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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磊 ！河马在他们的坦克里煮沸了

⚫ 起源

在 亿年前的 大氧化事件 中，镍元素的减少和蓝绿藻光合作用产生

了大量氧气，进而开启了生命复杂化的进程。蓝色星球中的弧线就像

是层层海浪，却也如相机镜头的光圈叶片结构，整件作品仿佛是对 神

说要有光 的一次世界初始形态的定格。点缀在作品中的 至 的罗马

数字是对七封印的指涉，起始却也预示着终结 这些数字也反复出

现在展览的多件作品中。

⚫ 泥盆纪的圣诞

诞生于泥盆纪的 活化石 鲎，被证明与寒武纪的三叶虫有亲缘关系，它

身上的蓝色血液具有极高的医用价值。这件丙烯绘画中，类似大画幅

胶片相机取景器的框架为画面奠定了基本结构，而铝型材切片如雪花

般点缀其间，最终显影出一幅具有史前圣诞氛围的图景。

⚫ 土地 电量

猴头骨、鹿角化石、未知生物化石，三种不同的生物骨骼标本与不同

型号的研磨片与蜂窝状网格垫片被互相连接捆绑，构成了三块象征着

土地与电量的标本。

⚫ 海洋 三格信号

猴头骨、鹿角化石、未知生物化石按照年代的久远程度分别以不同尺

寸的影像置入象征着海洋的框架中。同时，身体上凸起的铜质标准工

业配件也是一种对大洋中微茫信号的接收放大工具。

⚫ 该隐的记号

圣经旧约中所描述的人类第一起谋杀案 该隐杀亚伯 。事件之后，上帝

在该隐身上刻下印记，使其从此四处流浪漂泊。硫化橡胶雨衣，非洲

东海岸部落面具、链状电锯条，共同展现出具有仿佛正进行着萨满仪

式又或非洲舞蹈的该隐身形。

⚫ 

白垩纪 古近纪灭绝事件 是地球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

并在公众认知中有着极广泛的影响。此次事件发生于 万年前的中

生代白垩纪与新生代古近纪之间，年代误差为 万年，灭绝了当时包

含恐龙在内的大部分动物与植物。作品画面中呈现的 既是一个对物

种彻底毁灭的标志，也是一个对毁灭原因充满疑惑未知的符号。

⚫ 虹

这则关于 希望 的故事，要从 年前它的最后一次旅行说起。

年 月 日清晨，一头年轻的蓝鲸途经爱尔兰东海岸向北迁徙

时，不幸发生了意外，它被困在了爱尔兰海滨小镇韦克斯福德

（ ）附近的一个沙脊上。很快，小镇居民就发现了这头搁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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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然大物。尽管在 世纪初，欧洲人便开始捕杀鲸鱼，提炼鲸油用作

燃料。但颇为讽刺的是，当这头长达 米的海洋巨兽出现在海滨小

镇时，人们却不知它为何物。而一些无知的小报记者更是将它描绘成

奇海怪客 （ ）大肆宣传。最终经

博物馆的专家确认，它是一条搁浅的蓝鲸（

）。

在鲸鱼经过了两天的垂死挣扎后，由于没有救助鲸鱼的设备，一名叫

做 的救生船驾驶员用自制的鱼叉刺入它的鳍状肢下，帮

它结束了痛苦的生命。随后，人们宰杀拍卖了这头可怜的鲸鱼，并在

处理了鲸脂后，将剩余 吨重的骨架以 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英

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时隔 年之后的 年夏季，英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博物馆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将对中央大厅的明星展品进行改

造，以蓝鲸 的骨骼替换了梁龙 的骨骼。尽管这招来了

粉丝们的抗议，但博物馆却坚持将蓝鲸标本放在现存生物种和

已灭绝物种之间以悬挂的形式长期陈列。此幅绘画作品以 骨骼

为原型，以矢量图型框架放大到木板上，并以丙烯颜料赋予每块骨骼

不同的色彩，在黑色的背景下宛如一道午夜彩虹。

⚫ 雄

艺术家以头部最具雄性特征的三种生物标本为原型，将挪用自网络的

图像以一种模拟电子显微镜图像美学的方式进行了转化，最通过以纸

本上纯手绘的方式将其显现。

⚫ 

作品模仿了一种国际知名品牌苹果店惯用的装修设计风格：标志性的

银灰色铝板与双层玻璃楼梯。在这工业标准化的美学风格中，一则圣

经旧约创世纪的故事被描绘出来：在伊甸园中，古蛇召唤夏娃品尝禁

果并设下陷阱。

⚫ 几维鸟与单维人

新西兰的国鸟几维鸟是一种世界上翅膀退化的最为彻底的鸟类。这种

鸟类仅能奔跑却无法飞翔。《单维人》（又译作单向度的人）是法兰

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经典作品。此书指出发达工业

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

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也成为了单向度

的人。正如作品标题所暗示的，生物的进化或社会的发展并非总是一

往无前，也常常伴随着诸多错谬或退步。

⚫ 手与首

丢勒所绘的祈祷者之手，被艺术家以骨骼的矢量形态再现并雕刻于一

张铝质 扑克牌上。不远处是艺术家在台湾垦丁捡到天然珊瑚

石，这块在海浪中不知冲刷了多少年的石头有着类似蒙克绘画作品中

呐喊人物惊恐表情。扑克与海浪，指向着人为与自然中充满了意外、

博弈着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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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原

题目取自托马斯艾略特长诗《荒原》，作品采用相机模仿绘画写实主

义的方式与原理，将螺丝螺母的形象分解成若干局部细节碎片，从而

获取了更多有效的像素，最终再将这些不同时空的有效像素碎片整

合，还原出难分真假的本体图像。

⚫ 荒原铲

一枚 材质 不锈钢的螺丝，穿过一把被激光灼穿的钢铲，与一

颗 材质 不锈钢的螺母联合为一体。

⚫ 通往螺旋形防波堤的轨道 致皮耶罗·曼佐尼

一根螺旋形不锈钢波纹管被若干段钢条所夹持，形成一条通向螺旋形

防波堤的轨道。轨道上铺满了用透明树脂包裹着的螺旋形金属加工废

屑。

⚫ 胳膊折断之中

艺术家将一对老式木质船桨与杜尚 年在美国时所创作的第一件现

成物作品《折断胳膊之前 》在材料与题

目上进行了一种调侃式的转化：首先艺术家将杜尚作品中那把用来铲

雪的工具转变成一对划水的工具，并使这两支船桨通过一个铜质合页

进行连接合一，由此“胳膊”与“折断”这两个概念在此现成物装置

中得以相互转化与显现；最后他再将杜尚原作题目“之前”改为“之

中”来对应船桨上原本由于功能性而出现的文字“中”。

⚫ 气流与幸存者

在一根由金属钢管弯曲而成的气流之下，一架航班的电子选座平面图

被黑白红三色所占据。其中，黑色的座位构成了 的字符。而同

时，它的形态却也如纪念碑般塑造出一幢高耸入云的建筑。

⚫ 

一块由壳牌石油与特斯拉电动汽车标志混合杂交而成的新标志。

⚫ 油电混合

艺术家试图用一张抽象绘画的形式去描述同一段行驶里程中油车与电车

所消耗的不同费用，以及两者混合运行时所产生的结构美学。

⚫ 莫辛纳甘

狙击步枪的鼻祖，由俄国陆军上尉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莫辛的样枪和比

利时艾米尔纳甘、李昂纳甘两兄弟设计的样枪综合而成，一出世就参

加了 年的日俄战争，在一战和二战中大量使用，直到 面

世才从苏联军队中退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位枪支设计者也是在

共同合谋书写了几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谋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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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构纹研究

盾构机的全称为盾构隧道掘进机或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是一种使用盾

构法的隧道掘进机具。艺术家将盾构机钻头的不同纹样与天主教堂圆

形玻璃彩窗的形式相结合，绘制了一系列入地通天的工业宗教图案。

⚫ 把粉底液灌入发动机

艺术家将一款 卡特彼勒的柴油发动机模型以矢量的方式勾勒描

绘，放大到木板上，并以丙烯颜料浇灌成图像。而在画面机器的七个

空格内，艺术家将模仿七种色号的兰蔻粉底液的丙烯颜料注入其中。

在绘画作品底部，一块粉底液色的水泥模拟出发动机被粉底液灌满而

溢出最终淹没的景观。

⚫ 米勒号

美国航母，尤其是核动力航母通常都是以美国总统来命名。在过去的

艘航母中，有十艘是以美国总统来命名的。美国海军预计 年

加入全新的福特级航空母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在 年 月

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天，宣布这艘新航母将以二战时期的美国黑

人海军水手多里斯米勒为名。以涂鸦方式被勾画在百叶窗上的黑色航

母剪影，则在人为的需要和意愿中，显现或消隐。

⚫ 永生

年 月 日，微软将一个长约 米，直径接近 米的圆柱形数

据中心，沉入苏格兰东北部的奥克尼群岛海底。这个装置包裹着

台服务器，可以存储 的数据。在海底运行了两年后，微软在

年 月把它打捞上岸进行分析。艺术家将海底数据中心的轮廓以

铣刻的方式呈现在铝板之上。数据阵列之上， 枚 年版埃及金币

镶嵌其中，闪耀的金字塔讲述着人类追求肉体长存的古老欲望，而电

子化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则指向了人类企图让精神永续的未来愿景。这

一拥有全新材质的方舟将人类的文明与历史以数据的形式驶入永生。

⚫ 火与炬

纽约自由女神的火炬之火被艺术家以矢量化的形态雕刻在一张铝制扑克

牌 中，而不远处则悬挂着一个外形类似于自由女神高擎的火炬则

由铜质高压水枪龙头制成。火焰的形态在扑克牌上又如同一道 型闪

电，似乎暗示了闪电为人类偶然带来的火焰开启了人类利用工具、追求

自我解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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