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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立场     现代的眼光

使命：致力于推动中国美术事业和当代艺术创作的发展，促进全

球化时代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研究与交流。

任务：致力于组织、奖励和资助中国传统艺术、中国现代美术和

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创作和推广，赞助艺术界的展览、

研究和交流活动，奖励和资助美术教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和

艺术史的研究与出版。通过本会和托管于本会的各专项基金为国

内外同仁创造共同促进中国美术事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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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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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安、殷双喜、商玉生、梁江、景玉书、潘公凯、薛永年、戴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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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汶川地震后，5月14日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

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紧急调动

与各方机构和个人合作，共同发起并参与“震

后造家”行动。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拨款并

设立“震后造家专项基金”支持。同时在中国

扶贫基金会下设立“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在“震后造家”行动中，建筑师对建筑有

了一种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这些想法、反思发

展了对于建筑的理解，穿透了建筑史对建筑师

的局限，让人重新面对建筑在自然中对人类的

本质意义。对12个参与了“震后造家”行动的

建筑师的访谈，涉及建筑和人的基本关系的深

刻思考和论述，将汇集为《震后造家》一书。

本书全部由吴作人基金会赞助全程访谈、编辑

和出版。

“震后造家”行动曾经组织了12家知名建

筑事务所前往四川省绵竹市土门镇民乐村实地

考察，提出了12种住宅设计方案。其中车飞所

设计的方案被村民选中。重建工程从2008年12

月开始，至2009年12月村民房517户全部动工，

大部分重建工程已基本完工，灾民陆续搬入新

居。

车飞先生以博大的胸怀和耐心，长期坚持

对这个项目的督导和调查，兹将他最近完成的

调查报告节选发表。

 ——编者按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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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查时间：2009年12月

评估报告完成时间：2010年6月

评估报告主持撰稿人：车飞（超城建筑/ CU office）

评估报告编制团队成员：罗海强，闫一荻，赵超，崔敬宜 （超城建筑/ CU office）

评估综述：

四川512地震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这场灾难对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造成了深

远的影响。车飞领导的超城建筑在2008年512震后，积极参与震后重建工作，并参与到北京

大学朱青生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所副所长王明贤先生发起的“震后造家行动”与中

国扶贫基金会共同组织的四川德阳土门镇民乐村的震后重建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工作中。由

“震后造家”组织的艺术家捐献资金，10多家私营建筑设计单位的志愿建筑师与规划师；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灾后重建资金，并负责项目选定与地方政府联系。我们希望依靠

社会力量组成一个由：社会资本包括震后造家和扶贫基金会等；专业技术专家包括建筑

师，规划师，经济学家等；地方政府包括镇政府与村委会等；村民和村民自治组织等，服

务于项目发展的多方协商的平台。通过前期的调查，在方案设计阶段，车飞和超城建筑提

出的更加关注震后乡村地区的社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方案，最终通过全体村民投票被选为

执行方案。在与扶贫基金会，震后造家，村委会，部分村民的讨论后，超城建筑在此后提

出了深化方案，和几个居住组团的用地规划。大部分重建工程在2008年12月开始，至2009

年12月，大部分重建工程基本完工。在此期间，美国的建筑设计公司BUILD CHANGE在施

工现场提供部分施工技术顾问工作，以帮助设计方案顺利实施。

“震后造家”民乐村512灾后重建与空间规划实施周年评估报告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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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纲要：

一．项目背景

1. 项目背景

2. 关于重建设计方案：“魔方建筑”

3. 民乐村的基本情况

二．重建与空间规划实施评估

1.物理重建

2.社会发展（邻里社区形成）

3.村民-社会-国家合作的重建模式

三．总结

1. 规划执行

2. 建筑施工

3. 村民参与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一）项目背景

[1]  四川民乐村震后重建项目背景

这个项目是由朱青生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震后造家”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

的旨在通过社会的力量参与震后重建的实践。最早有大约5家北京的私人建筑设计单位参

与，后来发展到14家北京的私人建筑设计单位，而且每家单位都是完全义务的做设计，

没有收取任何设计费。车飞领导的CU office[超城建筑]的想法就是将城市化的发展同重

建规划与设计相结合，使得村民的住宅能够在一定程度适应他们下一代在城里打工的子

女的生活并未将来宅基地向私产的转变做好基础。为了便于居住土地的集中与重新分配

的结构新特征，以及村民个体的多样性需要。该方案还特别设计了一种简易的可变的居

住空间模式:“魔方建筑”，它在外部集中援建与村民自主参与中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

巧合的是，很快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出台，该方案具有对新政策良好的适应

性。最终超过500户的民乐村通过民主投票选择方案的方式，除自建外全部选择了超城建

筑的设计方案“魔方建筑”并开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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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魔方建筑”介绍

对城市化与社会化的关注是本方案的思考重点。将城市化的发展同重建规划与设计

相结合，使得村民的住宅能够在一定程度适应他们下一代在城里打工的子女的生活并未

将来宅基地向私产的转变做好基础。为了便于居住土地的集中与重新分配的结构新特

征，以及村民个体的多样性需要，还特别设计了一种简易的可变的居住空间模式：“魔

方建筑”，它在外部集中援建与村民自主参与中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魔方代表了一种

互动性, 它既听令于人的手指,同时人也必须遵从魔方的游戏规则, 它清晰的阐释了社会与

空间的辨证互动关系。

社会化同样是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特征。根据国家对宅基地划分的三种基本类

型：

A、1-3人/户的宅基地标准：90平方米以内；

B、4-5人/户的宅基地标准：120平方米以内；

C、6人以上/户的宅基地标准：150平方米以内。

类型A是社会化最高的，单人或最小规模家庭。空间呈现强烈的外向性。

类型C是社会化最低的，多代人的传统大家庭，空间呈现强烈的内向性。

类型B是A与C之间的过渡类型。

因此:类型A的空间规划是建立在邻里社区的基础之上; 类型C的空间规划是建立在共

同体聚落社区的基础之上; 类型B的空间规划是在邻里与聚落之间的混合方式。

【图表来源：中国扶贫基金会】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3]  民乐村的基本情况

民乐村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土

门镇东北部，紧邻西南和遵道两

镇，共有7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

520户，总人口1351人，面积2200

亩，2007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4200元。“512”大地震后，该

村房屋倒塌率为92.8%，受灾人

数100%，死亡人数27人，受灾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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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建与空间规划实施情况评估

[1] 物理重建

⑴ 规划实施

①场地规划

至2009年年底，村民的灾后房屋重建工作基本已经完成，除了2组是散建以外，其

余各组均是由施工队统一修建，其中四组和七组的重建基本按照“超城建筑”提供的规

划图及红线要求完成放线，而其它组只是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和“魔方建筑”的户型模

式，基本上是各组内自主完成规划及放线工作。

②放线状况

四组和七组的放线状况，即建筑与街道与后院的空间规划关系基本按照“超城建

筑”提供的相关规划图纸进行。其它组的情况则是根据各组的用地情况，按照“魔方建

筑”的户型模式组织用地规划。建筑立面的前庭绿化由于种种原因，基本没有实现，但

是前庭与街道的空间关系初步形成，为此后的需要奠定了基础。

民乐村土地就地集中式重建规划旧址与新址

（震前及2009年12月现状）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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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街道、广场、院落及外部空间环境的形成及生长状况。

经过各队就地集中式的重建，以街道为主体的城市化居住空间基本形成。原来自然

散落式的村落空间被更为紧密的组织在一起，使得土地资源得以集中。乡间小路被街道

所代替，城市化室外空间为新一代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社会生活。最初的街道、广场

和院落构成了整合在一起的外部空间环境，并开始依据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和更新。

⑵ 建筑实施

原有设计的方案和户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大多根据各户自己的需要做了一定的改

动。尽管拥有各种户型的设计图纸，但是除在空间放线上依据了规划层面的要求，建筑

设计的其它内容的实现度很低。不论是立面设计，平面设计，还是材料要求都与设计文

案相距甚远。在结构上最终没有实现方案中抗震性较好的混凝土框架结构，而是大多采

用了砖混结构+圈梁与构造柱的结构。在建筑高度上，大多采用了一层的结构。在外装

饰上，村民大都贴了瓷砖、并加上了琉璃瓦。但是规划的整体空间框架被基本实现，即

“拥有面向街道，隶属于公共空间的前庭和隶属于私人空间的后院的双拼式低层中密度

街区。

①建筑户型的实施现状   

 ②建筑主要类型以及室内、平面、功能、前后院功能划分和功能用房现状

震前的户型平面大都是内向的庭院式布局，而重建后的平面布局已经转变为外向的

街道式住宅形式。以82.9%为3人以内的小家庭的现状要求更加开放的家庭生活，并且更

多的依赖于社会化服务。而新方案更加适应这样的家庭生活。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6

■功能空间

新建筑使得家庭生活被细分为更多的功能空间。这与之前的一个大屋将各种功能粗

犷的混合在一起相比形成了进步。共同生活进入更为细致的私人领域。

a客厅

成为家庭生活的新的中心，并取代了过去的庭院。

b卧室

更为私密化的卧室，保证私人空间的权利。

c前庭

前庭构成了私宅与公共道路之间联系与隔离的关系。使得社会生活进入公共领域，

同时有助于公共生活准则的建立。

d后院

后院由庭院与功能用房组成。后院由此前的中心庭院转变为功能性空间，成为完全

的私人领域。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新旧户型图比较

新旧户型对比（一） 新旧户型对比（二）

新旧户型对比（三） 新旧户型对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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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2]  社会发展（邻里社区形成）

地震后，民乐村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全部都被摧毁，此外还有族群，他们家族里

面的亲属有的去世，有的失散，家族不再完整了。以前这里是一个乡村社会的共同体，

是互助的形式。当乡村受到重创之后，这种社会系统已经紊乱、支离破碎。灾后的重建

不仅考虑建房子那么简单，还考虑怎样将这种社会系统进行整合，重建一种生活方式。

①邻里的形成

经过震后重建的街区，构成新的邻里关系，这种邻里关系不再是完全依据族群，家

姓与血亲组织在一起，而是更多依据于空间和开放的社会结构组成社会化的邻里关系。

民乐村旧址与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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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邻里街区的户与户之间的血亲关系

1队新址平面图                                                            1队新址平面血亲关系

4队新址平面关系                                                            4队新址平面血亲关系 

5队新址血亲关系                                                            5队新址平面血亲关系  

7队新址血亲关系                                                             7队新址平面血亲关系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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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社区形成的问卷调查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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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社区的形成

随着主体建筑和道路部分的基本完工，新的邻里关系和新的家庭生活重新开始。尽

管空间规划同旧有的空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依旧延续了过去的生产小队的生产管理组织模式同以组为单位的村民居住点相结合

的方式。新的社区依旧延续了过去7个组或小队的组织单位。但是现在的社区不再是简单

的将土地与居住相结合的产物，而是将流动性融入到开放社区之中。使得社区具有城市

化发展的基础与潜力。

■ 社区空间

社区不是在建筑物的建成后形成，而是在建筑项目的启动，讨论，发展和冲突中形

成。建设的过程最大限度的将当地村民结合在整个项目过程中。 

a公共活动中心

成为社区生活的新的中心，并取代了过去的庭院。新的公共空间形成于街道的交叉

口处，最初的市民广场形成雏形。重要的是：人们的交往开始发生在外部空间而非内部

空间。

b社会生活

对比新旧的社会生活，社会交往更多的发生在公共空间。打麻将作为当地传统的社

会交往，不再仅仅出现在村民家中，而是向俱乐部或沙龙的商业化服务业转变。

c商业活动

集中的街道空间，产生了小卖部和临街的商业活动。此前的走街串户式的商贩逐渐

被店铺取代。市场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d邻里交流空间

田间地头构成了村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这里是村民与外部世界交流或接触的空间界

面。重建后，街道成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舞台。事实上，这里同他们劳作的田地的距

离与此前相比，并没有增加距离。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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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民-社会-国家合作的重建模式

政府主导，村民推进

政府主导，政府推进

社会主导，政府支持

村民主导，社会推进，政府支持

  应该是
社会主导，村民推进，政府支持

在灾后重建中通常出现的重建模式是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村民推进”，即政府主导下，统一建设安居住宅，村民接受补贴后

购房进入。

■“政府主导，政府推进”，即政府主导下，由国家出资建设安居住宅，然后统一

划拨给村民。

■“社会主导，政府支持”，即由社会力量捐助，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整个项目，

然后统一划拨给村民。

■“村民主导，社会推进，政府支持”— 民乐村重建模式

民乐村的重建，与以上方式有所不同，完全是村民自主来建设，社会上提供支持，

设计师作为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提供专业技术的帮助，如规划与设计方案和建议，地方政

府则给予政策甚至资金的支持。这种模式就是：“村民主导，社会推进，政府支持”。

即民乐村500多户村民自主建房；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北大震后造家公益组织及其志愿建筑

师，社会学家，科学家，技术服务人员等共同努力推进项目发展；四川省德阳市政府及

土门镇和民乐村委会对该项目的支持与帮助。

■“社会主导，村民推进，政府支持” – 理想中的模式

实际上，民乐村的重建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三维结构，而不是二维的结

构。现在绝大多数的重建模式是在政府与村民，政府与社会，村民与社会之间的二维结

构中发生。这样的重建模式难以形成有效的平衡机制，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始终处于

冲突的处境之中。三维结构中，社会维度成为平衡私人与公共利益的理性平台。更为开

放与公开的民主机制将会最大化的保证和平衡私人与公共利益。在这一点上，民乐村取

得了积极的实践成果。有效的将社会力量与村民意愿与地方政府的计划整合在一个统一

的框架内，并最终付出实践，实现了项目的目标。成为三维模式在中国灾后重建中的最

为重要的一次探索。所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技术和操作上的经验，最初设想的“社会主

导，村民推进，政府支持”的项目发展模式没有实现。由于社会维度的组织与协调没能

建立起统一清晰的社会，村民，政府之间的工作平台，使得多方合作的开放平台最终无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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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顺畅运转，水平的网络式的工作方式始终没有完全替代垂直的层级式工作方式。这使

得“沟通-决策-推进”的工作方式在许多环节出现协调与组织问题。最终使得许多本该

获得的成果没有转化为实际结果，如建筑设计的方案，由于缺乏社会组织的技术手段，

而实现度很低。最终应该在社会维度上的主导权利，在村民较早获得了来自社会基金的

赞助后，而将主导权转移到村民手中。这使得代表理性价值的社会维度的项目计划难以

全面实现。灾后，大多数村民缺乏建房资金。因为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只是3人户的给1

万6，扶贫基金会则是给每个人1千2，因此一户也就只拿到1万9千多块钱，而一般正常修

起来的话要达到6万多。所以还有很大一部分钱需要村民自己去贷款和筹备。调查显示，

地震之后，民乐村95%的村民自有建房资金不足1 万元，即使考虑到政府补贴的建房资

金和基金会援助资金，仍有96%的村民需要贷款，其中贷款需求在2-4 万元的农户占比超

过60%。

■“村民主导，社会推进，政府支持”

村民参与到设计过程之中，依据“超城建筑”提供的空间组织框架，设计自己的家

居生活。

a魔方结构

“超城建筑”提供的空间组织框架，村民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和资金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方案。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魔方结构“超城建筑”提供的空间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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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村民参与

简单的模型，使得村民接受了空间组织框架的规范，并参与中规则中的游戏中去。

c民主决策

村民在公开的方案展览中，比较不同的设计方案并交流讨论。村委会广场成为真实

的公共活动空间。在这里每个村民得到发言，辩论，质疑和决定自己相关事务的权利。

d民主投票

通过每户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他们各自对设计方案的选择。

e社会推进

来自美国的志愿建筑服务设计与技术支持团队Build Change，驻扎在民乐村中，帮助

村民解决建筑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并协助设计图纸在施工环节的监督。

（三）总结

[1] 规划执行

民乐村灾后重建规划方案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难点重重，主要是体现在调地和资金

问题上。

1.调地

集中建设中的划地、调地问题很多，还有一些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问题主要是出

现在田的好坏、面积等地方。调田调地主要是村民自己协商，协商不好的再由队里、村

里帮助调节。尽管超城建筑的设计方案注重了相对平均主义的用地规划，使得现有方案

有可能在现有土地政策的框架内获得解决，在总体上调地获得了相对成功。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14

2.资金问题

由于面临严峻的资金压力，最终的建筑单位造价大约600元/平米。政府提供的资金

支持只是3人户的给1万6，扶贫基金会则是给每个人1千2，因此一户也就只拿到1万9千多

块钱，而一般正常修起来的话要达到6万多。所以还有很大一部分钱需要村民自己去贷款

和筹备。调查显示，地震之后，民乐村95%的村民自有建房资金不足1 万元，即使考虑

到政府补贴的建房资金和基金会援助资金，仍有96%的村民需要贷款，其中贷款需求在

2-4 万元的农户占比超过60%。

[2] 建筑施工

1.装饰与构造

由于房屋的建造都是村民自己在操作，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规

划在实践过程中并非完全是按照原先的设计进行，使得建成的房屋和设计方案存在较大

差别。设计的户型也被村民做了大范围的调整。弱化了的方案，主要体现在质量方面。

因为资金有限，设计中的混凝土框架结构相比砖混结构，可以增加房屋的整体抗震性，

但是会多花上几千块钱，在有限的经费面前，村民却宁愿花上一部分钱用在外装饰上的

贴瓷砖和加琉璃瓦上。（因为该项目是各队总包给某施工队，提供装饰的费用也是从总

费用中划出）尽管车飞曾在现场与各队村民分别讨论了灾后重建的结构重要于装饰，并

获得了村民的认同，但是在随后的而建设中，该建议被完全放弃。在房屋内部空间划分

和后院，各家庭根据自身的情况在修建的时候也是做了很大的改动。

2.工程协调

设计师、扶贫基金会、村民、施工方等方面的沟通问题，大多时候施工队不去管设

计师的方案。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一个可供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群体而

不是个体。而这个平台，通过社会的民主交流，使各方面相互理解，包括政府、村民、

技术支持、志愿者、施工承包方等。这样才有可能在交流互动中，不断推进项目发展，

整合有限的资源。但这个平台最终没能很好地建立起来。此外，这个平台无法良好运转

的重要原因在于它缺乏一个明确的彼此制约机制。

[3] 村民参与

1.村民的自主性

由于“魔方建筑”只是提供混凝土框架与基础，给了村民很大的可以调整的空间，

最大满足村民的自主性和业主参与设计。设计的户型虽然为村民所接受，但很多都做了

较大范围的调整。加上资金有限，住房的舒适性和实用性的最优结合点是很难把握的。

很大一部分村民对方案做了很大程度的改动。主要体现在房屋的外装饰、内部空间的划

分和后院的设计上。原方案中的建筑质量最终没能实现。

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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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造家专项基金

2.“院空间”向“街空间”的转型——“街院”作为混杂类型学的出现

在依据方案提供的统一的空间框架的基础上，后院形成了特别的空间区域。依据调

地后产生的新的自留地和国家建立在户籍之上的生产用房的土地政策，完全属于私密空

间的后院形成了独特的空间类型。实际上后院是作为此前乡村传统的“院空间”的院落

向城市化的“街空间”的过度形式。旧的生活习惯于心的生活功能空间被混杂在后院

中。后院成为体现邻里生活的重要的空间。以至于会出现颠倒的院落，即住户在后院开

门，并通过后院与其他邻里的后院相联系。这样，街道生活与庭院生活同时存在，老一

代人喜爱后院，二新一代人则在街道中活动。

村民日常生活1

村民日常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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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策展人发展专项基金

青年策展人发展专项基金

策展人时代的来临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艺术的创作及传播模式，从此，艺术总是与市

场、媒体、批评、学术等繁复地纠缠在一起。毋庸置疑，策展行为本身已成为当代艺术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基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下设“青年

策展人发展专项基金”，推动“青年策展人计划”，以发现和支持青年策展人、推动青

年策展人的学科专业化、扩大青年策展人的国际化交流为宗旨。通过这个计划的实施，

基金会希望能够帮助青年策展人深入思考、探索专业的策展模式和话语方式，并拓展他

们对于策展及当代艺术本身的认知视野。

“青年策展人计划”由以下四个计划构成：

1.青年策展人海外研修计划：每年从全国的报名者当中选派两名青年策展人，送至

国外有影响力的美术馆、艺术机构中进行为期2个月左右的策展实习，并安排一定的参

观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国外策展经验的同时，身临其境地体会国外的文化语境、扩展交

游、增长见闻，从而在今后的策展实践中能够更具有广而深的国际化视野。

2.国际知名策展人“大师工作坊”计划：与青年策展人海外研修计划的“走出去”

概念相对应的，本计划所侧重的是将国际知名的策展人“请进来”概念：即每2-3年邀请

一名国际知名策展人在北京设立短期的“工作坊”培训课程，以讲授与实践相结合，为

青年策展人提供与大师面对面、并共同进行展览策划与实际操作的机会。在知名策展人

的言传身教中借鉴他们的策展思路与实战经验，从而能够在未来的策展实践中，能够游

刃有余地将国际策展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特点相结合。

3.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项目空间”计划：“项目空间”位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是学院针对策展实践而特别成立的艺术空间。旨在鼓励青年教师与学生策展实践，

将学院教学延伸到实践之中。和美术馆的其他项目不同，“项目空间”将通过每年的6-8

个展览，在各院系的老师及美术馆的专业管理人员指导下，针对和围绕专业教学，为青

年策展人们提供实践机会，体现他们对艺术的思考和实现。从而使这些未来的策展人在

这个以学院和美术馆为背景的专业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一次亮相。此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4.“优秀青年策展人评奖”计划：以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名义设立的青年策展

人奖项，计划每3年举办一次，邀请国际与国内的专业学者、策展人、批评家等，对青年

策展人近期的策展实践进行专业评估，并授予一定额度的奖金。此举意在鼓励当下的青

年策展人在积极投入策展活动的同时注重展览的学术含金量与策展人本身综合素质的提

高，为青年策展人的策展实践树立权威性、标杆性的评价标准。



17

中央美术学院“项目空间”展览回顾

“王郁洋的一张画”展览现场效果

“项目空间”，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共同合作的一

项教学项目，着重于具体的展览“项目”实践，旨在扶持年轻的艺术家与策展人，将学

院教学延伸到实践之中：以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展览策划专业的学生及年轻教师为

策划主体，学院各院系各专业的学生及年轻教师为策展对象，为各专业的学生及青年教

师提供一个学术实践平台，以体现他们的教学成果以及艺术创作思考、实践精神。同时

该项目的运行得到了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青年策展人发展专项基金”的支持以及王

新友先生的赞助，每回展览将会有一万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用于展览的实施，从而使这

些策展人和艺术家在更大自由的限度内探索学术理念和创作实践。

“项目空间”的实体空间位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二层半的展厅，分别为三个连续

分布的展示空间，总面积约85平方米。从之前的闲置空地到现在的教学实践平台，对这

一特殊“空间”的介入不仅使空间的物理范围得到了延伸——从展厅到学院，为各学科

各专业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另一种空间；而且也达到了艺术机构之间的一种跨越

——美术馆、艺术学院和，开启了全国艺术院校美术馆功能定位与项目运营的新模式，

推进了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学实践的改革和创新。从2009年10月份的第一次亮相，再到

随后三回展览的轮番上演，“项目空间”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三回展览分别为：

“王郁洋的一张画”，“谁是房子的主人”和“无的生成”。

青年策展人发展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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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9日作为“项目空间”的首次展示，策展人康俐和武漠选择了中央美术

学院实验艺术系青年教师王郁洋的作品，其作品是为这次展览而创作的。在“王郁洋的

一张画”展览中，王郁洋延续了他一直以来对破坏性的“空无”的探索：先将一张画的

缘起彰显在观众面前，即他脱离画布而布满墙面的“被剥离的笔触”，紧接着转入展厅

暗部的是这一张画的创作过程，表现艺术家创作过程的投影投射在空白画布上，使本来

作为画面最终效果的载体的画布成为呈现“过程”的载体。而笔触作为画幅的一部分，

被剥离后在墙面进行无秩序的组合，其满幅的惊人效果体现了艺术家“破坏性”的意

图，体现了艺术家对艺术考试中静物的描绘与艺术创作的富有幽默的反思。

“谁是房子的主人”展览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项目空间的第二回展，于2009年

12月18日开幕，策展人周玲选择的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摄影系06级大四本科生李艾

霞的一组作品，展览以装置、摄影、影像等不同的方式呈现艺术家的观念。在法国学习

期间，虽然语言隔阂阻碍了艺术家探究那些如积木垒就的房子背后的故事，但是艺术家

选择了主动的态度，她将摄影做为自己的沟通方式，作为一种超越声音和文字的艺术语

言，通过对房屋清晰的呈现，使艺术家的内心得到鲜明的表达；把摄影作品做成明信

片，背面又辅助以文字语言的方式，使沟通变得更为明确；通过投递，这种时间的延续

和空间的转变，使艺术家的情感在房子的主人收到“信件”后得以升华。李艾霞把摄影

“谁是房子的主人”展览现场“谁是房子的主人”作品《谁是房子的主人系列之三》

作者：李艾霞，材料：综合材料，尺寸：60cm*40cm，2009

青年策展人发展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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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己主要的艺术语言，并与其他媒介相结合，从而使写实影像产生新的延伸意义。

2010年4月2日开幕的第三回展览“无的生成”是由策展人陈旷地和王建共同策划的

艺术家群展，参展艺术家为唐然、张欣和余骏。这三位艺术家选择以“生成”为主题，

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探讨了“生成”的“无”的特征。三位艺术家试图抛弃任何建构框架

的企图，直接指涉真实的基本面。

唐然和张欣的作品《Cosplay House》以柔软的外观表明一种强硬的立场，同时使

甚至直接威胁到了该场景之含蓄的生成机制本身的价值。普通室内场景因为一种柔软的

质感重新回到前景。这种质感暗示这个场景背后的一种生成机制，但是并不揭示这种机

制。在丧失了实际效用的同时，人和家具连接关系被消解；取而代之以“无”的唯一有

效性。余骏的作品《蔓延》中，霉菌的样式从墙上的床向四周蔓延，以其特有的形式同

时再现了直观的生成和存在的缺席。在此霉菌的形式和“无”构成了一种共谋的效果；

其更加切近时间—热耗散之存在状态恰好揭示了本无价值并永远蒙蔽本真的“无”的永

恒的在场。

三回展览三种风格，项目空间在其运行过程中日益完善，我们坚信它将成为未来中

国艺术家和策划人的一个摇篮，同时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和专业艺术机构的支持和资

助。

“无的生成”作品《Cosplay House》

作者：唐然、张欣，材料：综合媒材，2009

青年策展人发展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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