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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ne between art and fairy tale 
By Xu Wenwen | August 14, 2015, Friday |  PRINT EDITION 
1 of 2 

 

A painting by Chen Dongfan.  

Contemporary artist Chen Dongfan found inspiration from the “Emperor’s Wardrobe” fairy 
tale for his latest solo exhibition. 

“Child Wants To Be A King, Not An Artist,” held at Inna’s Contemporary Art Space, 
showcases the works he created since moving to New York last year. A total of 157 pieces 
are catalogued in six series: “Emperor’s Wardrobe”, “Forgotten Letters”, “Grandness of 
Court”, “Three Rogues”, “His High Canopy”, and “Voice of Innocence”. 

The artist did not set out to reproduce the fairy tale, but believes there are some 
coincidences between the story and his works. 

http://www.shanghaidaily.com/hangzhou/The-line-between-art-and-fairy-tale/shdaily.shtml 



 

“We choose the story for its contrast between solemnity and irony,” says Li Shengzhao, the 
main curator. 

Chen’s works are abstract, imaginative, and full of bold color contrasts. Highly saturated 
hues of yellow, blue, green and red are used. All works are on paper. 

Chen says he is referring to himself as the “artist” in “Child Wants To Be A King, Not An 
Artist.” He says a German artist who he is friends with once said: “An artist does not need to 
be a king, an artist is a hero.” 

The styles of the six series vary. The large pieces in the “Emperor’s Wardrobe” have a black 
background with rose colored highlights. “His High Canopy” series feature lots of brightly 
colored lumps with clear rims and in odd shapes. The “Grandness of Court” series features 
messy pencil sketches and distorted human body parts. 

“Three Rogues” feature three paintings on rice paper that hang in the air. One rogue looks 
like the joker on a playing card, one is a combination of swirling and protruding shapes, and 
the other is simply two clumps backed by colorful stripes. 

“Voice of Innocence” is an installation of several rice-paper works arranged in a corner. 
Some works look like the bellows of accordions. 

Patches are seen on his rice-paper works because “the paper is fragile, yet I modify a lot,” 
says Chen. “Sometimes when I am annoyed at the constant modification, I put the painting 
aside for months, and then repaint when I am mollified.” 

He keeps the patches, which allows viewers to see how the piece was created over time. 

The “Forgotten Letters” consists of 119 painting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letter paper, which 
is beige, thin, and porous. Some are portraits, some are plants or animals and some are so 
abstract that each viewer will likely see different things. 

They are like letters Chen wrote about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about life in New York. 

To really see what Chen has created, it takes about an hour to look at them even though 
they are on the same wall. 

http://www.shanghaidaily.com/hangzhou/The-line-between-art-and-fairy-tale/shdaily.shtml 



 

“When I look at the wall I feel like I am staring into a starry sky,” he says. “Even if I gaze at 
one letter, another letter sparks different memories.” 

  

Date: Through August 30 (closed on Monday and Tuesday) 

Time: 12pm-5pm 

Address: Block 12, 139 Liuhe Road, Hangzhou 

 
 

http://www.shanghaidaily.com/hangzhou/The-line-between-art-and-fairy-tale/shdail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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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 Gallery announces “Chen Dongfan: You 
Know My Name, Not My Story” opening April 1 
by SUE WANG on Mar 23, 2017 • 9:20 amNo Comments 

 

Fou Gallery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new exhibition Chen Dongfan: You Know My Name, Not My Story is on 

view from April 1 to June 4 , 2017. This exhibition will present artist Chen Dongfan’s latest drawing series Half a Man, 

as well as a single-channel video installation In Bliss Until Eternity. While the Half a Man  series continues Chen’s 

long-term exploration of portrait painting, it is also an homage to the late artist Mike Kelley (1954–2012). The opening 

reception of the exhibition will be held on Saturday, April 1 from 5–8 pm. 

The exhibition’s Chinese title “Luo Man Shi (罗曼史)” is a transliteration of the English word “romance.” In Chinese, 

this word is typically used to denote an anthology of romantic stories or a technique of narrating romantic stories. 

http://en.cafa.com.cn/fou-gallery-announces-chen-dongfan-you-know-my-name-not-my-story-op
ening-april-1.html 

http://www.fougallery.com/
http://en.cafa.com.cn/author/sue-wang
http://en.cafa.com.cn/fou-gallery-announces-chen-dongfan-you-know-my-name-not-my-story-opening-april-1.html#comments
http://en.cafa.com.cn/fou-gallery-announces-chen-dongfan-you-know-my-name-not-my-story-opening-april-1.html#comments
http://en.cafa.com.cn/fou-gallery-announces-chen-dongfan-you-know-my-name-not-my-story-opening-april-1.html#comments


However, if viewers expect romantic stories from the artworks because of this title, they might be disappointed by the 

artist’s next message: “You will never know my story.” Chen’s refusal of explanatory narratives, in fact, expands 

viewers’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ks. While the exhibition teases viewers with its playful manner, it also 

allows them to examine their preconceptions of various identities and to pon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ist 

and his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Half a Man series is inspired by Chen Dongfan’s visit to Mike Kelley’s 2012–2013 retrospective in Amsterdam. 

One of Kelley’s works entitled Ahh… Youth!  (1991) was the main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Chen. This group of eight 

Cibachrome prints of mug shots features thrift-store stuffed animals and a faintly sociopathic portrait of the artist 

himself. As an artist who frequently crosses the boundary between high art and low art, Chen combines popular 

culture with a classic painterly sensibility in his work. In the Half a Man series, he applied bright acrylic pigments 

using a graffiti-like and decisive brushstroke on crumpled newspaper to depict thirty different stuffed animals’ 

portraits. He intentionally creased the newspapers and then ironed them flat, enriching the texture and emphasizing 

the process of making art. In Western painting tradi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period, portraiture is second only to 

religious subjects. Those depicted in portraits usually have distinguished reputations or have performed heroic deeds. 

In Chen’s work, the subject of these portraits are stuffed animals with vibrant, dark characteristics, like scars from 

stitches or even sexually suggestive poses. Chen also invites the viewers to name the stuffed animals and write their 

storie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stuffed animals become protagonists of the show while their stories are continually 

redefined and reexamined by the viewers. The stuffed animals on black background sit in awkward positions, 

revealing complex emotions such as ambivalence, insecurity, and loss. Often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on of 

childhood innocence, the stuffed animals in this show appear to be strangely mature. The Half a Man  series is a 

reminder to the grown-ups: The loss of innocenc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ltimately leads to a change in our 

perceptions of and thoughts about the world. 

About the exhibition 

Opening Reception:  April 1, 2017, 5-8 pm. 

Location: Fou Gallery, 410 Jefferson Ave, #1, Brooklyn, New York, NY11221 

Hours: Saturday 11am – 6pm, or by appointment (info@fougallery.com)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Fou Galle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ao Xian (pr@fougallery.com ; 
1.917.628.5668) 

http://en.cafa.com.cn/fou-gallery-announces-chen-dongfan-you-know-my-name-not-my-story-op
ening-april-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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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推荐11位艺术家个案，向艺术发问 
VISION青年视觉 2015-09-21 22:59 

Why Art项目第二回——“艺术家” 

The Second Why Art——"Artist" 

展期：2015.9.12—11.8 

展览总监：王一妃 Amber Wang 

参展艺术家：陈陈陈 陈栋帆 郝雪鹏 石头 谭天 王俊 王俊艺 王茂 徐悰 叶秋森 于洋 

 

（左一）夏小万、（左三）林大艺术中心北京总经理王一妃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展览现场 

什么是艺术？ 

一件作品的艺术性在哪里？ 

这件作品能不能承载艺术家想表达的东西？…… 

“Why Art”艺术项目试图回应这些问题， 

提供一个观看和理解艺术的角度。 

“Why Art”是林大艺术中心从 2014 年 4 月开始筹划的展览项目，计划每年举办一次，今年是第二回，本次

展览以“艺术家”为主题，通过作品呈现、文字表述、私物展示三个环节去切入“艺术家”的身份和主题，推出

了11位艺术家个案，让艺术家作为主体来填充作品中缺少的那部分艺术性。 

“Why Art”并不是否定艺术，而是对艺术未来的探索，是对艺术本身的回归，是对艺术家新生力量的一种判

断衡量。项目发出“为什么”的声音，旨在发现有独立思想逻辑的艺术家，发掘艺术界的的新生力量。“Why 

Art”第一回邀请到尚扬、庞茂琨、毛旭辉、李山、夏小万、张慧、李青等数位老师推荐了近百名年轻艺术家

，之后又邀请批评家鲁明军、盛威、 朱朱与林大艺术中心团队一同评选出合适人选。2015年，林大团队走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访了许多艺术家工作室，参观 Armory Show、Art Basel 等博览会及各高校毕业展、美术馆展览等，在此基

础上邀请一线艺术家和批评家探讨当下艺术的可能性。 

 

陈陈陈,《恶性循环》 

针尖笔画, 109 cm x 78 cm 

2014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陈栋帆,《一个微笑》 

布面油画, 80 x 100 cm 

2014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郝雪鹏,《群体意识》 

油彩丙烯, 178 x 250 cm 

2015 

【VISION与林大艺术中心经理王一妃的对话】 

VISION：“why art”第二回以“艺术家”为主题，“艺术家”背后的展览线索是什么？ 

王一妃：这次的主题是团队开会提案很多次之后拟定的，用的是我们最常接触的词汇“艺术家”。贡布里希认

为艺术史本来就是关于艺术家的历史。我们由此产生这个主题的灵感，从艺术家身份的角度切入，在很多

邀请提案的艺术家方案中挑选符合我们主题的展览。相较于第一年的选择，今年更加偏重主题和方案策划

能力。因此最终展览呈现的面貌比较的多元，每个艺术家的独特性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表现。展览不

寻求一种统一的趋势，而是反其道去寻找艺术家的创作个性。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VISION：“ why art”项目的出发点旨在探讨“什么是艺术”和“作品的艺术性”问题，我们该如何总展览中去寻

找答案？ 

王一妃：我们在展览中只提供一个观看和理解的角度，当然并不是唯一的角度，不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

关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每个时代产生的伟大的艺术家对

于“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一定有他惊天动地的认识，然后基于这个认识影响一个时代。我们也特别希望可以

寻找到这样的艺术家。关于作品的艺术性问题，可以从作品中找答案，展览只是一个索引。这次展览通过

作品呈现、文字表述、私物展示三个环节去切入“艺术家”的身份和主题，就是为了更生动的去理解艺术家的

创作概念。 

 

谭天 

“我觉着看起来足够当代的就可以被成为当代艺术作品参展了。”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VISION：此次展览有11位年轻艺术家参加，林大是否考虑接下来跟其中的某些艺术家有更深入的合作（比

如个展），来推动这些新生力量的发展？ 

王一妃：有在考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艺术家的创作动向才能定夺。 

 

王俊艺,《质》 

综合材料绘画, 80 x 80 cm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徐悰,《浪潮》 

布面丙烯, 140 x 110 cm 

2015 

VISION：此次展览展出了陈陈陈的vedio作品，也是展览中的唯一一件视频作品，在选择这件作品参展时是

怎样一个考虑？ 

王一妃：这件作品是一个随机的安排，当时布完整个展览之后，发现展览缺一些元素。陈陈陈恰巧在展览

现场，因为一直知道影像也是他创作的一个强项，我就和他探讨说他的方案没有更佳完整的展示出来他个

人的特点和强项。所以建议加一个影像，恰巧这个影像和他的作品方案有很紧密的关系。就立刻敲定最终

呈现的方案了。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VISION： 除了why art， 林大艺术中心还推出“1平米”项目等具有实验性、探索性的展项目，作为林大的经

理，能见一下林大画廊的大致策展思路吗？ 

王一妃：类似的探索性和实验性项目是画廊每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大家都比较期待的。我们通

过实验性项目可以更好的和当下的社会话题产生关系，是体现画廊活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http://www.toutiao.com/a6196976430409892097/ 



 

【雅昌快讯】 陈栋帆杭州个展开幕 带你巡游国王的世界 
2015-08-01 22:21:33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邹萍 

摘要： 开幕式上，策展团队与艺术家在作品前进行合影：李晟曌、周轶伦、陈栋帆、徐益英、虞琼洁（从左至右） 

2015年8月1日下午，“国王的巡游——陈栋帆个展”在杭州清影艺术空间举行开幕式。本次展览受童话故事《国王的新

装》中的文字启发，取名为“国王的…  

推荐关键字 陈栋帆 清影 

 

开幕式上，策展团队与艺术家在作品前进行合影：李晟曌、周轶伦、陈栋帆、徐益英、虞琼洁（从左

至右） 

        2015年8月1日下午，“国王的巡游——陈栋帆个展”在杭州清影艺术空间举行开幕式。本次展览
受童话故事《国王的新装》中的文字启发，取名为“国王的巡游”，分为“国王的更衣室”、“被遗忘的信

件”、“高贵的骑士”、“三个骗子”、“富丽的华盖”、“天真的声音”6个章节，共展出157件作品，体现
了陈栋帆近一年来艺术思考与艺术创作的新变化。展览既是由李晟曌、周轶伦、虞琼洁、徐益英四位

组成的策展团队为艺术家量身打造，也是策展人、艺术家、设计师与策划师“再创造”的一个作品。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http://www.artron.net/
http://artso.artron.net/news/search_newslist.php?keyword=%E9%99%88%E6%A0%8B%E5%B8%86
http://artso.artron.net/news/search_newslist.php?keyword=%E6%B8%85%E5%BD%B1
http://artso.artron.net/news/search_newslist.php?keyword=%E6%B8%85%E5%BD%B1
http://artso.artron.net/news/search_newslist.php?keyword=%E6%B8%85%E5%BD%B1


 

 

“国王的巡游——陈栋帆个展”开幕式，观众在作品《被遗忘的信件》前驻足欣赏 

 

《被遗忘的信件》19×29cm 2015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国王的巡游——陈栋帆个展“展厅“天真的声音” 

 

“国王的巡游——陈栋帆个展“展厅“三个骗子”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国王的巡游——陈栋帆个展“展厅“高贵的骑士”  

　　作品《被遗忘的信件》由119幅小件作品构成，在中国传统信笺纸上画出各色图案，这件作品以

其庞大的体量与各具特色的内容吸引着到场的观众。2015年，陈栋帆在纽约生活和创作，同时历经国

内父亲身体抱恙的难过心情。期间，他感受到自己的力不从心，并开始思考艺术家、艺术、图像的意

义何在。这件作品正蕴含了艺术家对外界陌生环境和亲情的双重情感体验，许多小作品中运用到排列

整齐的短小笔触，好似艺术家的自言自语。德库宁曾说，艺术于他而言是一种理解生活的方式，策展

人李晟曌认为陈栋帆的艺术追求与此有接近之处，她说：“在我看来，这好似是一种自我治愈的方式，

每一笔在画的时候都相当于给父亲在做祷告，以及平静自己无能为力的心情，这种笔触在他的作品中

是第一次出现。”陈栋帆本人也表示：“当观众不再单独欣赏其中某一幅作品时，会发现整墙的作品像

一面星空，你看到的不再是某一个图像，而是闪亮的记忆碎片扑面而来，这便是展览的魅力。”。 

　　展厅“高贵的骑士”中的三幅作品出现了更为自由的构图与不规整的色块边界线，这是艺术家运用

即兴创作方式的代表作。在创作过程中，素描绘制的痕迹和被打乱的色彩给艺术家带来的了新的灵感

与启发，从而形成了关照内心精神体验的艺术新形式。悬挂在“三个骗子”厅中的作品是绘画材质的新

尝试，宣纸带来的色彩通透感以及层层铺色带来的褶皱感，让作品别具一格。“天真的声音”厅中作品

，某种程度而言是策展人、艺术家周轶伦与陈栋帆共同“再创造”的结果，网格状的墙面上附着了大量

图像片段，反复出现的图像碎片在网格空间中重新组织画面。对于把握布展节奏而言，周轶伦表示：

“其他几个展厅较为轻松、随意，而最后一个房间打造有很标准的线，使得整个展览的节奏感也应运而

生。”陈栋帆也认为这个展厅让他感觉还没有被定义，其自身的作品还有各种可能性。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陈栋帆 短笔触小作品《被遗忘的信件》之一（1）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陈栋帆 短笔触小作品《被遗忘的信件》之一 (2)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陈栋帆 纸本绘画 122×253cm 2015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陈栋帆 纸本绘画 91.5×91.5cm 2015 

 

陈栋帆 纸本绘画 122×237cm+122×163cm 2015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从街头的创作、公共艺术的创作、再回到工作室的创作，陈栋帆在不断向自己发问，不断做出新

的尝试。他逐渐试着研究自己，学习如何跟自己相处，试着弄明白为什么这么画，画出的形状、颜色

的意义何为。从童年起，画画便成为陈栋帆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的作品始终在尝试与人沟通，而这种

沟通或许是通过孩童视角与趣味，他说：“无论作品的主题是沉重、或焦虑，我都希望将好的一面呈现
出来，希望观者看到之后能开心、积极。” 同时，陈栋帆认为这次展览四位策展人用他们的方式进行

了另外一种创作，重新为他建立了一种自信，他将带着“什么是创作”的问题继续打磨自己。 

　　展览的基调轻松、愉快，而其中又不乏神秘和兴奋，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展览的视觉系统。策展

人、设计师虞琼洁认为：“陈栋帆作品的一个特点是，任何一个作品的局部都是一个作品，所以我把其

中的一些细节提取出来，运用到视觉设计中。观众看到宣传之后，可以到现场寻找它们，这也是本次

展览的视觉互动方式。我们挑选的这些细节，大家都能解读出国王巡游的意境，在结合动图和文字，

让视觉表现更具故事性。”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谈及陈栋帆的艺术成长，清影艺术空间负责人，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徐益英说：“我们与陈栋帆的合

作是从08年开始的，他对艺术态度踏实又天赋异禀，也曾是清影团队里的重要成员。而这次展览更是

齐聚了杭州各类艺术人才，大家各尽其职，将各自的潜能与创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大家热爱和享受

一起做艺术的状态。因此，这个展览的基调也是十分轻松而休闲的。”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 

 

 

http://huadong.artron.net/20150801/n766528.html 



 

陈栋帆最新个展 与策展团队共同演绎“国王的巡游” 
作者：胡婷婷2015年8月1日资讯 •展览 

分享到 

 

艺术家陈栋帆、清影艺术总监李晟曌、清影艺术空间创始人徐益英、策展团队之一虞琼洁 

 

8月1日，陈栋帆筹备了近一年的新作正式于清影艺术空间亮相。展厅由五堵墙分割成六间展厅，每个展厅

主题分别为“国王的更衣室”、“被遗忘的信件”、“高贵的骑士”、“三个骗子”、“富丽的华盖”和“天真的声音”。

在庞大的作品数量面前，由四位策展人组成的团队集思广益，将38幅纸本绘画与119件《被遗忘的信件》环

环相扣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http://www.hiart.cn/news/detail/703fuzu.html 

http://www.hiart.cn/news/index.html
http://www.hiart.cn/news/show_list/629g.html


 

 

陈栋帆个展 《国王的巡游》 现场 

 

 

《国王的巡游》 现场 

http://www.hiart.cn/news/detail/703fuzu.html 



 

 

陈栋帆在VIP预展现场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 

 

本次陈栋帆个展也是继2013年《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之后，与清影的再次合作。作为清影的前任艺术总监

，近七年的合作关系也让艺术家与清影策展团队的合作变得愈加协调与放松，使得整个展览最终所呈现的

面貌也令艺术家自己收获颇丰。不但如此，本次展览所有作品的名称都处于悬置状态，这也是艺术家给观

众参与自己创作的一种方式。每一个来到现场的观众都可以为每件作品取一个名字，至于最终的结果，当

然是那个最能打动人心的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陈栋帆将主要的工作时间留在了清影纽约布鲁克林的工作站，生活里的大部分时间也都

离不开手中的画笔与铺满画纸的工作室。正如栋帆在采访中所提及，“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里，每天的工作就

像是劳作一样，并且试图去寻找某些东西来填补生活带给自己的思考。甚至在个展筹备之前，自己对着最

终个展的面貌还是模糊的，然而直至展览通过与策展团队的二次创作以后，自己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做的

工作意义所在。”通过栋帆口中的“无用功”与笔根不辍的创作方式，最终反馈给来到现场观众的震撼力已经

不言而喻。 

 

http://www.hiart.cn/news/detail/703fuzu.html 



 

 

尚未命名的纸本绘画作品 55×75cm/幅  2015 

 

 

尚未命名的纸本绘画作品  122×162cm  2015 

 

http://www.hiart.cn/news/detail/703fuzu.html 



 

 

左：《》   122.5×162.5cm  纸本绘画  2015 

右：《》   122.5×162.5cm  纸本绘画  2015 

 

119件《被遗忘的信件》无疑是展厅里最有温度的一组作品，用老式的信纸作为创作材料，记录着每天的所

思所想与家人分享，它被赋予了一种亲情在画里。但是当时间长了，你已经习惯用这个动作来描述自己的

每一天时，绘画的本质也就慢慢显现出来了。“当你发现画什么都是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的时候，或者说画

什么都对的时候，我会跳出绘画的情绪来看一件作品，更像是用画面里的形式与内容、节奏变化的过程里

来完成创作，这时它会变得更加自由。”这是创作给予栋帆最近的感受，也是他目前正在思考的内容。生活

俨然已经成为栋帆生活的一部分，至于最终这项“无用功”会走向哪里，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http://www.hiart.cn/news/detail/703fuzu.html 



 

 

119件手稿  《被遗忘的信件》  19×29cm   2015 

 

 

《被遗忘的信件》细节 

 

http://www.hiart.cn/news/detail/703fuzu.html 



 

 

陈栋帆自画像 

 

 

D厅  三个骗子  《》   85×148cm  纸本绘画  2015 

 

http://www.hiart.cn/news/detail/703fuzu.html 



 

 

杭网专访陈栋帆谈新书：好的艺术作品需要时间去解读 

 

 

2014-01-05 22:15    杭州网 

 

  

大家都来领取自己的那一份限量版新书 还有找着陈栋帆了解创作过程的 

http://whmrft.hangzhou.com.cn/content/2014-01/05/content_5338516.htm 

http://www.hangzhou.com.cn/


 

  

签个名 再聊几句细节 

 

  

http://whmrft.hangzhou.com.cn/content/2014-01/05/content_5338516.htm 



七只小猫代表杭州亚洲青年影展的七只志愿团队，团员都很喜欢， 

你能看出各代表哪只团队吗？比如：接待组、媒体组、放映队等 

（以上照片由清影当代艺术空间提供） 

 

若尘也领到了一份，还没领到的朋友赶紧去吧 

  

 杭州网讯 今天（1月5日）下午，清影当代艺术空间里人流如织，慕名赶来参加陈栋帆“水

月镜像 搞搞震”作品新书发布会的朋友，一波一波潮水般涌来，有艺术家、有音乐人、有主持

人、有策展人、有老师、有学生…… 看到整面墙上写着人名，编号，地上摆放着包好的书，大家

纷纷寻找着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布会，限量发行400份的新书躺在地上，你只需要在墙上找到自己的名

字，打个勾，对照下面找到相应署名的礼物，这份礼物里，装得正是陈栋帆新书。 

这也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只有普通书的一半大，随便翻开一页，左页是一句话，右页是一

些影像，摄影作品、绘画、设计形象初稿、活动现场照片，若细心寻找，你能在每幅图像里，

找到陈栋帆专为“杭州亚洲青年影展”设计的形象——海报、飞碟君、七只猫咪、浮云，或者代表

形象“哈夫”。 

http://whmrft.hangzhou.com.cn/content/2014-01/05/content_5338516.htm 



在专访中，陈栋帆说起作品的由来，“最初是杭州亚洲青年影展邀请我创作海报，但我感觉

可以做的不止是一张海报，于是有了后来的主视觉形象，同时促成了这个项目的创作。最初这

个项目同步更新在网站、微信上，线上阅读快速有效但阅读并不连贯，后来线下以书的形式呈

现，类似于小时候翻看的连环画。我们只限量了400本，每人限收藏一本，共400个收藏家，名

单公布存档。” 

这本书的基本构成看似以影展为基础——左页的文字是影展展映电影的台词，右页的画面

是相关视觉形象，但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陈栋帆把这些视觉形象，张贴在世界不同国度的角

落里，并用镜头拍下，带了回来，当你捧在手上，在书的香气，也有人的温度。 

“我去了很多地方，德国科隆、柏林，还有布拉格、威尼斯、纽约、波士顿等很多地方，今

年我的作品已经做到‘故事9’，正好也是三十而立，这样去做这个作品，也是想给这一段的创作

一个总结。其实我不太去预设自己能做成什么程度，更多的时候是以观察自己的方式去做，我

越来越对于公共空间里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兴趣，所以我今年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在杭图的与

孩子们的对话‘童言无忌，抬头见喜’，一个是‘Haff(杭州亚洲青年影展)’的形象视觉设计。” 

于是，也就有了这本新书，像拍记录片一样，记录下了陈栋帆在影展期间的所听、所见、

所想，在封底上，陈栋帆写着“这是一部只有图片和文字的电影，只有开始，猜不到结局。”看这

本书，他希望读者保持开放的心态，可以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生各种联系与想象，“虽然这个项

目是从电影节出来，但是当大家拿到手上阅读的时候，发现它不是在说电影节，好像在说另外

一个事情，关于一场梦。大家看的时候可以轻松一点，自己按自己的联想去看。” 

“好的艺术作品需要时间去解读，就像当年我们在湖墅南路上做的公共艺术绘画，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觉得就是涂鸦而已，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公共艺术，很多外国的，港台的艺术

家、电视台媒体专门跑去拍，大家都觉得是一种艺术，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

有很多人一时无法明了，都没关系，时间会让大家慢慢去解读他。就像这本书，时间越久，它

的纸质是会变黄的，这也是我们专门这么设计的，过段时间再看，也许又有不同的感觉和味

道。” 

聊起艺术与设计的区别，陈栋帆由衷了说了上述这段话，正如他所说，好的艺术作品需要

时间去解读，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在任由自己去创作的时候，也能给别人带来些感受与体会

，带来一些温度，所以有了故事系列，有了与孩子对话的“童言无忌，抬头见喜”，有了推动青年

电影事业的“哈夫”和“水月镜像 搞搞震”…… 

将来，还会有……期待着就好。 

http://whmrft.hangzhou.com.cn/content/2014-01/05/content_53385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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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7£åæçè�;34At·í

�¸¹º»¼\V}½* �;l41t·

ìí¾ßS¿�ÀÁÂÃÄ\çèe�7

çè\jÅ©;�j� 1)º¤¥¦Æ

Ç¾\Ân* Èï"�%�zÉÊËÝ�

Ì)XÍ\34Açè�Î* �+Ïj1

d�\bÐ3®~%ÑÒ7 ¶

w²³yí�ªÓ

##

ÔÕGVÌ\M_

ÖQ\£¢~»*R×Ø2VÙÚ2Û<2Ü

Ý2Þß°àáâãäâåz\M_*�½æ

çº'èéê\=>ëñ* íl41ºìí

ï�î�ï�ðÒnt\jÅ7 ẃ µyÍ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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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9 儿童读物”陈栋帆城市公共艺术项目 
发布时间：2013年05月30日 

 

 
 

展览城市：杭州 

策展人：Elizabeth Vermeer (法国)、徐益英（中国）  

http://show.artintern.net/html.php?id=8445 

http://show.artintern.net/html.php?id=8445
http://show.artintern.net/html.php?id=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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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2013-06-01~2013-08-31 

开幕时间：2013年6月1日15：00 六一儿童节 

展览地点：杭州图书馆-儿童借阅室  

参展人员：陈栋帆 

主办单位：杭州图书馆、清影当代艺术空间  

    　STORY9 儿童读物 

　　- What ? 

　　”儿童读物“是一本书，每个篇章寄托了艺术家的美好愿望，是需要你我共同参与、阅读才会发

生的艺术。 

　　”儿童读物“不止是一本书，每个章节发生在城市不同的公共生活空间里，有图书馆、学校、商

店和医院等，是一个计划持续近半年的公共艺术项目，一个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日常行为。 

　　- Why ? 

　　希望能够温暖人的心，多一些沟通，为生活增加些色彩和趣味，与大家共同为这个城市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生活添一份惊喜，多一些思考，加一点浪漫。 

　　第一章 抬头见喜，童言无忌 

　　杭州图书馆是儿童读物的第一篇章，项目时间为三个月，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态的项目，期间

会发生艺术展览、专题讲座、互动交流、问卷调查、主题活动等内容，详情可见当月的活动资

料。 

　　“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

我们对于⽣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

界。” 

　　——摘自张爱玲《童言无忌》 

　　抬头见喜指的是不一样的观看方式，童言无忌是说进入阅读的方法。 

http://show.artintern.net/html.php?id=8445 



 

　　图书馆的属性和功能，与空间里人的日常行为， 构建了阅览室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借 

助散落在空间里的片段、画面和只言片语，以及持续推进的活动，能够较容易的体验到张爱玲所

言的“第二轮”，或许相反。 

　　孩子有天马行空想象的自由，观众有选择阅读的权利，我们需要做一些让大脑在自由联想中

散步、放松的练习。 

　　一个充满想象⼒、有趣、孩子喜欢的地方; 

　　一个能够让人发呆、思索和良久回味的场所; 

　　一个不断⽣长、使人乐于驻足的空间。 

 

http://show.artintern.net/html.php?id=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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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杭州市民“震惊”的陈栋帆 
为画这堵墙摔坏了脚 

　　自从杭州湖墅南路沈塘桥民居上那幅墙画惊艳亮相，每天专程去“路过”、“围观”，然后被“震惊”的

市民越来越多。网友们在微博上转发美图的同时，都对画背后的创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画出这么

“给力”彩绘的艺术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记者日前通过主办方终于联系上了他——清影印象画廊的青年艺术家陈栋帆。这个26岁的小伙子

毕业于中国美院综合艺术系，曾经为去年的西博会设计过宣传海报。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陈栋帆活

得潇洒不羁，不过在画出震惊市民的这幅墙画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 

　　沈塘桥老街的这次商业改造，给了年轻艺术家充分挥洒想象力的平台。 

　　在市政规划蓝图中，这里将被改造成一条以甜品店为主打的商业街。在改造项目中，设计师和主

办方邀请陈栋帆，分别对华龙温泉公寓西面墙体和维元弄一号南面墙体进行艺术创作。在此之前，陈

栋帆创作过最大的作品是150平方米的画作。而这次，在五层高的居民楼，200平方米的墙面上画画，

不论对画家本人，还是楼里的居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为了画这幅墙画，陈栋帆和他的助手化鹏爬在脚手架上，没日没夜地“高空作业”了一个月。在开

始的十多天里，他们没钱租升降机，只能靠人力抬着绘画工具，徒手攀爬，并且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因为保险带会妨碍画画。 

　　“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陈栋帆告诉记者，“有一次实在站得太累了，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把脚扭伤了。” 

　　楼里的居民开始也不给好脸色，因为这样的创作扰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但是随着墙面的容貌逐渐改观，居民的态度都变了。” 清影印象画廊总经理徐益英说。她是整个

工程的摄影师，每天用影像见证着这件街头艺术的诞生过程。当绚丽的彩绘逐渐浮出面貌，楼里的居

民时不时跑到摄影师身边问：“我家的墙完工了会是什么样？”最可爱的是二楼的一位大爷，到后来每

天擦他家的窗户，因为那扇窗玻璃已经成了墙画的一部分。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徐益英说，“生活与艺术本来就是交融的。在公共场合创作艺术尤其如此，

它与市民直接互动，并且会促使艺术家将生活融入他的作品。” 

http://qjwb.zjol.com.cn/html/2011-01/07/content_671239.htm?div=-1 



 

　　于是，当脚手架拆除后，走过路过的市民都被墙上宛如童话一样斑斓的世界震撼了。作为将来甜

品街的“活广告”，陈栋帆画的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含义。 

　　“云彩就像黄油，星空描绘的是人们享用甜品时的感受：甜美又清凉。” 陈栋帆说，“我有意从下往

上构图，因为人们一定是仰头看这幅墙画的。” 

　　在陈栋帆的创作里，甜品的内涵和爱情联系在了一起。“爱情是甜美的，但人们需要懂得控制自己

的私欲才能得到幸福。每个人对爱的感受都不一样，正如每个人对这幅墙画的感受一样。”  

　　本报记者 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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