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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原伦

当代艺术是一个多媒体的复合品，无法用传统的规范和传统的批评来约束它。影响当代艺术的因素很多，相比传统艺

术，当代艺术是他律的艺术，与这种艺术相对应，需要一种新型的阐释性批评，阐释性批评为形形色色的当代艺术作

品寻找合法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因而也改变了批评的方向。

当代艺术与阐释性批评
———多媒介语境下艺术评价机制之探析

一

网络曾有传言，说王小丫的国画习作拍得4800万元，叫人将信将疑，说与几位朋友听，他

们也是目瞪口呆，但是居然没有人敢肯定这是讹传。不必说“将疑”之点，声名卓著的国画大师

中有几个人的画作能拍到4800万？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也不过在近几年间，才攀上千万

元的价码。单说“将信”的部分：信的当然不是王小丫的画技，信的也不是王小丫的名气（她的

名气是在电视主持领域中确立的），信的是金钱的力量和金钱的嚣张，在今天人们充分领教了

金钱呼风唤雨的能量，对于它的到处兴风作浪，可谓司空见惯，难不成它选中王小丫的画作？

又有什么出其不意的诡异动作？

当然后来事情表明，这只不过又是一条赚取眼球的假新闻，但是，这类假新闻的出笼和流

传，自有其背后的道理，这讹传多少是一种预告，似乎预告着艺术自律的时代的终结。

笔者曾在一文中论及，大众文化是他律的文化，即当代大众文化既不是在传统的精英文

化的基础上，也不是在通俗文化的基础上生长，而是在高科技、电子媒体、商业运作及社会情

景的互动过程中应运而生①。同样，当代中国艺术也是他律的艺术，它不是在阿多诺等十分强

调的“艺术自律”的氛围中演化或蜕变而来，而是在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突起和令人目眩的商

业化运作中迅速膨胀。这里不涉及当代艺术家个人的修养和艺术水准，也不讨论当代艺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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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可以或应该不应该委身于某些暴利产业和当今的暴发户，只是想探析当代艺术评价机制

的某些成因和背景。

中国新一代艺术家在90年代中期还是聚集在都市边缘的画家村里身无分文的寻梦人，尽

管他们十分努力。但是短短十年功夫，其中不少人靠着同样的努力（有的将精力依旧放在作品

上，有的则放在运作和经营上），已是腰缠万贯的富翁或大富翁，而这十年功夫，正是房地产业

和金融业飞黄腾达的时期，这不仅仅是某种巧合，应该说正是后者的发达提供了当代艺术生

长的肥沃的土壤。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就是当今时代的超人，生生地在神州大地造起了

成百上千座水泥森林。他们想拆就拆，想建就建，劈山填水，摧枯拉朽，楼想几多层就几多层，

价想拉几多高就几多高，地心引力对他们几乎不起作用。几十年前的大跃进民歌，有对工人阶

级的伟大力量的形容：“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些浪漫主义

的颂词，今天正可以现实主义地移用到房地产商的头上，十分贴切。

现在他们觑中了当代艺术，成为当代艺术展的赞助人，正可谓风云际会，当然更有内在的

理由：1. 当代艺术的起点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 房地产业给当代艺术以展示的空间；3. 最

关键的是，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

指出当代艺术和房地产业的同存共荣关系，并不含有褒或贬的意味。作为商品的艺术作

品，从来就和市场及利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就和有钱人、企业家、金融家等（有品位的或无

品位的）有着密切关系啦，特别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某种意义上就是金融的衍生品。

不过，今天的情形还是与以往有所区别。以往艺术品价位的高低虽然由市场来决定，但是

背后有着一套复杂的机制在起作用，并非像股票那样可以由某些投资集团联手拉高或随意压

低。这里涉及近几百年来发展起来的艺术自律的观念和力量，如精湛的技艺啦，艺术品的“灵

韵”啦，独特的艺术价值啦……这些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和力量及由此建立起来

的艺术评价体系，渗透到艺术市场中，左右着艺术品的价位，有时还掩盖了影响艺术品价位的

其他的因素。掩盖实际上是一种平衡，平衡着金钱、权力、情感、经验、个人偏好和艺术规范等

诸方面，看起来像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决定着它的市场价位。这也是艺术自律能够确立，并与资

产阶级文明一同发展的缘由②。

然而，当代艺术的迅猛突起，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使之容易向现实

情景倾斜，向金钱和权力方面倾斜。

说当代艺术是一股异己的力量并不是指艺术家而言的———艺术家们更愿意在艺术自律

的氛围中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更有话语权和自主性，这里所说的异己力量是指当代艺

术领域的涉及面、广泛性和媒介的多元性而言的，这种领域的广泛性和媒介多元性，使得原有

的艺术规范无所适从，艺术的评价体系难以建立和统一，所以那些被掩盖和平衡的力量，如金

钱和权力等就显露出来了，这情形有点像某些影视作品的操作模式，投资人要求导演必须用

自己指定的人选当主角。这种局面在二十年前是难以设想的，或者是被掩盖得较为严密，不那

么赤裸裸，大致维持着艺术的尊严。

二

当代艺术是一个多媒体的复合品，内容极为庞杂，装置、行为、摄像、雕塑、建筑、观念、景

观等等无所不包，虽然从理论上讲，当代艺术不排斥传统的架上画，但是，传统的架上画在许

多当代艺术展中不仅没有独尊的地位，有时还被挤到边缘，甚至往往被挤没了踪影。架上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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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说到“艺术自律”，还得从传统的经典艺术作品说起，因为

艺术的内在规律，就是在这类传统和经典作品中演绎出来的，并且是在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西洋画中，今天习以为常的透视法则，也是经过几代画家的努力，才

逐步确立的。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透视法的发明是在15世纪初，大概1415年到1450年之间，

地点是佛罗伦萨”。法国艺术史家阿拉斯在认可这一看法的前提下，引用了另一位前辈研究者

的说法，认为首先使用纯粹的“中央单焦透视法”绘制的作品是安布罗焦·洛伦泽蒂在1344年

创作的《天神报喜》③。这样算来，也有百把年的光景。

当然，这类探索艺术表现新路径的事例，可以看成是艺术自律进展的历程，且越到晚近就

越频繁：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几乎是接踵而至，有些还是互相交叉

的。如果说这些主义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独出心裁。一个艺术家绘画如果不仅仅是为稻

粱谋，而且还试图解决艺术表达中的难题，并有余力独出心裁，那么，他就已经踏上了艺术自

律的路途。

再细分一些，印象主义和后来的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出发点是不同的，在

观念上有着根本的区分。印象主义的探索还是在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范畴之中，只不过印

象派反感某种“公共”的写实套路，认为真正的写实是源于个人的观察和个人的眼睛。用印象

派批评家的话来说，画家们是“给自己再造了一双自然的眼睛，自然地观看，并且仅仅照着他

所看到的作画”④。如果说，印象派画家的努力还只是将“客观主观化”，而象征主义等后来者就

走得更远，他们不是以再现自然为结果，而是以自然为出发点，向更高的目标迈进。高更的说

法具有代表性：“不要过分地模仿自然，艺术是一种抽象；在自然的面前做梦的同时，从自然中

得出这种抽象，多想想能有结果的创造，而不是自然。”⑤因此巴黎的一位诗人由此总结道：“我

们的艺术的基本目标是将主观客观化。”⑥将“主观客观化”就是企求在画布上创造一个带有自

己印记的新世界。难怪贡布里奇在其《艺术的故事·导言》中这样开篇：“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

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⑦有了艺术家就必然有艺术。艺术家的主观意念、感受、灵感等等就是

艺术存在和艺术真谛，至此艺术自律精神浸透到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骨髓。

有关艺术自律的学理性阐释，相关的介绍和讨论文章已经很多，不复赘述，不过这里还须

简要点到：即艺术自律是指艺术从其他实用功能中解放出来，为其自身谋发展。参考阿多诺、

哈贝马斯或比格尔等学人的界定，人们大致能获得基本要义。阿多诺认为，自律的艺术是一种

自为的存在，它与日常经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由于艺术作品脱离了经验现实，从而能成

为一种高级的存在，并可依自身的需要来调整其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自律的艺术还可以

向人们提供其在外部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而在此过程中，“艺术作品摒弃了压抑性的、外在

经验的体察世界的模式”⑧。不过，阿多诺还特别强调：“艺术将自身从早期祭礼功能及其派生

物中解脱出来后所获得的自律性，取决于富有人道的思想……”⑨亦即，艺术的自律性程度与

艺术家的人性的自由相关。哈贝马斯则用更加简明的语言来表述这一观念：艺术自律就是“艺

术作品针对它们用于艺术之外的要求而保持独立性”⑩。比格尔对艺术自律的看法由作品层面

上升到与社会整体保持相对距离的某种艺术体制，他的阐述有其新意：“我感到有必要在艺术

作为一个体制（它按照自律的原理在起作用）与单个作品的内容之间做出区分，只有这种区分

才能够使我们理解，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包括资产阶级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取得政治权力之

前），艺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用最简单的话说，这就是自律。”輥輯訛

当艺术从仪式和宗教的辅助功能中独立出来，从政治的歌功颂德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之

时，从理论上说，艺术自律的历程就开始了。但是实际上，还需要等待某种思想和理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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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如康德和席勒等的无功利的美学思想的阐发，从戈蒂耶、佩特到王

尔德等“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提出，唯美主义思潮的崛起和畅行等等，只有到了这一步，人们

才能收获艺术自律的成果。不过且慢，光有理论和观念还比较浮泛，在具体的批评和鉴赏过程

中，则有一整套艺术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在发挥作用，这一评价体系虽然和系统的理论阐述

互为表里，实际上在进入具体的艺术领域和艺术作品时，那细微品评就和理论形态保持着一

定的距离，且常常不能对应。而更具体的评判准则是在艺术圈内的某种规范、鉴赏经验、权威

说法和时代潮流等氛围中产生，即作品的水准和艺术价值往往是由艺术家、批评家、鉴赏家和

艺术收藏人等共同认可的，艺术评价机制或艺术评价体系就是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中逐步

建立起来的。

这里可以见出艺术评价体系，不仅是一个理论层面、认识层面、判断层面的，还有具体操

作层面的问题，即评价体系是在艺术圈内部建立起来，然后再推向社会的。因为艺术家、批评

家、鉴赏人和画廊、博物馆等等已经结成了某种同盟，在这一同盟内，惯例、经验和圈内的风尚

在发挥作用。说到底，艺术作品的命运大都为艺术圈内的各种因素所左右，而不是由理论上的

艺术规律来掌控的。这似乎就是“艺术自律”的真正精义。亦即，评价一部艺术作品水准的高

低，是艺术界内部的事情，内行有决定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然，“决定”这个词不能被误

解为判决，一旦宣布，无可更改。艺术的风向和潮流不断地冲刷着旧有的堤防，改变着艺术河

道的走向，没有什么决定是永恒不变的。

自然，作为商品的艺术作品还要接受另一种评判，即市场的评判，市场将自己的评判毫不

含糊地写在艺术品的价位上。不过艺术品在市场上的价位走势虽然千变万化，但是基本上和

艺术评价体系相挂钩，大艺术家和一般艺术家之间，一流艺术家和二流艺术家之间，其市场价

位上的差异，总体上是艺术圈内评价高低的反映。

艺术评价机制或评价体系虽然是在艺术家、批评家和收藏人（博物馆）等几个方面共同协

调（现在流行“博弈”这个说法）的产物，然而在艺术自律的语境下，艺术家，特别是大艺术家有

着主导权，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大师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我行我素。无论是一心一意要将对象物

压缩或并置在二维平面中的立体派画家塞尚、勃拉克，还是在清醒的状态中试图画出梦境和

潜意识的达利，其自信和执着既来自对艺术的信仰，即相信是真金总会发光，也来自艺术界和

社会对其的百般宠爱，艺术评价体系的标准似乎只是对他们创作的补充说明。有时艺术家几

乎就是上帝和造物主，他们造出了世界，还连带着设定了评判这一切的标准。

三

在当代艺术领域中，情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艺术家的上帝地位摇摇欲坠，艺术评价机制

在向批评家、收藏人、策展人倾斜（当代艺术活动中无所不在的策展人，似乎是批评家和市场

的综合代言人，应该单独讨论），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让人猝不及防。特别是在中国，装置、行

为、摄像、雕塑、建筑、观念、景观艺术等……仿佛是一夜之间到来。通往艺术殿堂的路径是如

此众多，让艺术的朝圣者如坠五里雾中。一种媒介就是一条路径，一种新媒介就是一条新的艺

术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仅道路是难记其数的，“罗马”的范围也是在无限地扩大。这一切

无不导致艺术自律观念的深刻危机。

当代艺术生产的规模迅速膨胀，使得原有艺术规范和艺术评价机制无法消化。正如法国

著名艺术史家阿拉斯所言：“形形色色的艺术实践、艺术载体都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而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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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术’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日渐脆弱，其结果就是绘画正在失去往日的权威……今天在法

国，绘画已经不吃香了。在别的地方，绘画有的还很吃香，有的继续吃香或重新开始吃香……

不过，绘画再也不是从前意义上的最伟大的艺术了。”輥輰訛

显然，随着架上画地位的衰落，艺术自律的氛围被打破，面对当代艺术，面对艺术媒介的

多样性，早先的评价标准无所适从，出现了艺术批评的真空，需要马上来填补。当代艺术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原本，艺术含有技巧和手法的意思，讲究活儿细。掌握这些技巧和手法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若干年的培训，再加若干年的闭门苦修，才能进入艺术的门槛。而“炉

火纯青”似乎是专门用来形容这类情形的。然而，在当代艺术中，技巧和手法被忽略，表现技巧

和表现手法的难点被转移了。在当代艺术中，创意更加重要，所谓创意，既包括构思、意念和想

象力，也包括多种媒介的使用和拼贴，各种媒介方式的大胆融合等方面，这既使得艺术的疆域

得到新的拓展，也使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进入困境。

当代艺术的领域如此宽广，无法找到衡量艺术品质高低的万能标尺，也没有上帝一般的

艺术大师（如毕加索、达利等）指点和定夺。故此，当代艺术批评开辟了一条新的、阐释性批评

的道路。鉴赏性判断、价值判断需要相对统一和稳定一些的标准，阐释性批评则不必，阐释性

批评没有标尺，或者说另有标尺。阐释性批评有自己的广阔的天地。阐释性批评遵循的是充足

理由律，而不是排中律。

与此相应，新型的阐释型批评家取代了资深的鉴赏家，新型批评家比经验型鉴赏家更适

合应付当代艺术。这类批评家须谙熟多种阐释话语，通晓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和分析技巧，他们

可以在任何一件当代艺术作品中发现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

经济学、人类学、媒介学的相关话题。媒介手段的多样性决定了阐释的多样性和批评话语的多

样性。

一切都来得太快，金钱的速度更快，阐释型批评家还有历史的包袱，需要知识的积累和储

备，金钱没有历史，只有现实。当现实需要一个当代艺术的评价机制时，金钱就来模拟这样一

个机制。这个评价机制中的每一个方面，如策展人、艺术家、评论家、画廊和博物馆都不能少，

只是“艺术至上”的法则在渐渐隐退。当代艺术的展示和运作有点像资本在选股，在众多的对

象中遴选黑马，在黑马中期待更有潜力和后劲的超级黑马。这里，背后发动的力量来自资本，

来自金融，（在中国） 来自在这个节骨眼上正巧赚得钵满盆满的房地产商和金融运作的高手，

也来自因汇率一比八，一比十所吸引的西方艺术投资人（从时间上说，他们是捷足先登者，他

们是以“原始股”的低价，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所以像前面提及的阿拉斯这样声望卓著的艺术史家，对古典艺术如数家珍的评论家，会

被一再邀请，就他不怎么熟悉的当代艺术发表意见。因为在当代艺术评价体系中，像他或他这

样有资历和清誉的批评家是一个重要的标记、一个符号。也因此，这位有良知的学者型批评家

诚恳地一再反思：“我总想，为什么大家要找一位专攻15世纪的历史学家来写当代艺术呢？在

接受之前，我总会判断一下：这会不会是个‘托儿’呢？古典文化史学家习惯了‘high art’（即‘高

雅艺术’），不会成为文化的托儿吧？———也就是说，在历史的科学构建中为‘当代艺术’估价，

使其扬名，目的却是‘促销’当代艺术家。”輥輱訛

或许相对于背后的商业运作，仓促搭建的当代艺术评价体系，整个全是“托儿”，这不在于

批评家本人的诚恳和学识，而在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所发挥的功能和其背后的动因。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艺术是他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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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自律的艺术，他律和自律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相对而言的，当许

多因素被掩盖时，人们有了艺术自律的错觉，而当这些被掩盖物显露出来时，错觉也就弥散而

逝。掩盖物不仅仅是指思想认识和某些固有的观念，也有媒介的因素在其间。当代艺术由于在

多媒介环境中蓬勃兴起，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涵盖或包容。故当代艺术不仅对阿拉斯等古典艺

术史家，对谁而言都是新课题。

这一新课题有两大难点：首先因为当代艺术没有确定的边界，“很难定义”；再则“当代艺

术本身已与古典理论决裂了”輥輲訛，在理论批评上必须另起炉灶。这两大难点其实都和当代艺术

的媒介多样性相关。这里，媒介既指材料的多样性，也指路径的广阔性。当代艺术从架上画、从

画布上走出来，就无所约束，什么材料都可以试试。刚开始，某些中国艺术家也还有所顾忌，尽

量和国际接轨，人家用现成品我们也用现成品，人家用拼贴我们也用拼贴，人家用易拉罐我们

也用易拉罐，人家用胶片我们也用胶片，甚至人家用尸体我们也用尸体。然而，再向前行，就百

无禁忌。某种魔咒一旦打破，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艺术家的勇敢的步伐。一种媒介即一条路

径，材料的多样性意味着题材的多样性和路径的广阔性，即表明艺术之路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只需要勇气和持久的耐力，艺术家个个都能练成点石成金的好身手。

一位当代著名艺术家说过，“艺术是可以乱搞的”，但是这里还需要加一个条件，批评也是

可以乱搞的。批评承担着给乱搞的当代艺术寻找合法性的依据。这也决定了当代艺术理论必

定与当代艺术同步产生，当代艺术造成的困惑必须由当代批评来解答，故当代艺术和批评是

孪生兄弟。由于当代艺术打破了艺术和现成品的界限，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分界变得模糊，夸

张一点儿说，是否成为艺术品的决定因素是进入还是没进入展馆，进入展馆的就是艺术品，展

馆或场域就是一种路径，一种特殊的媒介。

当代艺术评价体系中，既要有新型的阐释批评，为其寻找合法性根据，又要有老牌的艺术

史家（他们可在艺术自律的语境中为当代艺术品定位），为其发掘历史根据；还要有大众媒体

的狂热宣传，以博取社会影响。在这三种力量中，阐释性批评举足轻重，因为该批评承担着为

形形色色的当代艺术品寻找合法性或合理性的任务，似乎每一部作品、每一种涂鸦都有社会

情境的必然性、媒介技术的偏向性和艺术家个体心理的独特性，有时批评还需要为其构造特

殊的谱系，以证明其历史渊源。

在一般的情形下 （我们只能假设有某种自然状态），三股力量的合成需要一个相当的时

段，且后置于艺术品。然而今天，在商业和营销的强大动力作用下，艺术评价机制的各个方面

往往先于艺术品而合成，有时艺术品还在襁褓之中，评价体系已经操作完备，且先声夺人。因

为只要有了相应的阐释性批评，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均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在当代艺术

活动中，无论是在两头猪身上写字，还是在人体上捆绳索；无论是在交通繁忙的大街上砸玻璃

镜子，还是给穷乡僻壤的山石涂油彩；无论是以破棉絮旧报纸作材料，还是以易拉罐赛璐璐充

作品，都不能难倒阐释型批评家，正应合了那句名言，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阐释不仅仅是对

作品的意义进行阐释，还能对其无意义作出合理的解释。且阐释不仅面向作品，还可面向艺术

家，面向社会环境。因为阐释性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某种规范和统一，而是为了使批评更

加丰富，更有内涵和包容性。

当然，阐释性批评首先是面向文本的阐释，解读其中的含义，但是文本的意义不是自足

当代艺术与阐释性批评———多媒介语境下艺术评价机制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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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自身的产物，它往往是在其他同类文本的比较中产生的。当代艺术的文本由于乖离传

统和规范，它的参照系不完全是在传统的文本之中，或者说基本不在其中。因此，阐释性批评

必须为作品建构语境，甚至单独打造谱系。由于当代艺术是向生活开放的，进入艺术品的路径

是多向度的，它的文本参照系几乎是无所不包，也给批评家提供了无限发挥的空间。如果说艺

术品是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新世界，那么阐释性批评在于找到最佳的切入角度和路径，

或者说创造出这样一条阐释路径来。当年福柯在其《词与物》中对委拉斯凯兹的《宫娥》所作的

上万字的阐释，就是这样一种路径，福柯只是以《宫娥》为起点，他所走向的终点是解构，即解

构“词与物”之间牢固的再现关系。受其影响，之后三十多年，据说“难以计数的学者相继投入

到对该作品的阐释中去”輥輳訛，使得这幅17世纪的名画在20世纪中叶后大放异彩。但是每位阐释

者的终点是不同的，各有去处。一幅有“定评”的古典画尚且如此众说纷纭，遑论当代艺术作

品，其中包含着多少阐释的机会啊！

当然阐释的机会也是金钱运作的机会，金钱在后现代语境下也是一种阐释力，这种高强

度的物质阐释力，在传统和规范越薄弱的场所，越容易发挥作用。尽管当代艺术家的主观愿望

是在其创造中追求独特的艺术价值，但是这种独特性在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之前，先要受到

金钱的检验。于是，模拟的艺术评价体系就有了大胆发挥其造势功能的空间，有时似乎作品的

生命力取决于造势的持久性。应该说，当阐释性批评本身成为当代艺术的先决条件和组成部

分时，所有跟艺术创造相关的条件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其中最值得警惕的变化是金钱的

介入，它既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命运，也左右了批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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