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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SENCE AND PRESENCE OF A CAT 
 
https://youtu.be/Ah4TZ_rG9mU

In collaboration with Bard College’s Center for Curatorial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Studio & Curatorial Program (ISCP) is hosting a series of microexhibitions called 
“Staging,” which gives graduate students handson curatorial experience. 
SinoVision Journal reporter Lani Nelson went to ISCP to check out Stage: 2 by Chinese 
artist Liu Zhang and curated by Yanhan Peng, and brings you the story. 
 

http://en.sinovision.net/theabsenceandpresenceofacat/ 

https://youtu.be/Ah4TZ_rG9mU


 

 

刘张铂泷谈“科学恋物癖博物馆” 
2015.10.13 

 
刘张铂泷，张思锐，“科学恋物癖博物馆”展览现场，2015. 

艺术家刘张铂泷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目前工作生活在纽约。他的“科学恋物癖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 
Fetish)项目开始于2014年，先后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布鲁克林的非盈利性空间展出了不同的版本，并于近期在

北京琨廷艺术实验计划进行了第三次展出（与张思锐共同策划）。这个伪博物馆不仅包括艺术家执迷的“失败科

学实验”的馆藏，还在风格上体现了当代博物馆的恋物癖属性。在这篇访谈中，艺术家探讨了关于当代艺术与恋

物癖之间的关系，以及博物馆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等问题。 

这个项目大概是从2014年的2月份开始进行的，最初的起因是在一个佛罗伦萨的科学博物馆的网站上看到了他们
收藏的一根伽利略的手指，然后在另外一个牛津的科学博物馆上看到了他们收藏的一块爱因斯坦曾经写过的黑

板。当时看到的想法是，为什么要将科学家身体的一部分或曾经使用过的物品像宗教圣物一样保存下来供人瞻

仰？科学精神本身是一种理性务实的精神，这样的收藏体现出的却是一种对科学的恋物癖。除此以外，另一个我

关注到的现象是人们在对话和写作中对科学术语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词汇帮助人们表达

了一些特殊的感受或者想法，但对这些词汇的使用同样表现出人们对于科学的某种迷恋。而且这种迷恋已经不再

是对身体（物体）的迷恋，对概念（词汇）的迷恋成为了现今这个时代的恋物癖。这两点可以说是做科学恋物癖

博物馆这个项目的起因。 

http://artforum.com.cn/words/8543# 

http://artforum.com.cn/archive/9155


 

这个博物馆中的内容都基于科学史上有名的“思想实验”——所谓思想实验就是在物理方式上无法实现或者没有必

要实现的实验。博物馆中的藏品就是这些实验真正被实践过所留下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各种操作实验使用的

工具、科学家手稿、研究报告、档案记录，以及它们在大众文化中的呈现，例如科幻小说，电影，流行音乐，漫

画等等。这家博物馆最终只存在于网络上，没有一个实体的空间。博物馆会举行一些展览和活动，只不过人们了

解到展览和活动的途径是通过网站上的照片——照片是一种很强的物证，是一个事件或者物品存在过的证明。在

观看照片的时候我们的警惕性会比较低，很容易把照片中的内容就等同于实际发生的事情。因此照片也就成为了

我构建博物馆存在的有效手段。 

博物馆的第一次展览是在一间公寓里面做的，而这次在北京的展览空间比较大，而且形式上很接近画廊，所以就

做成了比较干净、设计感比较浓厚的样子。博物馆的展览是一种合作模式，因此展览会去适应相应的空间。我还
在考虑如果未来有可能把展览搬到学校的实验室或者陈列室这样的地方。不同的地点带来的是不同的语境，也能

打开和不同人群交流的机会。 

有个题外话，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叫《Fashionable Nonsense》，这本书很有趣，涉及做科学的人如何反过
来攻击做批判理论的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鲍德里亚、德勒兹等人，主要观点就是这些批判理论中有很多对科

学的误用，就是借用一些科学术语作比喻，但写的人其实自己并不完全了解术语的含义，用做比喻之后反倒容易

让读者更迷惑。我做的这些内容可以说成是基于真实知识上的“伪知识”，就是说这些思想实验内容本身都是确有

其事的，而博物馆的内容是根据这些已有的真实内容创造出来的。 

我对观众的唯一预设是希望不全都是与艺术有关的人。个人的感觉是博物馆这种形式的受众面要更广泛一些，它

不同于画廊或者美术馆的地方在于，参观后者的观众会抱有一种“我是来看艺术品”的心态，但我并不希望观众带
着这种心态来看我的博物馆，而是试图用博物馆这种形式把对话的语境拓展开去。在博物馆的介绍中谈到，这是

一个希望能让科学家和不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有所启发的地方。越来越觉得当代艺术是一个无底洞，它在不断

地融合和吞并各种边界，科学也是其中之一。现在随便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是艺术品，但反过来的问题是，什

么不是艺术品？为什么要让一切事物都有成为艺术品的可能性？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必要给这个博物馆加上艺术品

的名称，或者说属性，它可以被在艺术的语境中讨论，但我更希望的是它能够被在科学的语境，在社会的语境，

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被讨论。 

— 文/ 采访/富源 

 

http://artforum.com.cn/words/8543# 



 
Fou Gallery announces duo exhibition featuring Zhu 
Zhe and Liu Zhangbolong: VANITAS/TRACES 
by SUE WANG on Apr 10, 2015 • 2:24 pm 
 

 
 

 
Fou Gallery and the modern Asian restaurant Carma are pleased to present a group 
exhibition, showcasing two New York-based artists Zhu Zhe and Liu Zhangbolong from 
April 24 through June 28, 2015. Titled Vanitas and Traces, the exhibition will open on 
April 24 along with a wine reception within the newly opened Carma restaurant space. 
 
In his Vanitas Series, the young photographer Zhu Zhe focuses on a certain type of 
mood created by the process of deterioration and decay within everyday objects. In Liu 
Zhangbolong’s Traces Se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rtist captures subtle hints tracing 
back to past performances or removed objects on a now empty stage. Fou Gallery and 
Carma have decided to collaborat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lternative exhibition space. 
Both entities hope to enable the integration of unusual and unique works of art into 
different facets of everyday life, as well as to trigger innovation within the conventional 
gallery space structure. 



 
 

The Vanitas Series, which Zhu has been developing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was 
inspired by a type of symbolic still life painting that flourished in Flanders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se particular oil paintings, referred to as 
“Vanitas”, typically depicted decaying flowers, rotten fruits, skulls, hourglasses and other 
symbols to represent the transient nature of all earthly goods and pursuits, including the 
fleeting moments of both happiness and sorrow. Based on this concept, Zhe Zhu 
gathers objects that a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onsumption or decay and arranges the 
photographic setting according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ld “Vanitas” paintings. Using 
either a large-format film camera or a medium format digital camera to record these 
images, the artist creates photographs that feel like actual Old Master paintings, which 
expresses a unique form of individuality in the face of our current age of consumerism. 

 



 
 

In his Traces series, started in 2012, Liu Zhangbolong attempts to document objects that 
have already disappeared completely from view, or, rather, his subject matter is to 
capture the “existence of non-existent things.” Within Liu’s photographs, time is seen to 
be the manipulating force over the traces left behind by removed objects. Through empty 
slideshow, missing objects in a museum showcase, leftover pinholes on isolated 
wallpaper and wrinkled bed sheet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flattened out, the so-called 
“non-existent objects” are able to declare their existence after all. 
 
In this vast and ever changing universe, it seems as though fixed objects are, in fact, in a 
state of ceaseless transformation as well. The process of photographing their “traces” 
enables Liu Zhangbolong to engage 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perception and external change, as well as documenting and affirming their existence. 
Lastly, once completing a sale, the artwork’s “traces” will disappear once again. 
 
*The press release is based on text by Ning Ding, translated by Cila Brosius. 
About the artists 
 
Zhu Zhe (b.1993,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is majored in Photography at 
School of Visual Arts, New York (B.F.A). His work has been featured on Wallpaper* 
Magazine. His recent shows include Portfolio Show Case Volume 8 Group Exhibition at 
The Center for Fine Art Photography, Fort Collins, U.S.A. (2015); Zhe Zhu: Vanitas at 
Backyard, Beijing (2014); Somewhere Else at Dekalb Gallery of Pratt Institute, New York 
(2014); Zhe Zhu: Kind of Blue at School of Visual Arts, New York (2013) and Earthlings 
at Neighborhood Church of Greenwich Village, New York (2012). www.zhezhu.net 
Liu Zhangbolong(b.1989, Beijing, China) graduated from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B.E.), and is currently majored 
in Photography, Video and Related Media at School of Visual Arts, New York (M.F.A). 
He has won Ryan R. Gibbs Award for Photography (Baton Rouge, 2014) and Shiseido 
Prize (Three Shadows Photography Art Center, Beijing, 2014). His recent shows include 
The 2nd “CAFAM Future” Exhibition – the Reality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Young Art 
at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Museum, Beijing (2015); The 10th Lianzhou 
International Foto Festival at Lianzhou Foto Fruit Barn, Lianzhou (2014); Reminiscence 
of the Land at 798 Photo Gallery, Beijing (2014) and TOP20 China New Photographers 
at China Academy of Art Museum, Hangzhou (2013). www.zhangbolong.com 
 
About Fou Gallery 
Fou is an apartment gallery and creative lab based in New York. Fou is dedicated to 
promote creative talents and projects of our time. As suggested by its name, Fou is a 
denial of the mainstream commercial gallery model and an active contributor to a new 
organic art community. With the belief that enjoying art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everyday 
life, Fou offers a vibrant, enjoyable and inspirational selection of original works in art and 
design. 
 
About CARMA 
Located in the West Village, CARMA is a restaurant offering an innovative menu of 
memorable Asian tapas with vibrant flavors and balanced nutrition. With a signature 
menu created by the Executive Chef of Taiwan’s renowned Din Tai Fu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TAO, the cuisine of CARMA features artfully balanced and locally sourced 
ingredients. Beyond that, it is a rotating art gallery as well, displaying work ranging from 
the Hudson revivalists to Beijing’s 798 to create a unique dining experience that 
nourishes body, mind, and spirit. 
 
About the exhibition 
Duration: April 24–June 28, 2015 
Press Preview: Friday, April 24, 2015, 5-6 pm 
Opening Reception: Friday, April 24, 2015, 6-8 pm 
Location: Carma, 38 Carmine St, Manhattan, NY 10014 
Hours: Daily, 4pm-10pm Tel: 1.732.754.8250 
Press Contact: Ning DING (fougallery@gmail.com; 1.347.326.1580)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nd Fou Galle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fougallery.com/. 
 
 
 
Original Source: http://en.cafa.com.cn/fou-gallery-announces-duo-exhibition-
featuring-zhu-zhe-and-liu-zhangbolong-vanitastraces.html 



 

捕捉日常生活的痕迹 
 
年轻艺术家朱喆和刘张铂泷都试图呈现痕迹，生活经过时间洗礼留下的蛛丝马迹。在这些

场景中，人物缺席，但种种迹象表明有事发生。照片成为演员散场的舞台，残留的布景和

道具给出紧张剧情的提示，消失或留存的物成为解开悬念的唯一线索。 
 
朱喆的“维尼塔斯”系列捕捉日常生活的残骸。他将消费过剩的物精心收集起来，并参照古

典静物油画“维尼塔斯"的布景方式拍摄。维尼塔斯是十六、十七世纪荷兰静物油画的一种

派别。在这些精美的静物油画里，象征生命欢愉的物件，如水果、花朵和象征衰老死亡的

物件，如头盖骨、沙漏、钟表常常并置在一起，提醒观者欢乐和悲伤都是转瞬即逝的。朱

喆用进行精密实验般的冷静视角选取现实生活中残留的物品，按照十七世纪的经典构图设

计布景，并用大画幅胶片相机或者中画幅数码后背相机记录下来，使得最终的照片看上去

像是油画。在拍摄过程中，朱喆的爷爷去世，他开始思考死亡的含义，由此也对维尼塔斯

的象征意义有了更私人化的理解。他用自己日常生活使用的物品代替传统荷兰静物画中的

元素，如干花、器皿、尘埃、纸巾、骨头等。因此，照片捕捉的是这些物品在他生活中衰

败和消逝的过程，折射出自己生命的轨迹。最后的照片成为这个消费主义时代过剩物质的

小小纪念碑，封存浮光掠影的片段影像，但功能趋近无用。 
 

 
朱喆，戏法，2013，收藏级艺术微喷，24 x 30 in. (61 x 76 cm)，edition of 12 + 2 AP © 2015 朱喆, 致谢否

画廊 



 
 
 

 
朱喆，漂浮，2013，收藏级艺术微喷，24 x 30 in. (61 x 76 cm)，edition of 12 + 2 AP © 2015 朱喆, 致谢否

画廊 

 
刘张铂泷的“痕迹”系列则尝试记录消失的状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种“人去楼空的时

间感”。在《图书馆-2，纽约》中，一本梵高的画册被撕掉了插图，只留下几行简短的文

字说明——“文森特˙梵高，图录 135，有橄榄树的风景，1889 年 10 月，圣雷米修道院，

约翰∙惠特尼收藏，纽约”。尽管在这个数字时代，人们仅仅通过几行仅有的信息也能追溯

这张风景画的原貌，但消失的风景比风景本身更耐人寻味。为什么插图会消失？是被人拿

走了吗？是被替换了吗？为什么要拿走这张插图呢？留在发黄的书页上浅浅的白色痕迹，

仿佛杉本博司用一部电影长度的曝光时间拍摄的剧院，胶片记录下来的屏幕上只剩白茫茫

一片。 



 

  
刘张铂泷，图书馆－2，纽约，2013，收藏级艺术微喷，11 x 14 in. (27.9 x 35.6 cm)，edition of 1 + 1 AP 
© 2015 刘张铂泷, 致谢否画廊 

 
刘张铂泷，大都会博物馆－3，纽约，2013，收藏级艺术微喷，11 x 14 in. (27.9 x 35.6 cm)，edition of 1 
+ 1 AP © 2015 刘张铂泷, 致谢否画廊 

 



 

 
刘张铂泷，图书馆－1，纽约，2012，收藏级艺术微喷，14 x 11 in. (35.6 x 27.9 cm)，edition of 1 + 1 AP 
© 2015 刘张铂泷, 致谢否画廊 

 
刘张铂泷，卧室－3，纽约，2013，收藏级艺术微喷，11 x 14 in. (27.9 x 35.6 cm)，edition of 1 + 1 AP © 
2015 刘张铂泷, 致谢否画廊 



 
 
 
教室里被擦掉了板书的黑板，大都会博物馆里空荡荡的展柜，工作室里摘走画布后留下的

白墙，卫生间里墙纸上留下的针孔，刘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悬而未决的氛围。他说，这个

系列的照片希望表现“不存在事物的存在”。消失之物本来是不可以被记录的，在这个看似

悖论的语境中，通过摄影抓住的物也已经不再存在。变化本是宇宙最恒常的状态，我们谈

论的事物其实只存在于感知之中。从这个意义而言，刘张所记录的消失状态，比消失的事

物还要真实。最终成像只留一版，就像艺术家这两年的拍摄经历在自己生命中的意义，让

痕迹再度消散。刘张捕捉的痕迹提醒我们，无论多么激烈的情感，无论多么珍贵的物品，

无论多么紧张的故事，都只存在于当下，即使勉强保留下来，也转瞬即逝。 
  
这倒让人想起关于 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的一段佚闻来。画廊主马克.格里姆彻

（Mark Glimcher）带着两个女儿去拜访马丁。87 岁的马丁仍然在创作她的极简主义绘画，

几乎空白的画布上只有铅笔留下的淡淡平行线条。女孩们好奇地问她在画什么。马丁随手

从身边的花瓶取出几枝玫瑰，问，美吗？小女孩点点头。 马丁把花藏在背后，又问，现

在还美吗。女孩们又点头。 
  
马丁微微一笑，伸出另一只手，轻轻地在空花瓶上拂过，说，我画的是这个。 
 
文：何雨，2015 年 3 月 31 日写于纽约，展览《朱喆与刘张铂泷：维尼塔斯 /痕迹》策展

前言 

-------------------------------- 
 
2015 年 4 月 24 日至 6 月 28 日朱喆和刘张铂泷的双人展《朱喆与刘张铂泷：维尼塔斯/痕
迹》正在纽约举行，朱喆的“维尼塔斯”系列注目于隐身在日常残骸中的情绪与轨迹。刘张

铂泷的“痕迹”系列追溯在舞台般定格场景中的蛛丝马迹。此次展览由否画廊与 Carma 餐

厅合办，地点位于曼哈顿西村的 Carma 餐厅（38 Carmine St, Manhattan, NY 10014），

来餐厅用餐的同时可以欣赏到艺术作品，此次合作也是一次对多功能艺术空间的探索，希

望将复合别致的艺术体验注入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触发艺术空间形态上新的可能。 
查看活动详情可登陆：http://fougallery.com/pressrelease_vanitastraces/ 

http://fougallery.com/pressrelease_vanitastraces/


 

 
《朱喆与刘张铂泷：维尼塔斯/痕迹》场景图，摄影：杨嘉茜 

 
《朱喆与刘张铂泷：维尼塔斯/痕迹》场景图，摄影：杨嘉茜 
 



 

 
 
《朱喆与刘张铂泷：维尼塔斯/痕迹》场景图，摄影：杨嘉茜 
 

 

《朱喆与刘张铂泷：维尼塔斯/痕迹》场景图，摄影：杨嘉茜 
 

http://www.wulun.org/#!trace/c1j9i 

 

http://www.wulun.org/#!trace/c1j9i


 
朱喆与刘张铂泷：维尼塔斯/痕迹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5-04-21 09:22:30  

 

 
ZHE ZHU AND ZHANGBOLONG LIU: VANITAS/TRACES 

 

纽约—— 否画廊与Carma餐厅将于2015年4月24日至6月28日在纽约联合举办双人展《朱喆与刘张

铂泷：维尼塔斯/痕迹》，并于4月24日6-8pm举行展览开幕及餐厅开业酒会。同为年轻摄影艺术

家，朱喆将展出“维尼塔斯”系列，注目于隐身在日常残骸中的情绪与轨迹。刘张铂泷将呈现“

痕迹”系列，追溯在舞台般定格场景中的蛛丝马迹。否画廊与Carma餐厅的此次合作也是一次对

多功能艺术空间的探索，希望将复合别致的艺术体验注入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触发艺术空间形

态上新的可能。 

 

朱喆历时两年创作的“维尼塔斯”系列灵感来自于十六、十七世纪荷兰静物油画类别之一：虚空

派 (Vanitas)。在这些油画里，象征生命力的物件，如水果、花朵和象征衰亡的物件，如头盖骨

、沙漏常常被并置，暗示转瞬即逝的欢愉与悲伤。基于此，朱喆将经过不同程度消费后的物件进

行再组合，并参照虚空派的布景方式设计拍摄构图，用大画幅胶片相机或者中画幅数码后背相机

记录下来，因而作品既带有成熟深重的油画感，又被赋予消费时代下凝练的个体情绪。刘张铂泷

的“痕迹”系列开始于2012年，尝试记录消失的事物，或“不存在事物的存在”。在他的摄影中

，时间成为痕迹的操控者。透过空无一物的幕布，作品消失的博物馆展柜，针孔孤立的墙壁，皱



褶尚未抚平的床单，被移除的“不存在事物”得以宣告自我的存在。浩瀚的宇宙在变化中得以运

行，看似恒定的事物其实不断在流动。拍摄痕迹的过程让刘张进一步思考个人感知与外界变化的

关系。最终成像只有一版销售，意在让作品的痕迹再度消散。 

 

朱喆（b.1993, 广东深圳）现就读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摄影专业。他的作品曾刊登在英

国《Wallpaper*》杂志（2013）。近期参加的展览包括第八辑摄影选集群展（艺术摄影中心，

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2015），朱喆：维尼塔斯（后苑，北京，2014），别处（普拉特艺术学

院Dekalb空间，纽约，2014）。www.zhezhu.net 

 

刘张铂泷（b.1989, 北京）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现就读于纽约视觉

艺术学院摄影，录像及相关媒体专业。他曾获得Ryan R. Gibbs摄影奖（巴吞鲁日，美国，2014

）和资生堂摄影师奖（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北京，2014）。近期参加的展览包括第二届CAFAM

未来展：创客创客•中国青年艺术的现实表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2015），第十届连

州国际摄影节（连州摄影节果品仓展区，连州，2014），陆地的回声展览（百年印象画廊，北

京，2014），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2013）。

http://www.zhangbolong.com 

 

关于否画廊 

否画廊是一个创立于纽约的公寓画廊和创意实验室，致力于推广和展示反映时代精神的艺

术家和创意项目。“否”是对现有商业画廊单一运营模式的抵抗。否画廊相信艺术是生活的一

部分，是创想的发动机，通过呈现有意思的艺术和设计作品，我们为一种新型有机的艺术生态

做出贡献。 

 

关于Carma Carma(缘味) 

是位于纽约西村的一家亚洲餐厅，厨师拥有鼎泰丰和纽约TAO餐厅的中西方精英组合背景

，用现代优雅浪漫方式呈现亚洲菜的精华。“缘味”富有艺术人文气息，艺术家、音乐家、画

廊将此作为展示空间，让艺术、文化和美食在这里相互交融碰撞产生的流年忘返的饮食体验。 

 

 

 

 



 
刘张铂泷，大都会博物馆-3，纽约，收藏级数码微喷，25.4cm x 31.75cm，版数：1＋1 AP, 2013 © 

2015 刘张铂泷，致谢否画廊 

 

 

 
朱喆，俯瞰，收藏级艺术微喷，76 x 61 cm，版数：12+2AP，2014 © 2015 朱喆，致谢否画廊 

 

 

原文链接：http://art.china.cn/tongzhi/2015-04/21/content_7843649.htm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equilibrium point between them all the 
time. A fundamental problem bothering 
scientists for hundreds of years is the 
way to observe and document. To me,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my practice is 
the approach I choose to seeing. Rather 
than being a participant, I like to be a 
spectator, keeping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my subject. By saying I want to be a 
spectator, I tend to compare my creation 
process to the scientific experiment 
process. The scientific experiment 
process requires a series of precise 
operations within rigidly structured 
environments: depositing particles on a 
silicon slice, gathering signal reflection 
from a sample’s surface, and analyzing 
data through a computer program. As 
a scientist, one needs to gather each 
set of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draw a 
proper conclusion. As an artist, I choose 
to document every detail so as to reveal 
the panorama. When I am using a 
camera to observe laboratories, it is like 
the way a scientist uses a microscope 
observe his samples. To quote Nabokov, 
“By minifying the huge and magnifying 
the tiny, we get to the equilibrium point 
between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And that is where art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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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Y O R K , N E W  Y O R K

LABORATORIES 10, 2013
InkjetPrint  



48     THE ARTIST CATALOGUE VOLUME 3 ISSUE 4  ZHANGBOLONG LIU    49      

LABORATORIES 02, 2013
InkjetPrint 



 

访谈 | 刘张铂泷：周旋于科学与艺术 
 

日期：2015-03-09 

摄影 / 刘张铂泷  采访 / 姚瑶 

 

编者按：作为2014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重头戏，十周年特别展“再造奇遇：中国当代摄影十年

”回顾了2005-2014年之中超过百位摄影家的作品，根据这些作品的特点特别展被分为八个部分

：现代化的景观、历史的某处、摆布与导演、传统的回溯、私密的观看、身体与身份、语言的

实验、摄影作为后媒介。姚瑶在展览期间采访了8位参加十周年特别展的摄影家和1位参加国内

个展的摄影家，瑞象视点将逐一刊发这些访谈，以飨读者。 

 

 
  
第十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中，年轻艺术家刘张铂泷的作品《实验室》以个展形式在果品厂二楼

展出，由段煜婷策展。这组拍摄中国、美国高校实验室的作品，是艺术家本人在科学与艺术之

间周旋、寻找平衡点的过程。刘张铂泷目前还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攻读艺术硕士学位，专业为

摄影、录像及相关媒体。他的作品也入围了“海外游学青年摄影师放映会”，是在海外学习摄

影的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代表。 

 

姚瑶：为什么要拍《实验室》？ 

 

刘张铂泷：我最初在清华大学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是基础学科，但又是绝对高

精尖的学科，高度细分的。我毕业设计做的是抗辐射材料，理论上设想就是应用于太空飞船的

某些部件。虽然说起来的时候感觉很有意思，但是实际做起实验是非常枯燥的。首先制备一小

块薄膜材料样品就要等好几个小时，然后还要用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等测评数据，周期很长

，也很麻烦，这是我不喜欢做实验的原因。但我本身又认为实验室这样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

每种仪器分别是做什么的，都让我很感兴趣。所以我还是想回去看看这些地方。 

 



 
 

姚瑶：就是说你身处其中，被这些实验场所、仪器所吸引，但又不想深度地参与。 

 

刘张铂泷：对，相较于一个参与者，我更愿意只做一个保持距离的旁观者。因为当你开始做的

时候，会发现实验是一种日常、枯燥的过程。如果我不真正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而只是观察

、了解，这个场所对我来说还是很有趣的。 

 

 
 

姚瑶：实验室对你来说是有美感的地方吗？ 

 

刘张铂泷：非常有美感。哪怕那里很乱，——有时候，接我进去的朋友会事先提醒我，“哎呀

我们实验室很乱，你挑整齐的地方拍”——但我恰恰觉得“乱”才是正常的实验室的样子，但

又并不是真的乱。 

 

姚瑶：实验室很清洁，不同于都市街道的脏乱。 

 



 
 

刘张铂泷：是的，清洁而有序。实验室的人都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找，而外人乍一看会觉

得乱。他们有自己分类摆放的系统，当了解这个系统之后就会理解他们乱当中的严谨。对了，

实验室是有暗房的。在生物实验室，他们要给蛋白质做荧光标记，将底片放在下面，荧光就会

对底片进行曝光。 

 

姚瑶：大连医科学院也有摄影系。 

 

刘张铂泷：医学上对影像的使用和探索很多并且很重要。 

 

 
 

姚瑶：这些实验室分布在哪里？ 

 

刘张铂泷：北京，清华的实验室，也有哥伦比亚大学、MIT、德拉华大学等等。 

 

姚瑶：实验室不是保密单位？ 

 

刘张铂泷：我拍的时候都会提前问带我去的同学，有没有哪些是不能拍的，他们说跟老师打过

招呼了，都可以拍。MIT的有些实验室比较老旧，有时候也会有些杂物出现，比如自行车轮。 

 



 
 

姚瑶：我注意到展品都没有贴说明标签，观众也不知道仪器的名字，实验室的所在地点或大学

、研究机构。 

 

刘张铂泷：没有放，因为我觉得有的不太好写，就是实验室的名字，有的仪器的名字写出来可

能比较酷炫。我觉得贴标签的必要性不大，因为我的主要关注点并不在这些仪器是什么以及实

验室是做什么的上面，让观众从画面里面直接发掘内容和各种细节。 

 

姚瑶：你在拍这组作品的时候，是想拉近科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吗？还是完全没有？ 

 

 
 

刘张铂泷：我对科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这个点很感兴趣。近十年来，科学进入大众文化的步伐

是加快的，也有人提议应该拉近通俗文化与科学的距离，但是，随之产生的误解也更多了。很

多人对科学存在误解，一方面，他们不了解科学家具体在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一些基

本概念，因此就容易产生对概念的误用。举个例子，比如黑洞这个概念在大众文化中已经成为

一种比喻，意味着吞噬一切的东西，但从物理学上来说，它是有严格定义的，并不完全是这个

意思。所以最初在考虑如何对待这个“误解”问题的时候我选择的是一种批判的角度。我用相

机曝光我在黑板上抄下科学理论推导的过程，把它们还原到最初的语境当中。后来发现这样做

的问题是观众不会关注黑板上的内容，于是照片只剩下了审美价值，这就和我的想法背道而驰

了。 

 



所以我接下来的尝试就是拍实验室，通过直接展现科学产生的场所来让观众直接进入语境中，

作为拍摄者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观察和纪录，这也是普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开始的时候我会觉

得对科学的误解使得一些科学语汇失去本身的涵义，但后来看到一篇文章，作者认为这反而是

一种好现象，因为这表明科学语汇进入大众社会，在我们无法解释我们的一些感受的时候，科

学语汇提供了新的可能。 

 

姚瑶：一种语汇上的新的可用资源。 

 

 
 

刘张铂泷：是的，这是我认为科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有趣之处，虽有误解，但也会产生有趣的

现象。因此我接下来毕业作品的内容也会更加关注这一块，科学和大众文化的连接处，以科学

为出发点，但又要让作品的可读性很强，让有科学背景的人与没有科学背景的人都能够产生共

鸣。 

 

姚瑶：你的画面中，有时一片白色、透明，有时又有很多色彩。 

 

 
 

刘张铂泷：实验室中，对颜色的使用是有一套规范的，每种颜色都有定义。比如，垃圾桶是红

色的，蓝色是水，常用的还有绿色、黄色，都是有规定的。 

 

姚瑶：这是一个有秩序的地方。 



 

刘张铂泷：对。但总体来说，实验室还是很冷色调的。金属仪器构成的环境是一个理性的环境

。 

 

姚瑶：你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学习，现在已经硕士三年级了。 

 

 
 

刘张铂泷：是。我正在做的毕业作品也与科学有关，这是我从小学的东西——物理、化学。我

对科学还是感兴趣的，但不想真的做科学家，去做实验。我想围绕着科学的话题展开创作。 

 

姚瑶：那这一段美国的留学经历，你得到的重要的收获有哪些？ 

 

刘张铂泷：两方面。第一是在美国学摄影，学校对摄影理论和历史是很重视的。我们学校也比

较注重这块，理论课比较多。我可以比较系统性地学习摄影理论和历史，这是我最想学的。另

一点就是我出国之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了。在国内的时候局限于看摄影的作品

、展览。出国之后，不再是单纯地只看摄影，而是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都会接触到。由此将摄影

放入一个更大的领域去看，摄影的发展不仅是只有摄影，也是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 

 



 
 

刘张铂泷作品《实验室》自述 

 

科学和艺术通常以对立的身份出现。当提起科学时，首先出现在人们脑中的概念就是“客观性

”。对于这个词我们过于熟悉，甚至没有仔细想过对于科学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客

观性”这个概念的历史还不足300年，经常被用来形容艺术的“主观性”也是一样。但是科学与

艺术的历史要比它们长久的多，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像相斥的磁铁两级那样简单。 

 

 
  
在经过本科的科学研究训练之后踏入艺术领域，我一直在尝试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衡点。回头追

溯历史，科学与艺术的交汇与客观性的概念同时出现在18世纪。那时，科学家借由艺术家的手

为科学书籍绘制插图。随着机械时代的到来，科学家试图摆脱对于艺术家的依赖，通过新兴的

技术手段——摄影来达到“机械客观”。而自20世纪以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倒转，科学工

具和科学理论逐渐成为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技术手段和灵感来源。C. P. Snow在他1959年的演讲

《两种文化及科学革命》中曾说，这并不是艺术可以得益于科学的方式。科学应当在被完全理

解并且吸收之后，成为我们自身精神体验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像使用其他熟悉的事物一样自然

的应用科学，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异域舶来品。这是我创作的出发点。 

 



 
  
困扰科学家数百年的问题一直在于如何观察与纪录。对我来说，创作的根本同样是我所选择的

观察方式。相较于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更愿意做一个保持距离的旁观者。这并不意味着我选择

了“客观”，我认为实际上想要达到“无意识”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完全的主观意愿。所

谓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想将我的创作过程和科学实验做一个比较。科学实验总是要求在严格控

制的环境中进行每一步精确地操作：在硅片上沉积粒子，收集从样品反射出的信号，使用软件

分析数据。作为一个科学家需要收集所有的数据来进行合理的推论，而作为一个艺术家，我选

作展现每一个细节来呈现这幅全景图。在这样的过程中，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身份融合在了一起

。 

 

 
  
在多数情况下，科学是基于收集图像和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或者论证命题，这也是一个

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在艺术领域中，摄影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复制现实能力的手段。不过考虑

摄影截取时间的片段，去除所有环境的信息，这也是抽象的过程。它们同样致力于揭示现实背

后所隐藏的本质。当我使用相机观察世界时，总像是科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他们实验样品的方

式。纳博科夫曾说：“在世界的大小比例之中，似乎在想象和知识之间有着某个微妙的汇合点

，这一个汇合点是通过缩小大的事物和放大小的达到的，这在本质上具有艺术性。”通过摄影

我可以剖析眼前的现实，然后以我自己的方式重新建构。摄影不是观看的物体或者观看的手段

，而更像是观看的方式。 

 



 
  
摄影同时也是我审视自己所处境地的工具。在早期它尝试在艺术与科学间建立一座不稳定的桥

梁，而我的初衷并非如此。我以一种科学实验的精神和步骤来应用这种艺术手段，检验科学对

于我自己意味着什么。也许我所寻求的平衡点就如同海森堡不确定原理中的粒子，当位置的信

息越确切时，动量就变得越发无法确定，不同的是，对我来说，这里的两个变量就是科学和艺

术。 

 

 
  
 

原文链接：http://www.rayartcenter.org/?p=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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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FEATURE

痕迹

问： 在你的这组作品里，我看到的是曾经

存在的事物的存在，以及这些存在曾经与人的

关联。“痕迹”—人去楼空的时间感，是这

组作品给观者最直接的触动。关于物的存在、

不存在、能指、所指等等，从你的作品到你的

自述，你似乎是在做一次形而上学的思考。请

详细谈一谈。

答：那段时间读了一点德里达的东西，有

一句他写的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能指变

成了所指，符号成为了真实，不存在成为了存

在，于是新的现实就诞生了。”对此我的理解

是，图像是指代外界真实事物的符号，随着图

像不断的增多，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开始基于

图像，于是失去了事物本身的联系，由此图像

替代了真实事物的存在。鲍德里亚在他的《模

仿和拟像》（Simulacra and Simulation）的开

始也复述了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中讲过的一个

教室，纽约，2013.2  刘张铂泷 摄 卧室，纽约，2013.4  刘张铂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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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并文／刘张铂泷   采访／本刊记者   Photos & Text by Zhangbolong Liu   Interview by Staff Reporter

Traces

这个系列的照片希望表现关于“不存在事物的存在”。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它就被当作存在

事物的证明。不同于绘画和其他艺术媒介，人们认为摄影是脱离于人们主观控制的，它是自然事

物的精确复制。尽管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人们，已不像原来那样相信摄影的客观性，它仍然是视

觉信息传达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方式。在一个图片爆炸的时代，人们被大量图片包围而逐渐忽略了

思考图片的含义。所以我试图使用图片，一种传达信息的视觉方式，来表现去视觉化的事物。在

这些照片中，都有一些曾经存在的东西，但是现在消失了。消失的东西往往是人们熟悉的事物：

投影仪上的视频，黑板上的粉笔字，画册中梵高的画等等。因为某些原因，它们现在都不在了，

但它们留下了某种“痕迹”使得观看的人能够感受和想象它们曾经的存在。而通过感受和想象，

“痕迹”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存在事物的思考。虽然关于原始事物的一切最终会完全消失，但却会

留下痕迹。痕迹总是在时间的流逝之中变得越来越强。正如德里达所说：“能指将变为所指，符

号成为了真实，不存在成为了存在，这时新的现实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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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个国王命人画一幅他的王国的完美的

地图，这幅地图的大小最终覆盖了整个王国。

他们都在阐述符号是如何代替了真实的存在。

我的考虑是从这里出发的，不过又和他们不太

一样。我想以不存在来表现存在（presence of 
absence），而能够表明事物存在过的证据就

是它们所留下的痕迹。在事物消失之后这些痕

迹就是符号，是另一种新出现的真实，而看到

的人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这些事物是什么，只

能够通过痕迹来推测。我也是想把想象的空间

留给观者，这个故事要由观者自己完成。

问：你的自述中说“尽管随着数码时代的

到来人们已不像原来那样相信摄影的客观性，

它仍然是视觉信息传达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方

式”，你想说的是不是，通过对物的存在痕迹

在，但也正是这样把这个瞬间独特的存在通过

摄影保存了下来。数码时代更多的是让人们对

于媒体图像的传播产生质疑，不过当人们自己

是拍摄者时，摄影作为对事物存在的证明这一

功能依然没有太多改变。

问：把“曾经的存在”呈现为摄影上的最

终画面，是你这一系列的主要手法，但这些瞬

间同样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与选择，这与拍摄对

象（相对客观的物体）的客观性，是否有难以

统一的地方？

答：这个对我来说倒没有问题。我一直

觉得摄影本身就是主观的控制和选择，再怎样

强调它的机械复制都没法改变这一点。从一开

始的想法就要很明确，这样才能够拍到自己想

要的。客观性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和摄影有很大

问：我也在想，这组作品是否也是你在纽

约视觉艺术学院学习（专业是摄影、视频及相

关媒体）的一次作业呢？以你目前的专业学习

方式，这样一组作品是如何构思，如何着手和

进行的呢？这组作品算是完成了吗?
答：我们的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门是“评

论”（Critique），这门课是定期（两周或者三

周）在课堂上展示作品，老师和同学一起来进

行讨论。不过拍摄的内容可以自由选择，所以

也不完全算是作业吧。最开始想到拍摄这个系

列的作品是源自从图书馆买的一本旧书。图书

馆的书在封底里面都会贴一个借书卡，这本从

图书馆淘来的旧书把借书卡揭掉了，因为长时

间覆盖所以借书卡覆盖的地方颜色比旁边浅，

于是就想到了拍摄跟痕迹相关的东西。这组作

品也是我第一次使用4×5的大画幅相机，拍摄既

是学习技术的过程也伴随着想法的发展。期间

看了不少以静物为题创作的艺术家的作品，比

如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约瑟夫·苏
德克（Josef Sudek）等等。目前算是告一段

落了，因为拍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重复了，想

先放下来，如果之后有了思路希望能继续拍下

去。

的捕捉，摄影在表现“物”的变与不变方面仍

然是非常有效的。

答：是的，虽然Photoshop和各种软件的

出现动摇了人们对于摄影真实性的信任，不过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照片还是会默认被

摄物存在的真实性。尤其在展现事物的变化

上，大到城市、建筑，小到一朵花一张纸，在

拍摄的瞬间意味着这个瞬间不再在时间中存

的交集，尤其是在科学研究中，有人认为摄影

的到来是科学的福音，因为它标志着对样品的

描绘脱离了人的主观控制，照片展示的细节就

是事物本身的样子。如果从纯物理上来讲，照

片的冲洗，印制都存在不确定性，数字时代的

话成像本身是一种程序编码过程，不同的相机

编码方式不同，这都不能说是绝对客观的。而

对于画框的选择，决定什么包含在内什么排除

在外，这一步永远需要人来决定，也就是主观

的。作为一个艺术家需要做的是选择最合适的

方式传达自己的观念，主观的介入是必要的。

物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它的“物质性”而非

它的客观性。

问：你本科时在清华大学的专业是材料科

学与工程，2012年毕业后就开始在纽约视觉艺

术学院攻读艺术硕士学位。这是你面向公众的

第一组作品吧。这组作品对物的观察，对事物

的细节和痕迹的敏感，让我不由得想起你本科

学习的专业。这其间有关系吗？

答：是的。我觉得这可能与我原来接受训

练的观察事物的方式有关。本科学习材料需要

做很多实验，实验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用显微

镜和各种其他仪器观察以及测试材料的性质。

这样的实验要求我们要有很好的图像解读能

力，所以也就培养出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了。

现在自己拍照片依然会觉得总是带有一种科学

实验的眼光看待事物。纳博科夫说：“在世界

的大小比例之中，似乎在想象和知识之间有着

某个微妙的汇合点，这一个汇合点是通过缩小

大的事物和放大小的达到的，这在本质上具有

艺术性。”

画室，纽约，2013.1  刘张铂泷 摄 卫生间，纽约，2013.10  刘张铂泷 摄 大都会博物馆，纽约，2013.2  刘张铂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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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张铂泷  2008年考入清华，本科专业为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2年开始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攻读艺术

硕士学位（Master of Fine Arts），专业为摄影、视频及相关媒体

（Photography, video and Related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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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博物馆，纽约，2013.2  刘张铂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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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 Explain how your knowledge of science has influenced your 
artistic practice.

ZL: During my undergraduate years I trained as a scientist and 
engineer at one of the most technical univers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in China. After stepping into the art world, I think about 
the equilibrium point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all the time. In the 
past,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art emerged hand in hand with 
the conception of objectiv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cientists 
viewed artists as their hands without a mind, whose purpose is to 
draw idealized pictures as illustrations for scientific atlases. With 
the coming of the industrial age, scientists tried to lessen their 
dependence on artists and achieve mechanical objectivity through 
an emerging technology – photography.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scientific tools and theories have become a new arena 
in which artists could embed their conceptions. However, as C. P. 

Snow said in his 1959 lecture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is was not the right way for science to benefit art. 
Science has to be assimilated along with, and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whole of our mental experience. It should be used as naturally 
as the rest, not just as borrowed exotica. That is the main point 
of my practice. Artists’ practice that involves scientific topics 
is accumulating, and the kernel is how to use artworks that can 
raise concern about scientific progress. That is what I’m trying to 
do: instead of using scientific symbols like relativity, black hole, 
entropy, etc., I want to base the work on scientific discourse.

TAC: What drew you to photography, and why is it the right 
medium for your work?

ZL: My original passion for making pictures came from taking 
photos for my family and friends. When I lost my first digital 

camera and my laptop, I realized how fragile digital files were. 
From that point I preferred to use a film camera instead because 
the physical material makes me think it will be more ”permanent.” 
That’s the beginning of my picture-making story. For me, 
photography has two functions: one is to document people who 
are important to me, as mementos; the other is using photography 
as a way to express some way of thinking, something that can 
better or only be presented in visual form.

In most cases, science is based on collecting images or data from 
experiments and uses them to conclude or demonstrate theory, 
which means a process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In the 
realm of art, photography is viewed as the most realistic way to 
capture concrete views. But consider the way it cuts out a fragment 
from real life and eliminates all o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a way of abstracting. Both devote themselves 
to revealing the real entities of an unintelligible world behind the 
phenomena. However, the structure of interpretation it depends on 
is not working through images, facts, or theories, but a symbolic 
language. Photography gives me this ability to dissect what 
appears in front of my eyes and reconstruct the connections under 
my own understanding. It is not a looking at or a looking through, 
but a looking with. It also becomes my approach to scrutinizing 
my position. I am using this art 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procedures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s in 
order to study what science means to me.

TAC: Tell us about how you compose your images, and what you 
want the viewer to take away.

ZL: When I first began this project I was particularly looking 
for huge and complex scientific equipment and tried to use the 
deadpan approach to document the view. But as the project 
w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boratories 
became more interesting to me. But I don’t want scientists 
showing up in their laboratories; all I need is their working 
space. There are always some details in laboratories that catch 
my attention, such as a cubist painting by a physicist, a plant 
with a test tube for watering, etc. Through these objects viewers 
will find a trac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se laboratories, not 
just scientific experiments but also human activities, artistic 
creativities. 

TAC: What is next for you as an artist?

ZL: This is the last year of my MFA program, so I’m going to 
work on my thesis. This new project will also relate to science 
discourse, but in a more interesting way. The basic idea is to 
build a fictional museum, and the collections of this museum 
are based on some famous thought experi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like Schrodinger’s cat, twin paradox, Maxwell’s 
demon, etc. As we know, it is not normally possible for a 
thought experiment to be performed, so it doesn’t have any 
experiment facilities or equipment. But I will actually make 
th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f these thought experiments to 
make them look like real experiments. There will also be some 
archives like books or videos as evidence of their existenc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cience and popular culture, reality 
and fiction, are bl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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