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看来，村上先生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艺

术家，因为他是唯一来自非欧美地区的超级

明星。他进入了杰夫·昆斯和达米安·赫斯特

等人的艺术家小圈子，不仅是艺术制造者，

更为奢侈品牌设计手袋并创造数亿美元销

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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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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报道，卡塔尔花了12.5亿美元，买了塞

尚（Cezanne）“玩纸牌的人”（Card 

P l a y e r s）系列其中一幅（不是向我

买！），更有传闻指卡塔尔就是罗斯科

（Rothko）、里奇特斯坦（Lichtenstein）和沃霍尔

（Warhol）等多幅画作的神秘买家。而且我也想再看

看最喜欢的村上隆那幅《呕吐的Tan Tan》（Tan Tan 

Bo Puking，又名Gero Tan），再看看村上新创作、

被称为“五百罗汉”的300英尺长巨作，对两者做一

番比较。

在村上因卡地亚基金会2002年的展览而声名

鹊起前，我就喜欢他的艺术，迄今已十多年。我观

看并研究过他大多数展览：半年一次的“Geisai”

（艺祭）艺术博览会、2005年纽约日本协会（Japan 

Society）迷人的“Little Boy”（小男孩）展览、

2008年布鲁克林博物馆及洛杉矶艺术馆（LACMA）

的回顾展及最近巴黎Galerie Perrotin的画展“Homage 

to Yves Klein”（向伊夫·克莱因致敬）。

但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为何29岁的谢雅·阿尔-

玛雅纱·哈迈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Sheikha Al-

Mayassa bint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会选中村

上在卡塔尔做这个超大型展览，并为展览取了恰到

好处的名字：“Ego”（自我）。谢雅是卡塔尔埃米

尔（即卡塔尔元首）谢赫·哈迈德·本·哈利法·阿勒萨

尼（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的第14个孩

子，也是这个国家极有权势的女人，而在卡塔尔这个

传统穆斯林社会里，女人掌控权势并不容易。她是卡

塔尔国家博物馆基金会（Qatar National Foundation 

o f  M u s e u m s）和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理事会

（Council of Trustees of Qatar Museums Authority）

之主席，该理事会成员里有一位纽约人，纽约现代

艺术馆（MOMA）理事会主席Marie-Josée Kravis。

卡塔尔新近落成了贝聿铭设计、优美的伊斯兰艺术

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全新卡塔尔国家博物馆（National 

为了一睹日本艺术家村上隆最新

超大型展览，我坐了15小时飞机，

来到卡塔尔多哈。为何我飞越半个地球，

去看那些我基本早就看过的画作？

也许是因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卡塔尔过去五年悄悄投资了12.5亿美元

于艺术（我打赌实际数字是这两倍），

还因为卡塔尔部分地促成了

当前艺术市场疯狂的活跃。
翻译_Shirley Tang  图片提供_东方IC  编辑_俞瑶

SuShi in the DeSert
沙漠中的寿司：
村上隆为卡塔尔
带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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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of Qatar）亦将于2014年开放，身为卡塔尔

博物馆管理局女主席的谢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但我仍然很纳闷，为何卡塔尔和女强人谢雅

会选择村上先生，来推行他们雄心勃勃的当代艺术

计划？

在我看来，村上先生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艺

术家，因为他是唯一来自非欧美地区的超级明星。

他进入了杰夫·昆斯（Jeff Koons）和达米安·赫斯特

（Damien Hirst）等人的艺术家小圈子，他不仅是艺术

制造者，更是全球知名品牌，圈中唯一为Louis Vuitton

设计手袋并在全球销售出数亿美元的艺术家。但他仍

然是个古怪的日本人，喜欢孩子气的滑稽服装，此

外，据说他迄今仍睡在工作室地板上的睡袋里，而不

是纽约上东区的别墅，因此他完美地身兼圈内人与局

外人。（然而，他仍然与隶属于他的Kaikai Kiki公司的

艺术家、可爱的青岛千穗诞下一名孩子，看来他至少

有一次设法从睡袋逃了出来。）

这次展览给我的感觉之古怪，如同在卡塔尔沙

漠里享用寿司。卡塔尔有意愿和足够金钱，去成为

顶级伊斯兰文化和全球文化青睐的保留地。卡塔尔

国土虽小，目标却极远大；国家公民仅约30万，但

宝贵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预计将可继续供应75年。

若将之除以人口，就可轻松推测，理论上每个公民

身价数亿美元。卡塔尔还是非常年轻的国家，1971

年之前都还是英国的从属国。考虑这些情况，卡塔

尔在全球疯狂购物，在银行、房地产、足球队大洒

金钱，顺便也花点在艺术上作乐炫耀一番，难道还

会让人吃惊？

显赫的阿勒萨尼家族同样精于政治和宣传之

道。就在我抵达多哈的两天前，谢赫·阿勒萨尼本人

就亲自为巴勒斯坦地区两个敌对派别法塔赫和哈马

斯主持了和谈，使双方达成一致，同意建立联合政

府。无论这协议能否持久，都为这个小国带来了信

誉和声望，有助其达成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

愿望。返回纽约后，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

国试图推动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和塔利班在

卡塔尔展开谈判。卡塔尔已决定使用区域政治中大

致相同的手段，利用艺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宣传

自己，通过雇用名牌建筑师和名牌艺术家，建立自

己的国际文化身份。这个方式聪明又进步，让卡塔

尔得以与其他海湾国家区别开来。

虽然另一个海湾国家阿联酋阿布扎比，也

在萨迪雅特岛（Saadiyat Is land）推行雄心勃勃

的博物馆项目，如扎耶德国家博物馆（Z a y e d 

Nat ional  Museum）、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Abu Dhabi）和阿布扎比罗浮宫

（Louvre Abu Dhabi），也聘请了多位知名建筑

师，如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弗兰克·盖

里（Frank Gehry）、让·努维尔（Jean Nouvel）、

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和安藤忠雄，但它的

经营理念却与卡塔尔有所区别。卡塔尔依赖个人眼

光，即谢雅（她有“顾问”辅助），而阿布扎比的

方式则依赖各机构的资质（古根海姆博物馆和罗浮

宫），并聘请策展人审核和打造合适的永久收藏。

这两种方法我都支持。毕竟海湾地区还有许多国家

比卡塔尔或阿布扎比都富有，但却似乎没有太大兴

趣要好好发挥钱的功效，似乎满足于与世界其他文

化绝缘。终有一天，这种情况会让它们的政权岌岌

可危，尤其“阿拉伯之春”运动正如火如荼。 

卡塔尔的政治和文化举措，足以使其自豪。一

位卡塔尔知识分子对我说，即使卡塔尔花费12.5亿

美元买回来的艺术品其实只值10亿美元，它们所带

来的公关宣传收益之综合价值，就已远远超过任何

艺术品的投机收益或损失。“长远来看，”他说，

“艺术是国家的资产，非常有价值。我们永远不会

损失这种价值。”当前的艺术市场不是卡塔尔和谢

雅考虑的重点。他们拥有更远大的目标，而且正以

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它。 

既然如此，一幅300英尺长，被称为“五百罗

汉”的画，又与这一切有何关系？2011年3月11日，

9级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造成近16000人死亡。卡

塔尔也像许多国家一样支援日本，捐赠了1亿美元，

但启发村上先生创作“五百罗汉”的不只是这场悲

剧，还因为他以日本和日本的文化力量为荣。暗含

在这种荣誉感之中，是他精心隐藏的对西方的敌

视，包括二战失势战败和两颗原子弹的巨大破坏而

带来的苦涩感情。但这股怒气已在村上先生的创作

里逐渐平息，而海啸又给他新的灵感，创作出一幅

伟大画作，来代表四大元素（火土风水）和勇于克

服自然灾害这日本引以为自豪的悠久传统。

村上先生“五百罗汉”的出发点，是鲜为人知

的19世纪日本画家狩野一信。1855年11月11日，东

京发生6.9级地震；超过4000人丧生，过万间房屋倒

塌。狩野一信受源兴院委托，绘制100幅描绘佛陀

500名弟子的图画。这宏大任务给他提供极大自由，

可展示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台风和

海啸。画全部采用巴洛克式日本风格绘制，这风格

从1850年代中，即江户时代后期已受到西方艺术影

响，更多用于大众娱乐而非高雅艺术。狩野一信并

无助手协助，甚至至死还未完成整个计划，但村上

先生就是利用他的巴洛克式悲惨画面，加上村上自

己夸张的色彩感及庞大助手团队在过去十年间磨炼

出日臻完善的日式技艺。

我对新作有何感想？史诗、壮观、复杂、令人

振奋，但是所指代的悲剧和找寻对抗悲剧的方法，

我都不太感兴趣，觉得比不上村上先生之前的作

品，如卡通式DOB模型变形、破损、喷出颜料，

甚至简单地站在奇怪的蘑菇森林里，就隐喻了原子

弹。村上先生总是在作品里藏起对西方的骄傲敌

意，在一旁看着多年来有那么多人误解他的作品，

只看做是“快乐的”卡通人物。这进一步巩固了村

上的颠覆性机制，伪装并向不知情的全球艺术观众

推销。但既然他成为了明星艺术家，他便不能再怒

气冲天，于是他选择了鼓舞人心。任何处于职业生

涯中末期，已取得全球巨大成功的艺术家，或许都

不可避免地要这样转型，我们也看过其他艺术家以

其他方式转型。

早在2007年，村上先生已从日本艺术史寻找灵

感，画出了精彩的“Daruma”（达摩）系列，这标

志着他创作的重要过渡。尽管这些画的历史底蕴吸

引了我，当然还有他团队惊人的绘画技巧（这些作

品比杰夫·昆斯的新画要精美得多），但我觉得题材

没有任何张力，我也不想仅因其技术实力而过于惊

叹。但是，看到“五百罗汉”时，我惊叹于龙的精

美，也无法免疫僧侣布满皱纹的脸、荡漾的长袍、

脱俗的颜色和光彩。或许每当看到被塑造成“最

大”、“最小”、“最重”或“最轻”的艺术品

时，我内心的警报器便暂时关闭，因为市场营销以

显而易见的方式进入到对话里。小时候，每年我都

会去看“戏王之王”（Greatest Show on Earth），

讲的是林林兄弟和巴纳姆及贝利马戏团（Ringling 

Brothers and Barnum and Bailey Circus）的故事，

而不无巧合的是，“Ego”展览里也有个马戏团大

帐篷，村上先生在其中播放他的动画电影，展出他

的公司Kaikai Kiki批量生产的“艺术玩具”。整体上

说，这展览不乏大量的自我。甚至入口处还有一个

巨大无比的充气气球，做成艺术家本人的样子，招

呼你进入博物馆。这东西还真令人印象深刻，既可

让大家欣赏，甚至还能从中找到灵感，定能取悦来

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但这幅超大型画作，真是他最好的作品？似

乎每个人都喜欢它，甚至也包括我。它带着人人可

领会、令人振奋的国际信息，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是

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我更喜欢愤怒村上的作品，

也就是把亚文化提升为高雅艺术，在他的家乡不太

受欢迎的讨厌作品。那时的村上，要向家乡证明自

己，更要征服整个西方艺术世界。

然而，我们已置身不同时代，村上也处在生涯

里的不同时刻，亚文化已成文化；不知为何我想起

了白隐慧鹤禅师写下的著名公案：“两掌相触而出

声，却闻只手之声吗？”  

这次展览给我的感觉之古怪，

如同在卡塔尔沙漠里享用寿司。

卡塔尔有意愿和足够金钱，去成为顶级

伊斯兰文化和全球文化青睐的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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