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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当年你
来到英国，对当代艺术是一种什么
样的认知？

孙海力：当时，我们那批在国内
受学院式教育的人，对国外当代艺术
发展状态缺乏认识，处于迷茫的探索
期。尽管资料来源非常有限，但在当
时维度文化冲击下，作品在观念上，随
精神上的渴求，产生了对传统语境的
反思而渐缓走向艺术在当代职能的探
究，各种实验就成为那一时期的主要
状态。尽管，这种尝试带有形式的模
仿成分。但努力去寻求和当代艺术语
境衔接的初心一直未改。出国后，面
对扑面而来的西方当代艺术呈现的大
格局，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从生
活形态到文化层面感到了一种强大的
刺激和冲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面对这
一切作什么样的选择呢？

孙海力：很难选择，是继续还是搁
笔？因为自己所苦心经营的东西已成为
历史过去式！在我的认知里与那个社会
存在着巨大的错位、断层，这不仅仅是关
于艺术的问题，而是近百年文化演进的
缺席。我必须重新跨越。那是一段非常
痛苦的自我精神的“流亡”时期，面临文
化断层和生活困境，使我陷入了长达近
九年创造失语的生活低谷时期。坦诚地

说，自己在某个时期曾选择过放弃，但放
弃便陷入一种灵魂失落的痛苦心历，就
好像一块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一样。那
时我已32岁，面对的问题有很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您是如
何度过那个痛苦阶段的？

孙海力：这其间，整整9年多，我
没有任何的作品，在进行艰难的精神
上的转换，这种转换并非专业本身，而
是价值观和文化视野的重建，是通过
观察和广泛阅读去了解缺失背后的文
化现象，历史发展轨迹和渊源，那是
一个探究艺术表达和自我定位的内
审阶段。不仅仅是关乎艺术本身，还
包括对待生活、对待家庭、对待艺术
以及自己的态度，是如何看待这个社
会所发生的一切，以及艺术如何介入的
问题。我那时的状态很难形容，虽然很
痛苦，但心灵非常宁静。我的几个至交
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我把自己所有
的状态，放在和那个社会和那个语境同
步的一种方式和态度。现在回忆起来，
我对自己的审视、质疑、自我更新，成为
当时主要的状态。随后逐渐进入早期
的探索阶段，再来去了伦敦艺术大学温
布而敦艺术学院完成了硕士学位。在
学院结交了许多同行，包括在英的华人
艺术家，一同做了不少展览。开始较为
活跃的创作时期。

（孙海力
1980 年毕业
于西南师大美
术系，后留校
任教。1992
年，应英国文
化委员会之
邀，赴英国作
学术考察和艺
术活动。由于
各种机缘，孙
海力获得了英
国内政部颁发
的“艺术家工
作签证”，自
此，开始了在
英国全新的生
活和游学，也
开启了在异国
的艺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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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您曾在
广州美院进修雕塑，您的许多作品，
仍有雕塑的痕迹，但又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雕塑概念吗？

孙海力：您指的是早期的那件作
品《存在的可能》？对！当代艺术作品
中多有借用传统的一些雕塑手法，是
权充的元素使用。《存在的可能》这件
作品，是我仿英国皇家邮筒造型，用红
蜡做翻制成原大尺寸，整个作品像一
支可以燃烧的蜡烛，燃尽的最后是“血”
流满地。表达对人的情感和时间上的
一种社会性的重新解读，最终会化为
灰烬。这是我最初的艺术探索的作品
之一，和后来的主题是不相关联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后来逐
渐找到了创作方向？

孙海力：大概是做雕塑作品《预
感》的前后吧，我的创作方向开始逐步
收拢的我寻找的“点”上。《预感》是用硅
胶、树脂嫁接到钢制垃圾桶上，那是由
于看到了一张乳腺癌切除手术后的照
片所受的启发，那种手术给人一种粗
暴的视觉冲击，但手术的背后，是文明
对我们带来的病痛生存状照应，是一
种寓意和潜在的象征，而我们能做的
是野蛮切除，那种人为干预与伤害的
生存本身形成了一种矛盾交织。《预
感》，是一种隐喻，由树脂、金属垃圾筒，
以及一个木架的构成，显出病理档案

陈列的状态，手术刀切割缝合，弥漫着
强烈的生理刺激，人工干预，并非肉体
层面，而是指的是文明的局限和社会
创痛的持续暗喻。由此开始，我对我
要做的东西的主题和表现形式渐渐清
晰。当然，那仍然是我的早期作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就是文
化与自然的冲撞探索？

孙海力：这算一个开端。像《以
物异物》这实际上是一个行为图片装
置作品，我在英格兰南部的悬崖巨石
缝隙中取下一块小石头，把这个石头
拿回工作室，用橡胶模进行翻制，翻制
成一个一模一样的树脂石头，再用红
色涂抹后又放置回去。真的在我手
上，假的，我把它还回去。犹如芒刺扎
入肌肤的感觉。我后来聚焦在表述对
现代生存状态与自然环境的焦虑和思
考。在材料运用上常呈现近似荒诞的
组合，构成视觉和心理冲突和解读延
伸。试图传递出逻辑性的徒劳和荒谬
感，隐喻，同时也发生荒诞的诗意。现
在人类文明的傲慢展现出无所顾忌的
野心，但我以为，对于自然的本质物性，
一定存在着人为干预不可逾越的界
限。捏在我手上的不是石头，而是一
种暗喻，反省我们的文化与我们和自
然的关系，我想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
传递对我们现代生存状态与自然环境
的焦虑并提出反思。

（艺术不
是突然产生裂
变，而是一个
缓慢的渐变过
程。哪怕在大
的语境和认同
上已经契合，
但孙海力在不
断的探索中，
几经转折，渐
渐形成了他成
熟的、用作品
介入并传递对
社会的艺术表
达观念和形
式。通过观
众、同行对他
作品的反馈，
重新审视自
己。在近十年
的作品里，他
更关注对于文
化和自然的冲
撞以及相互转
换的关系。他
的作品涉略装
置，影像，图片
和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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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感觉您
的艺术作品，不是单纯的个人情感，
而是有强烈的带入感？

孙海力：艺术作品必须具有思想
性，应该介入社会的干预，否则存在的
意义就不大，就只是传统的技巧复
制。应该要有广泛的社会洞察力和跨
界知识，去创造自己独特的语言。比
如2012年以来的环境图片记录《拯救
一块草的计划》，我以自己的居住地密
尔顿·肯斯——英国田园上一座新建
的现代化城镇作为艺术实践的案例，
三年来持续记录一片原野的变化。在
密尔顿·肯斯开发前，我去挖取了当地
的一块野草块，并为它设计了一个自
供养殖的玻璃容器，有输液管，有营养
液，试图用人工延续生命方式去拯救
一块具有很久历史的原生野草。从
2012年至今，已经5年了，我回国了，
那一丛野草还活在我居住的园子，不
远处是从一片草地变成工地目前变成
楼房林立的城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看照片，
我似乎可以感觉到那一丛野草在哭
泣，有一种呜咽的声音。

孙海力：野草离开它生长的泥
土，却移养在没有泥土的冰凉容器中，
似乎有种挣扎痛苦名状。这是多么反
讽啊！主要是描述现代文明下的野蛮
与生态理性思维，同样具有殊途同归
的隐喻内涵。关于那个终生行为作
品，我计划用终其一生去完成。对！
洗脸。那是15年前，在法国巴黎塞纳
河畔，我用塞纳河的水洗脸，当水冲刷
到脸上，突然感慨那条孕育伟大文明
和历史阵痛的河流，无法分清是水还
是泪水。“洗脸”，这是个人与河流水源
久远的关系，全世界所有的文明都在
江河流域建立文明，通过河流，给人洗
涤、滋养。我想通过我自己的个人行
为，引申为对社会历史和自身深层的
焦虑心理，对肌肤神经质地搓洗隐喻
对内在不安和精神负载通过外在动作
去“洗涤”。现在，我已形成习惯，途经
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河流、湖泊、溪
流，像尼罗河、泰晤士河、塞纳河、长江
等等。我终生都会重复这个简单动作
并以录像图片记录。我告诉妻子，如
果哪天我不在人世，把这些图片整理
出来，作品就算完成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一件好
的艺术品承载了艺术家的思想观念和
独特美学。作为艺术家希望大众用怎
样的眼光去“阅读”一件作品呢？

孙海力：所有能够解脱自己思维
上的困惑，都来自于自己思维“反观”。
对当代艺术的解读，很难像传统艺术作
品，画了一张风景，看到感官愉悦就完
了，功能仅仅做到装饰别人屋子的作
用，当代艺术则是从传统的思维模式，
推进到对社会的介入并干预的状态，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法国艺术家米歇
尔·杜尚开始，艺术的形态不再受到任
何限制，成为一切的可能。为什么观众
对当代艺术的对接有问题？比如你去
当代艺术馆，你一定有障碍，不大能够

“阅读”，不是说观众的智力不对，不是
艺术家的语言怪诞，而是我们在整个社
会的环境、文化习惯、理解、阅读的方式
上，设置了一个自我的障碍。不习惯运
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感触、自己的眼
睛去感知物体。我们习惯于一个平面
的东西，总是要找到一个“美”的习惯，
不是去通过自身体验寻找精神的语义，
不习惯寻找喻意本身。要凝视，要对
话，这种凝视很重要，物体或画面一定
会告诉你它所传递的东西，你会通过个
人的经验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去看到这
个东西给你的感受，触景生情。情从哪
里来？因为你触了景了，什么是景，一
个物体可以是景，城市也是城市风景，
我们不习惯这样看待东西，是因为我们
的文化态度和视觉方式有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您这次
回国后，目前在川音成都美术学院从
事当代艺术的教学工作，我看您推出
的系列讲座，通过BBC纪录片《The
New shock of the new》（《新的冲
击》），以及自己的见解，追溯当代艺术
的形成，梳理了各历史时期的艺术发
展脉络，更像是对西方当代艺术进行
一种普及，是这样吗？

孙海力：我目前在川音成都美术
学院当代艺术实验班任教，在讲座中
我展示了中外学生们的作品作为案
例，也展示了去年在西南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当代艺术实验课程时学生结业
汇报展出作品，其中包括雕塑装置、行
为艺术、架上绘画、影像作品等，从这些
作品中可以看出来，学生们不是不能
创作，而是能够创作，关键是艺术教育
方式转变，技巧在教学中不应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主动产生个
体感知能力，建立与社会发生关联的
独立的价值观，独立的洞察能力和艺
术表达能力。我想，除了我个人的创
作外，教学或许是我此次回国的另外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活组成部分。

《洗脸》是我终生的行为艺术作品

艺术是一切的可能

4月14日，上
午，成都仁厚街。接
受完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的采
访后，旅英华人艺术
家孙海力，望着周遭
的街景，虽然过了知
天命的年龄，眼神中
仍就透出一丝迷
茫。这种迷茫夹杂
着对周遭的熟悉和
陌生审视，或许是来
自于他对当下自己
选择的质疑。孙海
力旅居英国二十多
年，去年九月接受了
西南大学的邀请，作
为美术学院的特聘
教授开启了当代艺
术实验课程在该院
的教学先河。在海
外的生活，孙海力夫
妇总是习惯了形影
相随，但由于妻子的
父母年高体弱而不
得不长时间回国陪
伴的缘故，加之此时
他也收到了川音成
都美术学院聘请的
机缘，也许，还有故
土久违呼唤吧，他最
终决定放下在英国
一切，和妻子一同回
到中国，回到成都。
可能是由于长时间
在欧洲生活的突然
中断，他眼前所呈现
的一切，感觉自己在
海外的二十多年的
生活恍若梦幻。家
乡一切如昨，只是自
己华发渐生。可当
他回到大学，教授当
代艺术期间，同时察
觉到国内社会生活
不断翻新下所产生
的独特创作元素对
于形成了他具有潜
在的，不可多得丰富
资源。短暂的踌躇
后正孕育着他新的
起点。教学，也是一
个非同寻常的使命。

很少见过一所学校对体育教学
如此重视，校长直接管理体育教学组
的工作；每一名学生都要完成体育家
庭作业，教师，家长要联合批改。这
所学校就是成都市锦里小学，4月22
日，锦里小学将举行“第十三届田径
综合运动会”，这是学校的一次盛
会。在学校管理团队看来，小学阶段
是为人生打底色的时候，能够培养学
生热爱锻炼的习惯，这就等于是为学
生将来走向社会提供了一把万能钥
匙，实际上，锦里小学对体育的重视，
源于学校倡导“至朴至真、至高至远”
的教育理念，追求本真的教育思想。

学校有多么重视体育？——
建立了完善的课程体系

锦里小学的教育，始终贯穿在一
个“玩”字当中。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到九十年代劳
动教育成为办学特色，再到持续了20
多年一直到现在的巧手课程。培养

“能玩、会玩”的锦里学子，一直是锦里
小学老师们的教育职责，这是充分尊
重儿童天性爱玩的年龄特点，学校通
过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让儿童在愉快的心情下学习知识，发
展能力，获得自信，在充分享受童年幸
福的校园生活。

能玩，就是要让学生有健康的体
魄，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也就奠定了
体育在锦里小学的地位。尽管学校操
场面积不大，但是学校的体育活动却
开展得风生水起。

锦里小学通过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
《做自由的舞者》这一健康课程。每天
一节体育课+大课间、俱乐部+体育作
业+文赛+亲子活动 +心理彩虹，学生
从身体锻炼，心智锻炼等方面得以全
面发展。

体育家庭作业，男生女生操，运动
处方……这些名词都是锦里小学特有
的标识。老师布置的体育家庭作业与
其他学科作业一样，老师和家长会相
互配合。老师通过家庭作业本与家长
之间建立沟通机制，随时掌握学生的
锻炼情况。如果学生在锻炼方面存在
不足，老师还会给他们开具“运动处
方”，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从多个维
度去发现孩子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可
以让家长参与到子女的锻炼中，增加
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同时，学校根据男女生性别特征
不同，尊重男女生性别差异，由体育组
教师自编了一系列男生女生操，男生
则展现阳刚与活力，女生则展现柔美
与韵律。

为什么如此重视体育？——
为学生终身锻炼打下基础

锦里小学能够如此重视体育活
动，首先是因为学校有强大的队伍支
撑。锦里小学第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学
高级教师就出自于体育组；体育组在
科研，教研方面有非常强的能力；锦里
小学体育组为其他学校培养了多名业
务骨干。值得一提的是，由校长直接
管理体育教研组的工作，在锦里小学
开创了先河，学生每天在校锻炼的时
间保证一小时以上，作息时间有保障，
作业量有控制，睡眠时间充足。

学校管理团队表示，学校积极响
应让广大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
走到阳光下的号召，把“阳光体育”的
实施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学校以儿童幸福发展为
中心，倡导学生“做自由的学习者”，力
求“用开放的，全面的视野关注儿童的
成长需求，构建整合的，平衡的，综合

性的育人机制，培养和谐健康发展的
人。学校获得“四川省阳光体育示范
校”称号后，进一步将“健康第一”，“以
体育人”“强体育德，强体促智”的理念
落实到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倡导全
校师生“把运动作为健康的基本方
式。”让每个人都成为“运动健康的自
由舞者。”

取得的效果——
全校每一名学生都参与锻炼

锦里小学是四川省首批体育阳光
示范校，成都市国民体质监测点校，学
生的体质作为成都市城区学生的样
本，这对锦里小学的师生来说是一种
荣誉，更是一种责任。近年来，锦里小
学的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得到了较大提
高，在市区各类比赛中也多次取得较
好的成绩，学校近四年获得区级以上
团队奖项十余项，多次获得武侯区中
小学生田径综合运动会一等奖，市乒
乓球比赛一等奖，学生热爱体育运动，
在各类赛事中获奖达200余人次，向
各级，各类学校输送体育后备人才近
百人。

锦里小学每年要举行两次运动
会，运动会分为文赛与武赛相结合的
方式，这也体现了全员参与的理念。
文赛主要是体育文化与学科融合，制
作小报，征文比赛之类；而武赛则是趣
味和竞技比赛，学生参加班级，年级的
选拔赛，最终选拔出优胜者参加全校
的比赛。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名学生
都参与了锻炼，也参与了与同学的合
作中，一举多得。

“能玩、会玩”是尊重孩子生命中
最本真的东西！锦里小学坚持了几十
年！今后，会依然坚守！

身体健康是人一辈子的大事
锦里小学在“能玩，会玩”的思想引领下

培养学生终身锻炼的习惯

渐
变
渐
变
：：

一
生
一
生
：：

（2015年，
孙海力参与了
在牛津的著名
当代艺术画廊
奥沃达举办大
型展“荒原”。
这是个集中英
有一定声 誉
的艺术家的
一次大型群
展。 素以眼
光挑剔和思
想敏锐的艺
术批评家迈
可·斯基德莫
尔
（Micheal。
Skidmore）在
（牛津每日评
论）所评，“孙
海力的作品
中有个无形
的纽带，将人
类与自然的
关系进行了
无法言状的
捆绑并产生
出尴尬名状
的暗语，是此
次展览作品
中的高光点
……）

装置《以
爱的名义》。

装置《拯救一块草的计划》。

《洗脸-终生行为》

《寻找高僧遗失的拐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