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总是去艺博会看艺术，

然而这正当的兴趣也被迫逐渐消逝，

因为我已经看够了艺博会式艺术品

吸引了无数眼球。我对此毫不关心。

它们只是商品，是养眼花瓶，

最后只会让人觉得平淡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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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y Art BAsel 
MiAMi BeAch
占领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
行动起来！

ViEW ON ARt

Adam Lindemann
私 人 投 资 家 ，当 代

艺 术 与 设 计 领 域 内

重 要 的 收 藏 家 。曾

撰 写《C o l l e c t i n g 

Contemporary》。

今
年，我不会去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

（Art Basel Miami Beach），我已经

受够了。那里真的越来越尴尬了，尽

是赶时髦凑热闹，甚至懒得装出对艺

术感兴趣的家伙，我有何理由要与他们挤在一块？

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等刊印后就再不会有

人追问我。下面列出所有我绝对不去的活动：周

二，与法拉利主席卢卡 ·迪 ·蒙特泽莫罗（Luca di 

Montezomolo）（好名字！）共进午餐，接着是为

艺术家特雷西塔·费尔南德斯（Teresita Fernandez）

（我喜欢她，她长得漂亮，是古巴人，还是麦克

阿瑟奖得主）举行的鸡尾酒会，再者是我的朋友

拉普·艾尔坎恩（Lapo Elkann）的法拉利派对，我

还得提前离开去参加德尔菲娜·阿尔诺（Delphine 

Arnault）（她就是LVMH老板的女儿）为柏林艺术

家安瑟姆·雷尔（Anselm Reyle）举行的晚宴。雷尔

刚刚为Christian Dior设计了一个手袋系列，人长得

英俊潇洒，他的作品现时不太受欢迎，但我相信他

正在回归（尽管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接下来我大

概还要与玛利亚·巴巴科瓦（Maria Baibakova）一

起喝点夜酒，因为她年轻时尚，是俄罗斯人，在迈

阿密有一间大公寓；哎呀，我忘了自己已答应出席

今年是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10周年，

这是一个不值得我们庆祝的周年纪念，至少我选择不去。

初时，画廊竞相引荐佳作，不只为销售，

更为获得信誉和同业间的威信。但如今，新发现之新鲜感

多已蒸发，更糟的是画廊们开幕前便已积极预售一切展品。

如果我们现在能成功遏制它们，

便可在这场游戏中推行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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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托（US Trust）赞助的卢贝尔收藏馆（Rubell 

Collection）开幕派对。

周三有《W》杂志为热门巴西艺术家比特利兹·米

拉塞斯（Beatriz Milhazes）举行的派对，之后是艾娃

普瑞森胡伯画廊（Galerie Eva Presenhuber）（她总

能网罗到优秀的艺术家）的晚宴，同一时间某位墨西

哥大收藏家的宅子里也在举行晚宴，去那里是因为

我最喜欢地道的墨西哥美食了。还有白立方（White 

Cube）的狂野派对，而艾曼纽·帕洛汀（Emmanuel 

Perrotin）则再次从巴黎带来Le Baron夜总会，夜深

时分，这便是经销商寻觅一夜风流的去处。周四，等

着我的还有柏林当代美术画廊（Contemporary Fine 

Arts）（柏林人很懂派对的精髓）的晚宴，然后是

西门·德·普利（Simon de Pury）的菲利普斯拍卖行

（Phillips Auction House）的派对（这派对厉害死了，

而且合伙人还是有趣的俄罗斯人），再然后是阿比·罗

森（Aby Rosen）在他的W酒店中举行的大型晚宴，

紧接着是酒店夜总会中的狂野派对，主持人包括派对

男孩斯塔夫洛斯·尼阿科斯（Stavros Niarchos）（国

际时髦的代表）、亚历克斯·德拉尔（Alex Dellal）

（伦敦时髦人士）及维托·施纳贝尔（Vito Schnabel）

（代理多位新晋青年艺术家的快嘴王）。

得到这么多活动邀请的乐趣何在？在最好的派对

上酣然入睡时，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还想知道周

末的安排？好吧，我是不敢想周五或周六了，倘若也

被安排上，我就得送医院治疗了。

我会遇到多少名人？我会向多少大收藏家致意？

我会与多少策展人打交道，与多少艺术家闲话家常？

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不会出现。

在今时今日的气候里，很难想象我也曾在艺博会

买艺术品。是否记得当年的伦敦弗瑞兹（Frieze）或

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上，我们寻得的收集中的艺术家

佳作，或是那些新鲜发现？最初几年的艺博会是画廊

界最均衡的运动场，世界各地的经销商汹涌而至，以

或强劲或异国情调或被低估的佳作吸引你的眼球。

过去十年间，国际艺博会有如百花齐放，我几乎

参加了每一个，也直接目睹了艺博会的衰落。初时，

画廊竞相引荐佳作，不只为销售，更为获得信誉和同

业间的威信。那时的拍卖行为巨型杰作安排大型担

保，将大量金钱投入到光鲜的产品目录和市场营销预

算，于是艺博会也设置成拍卖式环境，中小规模画廊

跟大画廊一样拿展位，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推介各自

的艺术家。收藏家可得到本年艺术市场可售作品的全

面概览。由于可在不同画廊之间对比，对价值和品味

的比较变得相当容易，最后你可能在某展位100万美

元的尼奥·劳赫（Neo Rauch）和另一展位同为100万

美元的马克·坦西（Mark Tansey）之间权衡。

但如今，新发现之新鲜感多已蒸发，因为一年

之中有太多国际展会，画廊在开幕前一两个星期就发

送可售作品清单，于是我等便对新加坡艺博会（Art 

Singapore）、巴黎FIAC、意大利Artissima或阿布扎

比艺博会将展出之作品一清二楚。更糟的是，画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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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开幕前便已积极预售一切展品。这个问题为何

重要？具体说来，我定期会收到几家画廊待售作品

的群发电邮，其中有两次我把卡伦·科里尼克（Karen 

Kilimnik）画作设为“备选”，准备到展会现场看后

再作决定，却收到她代理画廊的电邮，声称有其他

人决定不看现货直接买下，让我“别占着茅坑不拉

屎”。我一贯拒绝在未亲眼看到前买下艺术品，在这

脆弱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于是画廊最终跳过我，把

画出售给某个盲目喜爱的家伙。我真不能责怪这些画

廊，因为这俨然已成新的惯例，但我并不享受这场预

售最佳作品的竞赛——它让我精疲力竭。在该等群发

电邮中，再没有任何协商的文明规则，只剩下“卖卖

卖”，并且要尽可能快地卖。作为最严肃的艺术收藏

家，我已去过太多展会，一遍又一遍地看了很多年相

同的东西。艺博会已失去其光芒和目的，既然如此，

我为何要勉强自己参加？从现在开始多参观工作室、

拜访新兴画廊还为时未晚。这样做当然累，但这是现

时唯一先下手为强的机会。

你说：“谁在乎呢？人们到迈阿密去的主要原

因不是艺术，而是为了派对、闲聊和在《纽约时报》

‘Style’版提及的房产上划线的机会。”至少我不

是这样的人。我总是去艺博会看艺术，然而这正当的

兴趣也被迫逐渐消逝，因为我已经看够了艺博会式艺

术品（艺术家有意为艺博会的展示和销售而创作的作

品）吸引了无数眼球。我对此毫不关心。它们只是商

品，是养眼花瓶，过于商业化而无足够的真正内容，

最后只会让人觉得平淡乏味。每年，越来越多人涌向

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都是些对艺术没有兴趣的人。

他们出现在各个派对，享受免费鸡尾酒等各种免费的

乐趣。与此同时，真正的艺术收藏家却向画廊购买昂

贵的艺术作品，从而间接为这些派对买单，是我们的

金钱垫付了这一切蠢事。

今年是迈阿密艺博会10周年，这是一个不值得

我们庆祝的周年纪念（而我将在家中庆祝本人在这

家报纸开设专栏的第二个周年纪念）。让我们联合抵

制这一切，我们只要不出席就可以了。让我们联合一

致，不要在今年的迈阿密买任何东西——不买照片、

雕塑、成批作品，甚至签名海报。让他们无法向我们

卖出任何东西，而我们将高兴地看着整个大马戏团枯

竭、收缩，变成小狗帐篷的规模。

如果我们现在能成功遏制他们，便可在这场游戏

中推行新的规则。首先，艺博会应只面向收藏家；如

果你不是来买画的，就给我滚。第二，只举行画廊晚

宴，最好是加入艺术家和策展人以保持其正当传统。

换句话说，再没有销售私人飞机的派对，没有珠宝公

司的香槟鸡尾酒会，甚至没有法拉利的闲聊酒会。第

三，“一票难求”的提前入场VIP卡只可以交予获画

廊邀请的真正收藏家。它们不应该当作廉价夜总会的

虚假绒绳，只为在门口营造蜂拥而入的场面。第四，

再没有艺博会式艺术品。让我们确保每家画廊都带来

佳作，值得我行遍整个会议中心、穿破一双Tod's便

鞋。最后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严禁任何展会前

的预售或购买行为，原因是倘若在我们逛展会前，这

里的果实已被先行采选了一遍，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

看一堆挑剩的鸡肋。

占据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是一个全新运动，旨

在一劳永逸地纠正全球艺术博览界的弊病，并向经

销商、艺术家，尤其是艺术展会公司发出我们的严正

抗议：下地狱去吧，我们才不去！尤其在这垃圾经济

环境中、开支让我们消化不良的情形下，我们希望我

们的金钱用在更优质的地方。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房间

中，每有一个收藏家便摊上一个八卦狗仔队、两个社

交名流和三个名流崇拜者。我已受够了，我厌恶这一

切，我真的不关心自己是否错过了某个派对、某个鸡

尾酒会、某次调情，甚至是某幅艺术佳作。占领迈阿

密巴塞尔艺博会行动现在开始。今年就加入到我的行

列，抵制这该死的东西吧。让我们展现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美元助长了这乖张的类固醇集市，倘若这些

人不解决展会存在的问题，明年我们将会暴动，我们

将一边叫嚣血腥谋杀，一边投掷烂番茄。我们责无旁

贷。因此，加入我的行列吧，留在家中，把节省下来

的钱用在恰当地展出的优秀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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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圣诞佳节，久负盛名的比利时皇家御用巧克力品牌GODIVA歌帝梵在最受欢迎

的口味和款式中融入独特创意，打造新颖丰富的甜蜜诱惑，将浓情蜜意在七彩斑斓

的圣诞节无限蔓延。于是趣味盎然又甜蜜温馨的圣诞巧克力在味蕾上展开一场神奇

的魔术，那份触动心弦的温暖感觉，崇尚温馨与浪漫的你，怎么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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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闪耀 幸福碰撞

在
温馨圣诞夜，颗颗璀璨星星带来的童

话色彩令这个圣诞节更显梦幻趣味。

倾注了GODIVA歌帝梵浓浓圣诞祝福

的Gems圣诞星形礼盒，搭配包裹于

欢愉的红色与绿色包装的圣诞松露形黑巧克力与

圣诞松露形牛奶巧克力，更有经典的牛奶巧克力

及黑巧克力，浓醇的焦糖牛奶巧克力及焦糖黑巧

克力，令分享时刻充满甜蜜与乐趣。

经典甜蜜之享

GODIVA歌帝梵精心打造了限量款的圣诞巧克力

条与圣诞巧克力片。圣诞节打造的新款包装让这款

经典的产品焕发新颜，同时充满圣诞温情气氛。倍

受欢迎的Gems巧克力包裹于红色与绿色欢快明亮的

色彩包装中，如精灵般活泼跳跃，颗颗陪伴您度过

可爱欢乐的圣诞节。

创意不断的惊喜

如圣诞期间的雪人一样，银装素裹的圣诞树

也是圣诞节不可或缺的经典元素。倍受欢迎的片装

巧克力，搭配上如此精致时尚又富有圣诞气氛的礼

盒，无疑为圣诞派对添加亮丽焦点；可爱的麋鹿伴

着Jingle Bell圣诞歌声送来新颖独特的圣诞礼物！丝

滑浓郁的牛奶巧克力搭配圣诞节不可或缺的经典元

素，无疑为圣诞节添加一份轻松气氛。

1 .  GODIVA歌帝梵Gems圣诞珍藏礼盒10颗装/18颗装 RMB180 / RMB 265

2 .  GODIVA歌帝梵圣诞巧克力棒棒糖连杯套装 RMB 260

3 .  GODIVA歌帝梵Gems圣诞星形礼盒10颗装  RMB 155

4.  GODIVA歌帝梵圣诞装饰连片装巧克力10片装  RMB 215

2011 GODiVA  chris tMA s
温情圣诞 欢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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