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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事物之序：表演、政治与时间

Kelly Doley 

如果越界可被转化为利润，那么“激进的”行动——比如行动

主义运动和事件中的政治活动就会快速被美学化并通过电视

和视频进行营销。一个近期的例子就是2013年碧昂斯推出的

题为《超能力》的音乐录像，其中展示了亮眼的“抗议者”们

的形象：他们身上所穿着的服装和媒体上所呈现的2011年“阿

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静坐中的图像别无二致。4手持燃

烧瓶和写有“爱”与“笑”的横幅，这些戴着头套、顶着绿发、

穿着破烂卡其裤的人们，以慢动作的方式、像模特那样走过

一个燃烧着的停车场。

当代艺术领域也没有对这种回潮免疫，像Rirkrit Tiravanija

的《无题》那样邋遢的社会介入装置所呈现出的松木自制美

学，看上去就很像麦当劳最近的店面设计。在我们的大众媒

体上，每个有iPhone的人都可以是艺术家（包括金 · 卡戴

姗5），而艺术博览会、展览和广告之间的区分也变得越来

越模糊。

好像我们都被变形为资本主义系统内部的被动功能。今天

这个时代正是理论家罗西 · 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所

称的“非理性经济”。先进资本主义时代本质上是一个自毁系

统，它的非理性在于其总是盲目地喂养直到它毁掉自我存在

的根基。 6

4. 2011年，波及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聚集了大量抗议的民众，
要求民主与人权，最终导致埃及原领导人下台，并选举出新的民主政府。同
年，大量静坐者在纽约祖克提公园聚集，要求更多的社会与经济平等。这一
诉求在那句非常流行的口号“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中得到了恰当的表达，随后
发展成为一次“全球性的”占领运动和草根组织。
5. 详见金 · 卡戴姗 · 维斯特《自私》（纽约：Rizzoli，2015年）。有趣的
是，Rizzoli是一个专门出版艺术收藏类书籍的出版商。关于此事的其中一个
回应，请看Gregory Babcock所写的《（艺术评论人看）金 · 卡戴姗最好的
自拍》, Complex, 文章链接： http://au.complex.com/style/2015/01/kim-kar-
dashians-best-selfies-art-critic/, 24 January 2015. Accessed 30 March 2016.
6. 罗西 · 布雷多蒂，《游牧理论：罗西 · 布雷多蒂便携读本》，纽约：哥
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6页。.

序

我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和策划人，主要和艺术家团

体“BC Institute”1 一道从事表演和工作室实践方面的工作。

我的实践和研究受到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这种方法将种

族、阶级、性别和性在政治社会上的交集以及这些交集如何

彰显于等级和权力制度之中纳入思考。2 我的主要实践在于

重做、再看、再思考、再挖掘。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会通过

两个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表演的历史”和“替代性未来的

集会”来讨论这一方法。但首先，我将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政治背景。

当下

在亚太地区，我们正生活于一个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资本主义

时代，这样的时代推动了一种以临时性和极端不平等为特征

的“文化当下”。我们的世代被激进的难民政策、极端民族主

义的回潮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所定义，它依存于对艺

术、文化和教育的全面私有化。今时今日，我们对欲望、情

感和身份的自我表达变成了数据输入，被用于那些暗中进行

的目标营销。正如古驰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 · 波雷特最

近所说，“我们不是在贩售包，而是在贩售梦想” 。3

1. BC Institute由艺术家Kelly Doley，Frances Barrett，Diana Smith和Kate 
Blackmore组成。BC Institute于2007年成立于悉尼，他们通过表演来质问性别
及其对艺术历史和文化词汇的影响。
2. Alison Jaggar, Just Methods: An Interdisciplinary Feminist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3. 无作者,‘Luxury Brands: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dreams’, European Business Re-
view, world wide web, http://www.europeanbusinessreview.eu/page.asp?pid=428, 
26 October 2007, Accessed August 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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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美学和政治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现代主义前卫艺术

的越界和惊吓传统不再成为一种颠覆性的美学策略的话，我

们是否还有可能深刻地介入这个全球化的、网络化的当下？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创造出深刻地介入社会

和政治的作品？

最近，加速主义美学成了应对该问题的一个流行的艺术策

略。加速主义美学（也常常被归类为“后网络艺术”）的精神

特质被定义为“更坏就是更好”，7它最终的目标在于加剧资

本主义的恐怖，所以此类艺术作品都希望看上去与资本主义

制度生产出来的产品保持惊人地相似。2016年由艺术/策展

团体DIS策划、题为“变装的当下”的第九届柏林双年展便是

正在发生的一例。展览中的许多作品装置都使用了商业展示

的美学，并公开地将品牌合作和产品置入变为作品的一部分 

。8DIS团队所创作的《disimage》是一个在网络上销售的、带

水印的打包图像的图录，他们也因此为人所知。DIS被描述

成“一个更加关心报告艺术世界流行趋势、赛博乌托邦、数字

闲游、以及如何在齐泽克的T恤上看上去很酷的媒体” ，9因而

从精神上也可以被视作是加速主义的。

然而，我想要提出的却是，这些策略的基础在于对我们已知

（也即我们已经实现了最坏的状况）的再现，但它们实际上

却助长并推广了其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对此，政治理论

家Chantal Mouffe提出了另一种路径。墨菲认为，即使艺术家

不再充当提供激进批判的前卫角色，也不代表他们的角色就

此终止。对墨菲来说，今日艺术实践的关键角色在于“脱离和

搅乱常识”，10反抗当下的和谐。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角色

在于“扰乱事物之序”。

我认为，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基于一种向前的、自毁式的

推进（也被称为“正反馈循环”）的话，11也许艺术实践的政治

空间正在于对时间的扰乱、颠覆和重复，并采用一种非线性

的时序。Elizabeth Grosz认为对时间的这种占据（更像一种环

境与时间的混合）能够创造一种新的未来（或现实），不受

当下（和过去）已有之物的束缚。12 

7. Benjamin Noys，《消极的持续：当代欧陆理论批判》，爱丁堡：爱丁堡大学
出版社，2012年，第5页.
8. 有许多这样的作品，但举例来说，有M/L Artspace的《同床》（由Bed Bath & 
Beyond and Material Vodka赞助），还有时尚设计师TELFAR的作品《TELFAR: 
RETROSPECTIVE》。.
9. 多莉安 · 巴其卡（Dorian Batycka》，《第九届柏林双年展：无关紧要的
过气盛会（The 9th Berlin Biennale: A vast obsolescent pageant of irrelevance）
》，Hyperallergic，网址：http://hyperallergic.com/306932/the-9th-berlin-bi-
ennale-a-vast-obsolescent-pageant-of-irrelevance/, June 24, 2016. 最后访问日
期：2016年6月25日.
10. Chantal Mouffe, 《存疑论者：以政治的方式思考世界》，Verso出版社，2013
年，第94页。
11. Steven Shaviro，《加速主义美学》，e-flux杂志，2013年6月
12. Elizabeth Grosz，《一种女性主义未来的历史》, (Signs 25, no. 4, 2000) 1018.

我一直在通过现场表演的方法和合作式、参与式的过程，在自

己的实践中贯彻这一观点。表演及其所呈现的混乱时间、“不可

靠的”记忆、口述历史和故事，能够扰乱原创／引用的二分并使

线性的、前进的时间变得复杂。表演创造暂时的政治情景，对

当下提出问题并予以抵抗。简单来说，表演是一种身体之间、

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身体一直是一种政治情景。它是权力发

生作用的门槛。试想一下我们是如何表演性别或者社会规范

的。如Judith Butler所说，“身体包含着历史代码的沉积，并再现

历史情景” 。13为此，巴特勒认为身体也是一整套潜力和一系列

不断被实现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很多由艺术家领导、合作式的项目在以这样的方式工

作，并受到偶发艺术、观念艺术、女性/酷儿表演、行动主义艺

术以及1990年代的关系美学，比如Sharon Hayes, Tania Bruguera, 

Jonas Staal, Frances Barrett和Karen Mirza等人实践的影响。特

别要提到的，是凯伦 · 米尔扎最近的参与式作品《父之钟：

流言》。在这个作品中，艺术家在晚间安排了一段和工作日同

等时长的时间。从晚上11点到次日早上7点，这个表演试图将

流言蜚语重新定义为一种重要的口述历史和政治空间营造的方

式——通过“做”这个行动制造裂缝。

米尔扎将这些作品表述为“暂存区”，试图将我们自己从她所谓

的 “新自由主义外质” 中提取出来。14她用这一表述形容这样一种

感觉：醒来之后，感到新自由主义充斥在手指间、缠绕在头发

里。“新自由主义外质”就是这样一种不断反映和回应我们在系统

和结构中作用的感觉。

这些政治和艺术语境和我自己的研究形成对话，特别是在“表演

的历史”和“替代性未来的集会”这两件作品之中。

过去

在2016年悉尼双年展的三个月期间，与我合作的、同是BC Insti-

tute成员的三位艺术家（戴安娜 · 史密斯，弗朗西斯 · 巴雷特

和凯特 · 布莱克莫尔）创造了一个从不同视角展开的表演艺术

活档案。通过一系列表演，展览空间被用于挖掘、记忆和重述

表演艺术的历史，以提供进入表演实践的不同接口；这些接口

也许已经被遗忘、边缘化或嵌在别处。

13.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述行性行为与性别构成：关于现象学与女
性主义理论的论文（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
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Theatre Journal, Issue 40 no. 4，第529页。
14. 来自2016年2月6日与艺术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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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目聚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一道创造和想象对

未来种种别样的构想。发起这一项目一方面是为了挑战“想

象世界末日也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加容易”这个想法 ,17 另

一方面是为了创造替代全然灾难性的环境与社会崩塌叙事的

方案。

2016年5月的两天时间里，首次集会作为第二十届悉尼双年

展的一部分在悉尼Artspace举行。共有18位参与者参与了集

会，他们有来自城市规划、建筑、前景、设计、经济等领域

的人士，也有艺术家、黑客和策划人。这个活动的结构依据

未来学家Kristin Altford所制定的形式，包括了思维导图、

头脑风暴和为过去与当下的事件制作时间线。这个活动也搭

配了其他一些更加开放的时间，比如一次使用本地植物的晚

餐，一次与特别嘉宾Lydia Lunch通过Skype进行的占卜，以

及在特别设计的“浸泡舱”里过夜 。18

与凯伦 · 米尔扎的《流言》类似，这个活动也试图创建一

种与参与者日常生活不同的“缓冲区”，使我们可以摆脱理性

思考、产生关于未来的替代性结构和概念。其中发展出来的

一些概念，比如“无墙化”，边界思维，酷儿化公共和私人空

间以及“创造性破坏”还处在成型的早期阶段。在未来的两年

时间里，集会还将继续碰面，以期进一步发展和实现这些未

来的概念。

结尾/开头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两个研究项目提出的是，在这样一个集体

感到无望的时代里，这里的关键词还是希望。用布雷多蒂的

话来说，希望是一种“梦进”。19在二十一世纪“非理性经济”

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向前的梦；向后向旁的

梦；寻找在艺术中“做”政治的新方法；花时间扰乱事物秩序

以及想象事物可能的不同。我们需要如此做，因为当下是不

够的。但今天艺术实践的关键作用在于为另一种过去和另一

种未来创造空间，我们所处的当下只是暂时的，也许某一天

就会终结。

译: 丁博

17. 马克 · 费希尔，《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还有别的可能么?》，伦敦：Zero
出版社，2009年. 
18. 每个参与者都被要求领导一次“关系平台”，这段时间里作为参与者的他
们要为活动做出贡献。这个词来自Erin Manning和Brian Massum，《行动中
的想法》，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4年。在这本书中，他们勾勒了一种
用于合作性、创造性实践的研究方法。沉浸舱由来自“未来方法”建筑公司的
Genevieve Murray设计。
19. Rosi Braidotti，《游牧理论：罗西 · 布雷多蒂便携读本》，纽约：哥伦
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7页. 

这一作品考虑了档案的政治性并强调了将表演历史化的

复杂性。因为媒介化、虚构和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谣

言，使表演成为一种极其容易被误读的媒介。在更广泛的

意义上，这件作品试图走入我们如何唤起过去和处理遗留

物的复杂领地。

在展览空间中放置了一圈椅子，这件作品邀请嘉宾和公众

依次传递麦克风，并以“我记得……”开头讲述他们曾经见

过的表演。

“我记得Mike Parr的一个表演。他穿着一身橙色的连体衣，

他的脸被针线缝了起来，所以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的

手指上接了一个电击器，在连续表演的48个小时之内，观

众只要越线就会触发电击，同时在线的观众也可以实时实

施电击……” 。15

“表演的历史”在双年展期间一共举行了四次。每次两小时

的过程都被录制下来，形成了一个没有层级制度、去中心

化的表演档案——在这个档案中，Latai Taumoepeau的作

品《i-Land x-isle》和Chris Burden的《射击》被放在了一

起。Marina Abramović的《艺术家在场》并靠着悉尼已故

艺术家John Wah一个十分晦涩的表演，在该表演中他在自

己的裸体上缠上了带刺的电线。

每次会议，这样的表演就会被参与者们不断地想起，并以

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方式被重述出来。这就是罗

西 · 布雷多蒂所指的“以游牧的方式记忆”。对布雷多蒂来

说，通过记忆或者“心”，挑战了时间中的真实时刻，引发

新的故事和替代性的路径，这些都表明“真相”从来没有真

正地“被写下”也从未终结 。16

未来

与之相反的，另一个项目“替代性未来的集会”并不试图像“

表演的历史”那样试图“搅乱历史的秩序”，而是试图——如

它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搅乱未来的秩序。

15. 来自“纷繁的想象”会议上的记录，2016年6月24日，北京寺上艺术馆
16. Rosi Braidotti，《游牧理论：罗西 · 布雷多蒂便携读本》，纽约：哥
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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