屿岛

上参与的原住民老人都穿着传统服装，这也成了他们的恶灵祭 —— 与恶

灵战斗的舞蹈。这是我们第一次将社会运动与民众文化结合，用剧场的

形式呈现出来。

1987 年解严之后，社会上出现很多的反对运动，大部分都是简单的

游行而已。当岛内的汉人跟兰屿岛上的原住民站在一起，搞出第一次的

反核运动，它影响到本岛的小剧场开始投入到社会运动里来，包括保护

森林资源的行动剧场。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人和日本人合作大量采伐林木。

还有在台湾大学门口，学生自己做的与反对学校政策有关的行动剧场。

80 年代行为艺术在岛内兴起，却还没普遍化。1986 年艺术家陈界仁

等在海边做了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叫 《试爆子宫》。戒严时代海边是一

个禁止逗留的地方，整个环海都是被控制的，他们到海边进行的行为表

演突破了这个控制。

另外一个跟政治相关联的小剧场运动现象，是在1989年，名叫 “优剧场”

的剧团改编大陆 “星星画会” 艺术家王克平的剧本，做了一出带有浓厚政

治意味的戏，它又延伸到呼吁要求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一位政治犯，导

致全场观众在演后谈上鼓噪起来，正反两派意见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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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1992 年成立 “身体气象馆”。成立之初，当时不知道我们做的一

些表演叫行为艺术，只是当作一个行动戏剧在做，无形中却带动起小剧

场的行为艺术化风向。这跟美术界的行为艺术是两条不同路线，我们更

倾向于身体行动的意义。

2009 年原住民行为艺术家瓦旦坞玛，在韩国首尔工人全泰壹的铜像

前面做了一次行为艺术。1970 年全泰壹以自焚行动抗议资本家无视韩国

的 《劳动基准法》，抗议当局任由资方对劳工的压迫，令工人权益失去

法律保障。瓦旦作为一个原住民，他把岛内一些党派旗帜放在地下，可

以看得出来，一个原住民和现代国家之间缺乏连结。

以下我想介绍的是，在 80 年代的时代洗礼之后，我的戏剧创作基本

上都在对我成长于冷战戒严年代的重新反思： 世界在所谓的国家与我之

间是怎样的存在呢？

1987 年在北部海边一个很大的废弃造船厂里，我策划制作了一出名

为 《拾月》 的小剧场联演。“拾月” 意味着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 “国庆”

之月，也是我们在剧场里重新面对一个被断开的国度。

2004 年我做了一个戏叫 《军史馆杀人事件》。这是根据一件发生在

军史馆里的真实社会新闻，士兵奸杀了来参观的一名高中女学生。我在

这出戏要表现的是在那个政权的暴力历史下，从各种战争到戒严 40 年对

民众身体及心灵的压迫，显示民众在这样的暴力历史之下受创的所谓 

“国家” 记忆。

2010 年我做了名为 《荒原》 的戏，以 T·S 艾略特的长诗 《荒原》

作为故事的氛围铺垫，表现岛内的两个左翼男人从大学时期同时参加马

克思主义读书会，到后来追求不同政治理念的过程。解严之后，我们都



121

有对乌托邦的追求，后来却变成了统独的论争，原来信仰的乌托邦也渐

渐消失。

2011 年我又做了 “黑洞系列新制计划” 的 《黑洞 3》，讲在全世界几

乎最长的长达 40 年的戒严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当兵，很多年轻

的生命在战争名下死去。这部作品是对这些年轻生命的哀悼。

接下来是 2013 年做了改编自希腊悲剧的 《安提戈涅》，由釜山、台

北、北京三地的演员联合演出。演出中他们讲各自的语言，戏中表现三

个不同地方的民众因为最高机构下达的戒严令而受创的精神世界。

2015 年在上海首演的 《哈姆雷特机器诠释学》，是讲一个乌托邦颠

倒成了一个荒谬的世界，身体在不断变形中不知成鬼或成人。

以上通过我个人的作品呈现台湾小剧场作为一种政治表现的基本面

貌。当然，现在的小剧场已变得非常商业化了。回顾上世纪 80 年代，小

剧场运动也都成为了历史。所以，我们现在仍然坚持在做反抗主流的、

反商业的剧场，让我们能够持续在剧场提出问题，却不去设定答案是什么，

因为答案不是被权力就是被资本家掌握着。

当我们在剧场只提问题而不设定答案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表现出动

能 ； 只有坚持继续反抗，我们身体的表现才会有力量。但就人生而言，

不只是要提出问题，也要给自己找到答案。

2020 年作者加注：

我的冷战系列到了 2017 年，在韩国釜山跟当地剧团合作做了 《脱北

者》。参加的演员有说韩语的韩国人、说粤语的马来西亚华人，以及说

闽南语的台湾演员。他们作为亚洲人用了自己的母语，把 50 年代冷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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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自己家乡发生的白色恐怖历史，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在舞台上。这一

出戏在 2018 年也被邀请到首尔演出。

2019 年我接着做了新版 《双姝怨》。我把戏中那两个女子的故事背

景，放在 1945 年台湾光复到 1947 年 “二· 二八事件” 6 发生的前夕，也是

台湾左翼运动即将面临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的白色恐怖的前夜。这

段腥风血雨的历史如同诅咒的预言，配合这出充满忧伤的戏，渲染出了

悲剧的史诗感。

加了以上这两出 2016 年之后的戏，主要也是为能较完整地看到，我

持续做的冷战系列剧作的脉络。这也是小剧场运动自 80 年代以来并没有

被切断的佐证。

6　发生于 1947 年 2 月 28 日，是台湾地区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争民主的反抗运动，

后遭到军事镇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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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演中揭示看不见的社会之网 1

李敬诚

二十世纪 20 年代初，日本殖民下的韩国曾在上海有一幢作为临时政

府的房子 2 。我一直对它感到好奇，所以这次提早做了计划想去参观。但

当我两天前抵达上海见到它时，我非常失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有意

义的地方，但他们重现历史事件和组织空间的方式十分无聊。它变成了

一个旅游点。我说无聊的意思是，它不再成为一种和当下现实的对话，

而更像是个古代遗迹，只呈现过去。我觉得这和剧场的现状非常类似，

它不再捕捉或撞击现实，也不再与现实产生真正的对话。这与我的问题

有关，或许不仅仅是我，也是很多剧场工作者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与我

们生活的现实，以及为我来自的地方，创造真正的或实质性的对话。

1　本文根据李敬诚在 2016 年 “他者的舞台” 上的讲座整理，并经主讲者修订。—编者注

2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在韩日并合后，于 1919 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流亡政

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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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韩国，我的剧场作品关乎近年的社会抗议。韩国的二十世纪

是很有戏剧性的，我们经历了殖民时代、三年内战，以及接下来的独裁

统治和急剧的经济发展。如此大的转变在民众和社会中留下了一种危机。

如今的韩国社会就政治和经济来看，严重两极分化。对我来说，重要的

是怎样为如此两极的社会创造真正对话的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

只凭着非常有限的单一信息就急于评判彼此。因此我总在思考如何通过

剧场的方式延缓这种评判。

今天我打算介绍我的两个作品。第一个是 《让我们移动你的沙发》

（Let Us Move Your Sofa），2010 年在首尔的光化门广场做了表演。这

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广场，政治示威活动总在这个广场上举行。

2009 年这个广场开始设计和建造，而要如何设计和建造则充满了争议。

因为当时的首尔市长想要把广场建在车道中间，但这对行人来说就难以

到达了。所以大批的社会行动者和建筑师坚持广场应该建在人行通道边。

最后它还是被建得像个岛屿。尽管它看起来是个建造精良的公共广场，

我走在上面还是感觉很不舒服。它很干净整洁，但让你感觉你应该走开，

而不是真的留下来待在这里。所以我开启了一个研究项目，邀请了很多

不同的艺术家加入。我们在这个地方选了很多不同的地点，然后同时开

始表演。当你作为市民待在那块区域时，没什么问题 ； 但每当你想以这

样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做些奇怪的事情时，当局就会介入了。我们在

那块公共区域策划活动的时候，揭露出那里不少的监控和限制。我们把

这种一边自恃为公民一边玩着破坏公法的游戏作为最终的表演形式。我

们创作了一份地图，重新阐释这些公共空间。我们在表演会自然发生的

每一个场地做上标识，邀请观众在晚上 6 点来到广场，并发给他们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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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在 1 小时内，观众可以四处走动，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看任

何他们想看的东西。整个结构非常开放，这些我称之为 “体验者” 的人，

他们在这个公共空间创造自己的行程和体验。这些场地包括巴士站、高

级酒店的房间、一栋巨大的公司建筑前，或者只是在街道上，等等。

还有一件关于这件作品的事，就是我那时必须要搬家。我叫了辆大

卡车来搬东西，但由于卡车塞得太满，还剩下一个沙发搬不走。我就和

室友一起搬着它穿越城市。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遇到了红灯，就把它

放下，坐在上面休息。对我们来说，坐在一个私人家具上观察公共景观，

实在是个特别的时刻。所以在表演中，有个女人始终在搬移着一个沙发

并问市民：“你要和我一起搬这个沙发吗？” 她在这个表演中起到某种连

接各个场地的作用。

在观众层面有个有趣的点。观众总是有两种，来看我们表演的观众，

和只是路过的观众。所以观众还变成了观众的观众。一开始，观众不能

判断他们看到的是演员还是真的流浪汉，直到在那家大型保险公司前，

流浪汉变成了商人。但我们不能越过保险公司大楼保安前面的那条线。

我在表演中还涉及过其他建筑，比如美国大使馆。我试图通过移动沙发

的位置来获得广场上这些有意味的画面。

另一个场地在巴士站，我们能看到街道的多个层次： 一个在巴士站

画涂鸦的男孩，一对争执中的夫妻，还有一个想自杀的男人。这三层实

际上永不会交叉，正如在这座城市的我们。我们还订了一个酒店房间，

是那个广场最贵的酒店房间之一，用来展览我们的创作过程和通向这个

广场的方式，并提出问题： 我们在哪里才可以找到能在这个城市真正休

息、舒服待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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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的 7 点钟，所有的表演者都带着一个枕头聚集到主场地来。

这是大量的公司上班族下班回家的时刻。我们已经占据这个广场一段时

间了，观众得从另一边看过来。

我的意图是在这个充满力量的公共空间创造所有这些个人体验。但

从结构上来说，我可能有些失败，因为有时候当观众赶来看表演时，一

切已经结束了。很多观众甚至连一个表演都没有看到，这就变得像是一

场散步了。当然，从美学策略上看，我意识到，在公共空间做表演时，

我们需要模糊真实和非真实、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我们需要这种模糊，

我们需要创造困惑，然后才能看到一些东西，开始注意一些事情。

第二个我要介绍的表演叫作 《对话》（The Conversation）。如我刚

刚介绍的，韩国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社会，我们也有很深的代际矛盾。

老一辈人经历过战争、独裁政权，还有急剧的经济变化，他们和出生在

经济发展时代的年轻人看待社会的方式完全不同。还有在政治上，像大

多数老年人一样，他们很崇拜二十世纪 70 年代的独裁者，也就是如今韩

国总统的父亲 3 。他们真的相信这位独裁者促成了所有的发展，尽管他实

际做的只有压制人权。所以由于这些政治因素，人们超越代际地憎恨彼此，

某种程度上也不互相尊重。我有时感到沮丧，我们只从政治正确的角度

就评判一个人。因此我想看到一位出生在韩国二十世纪 30 至 40 年代之

间的老年妇女。那个时代出生的女性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我想看看公

共历史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尤其想见如何影响了一位女性。

出生于那个时代的男性，常常只能给些非常简单或无聊的回应。我说无

3　李敬诚做这场讲座时，韩国总统是朴槿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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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是指这些男人通常只会说，是啊，我很强大且勇敢，我真的从这个时

代走过来了。这就好像他想要以英雄的身份来说话。但要找到一位那个

时代出生的女性，她要能和演员以及我一起登上舞台，这真的很难。

这是我的个人故事。由于我父母在我还是孩子时就一直在工作，所

以我总会有一个保姆。她给我们帮忙有十五年了，是看着我长大的。有

一天，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我突然意识到她就是出生在 1941 年。我问她

能否和我一起上台，她只说，“当然了，能帮到你的话！” “我从没上过剧

院，但如果能帮忙的话我愿意做。” 于是我们就和演员一起开始了工作坊。

我们采访她，从她那里收集了很多故事，关于个人生活，还有政治观点。

她有非常保守的政治观点，但那时我们认识到，她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获

得更加平衡的观点。她一辈子都在养家糊口，因为她丈夫不工作。我们

没有评判她，还试图保持这种不同，并以不同的视角理解她的生活。我

们的表演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里，演员在台上，他们使用采访得

来的内容，但不会像机器人一样复述所有的话，而是用他们自己的视角，

加入了自己的疑问和解释。在第二部分，她上台来展现自己。舞台上的

所有东西都是从她家里拿来的。她谈论自己的工作，她这辈子都做过哪

些工作。她在台上做果汁，谈论她的晨练，她一直以来是怎么保持健康的，

等等。然后她讲起嘴巴里的一个伤口，因为她在朝鲜战争中遭遇过爆炸，

留下了伤疤。那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个伤口，更是精神和情感上的创伤。

接下来的 20 分钟她在表演中打扫了整个舞台，那时我们则放她生活中的

照片。我们在排练的时候问过她，平时白天会做些什么，她说她很享受

打扫屋子，接着就开始打扫了。你知道当我们在舞台表演时，演员只是

假装在打扫； 但当我要求她打扫时，她是真的在清扫舞台，甚至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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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碎片，我都没法让她停下来。所以当我们计划在舞台上做这件事时，

她希望可以清洁舞台上的所有东西。对观众来说，这实在是挑战，有些

人会感觉不适。我的意思是，有些观众会想上台去帮她一起打扫，有些

则在这段期间直接离开了剧场。但对我们来说，忍耐这个无聊的时刻是

很重要的。因为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真的不太能想象她

的生活有多艰难或多有趣。

我一直试图通过表演揭示社会中不可见的网络，不是说揭露事先已

经存在的网络，而更像是打乱和重组情感或限制之网。这样我们才有另

一种可能来评判或感知社会中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思考剧场在我们的

社会中可以和不可以做什么，思考这种限制，才是重要的。

（金怡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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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的戏剧方法 1

——以塞拉利昂的弗里通剧团为例

查理·哈夫纳 （Charlie Haffner）

“想象你是其中一位村民，一个土生土长、从未拥有过电灯的

普通村民，在电子屏幕上看到自己，用自己的传统语言、音乐、

舞蹈和其他表达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了解自己的文化信仰和传

统实践，穿着村庄里的传统服饰，吃喝着舞台上安排的乡村饮食。

你会做何感想？那些成百上千目睹到的村民做何感想？想象你为

了社区的利益，参与到和自己社区问题相关的讨论和互动中直到深

夜……”

从弗里敦途经伦敦到达这里，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但第一次来中

国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塞拉利昂就和中国有着非常紧

1　  本文根据查理·哈夫纳在 2016 年 “他者的舞台” 上的讲座整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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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联系。这儿的很多基础设施都是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在中国的经济

援助和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建成。这包括最大也是最为出名的政府办公综

合体 “中塞友谊大厦”。其他建筑还有国家体育馆、不计其数的一流公路、

大桥和居民区。塞拉利昂也有中国居民，他们在不同领域工作 ： 工程、

农业、健康、教育、旅游、商业、煤矿、生产以及外交。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我创建的剧团，我与之生活、工作超过 30 年了。

这就是弗里通剧团 （Freetong Players Theatre Group），通常大家就叫它

“弗里通”，由我和我的上一任妻子法蒂玛· 哈夫纳 （Fatima Haffner） 一

起创立于 1985 年。她是一名演员、编舞和管理者。至于我，查理·哈夫纳，

主要是编剧、演员、歌词作者、指导、传统文化教育者，也是一位口述

历史学家。这次的演讲将着重介绍我如何把戏剧带到普通人身边，帮助

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参与、互动、接受和处理国人关心的议题。

弗里通诞生于这样的时刻：

•  由于政府禁止在弗里敦市政厅做戏剧演出，这是个由市议会拥有、

唯一可演出的场地。全国超过 99% 的剧团因此被挡在剧场门外。

•  75% 的孩子在出生的第一年内死于各种疾病 ； 性传播疾病、青少年

怀孕、计划生育及艾滋病等的教育信息有待在全国范围内宣传。

•  国有广播及电视无法正常运转，报纸只能覆盖 15% 的读者。

因此，弗里通的成立是想要革新塞拉利昂的剧场，把标准从业余提

升到专业水平，将这个 “行业” 带到国家发展的前沿，扩大以喜剧、娱乐

和仪式为主的传统功能，使其成为宣传、沟通、教育、动员、提高认识、

创造就业、创收和促进国家发展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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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擅长 “阿卡贝拉” 音乐，表演项目扎根于非洲的传统风格，运用

音乐、舞蹈、戏剧、讲故事和其他艺术形式来传达塞拉利昂的传统文化

价值，利用民间歌曲和剧场来培养塞拉利昂人的积极性、毅力、个性和

爱国精神。

我从塞拉利昂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了解到发展剧场，又在 1980 年代

被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中孩子们的阿卡贝拉无伴奏歌声打动 （他们当时是

以难民身份生活在塞拉利昂）； 受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巡回剧团的运作方

式触动；受奥古斯托·波瓦 （Augusto Boal） 的被压迫者剧场启发，以及

长期在这个领域与专家从业者互动，大胆实验，我提出了 “弗里通剧团方

法”。

那些在塞拉利昂努力传播的有关发展的信息，通常不能取得预期效

果，因为传播者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化信仰、传统实践以及社会因素，而

就是这些才决定了塞拉利昂人的态度和行为。毫无疑问，戏剧、舞蹈、

讲故事、哭丧、寓言、传统游戏和音乐，与在非洲其他地方一样，都深

扎在塞拉利昂所有社区的文化表现形式中。很难想象一个社区会完全忘

记所有这些集体参与和娱乐的形式。

我的方法因此结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参与式艺术 —— 音乐、剧场、讲

故事等，以用来传播信息、动员社群、做出明智决策，并转化成积极行动。

像 “吟游诗人” 一样，弗里通的成员在全国游历 —— 从棚户区到总统府，

从街头角落到普通人家，一个村接一个村，一个镇接一个镇，市场、学校、

教堂和清真寺，但凡有关乎国家紧要问题的地方他们都会去。

弗里通剧团的方法从概念、实施到评估，开始到结束都有明确步骤，：

1，前期拜访： 我们会提前拜访社区领导，分享我们的想法，争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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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支持。

2，信息收集：做调查，从社区和相关人士那里收集需要的信息。

3，材料制作和培训工作坊： 培训小组入驻社区，举办工作坊，通过

指导、讲座和演讲，向参与者传授面对相关议题所有需要了解的一切。

要传播的信息是从指导课程中发展出来的，并使其相应标准化。接着教

导参与者创作歌曲、音乐剧、民间故事等，传达之前制定的信息，然后

进行训练和排练。

4，社区表演 ： 在 3 至 5 天的工作坊后，演出会正式在社区成员、领

导和相关人士面前上演。

5，演后交流： 总结全部过程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步骤，弗里通剧

场的方法就不完整。这个阶段帮助评估在 6 至 12 个月内，观众是否能提

出问题、做出明智决策、采取积极行动。参与者接下来会回到他们各自

的社区，把学到的内容和技巧运用起来。

6，评估： 评估小组经常会在 6 至 12 个月内返回社区，评估这个项

目的影响和结果。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人们从不同渠道反复听到一个信息 ；

如果信息用熟悉的语言传递； 如果传递它的人大家都知道且是信任的；

如果人们被鼓励提问，搞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为什么做；

如果他们认识到这个信息如何能帮助到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就更有

可能信任它，并依据它采取行动。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结合了社区

和现代方法。

1987 年，塞拉利昂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希望共同为国内 75%

的 5 岁及以下儿童接种疫苗，以预防几种致命但同时也是可以预防的疾



152

病 —— 破伤风、肺结核、小儿麻痹症、百日咳和麻疹。孕妇、哺乳期妇

女和育龄妇女也包括在内。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政府和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大规模的动

员运动，由议员、部长、专家、民间团体、女性和青年领导者参与。然

而到 1989 年 6 月，这个免疫目标只完成了 47%。就是在这时基金会委托

了弗里通剧团加入这场运动。

弗里通剧团动员了全国 100 个村庄，并根据位置进行了分组。作为

导演，我组建了一个由两名训练员、一名摄影师、一位编导及司机组成

的小组，基金会提供了一辆大卡车，运载着这支队伍、后勤所需及设备——

相机及配件、三脚架、手提电脑 （用来储存、编辑和打印）、备用发电机、

燃料和队伍的每日津贴。

一个先遣小组对选定的工作社区预先进行了拜访，以做准备。摄制

小组在村子里生活工作十天。白天我们与村民在一起，有时也看情况参

与他们的各种劳作——务农、捕鱼、打猎、酿棕榈酒、砍柴、采果、烧炭。

我们和他们一同参加葬礼、婚礼、孩子的命名等传统仪式，观察他们的

传统活动方式。晚上，村民围聚在篝火边，比如在村法院前的大棉树下，

我们讲民间故事、唱传统歌曲，和孩子们玩传统游戏。

接着，我们和社区的人们共同创作即兴戏剧，编写歌曲，发展传统

游戏，在这个过程中适时地传递有关免疫和儿童生存的信息。戏剧由村

民担任演员。如果在戏中需要一位老师，就由村里的老师来担任那个角色。

村中的警察、传统医师、棕榈酒酿制者、厨师、老人、护士、家庭主妇、

母亲和女仆，都能在戏中找到对应的角色。村民组成合唱队，孩子们以

游戏来传递信息。人们通常都是在晚上围着篝火进行排练，服装、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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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宿由村民提供，厨师和年长者带来食物，女人们进行烹饪，青年和

孩子帮着准备场地，制景，跑腿。

由于这是一个视频项目，它在参与村庄的大屏幕上呈现，并在全国

的电视上播放。我们拍摄下在不同地点的所有戏剧表演，并都进行了剪辑。

在我们驻留的第十个晚上，影片播放了，不仅仅是面向主办地的村民，

还有周围闻讯而来的人们。要展示的东西有很多——歌曲、音乐、舞蹈、

戏剧、诗歌等，因此需要设计一个流程。我们采用了音乐会的形式，有

主持人、演讲嘉宾、社区领导和相关人士参与。

两年内，我们制作了 55 个视频，这个系列被称为 “你和你的孩子”（You 

En You Pikin）。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该系列由塞拉利昂国家广播公

司 （SLBS） 播出。1991 年 12 月，塞拉利昂政府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达

成了 85% 的儿童疫苗接种率，远超 75% 的目标。数百位教师、成人教育者、

卫生工作者、传统艺人，还有社区行政人员，都受益于弗里通剧团丰富

的艺术知识、技能和培训项目。

弗里通剧团仍然是塞拉利昂唯一一个将其创造性节奏和艺术专长带

到非洲其他社群的团体，这些地方包括加纳、利比利亚、几内亚、冈比亚、

塞内加尔和赞比亚，也带往美国、丹麦、英国、加拿大、波兰等国家。

（金怡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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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政治 1 

桑卡尔·文卡特斯瓦兰 （Sankar Venkateswaran）

在此时的困境中，我想要分享一些有关 “身体政治” 的思考。作为一

种物质实体，身体在当代剧场、舞蹈和行为艺术中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

多年来，各种表演、实践、研究和探索，都关注着人类身体的社会、美学、

表达和改造的潜能，使得表演艺术领域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多种美学

转向。表演的各种表达方式中，无论是移动还是静止，言语还是沉默，

身体都是在他者的舞台上最能显现并被感知的媒介。

身体被不同的力量所控制，被持续地规训、压迫，其在一个空间内

存在和居住的可能性受着约制。制度的力量、政府、纪律规范、法治机构、

经济生产和消费、宗教束缚、道德和社会传统，所有这些都杂乱而彻底

地将身体进行分类、标识，嵌入到等级和系统之中。个人控制自己身体

1　本文根据桑卡尔·文卡特斯瓦兰在 2016 年 “他者的舞台” 上的讲座整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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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被否认，反过来，身体也反抗着这些压迫和控制的方式。而正是

当身体相互对抗之时，它们进一步被分化，有时被压制、摧毁或改造。

因此，身体 “演示” 着我们的政治生活。

身体通常被当作隐喻来描述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或一群共同工作的人

的运作。如 “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首脑”（headmaster）、“全体大会”

（general body meeting） 或 “一群人”（a body of people） 这样的字词，都

体现了一种结构，即一个实体的最佳表现有赖于大脑及其与身体其他部位

的相互依存和配合。大脑是身体的一个末端，靠自己是不能移动或做任何

事情的，但可以产生行动的意图和愿望； 另一端是脚，用来执行大脑的

意图，但却没有任何做决定的主体性。每一具身体都分左右。每一具身体

都有主干及末枝。每一具身体都拥有记忆和情感，那是人的能力的宝库。

每一个器官在维持身体的总体健康上都至关重要。在评估一个社会或民族

国家的 “健康” 和 “体质” 时，作为隐喻的身体就格外有用。现在可能是时

候检查一下存在于社会边缘、长期被忽视的身体的营养状况了。

在我的国家，社会被种姓制度深深地割裂。仍然有大量的群体被排

除在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比如，那些今天被称为 “被除名”（‘De-

notified’ ）的印度部落中的人们，他们最初被列在1871年的 《犯罪部落法案》

（the Criminal Tribes Act） 这个英国殖民时期的立法中，被当作 “犯罪部

落”，并被形容为 “上瘾于系统性犯下不可保释的罪行”。一旦某个 “部落”

被 “名列”（notify） 为有罪，这个社群里的所有人都会被要求在当地的

治安官那里登记，否则的话，有可能会依据 《印度刑法典》（the Indian 

Penal Code） 被定罪。出生在这里的孩子，在社会和法律的眼中天生就

是罪犯。1949 年，这项法案被废除，这些社群也因此 “被除名” 了。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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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 《习惯犯罪法案》（Habitual Offender Acts），在

精神内核上与前者相似，把 “被除名” 社群重新列为 “习惯犯罪者”。《习

惯犯罪法案》 允许当局调查 “可疑社群” 的 “犯罪意图”，以及他们的职业

是否 “有助于稳定的生活方式”。在 1871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对于什

么是 “部落” 还没有一个共识或任何定义，“种性” 和 “部落” 被交替使用来

意指这些群体。“部落” 这个词带有某种 “原始”、“落后” 的意涵，存在于

社会的底层。这些专制干预导致了社会排斥、游牧的生活方式、异化和

被剥夺公民权利的状况。

我来自喀拉拉 （Kerala），印度西南部的一个邦，因民选共产党政

府而为人所知。印度共产党在 1957 年赢得了喀拉拉立法议会选举，这是

喀拉拉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也是印度第一个民选的共产党政府，继圣玛

利诺 （San Marino） 之后的世界第二。戏剧在这届政府的形成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1952 年，喀拉拉人民艺术俱乐部排演了托皮尔·巴斯 （Thoppil 

Bhas） 的 马 拉 雅 拉 姆 语 戏 剧 《你 使 我 成 为 共 产 党 员》（Ningalenne 

Comminstakki），在喀拉拉的每个村庄进行表演，描绘阶级斗争的图景，

为民众带来无产阶级意识。这出戏在 50 年代喀拉拉共产主义运动的普及

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印度实行联邦式治理，有一个中央政府和许多邦

政府。到今天，喀拉拉仍是唯一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邦，而中央政府及

其他邦的政府则倾向于右翼乃至极右翼政治。

这就是我作品的语境、背景和社会基础。从 2007 年到 2010 年，我持

续在印度城市、半城市的语境下创作作品，然后在诸如孟买和德里这样

的大城市巡演。自那时起，我开始问自己，我的剧场作品究竟有何意义

和目的。这个发问使我转变了工作重心和方法，去面对更多相关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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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要应对的农村地区。随后，喀拉拉邦的阿塔帕迪 （Attappady） 地区

成为我的主要工作地点。这个地方地处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它毗邻

寂静谷国家公园，是一个充满土著文化的地方。阿塔帕迪仍然是喀拉拉

最 “落后” 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大的部落区。这个地区有着很高的婴儿死

亡率，医疗条件差，还有酗酒等诸多问题。从 2010 年起，我就生活并工

作在阿塔帕迪，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剧场空间，社区居民也积极参与其中。

我还和这里的人一起，为他们也为我外面的导演工作共同创作表演作品。

这个剧场的名字叫萨扬德剧场 （Sahyande），在马拉雅拉姆语中的

意思是 “高止山西部的剧场”（Theatre of Western Ghats）。我花了将近两

年半的时间找资源和身边可帮助我的人来进行实际工作。剧场空间由建

筑师兼演员卡维塔· 斯里尼瓦桑 （Kavita Srinivasan） 设计，她也是我很

多剧场作品的合作者。那是个四分之一圆形或说是扇形的建筑，位于雨

林深处，空间向自然开放。早期以及施工阶段，我就住在树屋里。我也

同来自全国其他地区及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工作。我不断尝试的，就是为

这里的人和来自外部的艺术家创造对话。

例如，我们和 Thadikkundu 的村民一起创作了一个表演。这个村子没

有电和自来水。他们仍记得一出失传了的名为马杜赖维兰库图 （Madurai 

Veeran Koothu）的传统表演。我们一起努力追忆和重现了这个作品的片段，

还把它带到孟买演出。这是 Thadikkundu 村的人第一次去到阿塔帕迪以外

的地方。我还为那里的老年人和青年人分别成立了表演小组。

所以回到我演讲的开头，关于 “身体政治”，对我的剧场工作来说，

重要的似乎是努力讲述把身体当作抵抗和希望之地的故事。

（金怡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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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台班到寻找一种视野 1 

赵川

2005 年，我与友人们发起民间剧场团体草台班，自此不断积极实验

着艺术与社会关联的方法和美学。草台班通过自己的存在方式，试图寻

找一种有别于自上而下和资本驱动的、却希望是更有穿透力度的社会、

历史认识，以及根植于其上的表演学识。我们在以往的十多年中，创造

出与主流演剧不一样的舞台经验和社会空间。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逐

渐磨砺着不同的国际视野和连接网络，这些反映在我这些年策划的国际

艺术项目中。回顾这个历程，或能帮助厘清这些工作后面的原动力，以

及它形成的脉络。

草台班的第一个戏 《三八线游戏》，2005 年在上海通过工作坊的方

式创作完成，然后直接去了韩国光州首演。它通过各种隐喻或直接讽刺

1　本文根据赵川在 2018 年 “他者的舞台” 上的讲座整理并重新撰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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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肢体游戏，表达人们对遭受政治割裂的控诉和戏谑。在当地我们邀请

两位韩国演员加入。还有台北来的小剧场前辈王墨林，他之前已经来到

上海，参与了戏最后阶段的创作和排练，并在他的现身说法下，将中国

大陆与台湾岛屿的被迫切断与分裂南北朝鲜的冷战格局联系到一起。他

让草台班在起点上，就将剧场当作了人们对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探索场域。

在去韩国光州之前，我们被组织方要求阅读一些文献，了解 1980 年

发生的光州人民抵抗当时军事独裁政权的 “光州事件”，这个运动随后遭

到武装镇压。1987 年韩国开启民主化进程，光州成为了纪念韩国民主运

动的舞台。从各处前往光州参加戏剧节的团队，都被要求熟悉这段历史，

并且对这个事情提供看法。当我们去到那里，才发现演出的环境是在一

个叫作 “518 自由公园” 的公共开放环境里。我们不是去剧场里，而是在

一个由日本帐篷剧导演樱井大造他们，在公园中搭起的用于演剧的大帐

篷里演出。这也是我最早与大造先生认识的场合。

我们除了到光州之前要熟悉那段历史，到了之后每个剧组还要有两

个晚上住在当年关押起义民众的监牢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剧场活动

经历。那个演出现场与历史现场的直接连接，给我们上海去的七八个人，

尤其是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被压迫者视角

的历史叙事，在这个过程里被身体化和现场空间化。这给表演带来了不

同的质感和意味，跟在中产式的大剧院里的演出完全不一样。它改变了

我们对剧场及艺术生产的刻板印象，带来重新理解表演及艺术活动的不

同的社会意识。身体在那个现场被赋予历史的沉重感，并开始对前行所

需要的张力有所觉悟。

那个韩国光州民众戏剧节的现场，也促成我跟东亚左翼文化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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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的进一步连接。除了原来熟识的台北差事剧团的朋友们，我们又认

识了韩国、香港和日本的剧团朋友。这开启了一种新的更为跨越的视野。

去了光州之后的第二年，在我上海家中的客厅里，那些东亚的朋友们讨

论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 “东亚民众戏剧网络”（EAPTN）。在场的有首尔

的张笑翼、香港的莫昭如和北京的陶庆梅等。尤其是在韩国方面的推动

下，接下来的连续三四年里，EAPTN 每年都做为期一个月的民众剧场培

训营，培养以戏剧带动社会实践的剧场工作者。草台班成员吴梦、侯晴晖、

庾凯等都参与过训练。今天非常有影响的北京皮村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

广东一些做社区剧场的朋友，也都曾经在这个培训营里学习。

上世纪 70 年代，艺术中的社会关怀在中国大陆被高度工具化，推

行 “政治挂帅”； 改革开放、市场化到来之后又被国家 “主旋律” 化。这

些自上而下的设定，通过强行规定或利益交换，架空了个人与社会及其

历史的真实连接。近十几年，高度市场化的当代艺术领域里非常时髦的

社会介入艺术、艺术介入社会等，又大都建立在注重个人表现和以创意

产业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框架中。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在以往更

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命运和革命动员中，其实早已有着与以上不同

的、并且十分深入的寻找社会与艺术相关联的实践。我在那些前辈艺术

家、剧场人和推动者身上，看到它的深刻印迹。这个脉络首先是建立在

对历史环境的理解深度之上。它所触及的社会，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

他者，而我们命运自身。就如草台班的参与者们藉由 《三八线游戏》，

感受到历史是如何通过剧场创作和演出进入到个人的存在中。它是个扎

实的、不虚无的过程。

那段时期的草台班剧场活动、我的个人实践，一方面直接带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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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在上海策划的 “以鲁迅为旗” 的表演和研讨活动。因为在与这些

东亚朋友的接触中，我看到鲁迅的文学和他的思想影响，在东亚文化及

思想界的绵长身影。这似乎是一种我们早已共同拥有的资源。鲁迅对大

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出发点。

当时我们在上海淮海西路一处建筑工地上，组织了四五天的活动。

那个粗粝和满是尘土的半完工建筑，成为某种现实的隐喻。除了草台班，

以及上海、台北、香港和东京四个城市剧场人合作的戏 《鲁迅 2008》

（2008）—— 它高度身体化，挖掘历史幽暗、社会浑噩和其中与之对抗

的人的生命力； 还有八位来自不同城市的艺术家，他们投身那个环境，

没有太多电子效果，而是直接的身体与钢骨水泥的碰撞与磨合。同时，

学术界一些热衷于亚际研究的朋友们也参与进来。

另一方面，因为做 《鲁迅 2008》，使得我们与主要在东京发生的 “亚

洲相遇” 项目连接。自此开始了之后很多年的合作。这是个不同于民众剧

场的路径。我们在遭受更强的现代性洗礼的日本，开始与更为复杂的地

域和文化脉络相遇，接触不同的美学和方法积累； 在共同的工作中理解

身体、表演、剧场和探讨社会议题的途径。那几年里我们每年都会聚到

东京创作，通过持续的交往，深化着这样一种跨越国际的合作。它也是

草台班成员的一个窗口，可以在市场或国家主导的主流国际文化交流之

外，接触、学习不一样的文化和美学探索。

从 “亚洲相遇” 获得的经验，也反映在我那几年的剧场作品 《不安的

石头》（2012） 中。除了在上海、南京、孟买和新德里的演出，2013 年

我将这个戏发展成一个工作坊，带了草台班成员，与罗马、新加坡和柏

林的人们合作，将不同地域的经验，以一种宽泛的剧场方式，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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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作。那是一出关于路边小石子不甘于被肆意踩踏，而试图找寻出路

的戏。我们与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们一起研讨，将他们的现实和经

验编织进来，每一次工作坊都形成一次新的出发。

我想，这时剧场和表演的空间已经在这样的工作中被打开。对于看

似不拥有这些空间、物质或才艺资源的人们来讲，他们仍可以通过剧场

和表演聚到一起。剧场成为逼问生活的催化剂。

创作上和旅行上的积累，进一步带动了为上海外滩美术馆策划的 “亚

洲生动”。那是从 2013 至 2014 年期间近一年的公共项目策划，包括邀请

海内外嘉宾参与的讲座、研讨、放映、工作坊，以及演出和表演等活动，

呈现了亚洲行为艺术、社会运动、剧场等领域在边缘的交织。其中艺术家、

策划人霜田诚二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起，对行为艺术在亚洲生成自己的形

态，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他讲述了以民间方式运作的国际行为艺术节，

如何成为一个在东南亚漫延的江湖，创造出一种渗透和卷入的模式，在

很多地方持续发生，生根发芽。活动中还有对巴勒斯坦当代戏剧的铺陈，

以及由草台班翻译拉马拉年轻剧作家达丽亚. 塔哈 （Dalia Taha）的剧作，

并进行了读剧演出。我请樱井大造讲述他的帐篷剧场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日本社会运动的渊源。而北京郊区皮村的新工人艺术家也被邀请来，

他们曾将樱井大造留下的帐篷改造成了新工人剧场 ； 介绍如何以文艺方

式来建设自己的身份主体，以回应当下中国底层劳工阶层遭遇的种种问

题。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剧场导演古哈 （Probir Guha），从早年的 “毛

派” 运动中走出，他讲述自己漫长的民众戏剧历程，如何从戏剧和身体出

发，寻找草根行动的艺术可能性和地域美学。草台班也演出了新戏 《世

界工厂》（2014）。那是一出将讨论、调研、纪录和工作坊等融入进集



163

体创作的戏； 它从工业革命历史到中国的世界工厂现场，探讨全球制造

业中的时间、空间和政治层面，尤其是工人的生存困境。

在 《世界工厂》 的创作前后，除了上面提及的各种影响，我开

始有意识了解和探索欧洲的 “纪录剧场”。那是缘起于一篇名为 《寻找

新现实 —— 德国文献戏剧》 的文章，作者是托马斯· 艾尔默 （Thomas 

Irmer）2 。2013 年我被邀请参与策划一场关于纪录剧场的中德戏剧论坛活

动，它开启了我与嘉宾中的一位年轻剧场人凯·图赫曼 （Kai Tuchmann）

的长期往来。值得一提的是，在他 “纪录剧场” 导演的身份标签之外，他

曾前往伊拉克、苏丹、巴勒斯坦、肯尼亚和印度参与剧场活动的经历，

对我有着不言而喻的吸引力。他在之后为草台班引导的工作坊上，讲述

德国历史对他的影响，其中媒体曾经被权力高度操控的沉重经历，使他

对媒体资料的出处尤为审慎。在那期间，对于如何看待各种来路的资料，

我们因社会环境不同，有着非常不同的经验和认识，形成了分歧。但又

在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我们理解纪录剧场是一种寻找真相的过程，用以

对抗媒体与权力的合谋，实践着一种替代史学。我与凯持续合作，包括

邀请彼此做工作坊、参与研讨和创作、演出等，不断共同加深着对剧场，

乃至纪录剧场的实践和理解。2014 年春天，经过四年的大量走访和阅读

筹备，我和草台班同仁集体创作了 《世界工厂》，有着非常纪录剧场的

风格。我们至今仍在推动和发展那样的剧场工作方式。

2　该文章被编入 《人类表演学： 平行发展式》（2007），孙惠柱主编，文化艺术出版

社出版，是美国出版的 《戏剧评论》 杂志的中文翻译选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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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之间

黄佳代

“我始终醒着。所以我始终在两种语言间徘徊，做局外人。所以我必

须不停地翻译，把雨滴译成雪花，或相反。我就这样活着。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纷飞的雪，还是坠泄的雨。” 这是一位生活在北欧的中国诗人及译

者李笠的诗。而这诗句描绘的也正是我一直体验着的某种状态。

我的人生似乎不断地在和语言纠缠。多年前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

给了我一种以非母语者的客观眼光来反观自身的训练。即便开始在艺术

领域工作之后，这种抽离以及在两种迥异语言中的反复切换，也长期占

据着我。2003 至 2006 年我为英格兰艺术委员会 （Arts Council England）

在中国设立的艺术驻地交流项目 “艺术家连线”（Artist Links） 工作。那

时中国当代艺术被带入西方市场的时间不长，为数不多的本土艺术机构

的先驱者刚开始探索自己的生存模式，反思这种以 “国际交流” 为名义的

名利场； 而传统上更为机构化的表演艺术领域则远不如今天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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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国有体制院团和状态十分地下的少数独立创作，二者之间泾渭分明。

几年间，从广东的花卉市场到三峡工地，我给来访的艺术家们张罗从衣

食住行到项目考察的一切，与此同时也用他们的语言和视角反观我的 “本

土”。语言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框架，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它也能

反过来影响着事物的存在。由于少有共同的历史，中英文之间差异巨大。

因而我要考虑的不光是信息，还有背景； 需要翻译的不仅是词句，还有

情绪。我曾绞尽脑汁地为 residency（驻留） 寻找一个合适的中文词，因

为驻地创作这个概念那时在中国并不存在； 我也与这些创作者们一起经

历他们在一个陌生国度的惊奇、兴奋、孤独和困惑。这个驻地项目之后

我继续做着跨越国界的工作， 组织展览、演出和工作坊，并时常担任翻

译和主持。现场口译，接近于表演的某种状态： 一方面要放下自己的意

识，让自己成为工具，让有形的语言和当下场合中无形的气氛贯穿自己；

另一方面又要能意识到自己的所在，对于空间和空间里的人全神贯注，

并给出现场的反应。这样的 “无我” 和专注，渐渐给了我观察和思考的极

大自由。

我最初的表演实践也与翻译有关。2004 年，我们邀请了英国当代表

演组合 Curious 来中国。作为驻地交流的一部分，她们和合作艺术家洛伊

丝 · 韦弗 （Lois Weaver） 一起在上海的一处私人公寓中呈现了她们关于

气味和记忆的表演 《关于气味》（On the Scent），每场最多容纳五六个

观众，一天数场，连演数日。那时这样的表演形式对于中国观众还很陌

生。演出有大量文本，我除了组织演出并翻译剧本，也和她们提议以一

种实验性的方式解决表演的语言问题： 由我及另两位上海的表演者站在

观众背后用私语的方式进行同声传译。这样的 “翻译性表演” 我后来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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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品中继续发展，走到前台，并参加了北京的大道国际行为艺术节。

与此同时，2005 年英国现场艺术发展署 （Live Art Development Agency）

的中国现场 （China Live） 项目在英国巡回展出，这大概也是中国行为

艺术与欧洲较早的一次系统性接触。“艺术家连线” 资助了中国现场的同

名中英双语画册出版，又组织了一系列英国现场艺术家来中国驻地。那

段时间里我和同事长久地讨论着如何在现场艺术的概念与中国已有的实

践与讨论之间形成一种连接。本雅明在 《译者的任务》 中提出不同语言

在纯语言意义上的内在亲缘关系，他认为翻译是将语言的抽象共同性从

某一种特定语言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也正是这一纽带的体现。作为译者，

我深以为然。那个年代里这样点滴的翻译工作、讨论和实验，似乎也在

把中国的表演创作生态，逐步地接入一个更广阔的语境。

不少我们这一代中国表演艺术工作者的个人发展经历，都与最初来

到中国的 “国际” 有关。与东亚邻近地区的民间往来还有一些空间，但以

西方为指向的各种交流，十几年前在签证、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之下大多

需要靠国际文化机构才能推动。我因为一直参与其中而无意间成为了一

个见证者。在主动或被动地和国际连接的过程中，不乏因为信息不对称

而产生的误读，或者对他者的理想化想象带来的现实错位。而当下似乎

越来越快捷的种种文化交流合作，是什么在驱动，我们带给彼此的是什

么？与不同现实的连接能如何转化成脚下前行的力量？我带着这样的疑

问积累着自己的观察和实践。

因为既是一个创作者，也在机构内外担任策划以及研究工作，除了

使用不同的语言，我也一直要在各种情境中来回切换。尽管角色不一，

对我而言，这些都是艺术实践的有机部分，它们相互滋养，成为一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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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中介的自我经验出发的、持续的提问。如果在翻译、策划等工作中

我要试图去成为一座跨越在河流两岸的桥，找到让观众、创作者和不同

作品相遇的方法，实际处理相遇中的问题； 那么研究和创作则是把这些

经历问题化，是对桥上不同角度风景的观察，对河来自哪里流向何处的

疑问，以及作为桥的反思。

2014 年我在贝尔格莱德生活了大半年。那时中国与塞尔维亚没有太

多交往，连申请正常的访问签证都极为不易。身处巴尔干这个欧洲边缘

之地，我看到一个像中国一般难以被定义的欧洲，和东西方二元叙事的

荒谬。南斯拉夫在好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占据着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 

与前南斯拉夫地区现状的遭遇，让我开始了之后对其解体近三十年来社

会变迁的研究走访，其中也包括了贝尔格莱德历史不长但却颇具传奇色

彩的华人社区。之后我以英语创作并在贝尔格莱德首演的 《归属之地》

以第一人称的文本和简单的日常物件，讨论在历史和地缘政治的交错之

中记忆的偏振与重构。它是我无法停止的自我提问，询问我自己与客居

之地发生的这种情感和记忆上的连接，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交换。用我

的照片换你的故事。我的歌谣换你的声音。我的伤口换你的疤痕 …… 让

我们交换。交换我们的行囊。交换我们的车票。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1  

我和异国的观众一起在剧场这面镜子里，看见彼此的过往和现实。

两年之后我在上海演出的 《MOTHERLAND》 则像是对 《归属之

地》的回应，也是离开研究对象回到本土之后的再次反观。如果说在 《归

属之地》 中一个旅人与她记忆中徘徊的历史幽灵发生了某种共鸣，那么

1　选译自 《归属之地》 演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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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联对于此刻表演者面前的观众，又意味着什么？演出借用了一个

双语讲座的形式作为开场，向观众介绍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在其命运终

结时那段复杂而充满暴力的历史。但在中英文相互翻译的过程中，每种

语言逐渐开始背离原本的轨道，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在

其自身构建的叙事宇宙中成立，而同时理解两种语言的观众则在注视着

这两个宇宙和语言这座巴别塔的同时倒塌。

我在剧场和表演中寻找语言的不同存在形式，这自然也包括那些无

声的和无法被翻译的言语投下的长长的影子。2018 年在国际关系特别是

中美间的唇枪舌剑不断升级之时，被裹挟在各种辞令游戏和媒体洪流中

的无力感，让我在 《游戏 #1》 中基本放弃了口头语言，而选择了学校

广播操和乒乓球的肢体语言。前者是所有在中国成长的人都熟悉的，已

被无数次的重复编码进了我们的身体记忆； 后者则因其 “国球” 的传说地

位成为某种象征。融合二者的肢体语言呈现出的机械性和对抗性，和发

端于 “乒乓外交” 的大国博弈的背景，形成一种对失败的语言的呼应。而

我从 2020 年底开始的 《银河秀》 项目，则是通过更多剧场手段以及和

演员的合作，把语言的表演性以时下很受欢迎的公众人物演讲秀的形式

放大在舞台上。毕竟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心智常被各种言论所控制

或启发，取悦或激怒，社交媒体时代的语言更是可以通过算法被精准地

分析定位然后炮制。狡猾的语言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编织出错综复

杂的关系，这让我深深地着迷。

疫情之前密集的国际航班、全球化的经济、大多数人都主动习得或

不得不掌握的某种源自欧洲的语言、网络和社交媒体，还有当前日趋成

熟的机器翻译技术，让我们忘记了舟车劳顿跨越遥远的边境、前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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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迥异之处的距离感，同时失去的还有初次接触远方的好奇和小

心翼翼。我们对耗费巨大资源带来的便捷渐渐麻木，把彼此认同点赞看

作理所应当，因此今天的我们也对陌生和差异更加恐惧。我很幸运，是

那些交流活动背后琐碎的幕后筹备，和翻译时斟酌纠结一词一句的漫长

时光，为我把这些本不该失去的距离感找了回来。我想捕捉那些细微的，

柔软的，水一样的无形而流动的东西，那些难以被解释的来自不同现实

的无声语言和漫长的时间经验。我把它们翻译为另一种有声或无形的语

言，因为我相信它们应该被认知，值得被分享。这是关于不确定性，关

于没有对错，关于谦逊和不断地学习，关于不变的未知，如同一次次地

渡过一条湍急的河。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想到这些也正是

我理想中对跨文化、乃至于对创作实践的描述。我在不同语言和现实中

徘徊，所以我始终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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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时刻

艾萨·霍克森 （Eisa Jocson） 与黄佳代的对话 1 

黄佳代（下文简称黄）： 印象里我们从 2016 年结识直到疫情前，基本每

年都会在不同场合遇见一两次。很高兴今天能再和你碰面聊，即便只是

在网上。目前你人在哪儿，都好吗？最近在忙些什么？

艾萨·霍克森（下文简称艾）： 我还好，我从 2020 年三月开始封城时起

就待在马尼拉的家族祖屋里。现在是和家人共处的重要时刻。我确实能

感觉到许多事正在发生变化： 习惯、时空与社会态势、我的艺术创作以

及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反省。这是一个自我反思的时刻： 什么是继续下去

所必需的？什么能够继续？那些占据有利地位者的工作能够转移到线上，

以新常态的方式继续。我们臣服于互联网及其不间断的数据生产 / 消费中，

1　本文根据霍克森与黄佳代 2020 年 10 月 26 日的在线对话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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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权力的新前线。

我目前正在创作受疫情影响转为线上的 《马尼拉动物园》（Manila 

Zoo）。它的核心是探讨各种控制系统，正如疫情将我们带入了更深更极

端的孤立与受控之中。同时我也享受着这段静止不动的时光，它让我能

够思考并筹备我已经想了很久的一个长期计划： 拥有一个小型的粮食森

林保护区。

黄： 在聊 《马尼拉动物园》 之前，我也很想听你讲讲你的粮食保护区计

划。目前在中国的艺术生态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比方说，疫情之前每年

都有大量的国际制作不断地来到中国巡演。而自从今年夏天以来中国国

内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边境却始终关闭着，因此许多场地和艺术节

都必须转而关注本土创作。整个表演艺术行业忽然间变得更加开放，也

出现了之前看不到的新形式的合作。同时越来越多中国艺术家和艺术平

台开始积极关注小城市以及乡村，寻找和土地以及本土更紧密的联系。

艾： 疫情让人看到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举个例子，我们菲律宾的国家粮

食系统中，法律制定者通过了一项大米关税法，解除了针对大米进口的

官方限制，迫使国内粮价下跌并让稻农深陷债务和贫困之中。绿色革命 

已经让农民依赖于大型跨国公司的种子和农药，放弃和失去了本土传统

的有机种植和照管土地的知识。在疫情之前，主导的粮食文化都是过度

精加工和过度消费的。快餐文化恰恰迎合了白热化竞争的社会。我们已

经忘记了我们与粮食之间神圣的关系。在被疫情禁足在家的此刻，我们

必须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和食物的关系，并创造与食物关联的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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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园艺已成为应对疫情而出现的一大现象。在对待土地、农民的方式

中有诸多暴力，我们消费着粮食却对其生产方式中的不公正毫无察觉，

那么这些暴力也终将不可避免地被加诸于我们自己。在政府、社群和个

人层面上，都需要做很多工作来让大家关心这件事。耕作土地就是去参

与这种循环式的滋养，并最终与神圣连接。

黄： 是的。如果有心去了解的话，粮食作为大宗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全

球贸易中，有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论是粮食、艺术还是其他东西，我们

生产的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流通的，也许现在就是一个思考的时刻。

欧洲表演艺术界最近有不少关于航空旅行的讨论，但关于环境和人的流

动，需要的也许是一个超越单一区域的视角和考量。作为一位常驻马尼

拉但作品又常在世界各地演出和展示的艺术家，你碰到的情况如何？

艾： 眼下我们处于严格封锁中，出入境都仅限于紧急情况和就业需要。

所有的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员都必须通过一个叫菲律宾海外就业事务处

（POEA） 的机构来办理。它本来是为保护这些人的权益而设的，但机

构的内部腐败使得它成为了菲律宾人的剥削者和负担，在允许人们出国

工作之前压榨他们的金钱和时间。

近来因为要去参加 《马尼拉动物园》 在香港大馆的一个研究性的

长时表演，我和我的团队第一次不得不通过这个机构去办理工作签证

以便能够离开马尼拉。整个过程既昂贵又混乱，而且非常官僚。由于

整个过程的压力和新冠病毒风险考虑，签证办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决定

放弃办理。我们的政府就是一个人力出口代理。国内的贫困状况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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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向外寻找工作机会，而政府则通过剥削国民的廉价情感劳动让自

己兴旺发达，靠汇回国内的资金来维持经济。

黄：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完全能体会你说的申请签证的困扰。那些冗

长的手续和审查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境外。不同国家的政府联手操控

着人们流动和交往的方式并从中牟利。我们正在编辑的这本册子，也可

以说是在眼下这个外部条件禁止人们相互连接的时刻，寻找替代性交流

方式的一个尝试。我们希望这种看似老式的方式 —— 做一本集子，尝试

在各种数字展演、直播和线上会议之外，提供一种更慢、持续时间更长

并且没有创作压力的交流。

艾： 我们不需要总是处于一个创作生产的状态之中。是时候停下来反省

了。我们在疫情之前的艺术创作对生态危机起了什么作用？快节奏的过

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已经耗尽了我们的自然，让它疲惫不堪。这种失衡导

致了今天这种情况。大家都需要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度过疫情。我正在

做的作品 《马尼拉动物园》 是我的 “乐土” 三部曲的第三部分，本来应

该是一个现场的舞台表演。把它改为被困在线上的 Zoom 窗口正好就是

我们当下的处境。它讨论的是人类为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创造的各种监

禁系统。作品使用虚拟数字这一前沿领域进行创作和演出，一部分在线上，

一部分在一个剧院或电影院的现实空间中发生。马尼拉的表演团队与在

新加坡的技术团队同步合作，将表演实时地传递到一个线下的剧场空间

中。我相信在这些实际场馆中观看的集体性力量。它们是为专注感受而

设立的空间，不同于我们的电脑桌面。电脑天生就是为多线程运作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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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工作和其他一切事情都在线上发生的时候。

黄： 全球发展的不平等决定着谁能够享受流动的自由以及人们如何彼此

连接。你认为技术的潜力是否有可能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以一种覆盖

更广的方式将更多的人联系起来？尤其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不论

是否愿意也都对数字化在场这一方式更为熟悉了。

艾： 这样的转变是必需的。但在目前这个延续着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对

资源的控制的体系中不可能发生。今天让我们能够虚拟对话的这种技术

给我们一种连接感，但最终会耗尽我们。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地去处理不

平等的问题，就必须质疑 “进步 / 发展” 的含义是什么，由谁来定义和评

价，谁从中获益谁又被其所累。我们必须卸下那些在我们头脑中已经牢

固建构出的信念体系。技术只是一个工具，如果不反省我们目前的路径，

它将只会复制我们的无知和毁灭。

黄：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有较长一段时间艺术家在本国之外尤

其是西方受到的认可，成了艺术家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或者说，

因为外部的接纳才得到本土的关注。这不只发生在表演艺术行业 —— 比

方说有一大批中国电影导演是这种情况，以及更早些时候英国的乐队要

前往美国寻求发展等等。我想这是关于市场，也是艺术行业乃至于外部

系统中某一权力结构的体现。你可以说是目前菲律宾当代表演艺术领域

中在国际上最为活跃的艺术家，近年来菲律宾艺术界对你作品的接受程

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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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虽然我的背景是当代艺术和舞蹈，我的艺术创作发展并没有遵循菲

律宾当地的常规。我想要挑战陈规和固有的方式。在我开始创作之初，

就知道我必须寻找国外的艺术及资金支持。当我开始能通过作品的国际

巡演获得收入的时候，我就能把收入用来制作我在马尼拉的作品。不需

要画廊代理我也可以做得很好，不过 2019 年获得 Hugo Boss 亚洲新锐艺

术家大奖倒是让菲律宾的本地画廊忽然之间对我非常感兴趣。我目前还

没有签任何一家画廊。

黄：你在当代艺术领域创作的作品会有很大不同吗？

艾：作品发展的方式不同。比如 《猛男舞者》（Macho Dancer） 是在剧

场的时空关系中聚焦于表演者和观众二者之间的体验，而 《菲律宾猛男

学院》（Philippine Macho Academy） 则是为展览空间以及大学的教育机

构所作，基于我在马尼拉针对猛男舞的调研、训练和表演，阐述和重构

了一个虚构的培训男子气概的机构。给剧院创作的 《公主》（Princess）

和展览作品 《变白》（Becoming White） 也用了类似的方式。在前者中，

两个菲律宾表演者变身并表演白雪公主，还有一段与剧院观众互动。后

者则是一个展览，劫持了对主流大众文化中体现白雪公主的各种材料：

填色书、玩偶和庆祝游行等等。

黄： 我对你的创作过程很好奇。你的作品似乎都围绕一个明确的观念主

题，但形式却在不断演进，甚至在同一系列中也是如此。这一点让人印

象深刻。你是不是习惯通过好几个阶段来发展一个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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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拿 《马尼拉动物园》 为例，如果我坚持要按疫情前的条件来创作的

话，这个作品是做不出来的。我们总是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条件来决定

内容以及最后呈现的形式。聆听和觉察这些条件以及形成过程对我的创

作来说很重要。几个阶段的创作和几个阶段的酝酿相互穿插，以便让对

作品的把握随着时间成熟。

黄： 多个创作阶段以及在不同 （文化） 背景中的演出可以滋养一个表演

作品，让它继续进化。但一个作品要巡演的话又需要被固定下来，或者

说结束这种进化成为 “完成品”。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吗？

艾： 当一件作品巡演久了，会积累不同的经验，从而对作品及其观众有

更深入的了解。这是现场演出的魔力。它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刻，为不同

元素之间相碰撞而规划好的一次相遇，是在固定内容和内容中留出的即

兴空间之间的平衡。

还有关于观看的诸多因素。对作品的观感取决于情境和观看的人。《猛

男舞者》得到的反馈非常个人化，不同人的看法非常两极，而观众对 《公

主》在某些情况下的不同反应在我看来似乎和他们国家的殖民历史有关。

新加坡有大量的菲律宾劳工，因此这个作品与那里观众的日常体验即刻

就能产生关联。在维也纳，《公主》 是对帝国主义遗存的正面对抗。而

在赫尔辛基，观众则报以直接的同情。我们总会惊讶于观众如何看待我

们的作品，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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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在菲律宾的情况如何？

艾：《公主》 没有在菲律宾做过完整的演出，但我在菲律宾的几个地方

表演过 《身体经济》，就是 2016 年在上海开始创作的，你当时看过一个

粗略的版本。讲座式表演的方式有助于展开每个作品的多重含义以及它

们扎根于什么样的环境。我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身体，流动并受惠于菲律

宾的情境。在这里，艺术以及整个社会的去殖民化都还有很多路要走。

艺术的去殖民取决于更广阔的社会情境，而我的艺术教育也是根植于西

方式的教育体系的。

黄： 你说的西方式教育体系，是指其形式路径是以最终能够前往西方学

习为指向，还是指的内容，比如学科、教授的概念？ 

艾： 都是。菲律宾在 1521 至 1898 年间被西班牙殖民统治，然后又是

美国的占领，直到 1946 年，所以我们已经将殖民者的文化内化成了自

己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全球市场逻辑依旧遵循着帝国主义的规划，我

们身处其间，模仿并复制着控制和剥削的体系，奴役他人，也奴役我

们自己。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意识到这种模式并停下来，聆听本土

原生的智慧，改变我们向往的方式，然后才能改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

界上的方式。

在菲律宾，我们总是期待西方给予的认可。我们常用 “世界级” 这个

词来指代那些获得发达国家认可的人或者事物。有个很好的例子，我在

获得 2019 Hugo Boss 新锐艺术家大奖以后，菲律宾给我颁了一个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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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因为我为国家带来了 “荣耀”。给我奖的人连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也从来没给过我任何支持。

黄： 与去殖民化息息相关的还有欧洲中心主义，它随处可见，尤其是在

教育和知识生产领域。我认识的一位荷兰艺术家曾和我讲过她在求学阶

段遭遇的困难。她中学时和家人搬到欧洲，在艺术学校里因为不熟悉西

方那些经典论述而处处被同学嘲笑，但她懂的那些同样有价值的来自亚

洲的文化知识，却没人了解或者有兴趣去学习。西方之外的本土的知识、

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在世界各个领域被看到还是太少，表演艺术也不例外。

去殖民化事关每一个人，而不仅仅只是曾被殖民过的地区的问题。

艾： 而且如果强迫进行去殖民化，也就成了一种暴力。它需要时间 , 要

考虑到人与人的经历和情况不一样。去殖民化应该以每个人各自的时间

方式进行。它不能被强加，否则就是在重复那种被强加的暴力。

黄： 也许我们还可以扩展我们现有的词汇，甚至为这个过程寻找一套

属于自己的新的语汇，而不是拿一些其他语言中的概念来生套在本土

情境上。

艾： 现成的东西给人以安全的幻觉。而面对未知需要相互试探，是一种

流动的关系。这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和放下的过程。为去殖民化创造新的

教条是危险的。在这个话题中如果要表述一个明确的立场，我觉得就很

难去讨论，甚至是背离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文字语言去表现。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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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用谁的语言去思考和表达？还有其他的途径让意思明确地浮出水

面，比如通过沉默、空间和相互的关怀……

黄： 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而且，如果在平等的对话中过分强调表达某

个立场，也许会侵占掉积极聆听的空间。毕竟，对话是为了去了解他人

的角度然后思考，而不是一上来就要说服对方。满了的杯子是装不下水的。

艾： 这也是我在讲座或者研讨会中发现的问题。他们要求你带着一个固

定的立场，或者他们会对你和你的作品内容形成一个单一的观点，然后

坚持从这个观点的角度来争论。有些人就只是想把你一股脑儿放进一个

框框里，然后表现他们自己对这个框框的丰富见解。

而如果你抱着开放的态度，不给出一个明确固定的说法，这种模糊

就会被解读成软弱的一种表现。这是认为亚洲女性没有主见的刻板印象。

不能立刻提出一个观点表示你没有参与的能力，这是一种充满错误的不

公平的结论。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塑造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在亚洲，集体很重要，我们重视聆听和感知的空间。在集体思考和个人

思考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是非常必要的。

黄： 人类学上对文化和沟通方式有一种高情境 / 低情境的区分。几乎所

有的亚洲文化都偏向于高情境： 注重集体和人际关系，在沟通中会考虑

情境。相对的，原住民文化以外的北美和德国是低情境的典型代表，对

话双方不需要一个共同的语境，使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达。这个框架也

可以用来分析语言或人群，而不限于国家。虽然这一理论并非放之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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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皆准，但也能帮助提醒我们去承认差异而不是横加评判，以及对深植

于西方发达国家思维模式中的个人主义加以反思。表演艺术基本离不开

团队协作。作为一个行业它能够也应该为艺术体系乃至于世界的平等与

多元化做一些事情。

艾： 在一个会议的空间或者合作过程中感知到来自不同文化的碰撞，这

总是很有趣的。我的表演作品创作一直都会与一个国际的艺术团队合作。

在创作过程中，团队的不同角度、商讨和提问之间的摩擦争执会不断打

磨和完善我的作品。为不同观点和反思提供空间，以便去感知和阐明让

作品能够自然地展开的方式，这也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

（黄佳代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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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行动

汉娜·普夫谢勒 （Hannah Pfurtscheller） 与赵川的对话 1 

2020 年 9 月 4 日

赵川（下文简称赵）： 我先从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作为开始。我是画画

出身，后来有十多年做文学，写小说，写电影剧本，也写艺术评论。我

的剧场实践很特殊，一开始就在一个东亚的网络里发展。2011 年和 2013

年我去过金萨沙，接触到非洲的当代剧场和表演。在这个前后也去了

欧洲的世界戏剧节 （Theater der Welt）、歇尔特夫门戏剧节 （Festvial 

Theaterformen） 和苏黎世戏剧节 （Zürich Theater Spektakel） 等。这些

经历让我觉得非常符合我对文化、艺术能带给世界什么，而世界又能给

我们带来什么的想象。它让我想起 70 年代中国常用的一句套话：“身在

某某处，胸怀全世界”。它在今天显得可笑，因为那是与资本全球化的立

意全然不同的政治理想。

1　根据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汉娜·普夫谢勒与赵川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笔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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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作为对全球化的反省，各处无政府运动风起云

涌，近年右翼政治也成为积极地反省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之一，并成了一

时的赢家。全球化的推动力，从商业，延展到文化，以及为其保驾护航

的政治运作，到而今带来了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反作用力和冲突 —— 冷战

阴霾重现，造墙运动又在启动。过去，我们孜孜以求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

来回应、对抗资本意愿下的全球化。到 2020 年初，由于新冠疫情暴发，

这种全球化遭受 “意外” 重创。离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面对的

是这种困境带来的孤独和艰难。“隔离”（ge li） 是一个中文词汇。 隔的

意思是让人或事断绝接触。离是要事物分开。中文的隔离包含了英文里

检疫隔离、强制隔离和种族隔离等不同词汇的意思。那么，今天全球化

遭遇 “隔离”，只是短暂的震荡吗？还是，这已意味了我们在剧场、表演

或节目制作方面的工作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记得 2019 年我因前往参与现场艺术活动，与你在约翰内斯堡相遇。

在那个曾以 “隔离” 的历史而臭名昭著的地方，不曾料想到今天的疫情现

实。那个从开普敦起步的，包括由埃及、印度、中国、巴西、智利及瑞

士的艺术家及策划人共同合作，期待能够持续滚动起来的跨界和跨地域

现场艺术平台，原本计划于 2020 年春天在新德里再次举办，但因疫情取消。

不过，在洛桑和巴塞尔的活动照旧进行。你是这项 10 月份在瑞士举行的

活动的策划人之一，而我是参与成员，我期待你会告诉我，在我们这些

欧洲之外的参与者无法参与进现场的情况下，我们正在尝试的，是否已

具有某些未来意义？还是，我只是太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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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9 日

汉娜·普夫谢勒（下文简称汉）：如果没有发生疫情，我们这周末本可以

在洛桑相见。但作为这次谈话的开始，让我先稍做回溯。在我十几岁的

时候，就相信戏剧和表演是最社会化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使艺术家和观

众共同在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是一片我们可以创造和寻找灵感，

可以作为个人和社会不断得到成长的空间。在我开始大学的学习后，我

便更加确信，剧场正是这样一个能够实现我愿景的空间——能体验世界、

给我们的世界带来认识和改变，让我们参与和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

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在德国的一个小城希尔德斯海姆学习文化研究

和美学实践，在那里，艺术实践能够与各种研究相结合 ：艺术研究和理论、

文化研究、艺术管理、文化政策和艺术中介。我很快参与了一个自 90 年

代初发起的艺术节，那时柏林墙倒塌不久，它的初衷是让西欧和东欧的

年轻剧场和表演从业者进行交流。我负责的那届戏剧节在 2012 年开办，

叫作 “穿越欧罗巴 2012”（Transeuropa 2012）。那时似乎国际戏剧、舞蹈

界的艺术节化 （festivalization） 已然达到了顶峰。但当时我所了解的艺

术节，仍很少关注欧洲以外的情况。在我们当时的学习环境中能组织一

个艺术节，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已经很专业的空

间里工作，同时又能花时间去试、去研究和去反思。就是在那时候，我

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络，我在作为一名学生力所能及的欧洲范围内拜访艺

术节和剧场空间。当时安雅· 迪尔克斯 (Anja Dirks) 在汉诺威的歇尔特夫

门戏剧节工作，马尔蒂斯·利利安塔尔 (Matthias Lilienthal) 在柏林的 HAU

剧场工作。我决定去苏黎世学习一个学期，在我到达的最初那几天里，

我发现自己正置身于桑德罗·鲁宁 (Sandro Lunin) 领导的苏黎世戏剧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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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3 日

汉：2010 年参观弗利· 莱森 (Frie Leysen) 的世界戏剧节的情形至今历历在

目。她对与艺术家长期合作的理解，她担风险地从欧洲 （或所谓的西方

语境） 之外引进艺术家的做法，这些经验是如何改变了我对国际艺术节

的看法，我仍记忆犹新。因为这些经历，在作为节目组成员开始为苏黎

世戏剧节工作之前，我已对质疑居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十分感

兴趣。2013 年我离开大学后，当时后殖民理论在欧洲国际舞台上业已成

为一种趋势，我着迷于和欧洲以外的文化活动组织者及艺术家建立联系。

但实际上，旅行、身临其他地方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对我个人以及

工作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却也是可以想见的转变。 

我们曾在现场艺术工作坊 （Live Arts Workshop, LAW） 上遇到，这

是一个由南非策划人杰伊·帕瑟 (Jay Pather) 与瑞士文化基金会约翰内斯堡

办公室 （Pro Helvetia Johannesburg） 共同发起的项目。现场艺术工作坊

让现场艺术领域的策划人和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进行专业上的交流和发

展，支持它的是瑞士文化基金会在约翰内斯堡、新德里、圣保罗、开罗

和上海的办公处网络，以及基金会在南美的 “巧合”（COINCIDENCIA）

项目。现场艺术工作坊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认同参与的合作伙伴、

主办方和艺术家的不同文化背景。这个愿景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会在不

同合作伙伴的所在地轮流举办，并且每次都与那里既有的框架进行对接。

在瑞士，这个项目与国际行为艺术平台 （Partout） 做了连接。在早

期与杰伊· 帕瑟、约瑟夫· 盖勒德 （Joseph Gaylard） 还有卢瑟拉· 司伊瑟

(Rucera Seethal，当时她还在约翰内斯堡的瑞士文化基金会工作） 的对话

中，我们试图找寻这个项目在瑞士语境中可能有的涵义，因为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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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上它就强烈地显现出是一个连接所谓发展中国家 （Global South）

的艺术家和文化活动组织者的项目。如果现场艺术工作坊是在去殖民化

美学进程中发展的去殖民化的项目，那么瑞士的合作伙伴、组织者和艺

术家参与进来能够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真有相应的角色，我

们又该如何建立与瑞士本身的联系？

我工作的地方巴萨尔军营剧院 （Kaserne Basel） 是一个以当代表演

艺术和音乐为主的文化中心，从每年 9 月到下一年的 7 月分季举办活动。

我们有一个使命，那就是给不同地域、国内、国际和洲际的活动提供场

所，在 “本土” 和 “全球” 语境中进行有成效的和批判性的交流。我一直在

寻找现场艺术工作坊与瑞士本土语境的联系，特别是当瑞士行为艺术网

络 （Swiss Performance Art Network, PANCH） 邀请我们一起作为他们的

国际行为艺术平台的主办方时。这种寻找，甚至在我们不得不接受新冠

疫情带来的挑战时迈出了新的一步。为了与现场的身体呈现相关联并维

护这个主旨，我们发展出一种称之为 “传递行动”（Acts of Transmission）

的形式构想。我们曾征求你和其他参与者的意见，是否愿意与另一位能

去瑞士现场的艺术家合作，深入地做虚拟的 / 数字的 / 线上的交流，然

后在活动中一同呈现作品。

如果说未来是关于人与人如何在不同语境之间连结，或是在国界之

外创造国际空间，我想在此处回答你的问题，并确信： 是的，我们正在

做的事情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

2020 年 9 月 28 日

赵： 是不是很有趣，你一个目前生活在巴塞尔的中欧人，我一个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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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东亚人，我们当时虽未谋面，却曾同在 2010 年的世界戏剧节里。

当时我参与一个与刚果 （金） 艺术家合作的项目。2013 年春天，我也到

过你在希尔德斯海姆的那所大学。带我去的是一位本科学生，他向我介

绍了他认为非常不错的、由学生们策划的穿越欧罗巴国际青年戏剧节。

人的移动轨迹似乎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我们所期待和

参与创造的那种节日，似乎是想让那些轨迹的交织变得更为丰富和通向

挑战。我在想，这意味着什么？不过是演艺市场旧瓶装新酒的奇观制造，

或仍是景观化的欲望使然；还是，在这种聚会的后面，有着另一层深意？

记得 2017 年秋，在桑德罗· 鲁宁结束了他长达 10 年的苏黎世戏剧节

艺术总监的工作后，我们有过一次长聊。谈及推动这样一种戏剧节背后

的动力，他说，他是个深受八十年代苏黎世街头运动影响的人。他仍将

自己的工作，看作是青年时代信念的持续。那场运动一度趋向暴力而且

惨烈，但促成了随后一个时代的更平等和多元的城市文化政策，催生了

当时如 “红色工厂”（Rote Fabrik） 那样艺术的、同时又是十分政治化的

空间。他们那代激进青年，又是受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影响，只是他

们自觉是新一代，有着自己的创造力。你与桑德罗一起工作多年，也许

你比我更熟知这些。我真正想说的是，带入不同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视野，

积极与欧洲之外的艺术家，尤其是第三世界艺术家建立长远的互动关系，

这些理念的后面，是有着关于平等和解放的愿景。解放首先不是针对别人，

而是自己，就如你在前面所提到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

那些美好的剧场夜晚，让我涉足很多我未能去到的远方，领略那里

人们遭遇的困扰，他们的反省、抵抗和情感； 或者，我也为不能充分理

解而困扰和挣扎。在那些激情的表演现场，人们似乎共同在了一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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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了些什么，获得某种地域和历史的超越。哪怕只是很有限的一刻。

然而，事情仅存在于那美好的一面吗？发展中国家或后殖民理论，

告诉我们要回应另一些根植于历史的现实 —— 即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

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果。我们之所以在论文里读到它们，

是因为它们更纠缠在我们的现实中。尽管那些极有视野的前辈欧洲策划

人，开创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内容生产、合作及呈现方式，不过，支撑

其后的，仍是相比之下强大的欧洲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这个前提下，怎

么审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殖民历史留下的看和被看的阴影？这是不是

时常会成为一些相当实际的、不能一言以蔽之的问题？

2020 年 11 月 24 日

汉： 这个时代要求我们有更多超常的灵活性，去完成我们巴萨尔军营剧

院的日常节目安排。就在上周五，州政府宣布从今天起至 12 月 13 日，

所有公共活动的限制观众人数从 50 人减少到 15 人。我们很幸运，在疫

情期间，国际行为艺术平台的活动仍可在一个允许接待观众的地方开

办。但同时事情也很清楚，有一部分非常相关的合作伙伴和艺术家们没

办法参与到艺术节中来。通过线上的联系，在新德里的尹钧基恩· 班纳

吉 （Indranjan Banerjee） 与到达洛桑和巴塞尔现场的拉尔夫· 塔拉伊尔

（Ralph Tharayil），在一个私密的 Telegram 聊天组中创造了一场特殊的

“传递行动”。即使遥遥相隔，任何能够访问 Telegram 的人都可以关注他

们关于国际行为艺术平台活动的交流。他们的交流方式非常私人化，对

活动过程的思考也非常有趣。遗憾的是，你无法从中国访问 Telegram。

因此我在下面附上这个项目：“在传递中写作”（Writing-In-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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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版。我希望你可以打开它并访问到链接，我很想知道你对此会有

什么样的回应 ! 当然我也想知道，你在武汉的工作如何使你参与到这个国

际行为艺术平台的活动中来？ 2

2020 年 12 月 6 日

赵： 谢谢发给我这个文本。我花了两天时间才看完了他们的全部对话。

它丰富而又细腻，像语言做成的海绵，吸附和饱含了许多内容。那样的

文本，从 Telegram 上获得了自己的表演形式； 同时，它从去身体化中获

得了自己的身体。尽管这样，就像他们在对话中几次提及的，事件和感

受获得了传递，但终究身体不在现场的缺憾会浮现上来，难以抵御。

在这样的流动中，我们挪用了其他形式，比如文字、通过网络传播

的短片和声音文件等，来填补不能直接往来的缺失，甚至创造了新的经验。

尹钧基恩·巴内吉说，“数字交流中的观众就像是在一间满是镜子的房间里，

图像从图像中生成，其中甚至还有更多 ...... 这个传播的过程无穷无尽。只

是，数字界面只能部分反射，能量像在持续的耳语传递中渐渐流失了。”

他的描述很漂亮。在那样一个镜室里，观众自己也无法不在镜像的传递

中。那是一种个人自在地去面对不确切的、难以正式进入的世界 —— 一

方面看似有更多的无拘无束和异想天开，但另一方面是没法把握的恐慌。

尤其在线上活动的镜室中，人不再创造一起投身其中的集体经验。我的

2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访问原本的 Telegram 聊天组：

https://t.me/joinchat/N1wQwxf0fXx8ehTxkmca3w ，并附上电子版：

http://www.apresperf.ch/indranjan-banerjee-ralph-tharayil-acts-of-transmission-an-

intercontinental-writing-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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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本书叫 《不弃剧场》。我迷信古老剧场中人们面对面的遭逢，以及

在一起的社会感。

所以在这个国际行为艺术平台的活动期间，因为疫情我不能去瑞士

城市，而决定去一趟武汉，想回到疫情最初肆虐的地方，回到流动性遭

遇重创的起始点，想要面对面。在那里我们谈论疫情最严重期间的艰难、

重拾与人们共度那段时光的物件，以及分享复苏后的日常生活。我将自

己在武汉街头手持一些物件行走的场景拍摄下来，传给你们，以此作为

我的工作坊的核心元素。这是因为希望参与者，在我的工作坊里能触及

这一基本问题： 为什么去做行为艺术。台北艺术家王墨林在去地方法院

门口做抗议性的行为表演前，诘问这个虚无的时代里对行为艺术的讨论，

难道只是身体的形而上学话语的堆砌吗？我在工作坊最后的线上交流里，

感受到那三个小时里，在试图建立巴塞尔和武汉这两个平行城市的交织

中，我与几位参与者之间，的确达成了某些相互理解。

作为策划者之一，你能更详细地告诉我 “传递行动” 的原初想法吗？

它的实践结果，你们所听到的各种反馈，是否符合预想？疫情的前景尚

不明朗，但在你的这种跨文化和地域的表演策划和实践中，有什么看起

来是已然明确的？

2020 年 12 月 9 日

汉：“传递行动”的概念生发于一种理解，即行为艺术是一种现场艺术——

人们的身体具体地在一个共同的现场及共享的空间中相遇。我们已经知

道，在某一时刻我们可能无法旅行。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想要为这个特定

的项目创造虚拟或数字的形式，而是，仍想看看怎么可以让身体实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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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这种双方仍置身于各自语境，却更多地在想象中旅行的设定，让

通过不同的文化、地理和地缘政治背景，来对全球连接和艺术合作提出

问题的探索变得有趣起来。

这看起来像是给洲际合作及其过程一个新的视角。大陆之间的距离 

会催生出什么样的连接？可以结成什么形式的联盟？作为另一位艺术家

的代理人或传递者进行表演意味着什么？你会选择与谁合作，让他 / 她

代表自己？要怎么处理著作权问题？会是把自己的作品交付给合作者，

还是要作为艺术家从远处指挥？我们会在艺术交流中发现哪些交流形

式？什么是我们共享的艺术语言？当有了 “传递”，艺术实践会发生怎样

的变化？对于观众来说呢？与上述问题相关，艺术家们如何使用 “传递行

动” 这一概念的方式也千差万别。

我们唯一做过的一个数字项目就是尹钧基恩和拉尔夫的 “在传递中写

作”，你在上一次给我的回复中提到了这个项目。谢谢你对它做了这么多

复杂的思辨。的确，这是种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有趣形式……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普里亚· 帕克 （Priya Parker） 和她的书 《聚会

的艺术 — 我们如何相遇以及为什么重要》（The Art of Gathering - How 

We Meet And Why It Matters, 2018），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帕克说，我

们需要有清楚的聚会目的，才能让它变得有意义。在做完这个国际行为

艺术平台活动后我想，我们的明确目标就是要保持住现场艺术工作坊网

络中各个合作地区的联系，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这一年。通过这些我们

称之为 “传递行动” 的艺术合作，我们想要展现不同语境之间的联系。我

们希望人们在这个国际行为艺术平台的公共活动中，看到在两个不同的

空间里同时出现的两具身体相互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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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抓住了机会，在武汉自己安排了驻地，你在这个国际行为艺术平台

活动期间的工作，在那里创造了一个社区，在公共空间表演，并与娜塔

莉· 斯特尼曼 （Nathalie Stirnimann） 和斯蒂凡· 斯托扬诺维奇 （Stefan 

Stojanovic） 合作，通过工作坊与我们连接。我们在工作坊中的分享讨论

非常动人，它在武汉和巴塞尔之间创建了一个短暂的共享空间。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赵： 为了更好地与没法到达的巴塞尔建立联系，我试图通过去另一个地

方，来强调与你们聚会的意图。确实如你所言，因为现场艺术这一形式，

我们仍希望寻找一种行动和传达 —— 在突如其来的隔断中，人如何挣扎

着在场 —— 或者，这也转而成为表演。那是个出发点，但意外的是，我

们却在武汉创造了另一个行动现场。它本身成了另一个聚会。这启发了我，

回想在创造那些跨文化和地域的聚会时，隐约之间我们从来不只是为了

消费那个现场，而总是期待被聚集起的能量会有一种发酵力，带动出更

多不同的连接和价值思考。

昨天我意外发现弗利· 莱森女士已于今年 9 月过世。这让我很难过。

几年前我们在上海碰面，曾一起坐在我家旁边的咖啡馆里 ...... 我想说，跨

文化合作更是人的往来。我们在对话开始时提到了她，这个对话本身一

部分也是他们意愿的延伸。但我们已然在做进一步的探索。我好奇你怎

看这些年跨文化制作、策划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在往哪个方向变化？

今天的上海，冬日融融。全球化了的疫情仍没有减缓的迹象。但我

仍然相信人要见面，并且期待我们能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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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1 日

汉 ： 从我的角度来看，跨文化策划的发展在过去几年里进入了一个非常

有趣的方向： 我看到一些联合导演的团队，一些有着不同艺术方向的团

队，他们为国际艺术节创造了新的集体和多元的视角。对于去中心化视角、

有着具体语境的作品和生态意识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的认识已在

增长。即使是现在，在我们不能够来去自如的时候，这仍是有意义的：

在一个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策划人组成的团队中工作，并且在各自不同

的环境中，去做有意义的工作。

我希望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暂时的答案，我希望我们怎么都会继续

下去 ...... 

（汉娜·普夫谢勒的部分由王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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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拉 斯 顿· 巴 鲁 查 （Rustom Bharucha） 近 期 从 印 度 的 尼 赫 鲁 大 学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戏剧与表演研究系退休。他的著作包括：

《剧场与世界》、《文化实践的政治性》、《拉贾斯坦邦：一部口述史》、

《另一个亚洲： 泰戈尔与冈仓天心》 和 《恐怖与表演》。他还是拉贾斯

坦邦沙漠博物馆的项目主管，及亚际罗摩衍那节的总监。

赵川 的工作跨越剧场、文学、电影、艺术评论与策划等，是民间剧团 “草

台班” 的联合创建者。他激励普通人投身剧场和表演，强调艺术与社会生

活的关联。他与草台班多年来通过现场活动，不断塑造出流动的公共空间，

催生讨论和诗意的想象； 参与集体创作和导演的作品包括 “社会剧场三

部曲”（2006-2017）：《世界工厂》、《小社会》 与 《狂人故事》 等。

他已在海内外出版文学和艺术理论书籍十数种，包括 《激进艺术小史》

（2015）、《不弃剧场》（2021） 等。

黄佳代 是常驻上海的剧场创作者和戏剧构作。她把艺术实践看作是对复

杂事物的一种探究方式，其近期的作品常关注语言的不同形式，其个人

创作及合作的表演作品曾在欧亚不同空间和艺术节上呈现。她也从事编

剧、策划工作并为表演艺术出版物撰稿。目前她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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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国际合作项目和 SDAC Lab 平台，是上海当代戏剧节的节目总监，并

活跃于诸如亚洲舞蹈网络、iPANDA 等多个区域性表演艺术网络中。她

曾在英国华威大学以及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学习表演研究及艺术理论。

凯 · 图赫曼 （Kai Tuchmann） 是一位导演和剧构。他的剧场作品围

绕着戏剧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的特殊关系展开。他的创作尤其涉及剧场

的技术问题，从表演技巧到新媒体在表演中的运用，都在为真相的生产

和现实效果助力。凯正与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艺术家密切合作，发展这一

戏剧方法。他创作和构作的作品曾受邀在香港 I Dance 舞蹈节、首尔边缘

戏剧节、乌镇戏剧节，以及纽约的亚洲协会演出。

鲍里斯· 尼基丁 （Boris Nikitin） 出生于瑞士巴塞尔，拥有乌克兰、

斯洛文尼亚、法国和犹太血统，在德语区的城市剧院担任导演，也活跃

在国际独立剧场的舞台。作为一名作者、导演和评论家，尼基丁自 2007

年起就一直在探索身份和现实的再现与制造。他的戏剧、文本和活动游

走于幻觉剧场和表演的边界，介于纪录剧场、政治宣传和伪装之间。2017

年，尼基丁被授予耶拿市 J.M.R. Lenz – 戏剧家大奖。2020 年，他获得瑞

士戏剧奖 （Swiss Theatre Prize）。他是巴塞尔纪录与宣传艺术双年展 “这

是真的”（It’s the Real Thing） 的艺术总监。

王墨林  1947 年出生于台湾台南，是台湾 “小剧场运动” 的参与者和理论

塑造者，曾创作报告剧和台湾最早的介入社会运动的 “行动剧场”。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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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成立 “身体气象馆”，是当时台湾唯一跨文化／跨领域的非主流艺

术团体。他近十多年编导的剧目，大都以东亚冷战史作为背景等。出版

有 《后昭和的日本像》、《都市剧场与身体》与 《台湾身体论》等著述。

2019 年获台湾第 21 届国家文艺奖，以表彰他在剧场领域的终身成就。

吴梦 是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艺术家，创作涉及剧场、行为表演及纪录片

等。她编导剧场作品 《变形花园》（2013）、《我被生活追赶着》（2015）、《世

界在我的生活里翻滚》（2016） 和 《社畜童话》（2019） 等，围绕历史

及个体生命样本间的连接和对话可能，单人及合作的表演作品参与 “每个

人的东湖”（2010） 在内的许多艺术项目、展览和艺术节。她是 2005 年

开始的民间剧团草台班的核心成员，曾数年投入珠三角工人剧场的推动

和实践； 联合编导的纪录片 《上海青年》 入选 “中国独立影像展纪录片

年度十佳”（2014）。

由宓 是一位策展人、卡塞尔大学 / 文献展研究所 （University of Kassel 

/ documenta Institute） 的艺术与经济教授。她的长期研究和策展项目在

古代和未来这两个极端之间盘桓。她把丝绸之路看作是深度时间、深度

空间及游牧精神的象征，也是一种新旧网络 / 技术。在这一主题下，她

在蒙古乌兰巴托国际媒体艺术节 （2016） 上策划了一些项目，与 Binna 

Choi 共同开展了一个研究 / 策展计划 “体认欧亚”（Unmapping Eurasia，

2018-2021）。感兴趣于技术和未来的政治性，她成为跨国政治 NGO 组

织 “共同行动论坛”（Common Action Forum） 的媒体艺术与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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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她是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 （2020-2021） 的策展人之一。  

安娜 · 伍雅诺维奇 （Ana Vujanović） 在柏林和贝尔格莱德当代表演

艺术及文化领域工作，她是一位研究者、剧构、写作者及讲师，拥有戏

剧研究的博士学历。她曾是贝尔格莱德团体 “行走理论”（Walking Theory, 

TkH） 的成员，从 2000 年到 2017 年，她担任 TkH《表演艺术理论》 杂

志的主编。数年来，她一直致力于为贝尔格莱德和前南斯拉夫的独立创

作赋权。她在欧洲的不同大学和教育项目中授课，并作为剧构和共同作者，

参与表演、剧场、舞蹈和电影 / 录像领域的艺术项目。她发表过许多文章，

并撰写、编辑了数本书。

许斌 1954 年出生于台南农村。纪实摄影家。他的作品是基于主观思维和

客观记录而展开。

李敬诚 （Kyung-Sung Lee） 是一位居住在韩国首尔的剧场导演。现为

首尔边缘艺术节的艺术总监，也是首尔成均馆大学戏剧导演系的教授。

2007 年他创办 Creative VaQi，并担任艺术总监。2009 年他获得春川国际

默剧节的奖项。凭借 《让我们移动你的沙发》（2010），他成为东亚新

概念戏剧奖的最年轻得主，并获得南山文献展 （2014） 的斗山艺术家奖。

他的作品致力于类型解构、多媒体实验，以及减少我们对文本的依赖。

他活用媒体、装置和表演艺术，以严谨和批判的态度使多感官传播信息

的可能性得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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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 哈夫纳 （Charlie Haffner） 是一位塞拉利昂的剧场艺术家。在

世界各地从事戏剧活动 40 年，他做过剧作家、作词 / 曲者、口述历史研

究者、助教、演员、出版商及经营者，并于 1985 年成立弗里通剧团 （Freetong 

Players），担任总监。他把剧场作为教育和发展的工具，促进塞拉利昂战

后的和解。他获得过几项国内及国际终身成就奖，包括塞拉利昂总统金奖。

哈夫纳目前担任塞拉利昂国家纪念建筑与文物委员会主席。

桑卡尔· 文卡特斯瓦兰 （Sankar Venkateswaran） 是一名居住在印

度的剧场导演，出生于喀拉拉州的科泽科德 （Calicut），曾在印度和新

加坡学习导演。2007 年，他成立了 “根与翅膀”（Roots & Wings） 剧场。

2013 年，他获得来自挪威易卜生剧院的奖金，开启 “部落易卜生项目”（Tribal 

Ibsen Project），与喀拉拉州阿塔帕迪森林保护区 （Attappadi） 的当地

人一起工作。他在这里创建了 Sahyande 剧场，并在当地的社区生活和工作。

文卡特斯瓦兰同样也活跃在欧洲剧场中。他的作品曾在苏黎世、慕尼黑、

京都、贝鲁特及东京等地的机构和艺术节亮相。在他担任喀拉拉国际戏

剧节艺术总监的期间 （2015-2016），曾强调全球南方的对话，抵抗文化

实践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艾萨· 霍克森 （Eisa Jocson） 是一名来自菲律宾的当代编舞和舞者，

是拥有芭蕾舞基础的视觉艺术家。她受委托创作的独舞三部曲，曾在各大

当代艺术节巡演：《钢管舞者之死》（Death of the Pole Dancer, 2011），

《猛男舞者》（Macho Dancer, 2013） 以及 《女公关》（Host, 201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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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猛男舞者》 于 2013 年在苏黎世戏剧节中获得 Zurcher Kantonalbank

表彰奖。她的新系列 《乐土》（HAPPYLAND, 2017），持续调查菲律宾

劳工、幸福的表现以及幻想的生产。2019 年，受沙迦双年展委托创作 《菲

律宾超女团》（The Filipino Superwoman Band）。2018 年获菲律宾文化中

心 13 位艺术家奖， 2019 年获 Hugo Boss 亚洲艺术大奖。

汉娜 · 普夫谢勒 （Hannah Pfurtscheller） 出生于德国，在德国希尔

德斯海姆大学学习文化研究和美学实践，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学习剧构。

她在瑞士巴塞尔军营剧院 （Kaserne）工作，负责剧场、舞蹈和表演项目。

她曾作为剧构和策展人供职于巴塞尔戏剧节 （2020）、巴塞尔 “野蛮生

长” 艺术节 （Wildwuchs Festival，2014-2017）、苏黎世戏剧节 （Zürcher 

Theater Spektakel）（2014-2017） 及苏黎世 Gessnerallee 艺术节 （2013-

2014）。2012 年作为艺术总监供职于 “横跨欧罗巴”（Transeuropa），一

个希尔德斯海姆的青年戏剧表演艺术节。

（英文简介由金怡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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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2016 年 12 月和 2018 年 9 月，由策划人赵川和瑞士文化基金会共同

发起和推动，名为 “他者的舞台” 的表演和研讨项目，分别在上海民生现

代美术馆和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举办。活动邀请来自亚、非、美、欧等地

的艺术家和研究者，与本地的同仁们一起，在为期四天的时间里，分享

各自的实践，交流来自不同历史和地域的经验。第三次 “他者的舞台” 原

计划于 2020 年 9 月在上海举行，由赵川和曾两度作为艺术家参与此项目

的黄佳代共同策划。由于疫情原因，计划无法照常进行。

但与此同时，时间和文字让我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相聚，继续彼此

的对话。在这个全球流动暂时被迫切断或减少的情形下，重新梳理这样

的聚会，在不同的现实和历史际遇中的意味。感谢艺术家及作者们的参与。

他们中的一些曾在 “他者的舞台” 上结识，数年中已然发展出更多的相互

交往； 另一些则是第一次加入这场特殊的聚会，包括数位活跃在研究、

策划领域的实践者和学者。我们也整理了部分过往讲者的发言。感谢瑞

士文化基金会的支持，感谢金怡菲、卫盈君、白杰 （Jake Newby）、王鋆、

林恬和张若水等认真细致的案头工作，让这些文字和对话得以被分别翻

译成中文和英文； 感谢徐杰及其伙伴们的设计和制作，温若瑾的校对，

让它成册与更多人分享。

赵川  黄佳代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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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聚会

—— 跨越多重现实的剧场

本项目得到瑞士文化基金会支持

资料集结，仅供内部交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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