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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栅画廊艺术探新
2016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在这本刊物中，我们将为您
介绍几位已经活跃于中国大陆与
香港的波兰艺术家：
阿内塔·格热希科夫斯卡（Aneta 
Grzeszykowska）与奥拉夫·布列
斯基（Olaf Brzeski），他们的摄影
与雕塑作品分别在2015年的香
港巴塞尔艺术展与中国美术馆举
办的「生活状态－全球化背景中
的波兰当代艺术」展览中展出；斯
拉夫与鞑靼（Slavs and Tatars）， 
他 们 曾 作 为 香 港 亚 洲 艺 术 文 献
库2 0 1 5 年 秋 季 的 常 驻 艺 术 家，
其致力于研究「伊斯兰教在中国
及儒家文化中的转化」，并且在
AAA的「自由停泊项目」中展出
了他们的作品；奥斯卡·达维茨基

（Oskar Dawicki）与兹比格涅
夫·利贝拉（Zbigniew Libera）
是 两 位 已 取 得 不 少 成 就 的 艺 术
家，他们近年来集中在视觉艺术
与电影艺术领域中进行创作，并
且 他 们 的 长 篇 电 影 作 品 已 经 在
中国举行了首映；最后要介绍的
是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Rafał 
Bujnowski），他将参与香港巴塞
尔艺术展2016的艺术探新，这也
是他首次在亚洲举行个人展览。

光栅画廊艺术探新
2016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2  BUJNOWSKI  3  BUJNOWSKI  

活跃于波兰本土与海外艺术界，在很多机构都
举办过其个人及集体展，如：

克拉科夫当代艺术博物馆（波兰·克拉科夫）
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兰·华沙）
乌亚兹多夫城堡当代艺术中心（波兰·华沙）
至上国家美术馆（波兰·华沙）
艺术博物馆（波兰·罗兹）
路德维希基金会现代艺术博物馆

（奥地利·维也纳）
路德维希博物馆（匈牙利·布达佩斯）
布拉格双年展 (布拉格，捷克)
当代艺术美术馆（德国·莱比锡）
凯斯特纳协会展览馆 （德国·汉诺威）
莱茵地区和威斯特法伦地区艺术协会

（德国·杜塞尔多夫)
贝塔尼恩艺术家之家 （德国·柏林）
诺里奇艺术大学画廊 （英国·诺里奇）
塞恩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 （英国·诺里奇)
国家高等美术学院 （法国·巴黎）
维也纳艺术馆 （奥地利·维也纳）
当代艺术中心 （立陶宛·维尔纽斯）
综合艺术画廊 （美国·纽约）

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
RAFAŁ BUJNOWSKI

1974年生于波兰瓦多维采，现居住和工作在波兰克拉科夫。

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曾就读于克拉科夫美术学院，2000年获得艺术硕士
学位后曾参与了一些极具表现力的活动，以此对画家们千篇一律的绘画流程提
出了质疑。而他自己的画作则带有自我审视与表述行为的性质，他以社会环境作
为大背景，大胆地探索了一副绘画作品作为一张图像，作为一件挂在墙上的平面
物体，作为一场使用颜料的创作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布依诺夫斯基的作品数量繁多，作品类型也各异。他绘制过教皇若望·保 
禄二世的肖像，绘制过政治活动的横幅，他也曾针对年轻的中产阶级画过更为通
俗的作品。与此同时，布依诺夫斯基也曾在画廊的开幕式上给参观者派送过他的
插画作品，并且也为一些艺术机构绘制过外墙与窗户上的装饰。

从2010年十一月开始，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一直在布拉格生活与工作。他
居住在一间有着近一百年历史的别墅里，坐落于奥热霍夫卡（Ořechovka）的住
宅区之中，不远处便是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最出名的极简建筑代表作品。
而布依诺夫斯基真正工作的地方其实时常变动，他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一间井井
有条的工作室里，反而选择在不同的工作地点之间游走，也正因如此，他的家具
与创作资源并非精挑细选，大多数都来自于当下的权宜之计。拉法乌·布依诺夫
斯基选择的工作室几乎都是空置的公寓或房间，装饰简单朴素。他会在里面进行
绘画创作，一旦开始创作便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在少数情况下他的创
作周期甚至为时几年。这种生活与创作的方式与布依诺夫斯基的创作哲学有着
紧密的联系——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在创作中几乎只运用了黑色与白色的颜料。

「多余的修饰只会阻碍信息的传达」，布依诺夫斯基的一句话言简意赅地传达了
他在艺术创作上的主张。然而不仅限于颜色，繁杂的创作工具也是他所指的「多
余的修饰」中的一部分。对于布依诺夫斯基来讲，一套基本的，宽的平头画笔便足
够了，最好是与画家磨合了一段时间并且风干了的画笔，这样的画笔有着恰到好
处的硬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简单的，特别制作的工具也在拉法乌·布依诺夫
斯基在绘画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画笔架，以及一个能让物件沉浸于
颜料里的容器（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曾花过几年时间创作一系列沾满黑色颜
料的灯与灯泡）。正如他的创作工具一样简单，颜料、光与空间便是布依诺夫斯基
的画作里最基本的元素。在这里，「空间」可以被理解为建筑本身，也就是一副绘

作品收藏名列：

路德维希博物馆（匈牙利·布达佩斯）
华盛顿大学亨利画廊（美国·西雅图）
鲁贝尔家庭收藏博物馆 （美国·迈阿密）
豪特夫妇收藏（美国·纽约）
伯罗斯夫妇收藏（德国·柏林）
马克思收藏（德国·柏林）
戈茨女士收藏 （德国·慕尼黑）
扎布鲁多维奇夫妇收藏 （英国·伦敦）
查达艺术收藏（荷兰·阿姆斯特丹）
罗森·布鲁姆与友人收藏（法国·巴黎）
克拉科夫当代艺术博物馆（波兰·克拉科夫）
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兰·华沙）
艺术博物馆（波兰·罗兹）
至上国家美术馆（波兰·华沙）



4  BUJNOWSKI  5  BUJNOWSKI  

画作品所在的空间，这包括了一副画作在哪里被展出，以怎样的形式被展出，以
怎样的角度被看见；同时，「空间」也可以被理解为公众空间，也就是说这一副画
作被谁、在哪里、做了怎样的用途、会带给观众怎样的联想以及这些联想会被怎
样解读，都是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的绘画作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布依诺夫斯基刻意选择在居民区进行创作并且常常更换工作室的地
点。他经常变换角度来观察事物，将不同的空间与新的环境融入到他的创
作过程中。比如说在他的成形画布系列里，以及在部分来自于他「角度陷阱」

（Perspective Trap）系列中的作品里，展厅里的白墙也被融入进作品之中。如
此一来，画布的边界在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的作品里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
布依诺夫斯基有意地开始了这样一个与建筑有关的游戏，并且在其中进行更深
的探索。2015年，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曾给他在富埃特文图拉岛上的房子进行
翻修。在翻修的过程中，布依诺夫斯基清空了所有的室内装饰，在房子里装上了
镜子，还有他自己制作的灯饰，然后把他在附近一带找到的物品一件一件地搬进
来。同时，他在选择装潢色调的时候也非常用心，重新粉刷了房子里的陶瓦地板。
在这次翻修中，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创造了一套具有极简主义风格的装置，并
将其运用在他之后的摄影创作当中。

技术与手法是布依诺夫斯基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部
分。他在创作过程中十分细致，有一套独特的、别人无法临摹的手法与步骤。就如
同在建筑作品中，一件原创作品总是建立于重复的科技与工程上。从一个更全面
的角度观察绘画作品让布依诺夫斯基得到了一套属于他的在绘画形式上的创作
方式。布依诺夫斯基会尝试对同一件作品进行反复创作，这让他能够从容地在抽
象与具象之间转换，并允许他将调色板限制在同一种颜料与同一种颜色之中，甚
至让他的整个绘画过程变成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化的创作。布依诺夫斯基把绘画
作品客观化是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去激活观众，让观众用个人的角度
去给作品最后的定型，赋予作品一个合适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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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布依诺夫斯基的画作里展现出来的坚定的信仰——他
相信在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条纽带将二者连结起来。布依诺夫斯基将他认
为能够代表一种社会背景的颜料，以及能激起他创作灵感的建筑物结合在一起，
将这个概念用一种诚挚的方法表现出来。用布依诺夫斯基的话来解释，便是「墙
壁造就了我们」。

第1页：角度陷阱，2016年，布面油画，30,5 × 46,5 厘米
第5页：角度陷阱，2016年，布面油画，31 × 23,5 厘米，25,5 × 19 厘米
第7页：竹，2014年，布面油画，247,5 × 55 厘米，219 × 74 厘米
第8页：角度陷阱，2015–2016年，布面油画，41,5 × 39,5 厘米，36 × 33,5 厘米
第9页：蜡烛，2016年，布面油画，[3×] 28 × 28 cm 厘米
第10页：无题，2016年，布面油画，110 × 110 厘米
第11页：无题，2016年，布面油画，110 × 110 厘米
第12–13页：低处，2016年，布面油画，[4×] 110 × 15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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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内塔·格热希科夫斯卡
ANeTA gRzeSzyKOWSKA

1974年生于波兰华沙，现仍生活和工作于此。格热希科夫斯卡是波兰当代艺术家中最具知名
度的一位，其对电影与摄影的大胆求新尝试令她广受瞩目。她参与了众多国内外重大艺术展。如：柏
林双年展（2006年），巴黎当代艺术三年展（2012年）。格热希科夫斯卡的作品同时也被重磅级收藏
单位所青睐，其中包含：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美国·纽约），蓬皮杜中心（法国·巴黎），图片博
物馆（瑞士·温特图尔）以及现代艺术博物馆 （波兰·华沙）。

「个人科幻」一段与阿内塔·格热希科夫斯卡关于羊毛玩偶雕塑系列的对话

你的玩偶雕像与你其他的作品相比起来似乎显得边缘化一些。你从2006

年便开始创作它们。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它们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形式来
探索你自己？

阿内塔·格热希科夫斯卡： 我觉得与其说边缘化，它反而是一个平行的（与
其他作品类似的）创作活动。我从小便很喜欢缝纫，我经常给我自己做玩具。从我
的角度来看，我用于艺术创作的手法是次要的。材质的选择总是要取决于内容，
而且它并不会决定我做什么。如果从某种角度看待玩偶，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
人过去的「照片」。它们被缝制得非常逼真，但我最初选择的制作方法却是将它们
做成单色的：黑色或者白色，舍弃了一些真实感。我觉得像这样偏离现实，得到的
含糊与不明确会给我们的想象创造一个空间。

黑色系列是最先做出来的，它们涉及到曾作为一个小女孩的你。你描绘了自
己童年的不同时期。在自己的容貌上你有去参考相片吗？

阿内塔·格热希科夫斯卡： 没有，它们全来自记忆。我也用了一些曾于我有
关的物件。比如说，有一个我的玩偶，它的脸是一条我父亲在我小时候抓到的鱼
的脸。这些玩偶的衣服都是我妈妈照着我小时候穿的衣服做的。我把玩偶做出
来，我妈妈会为他们做衣服。

2010年当你的女儿弗朗西丝卡（Franciszka）出生的时候，你开始制作白色
系列——那是你想象中你女儿在成长过程中的样子。你的计划是你以后会为她
照相，然后这些相片会与不同的玩偶相应。那些在弗朗西丝卡玩偶系列里注入了
投资的藏家确实是在购买未完成的作品，只有在这个女孩儿到了一定岁数，并且
经过影像的记录，才会让这一系列作品变的完整。在这一系列作品的最后，会有
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阿内塔·格热希科夫斯卡： 我还不知道，这个系列还在创作中。在我的作品
里，我用了很多我身边的资源——我自己，我的伴侣亚谢克（Jasiek），我们的生
活。弗朗西丝卡出生的时候，她很自然地变成了我所做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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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不久后做了第一个白色玩偶，并且给了它「2014弗朗西丝卡」这个名字。
这就好像我个人的科幻小说。当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照了那张相片——我承认，
弗朗西丝卡长大的过程以及她与那个之前被缝制的玩偶肖像之间的相似度令我
感动。现实与想象的重合十分让我着迷。大概是因为在这里我并不是唯一的参与
者，而公众也是。一方面，我是一个母亲，另一方面——（我是）一个艺术家，从自
身之外去看待母性。而弗朗西丝卡所做的，本质上来讲，是一场尝试去表现我眼
中她的表演。有人可能会觉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反向效果——并不是艺
术源自于生活，而是恰好相反。

采访: 安娜·桑楚克（Anna Sańczuk）。原文刊登于弗罗茨瓦夫当代艺术画廊
（BWA Wrocław）出版的「事务所」（BIURO） 杂志。

第14,16–17页：弗朗西丝卡，2015–2016年，羊毛
第18–21页：自拍 系列，2014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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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拉夫·布列斯基的作品里有许多基本的元素：被瓦解的重量比例，对稀
奇材料的运用，通过绘画将立体空间转移到平面上，以及对人体痴迷的想象。这
位艺术家对雕塑中实实在在的三维空间，比如说重量、体积与质地，有着浓厚的
兴趣；也对雕塑中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特质，也就是将一些特定的现象与故事以
物质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无限可能性，十分着迷。

这位艺术家的许多作品都直接涉及到了人体的形态，但他并没有从物理的
角度上出发，反而更倾向于这个主题在情感上面的深度。奥拉夫·布列斯基的人
体雕塑总是让人出乎意料——充满着恐惑、不自然与比例上的夸大。这些天马行
空不可思议的形状总是来源于一个想法，以速写画极简形式记录创作下来。

奥拉夫·布列斯基在柏林曾看见过一位衣衫褴褛的女人，她的脚上只有一
只鞋，一手拿着烟，一边慢跑过克罗伊茨贝格的街道——后来艺术家以她为模
特，把零碎的金属片与细小的钢管涂上了富有活力的颜色，制做了一件名为『该
死的慢跑』（Fucking Jogging）的雕塑。

奥拉夫·布列斯基
OLAF BRzeSKI

1975年生于波兰弗罗茨瓦夫，现仍生活和工作于此。布列斯基是一位能将传统与个人精神相
结合进行再度创作的雕塑家，其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令人叹为观止。布列斯基的部分作品被收藏于
波兰最主要的公众艺术机构当中，如：现代艺术博物馆 （波兰·华沙），乌亚兹多夫城堡当代艺术中心

（波兰·华沙），迷宫画廊 （波兰·卢布林），阿森纳画廊 （波兰·比亚韦斯托克），或ING波兰艺术基金
会收藏 以及其他私人与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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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艺术家弗兰西斯·索伯恩（Francis Thorburn）是布列斯基的一位密友，
曾作为布列斯基的灵感出现在他另一件作品里。与『该死的慢跑』相比，这件作品
在体积上更大，形态上却更为轻盈。当索伯恩作为模特在工作室里摆造型的时
候，他同时也在抽大麻。所以，与其说是一次对人体的研究，这件雕塑最后的成品
更像是一场幻觉：干枯的稻草恣意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副幻影般的立体速写，人
体的形状若隐若现，头部的线条则似与烟雾融为了一体。

布列斯基还用钢铁枝条创作过另一件巨大的雕塑像，描绘的是在纽约康尼
岛表演吞剑的克莉丝·卡克特尔（Kryssy Kocktail）。她的钢铁身躯中间是一个装
着盐酸的实验室用细颈瓶——这代表着克莉丝的肚肠。浸在盐酸里的是一把剑，
它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就像胃里的食物被胃酸消化一样。马戏团里的离
奇的画面就这样在观众眼前变成了真实的「魔法」，与此同时也展现给了观众人
体十分隐私的一面，以及它的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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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页：相机，2015年，钢
第24页：光栅画廊，2015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第25页：克莉丝·卡克特尔，2014年，青铜，钢，玻璃，盐酸，漆
第26–27页：我说的事，2015年，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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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达维茨基
OSKAR DAWICKI

1971年生于波兰华沙，现仍生活和工作于此。达维茨基主要从事表演、电影、摄影、雕塑、装置、
绘画、电脑绘图及写作（如诗歌）等方面的工作。他的表演与创作足迹遍及欧美大陆，如：人间之境美
术馆 （德国·埃森），海华美术馆 （英国·伦敦），维也纳艺术馆 （奥地利·维也纳），KW当代艺术中心 

（德国·柏林），魏特德维茨当代艺术中心 （荷兰·鹿特丹），艺术博物馆（波兰·罗兹）以及国际博物馆 
和 现代艺术博物馆 （波兰·华沙）。

『表演者』（2015年） 是最早以长篇电影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展览。这部电
影由瓦伊达电影工作室（Wajda Studio）制作，并由一位视觉艺术界的策展人
乌卡什·隆杜达（Łukasz Ronduda），一位电影导演马彻伊·索比埃什察尼斯基

（Maciej Sobieszczański），以及一位艺术家（达维茨基）合作完成。这部影片
结合了行为艺术与银幕表演，纪实的影像片段与虚构的故事，创造了一个以奥
斯卡·达维茨基为中心的当代艺术世界，带给观众一段不可思议的影像。艺术家
奥斯卡·达维茨基本人在这个构建于他真实生活上的故事里出演了他自己，并
特地为电影荧幕改编了他最经典的表演，与其他艺术作品一起完美地穿插于影
片之间。

『表演者』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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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为银，2015年，银
这件雕塑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一种致死的中世纪酷刑，这种刑罚专门用于惩罚伪证人，受刑者会被强
制从喉咙灌下熔化的金属。由纯银铸造，这件雕塑是一个实心的口腔与食道的模型，完全符合解剖学
中的人体构造。创造这件雕塑的过程，是艺术家为自己精心设计的一场「自杀」，也是『表演者』这部电
影的主题之一与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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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2010年
三个救生圈由钢筋水泥制成。

第32页： 智慧树，2008年，照片
这是一段在夜间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表演艺术，其灵感来源于圣经故事中的「善
恶树」。在这段视频中，艺术家把苹果树上的每个果子都咬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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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首人，2011年，视频
在六分钟的时间内，这段视频展现了艺术家所处在的一种十分危险的平衡状态——悬挂在空中，脖
子被绳索套住，两只手各拿着一捆气球。

Gloria Amore Victis，2015年，石英，青铜
这件雕塑是一件镶嵌在一块古典造型的石板上青铜雕像，雕像刻画了一个女人的背部。艺术家把这
件纪念碑式的雕塑献给所有曾经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这个拉丁语的标题意思为「歌颂爱情的牺牲
品」，来自于一首诗歌，常被用于歌颂在战争中逝去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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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名叫『瓦尔泽』的影片是兹比格涅夫·利贝拉的首部长篇影片：它是在
波兰电影学院电影奖与华沙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慷慨赞助下，一位在视觉艺术与
电影摄影之间工作的艺术家的创作结晶。利贝拉2011年赢得了首届比赛的大奖。

兹比格涅夫·利贝拉对于白种人文明的灭绝有许多的想象与想法，而这部
电影正是对这些未来主义的、后人类主义的想法在影像中的拓展与延伸。康泰赫
利（Conteheli）这个在文明边缘的失落部族说的是虚构的语言，从始至终未被
观众所理解，而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则证实通过配乐与主角们虚构的语言带给
观众紧张与不安的感觉。

兹比格涅夫·利贝拉
zBIgNIeW LIBeRA

1959年生于波兰帕比亚尼采，现居住和工作在波兰华沙。利贝拉是波兰最具品味与价值的艺
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涵盖摄影、电影、装置、艺术品和绘画，以巧妙的手法将当代艺术的固有模式发
挥得淋漓尽致。他的众多作品同时也被本土与国际上的主要艺术机构所收藏，如：泰特现代艺术馆 

（英国·伦敦），熊本市现代美术馆（日本·熊本），路德维希博物馆（匈牙利·布达佩斯），犹太博物馆 
（美国·纽约）或鲁贝尔家庭收藏博物馆 （美国·迈阿密）。

康泰赫利部落的居民有着像亚麻花一样蓝的眼睛，绑着发绺的白发以及年
轻的身体。他们看上去就像嬉皮士们所幻想的那样，重新回到自然里。他或者也
可以说他们像斯拉夫版的阿凡达。这些森林居民们看上去像是生活在伊甸园里，
但是人类文明随着一个名叫瓦尔泽的铁路管理员闯进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瓦
尔泽尝试去进入康泰赫利居民们田园般诗意的世界并学习他们的晦涩难懂的语
言，但他带来的一切只是混乱与灾难。瓦尔泽的世界挑战了电影类型的传统：这
是一部描写原始与繁华互不相容的后世界末日科幻电影，同时也可以被归类为
西部电影或原始人电影。那些类型电影的陈词滥调在利贝拉手上则变成了积木，
他用这些积木创造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谜语。这是一个关于那群失落天堂里童话
般的人物的谜语，或者说是关于一个乌托邦的哲学与反正统文化的谜语，但这谜
语最后也可能仅是一个关于文明尽头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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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非洲故事，2011年，照片
兹比格涅夫·利贝拉的一些比「野蛮」更早的作品有涉及到摄影史、人类史以及殖民主义，创作了
一副让人浮想联翩的「野蛮」欧洲人的肖像。

38版：人们在焚烧钱财，2013年，照片

36–37版：『瓦尔泽』电影宣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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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与鞑靼
SLAVS AND TATARS

2006年成立，是由一组艺术家建立的矛盾体组合。主要涉猎范围西起前东德柏林墙，东至中
国的万里长城，即「欧亚」。其作品主要针对三个方面：展览、图书和讲座。他们曾在以下艺术机构举
办过个展：现代艺术中心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达拉斯艺术博物馆 （美国·得克萨斯），现代艺术
博物馆 （美国·纽约），分离派展览馆 （奥地利·维也纳）；同时还出席了：第八届柏林双年展 （德国·
柏林），第十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 （俄罗斯·圣彼得堡），第十届沙迦双年展 （阿联酋·沙迦）等。

Larry nixed, Trachea trixed，2015年，钢板丝印
长腿语言（Long Legged Linguistics）的一部分作品致力于研究语言的政治。「Larry nixed, 
Trachea trixed」探索了各种用俄语去表现不在俄语字母里的音素的企图，这是尝试嵌入及扩大苏
联文化影响的众多企图之一。相比于传统上以学术的角度去看语言学，这个使用了镜子的作品毫无
疑问提供了一个在感官上更有影响力（但不具有性特征）的途径去探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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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舌，2013年，硅胶，聚苯乙烯，中密度纤维板，颜料，金属杆
这件作品将金属杆上的半裸舞女换成了一样有着同等性意味的东西：一个巨大的，肉欲的，一直缠
绕到金属杆底部的舌头。这也是致敬于一部分前苏联地区六十年来的古怪改变：如今讲土耳其语
的地方，官方语言曾经从阿拉伯语变为拉丁语，到俄罗斯语，最后再回到拉丁语。

AÂ AÂ AÂ UR，2015年，钢，树脂，颜料，压缩过的泥土与草
这是一套特大号的用树脂制成的念珠，从地底下「生长」出来。“AÂ AÂ AÂ UR”阐述了避世之地与社
会、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平衡问题，这些矛盾在美国、欧洲与中东存在至今。这些念珠的尺寸与动量来
自于表面之下，暗指众所周知被刻意忽视的问题，整件作品充满了玩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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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杂志——反现代 ， 2012年，玻璃钢，钢
这是斯拉夫与鞑靼最受欢迎的一件苏菲教派的雕塑，也是一件有追溯故事性的吉祥物。这位苏菲
教派的英雄倒骑在他的驴上，面朝过去却在一路奔向未来，就像任何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做的一样。
如果大人与小孩想要骑在驴身上玩耍，他们需要抱住这位英雄的肚子，而非后背。在为大人与小孩
提供一个玩耍的地方的同时，这件雕塑也为人们在时间、进步与历史上给予了宝贵的一课。

刊物制作：
米浩·卡钦斯基（Michał Kaczyński）
马格达莲娜·柯布斯（Magdalena Kobus）
玛雅·马祖基耶维奇（Maja Mazurkiewicz）
玛丽安娜·舍夫齐克（Marianna Szewczyk）

翻译：
胡桉然
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 协力

由波兰文化及民族遗产部共同出资的项目
鸣谢：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

光栅画廊
Wspólna 63, 00-687 Warsaw, Poland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六 12时至18时
电话 0048 784 588 854
邮件 info@rastergallery.com
www.rastergallery.com

来自波兰华沙的光栅画廊（Raster Gallery)是中欧当代艺术市场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也是世界上
最负盛名的波兰画廊之一。在过去的十年里，光栅画廊代表着来自波兰与其他国家的知名艺术
家，致力于与当下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机构和收藏合作，在国际艺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光栅
画廊由乌卡什·戈尔切策 （Łukasz Gorczyca）与米浩·卡钦斯基 （Michał Kaczynski）联合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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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astergallery.com

光栅画廊(波兰·华沙)

拉法乌·布依诺夫斯基
奥斯卡·达维茨基
兹比格涅夫·利贝拉

阿内塔·格热希科夫斯卡
奥拉夫·布列斯基
斯拉夫与鞑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