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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法画廊展览 

未济 

戴光郁个展 

 
本次展览集中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理念和符号系统的重建。 

它显示了变化在景观中，肖像中及变化其本身中。作品的技术工作涉及到绘画中重复的动

作和转变以达到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化诠释和重新的解释。 

这些作品是在宣纸上重新组织建立的的水墨画，以及一件放在展区中央的由艺术家戴光郁

制作的装置艺术表演。 

 

戴光郁，为数不多的没按照传统方式求师学艺的艺术家，他是 80 年代四川新潮艺术运动

的领军人物之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良好的教育使他更加了解社会和文化中的问题，这也

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专心致力于研究，分析和描述的方向。 

 

 

http://www.ifa-gallery.com/cn/exhibitions/arthk12 
 
 

戴光郁将于香港国际艺术展 12 开幕酒会上进行行为装置表演（星期三，5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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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白守黑 

香港国际艺术展 12即将展出的混合裝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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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 

2008 ● 艺法画廊曾经展出的混合裝置作品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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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美如画 

2008 ● 在艺法画廊进行的行为艺术表演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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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者 2 

2011 ● 水墨，宣纸和布面丙烯 

150x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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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质 1 

2011 ● 水墨，宣纸和布面丙烯 

150x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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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质 2 ● 人质 1 ● 被绑架者 2 ● 被绑架者 1 

2011 ● 水墨，宣纸和布面丙烯 

150x150cm (x4) 

 

广州三年展现场照片（2012年 1月，广东美术馆）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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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亲 1                                                                                                                           双亲 2  

2012 ● 水墨，宣纸                                                                               2012 ● 水墨，宣纸 

85x85cm                                                                                                                         85x85cm 

 

 

  

革命之花 1                                                                                                             革命之花 2  

2012 ● 水墨，宣纸                                                                               2012 ● 水墨，宣纸 

85x85cm                                                                                                                         85x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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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墨水．冰水 之一 A                                                                   山水．墨水．冰水 之一 B  

2004-2005 (地景，北京) ● 彩色打印                             2004-2005 (地景，北京) ● 彩色打印 

125x85cm ● 版数 10                                                                                                            125x85cm ● 版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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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墨水．冰水 之一 A                                                                   山水．墨水．冰水 之一 B  

2004 (地景，德国) ● 彩色打印                                               2004 (地景，德国) ● 彩色打印 

125x85cm ● 版数 8                                                                                                                125x85cm ● 版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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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光郁 

 

独立艺术家 

1955 生于四川成都，现工作并居住于北京�

�

个展 

 

2010《戴光郁——近期作品展》，Galerie Adler，巴黎，法国 

2010《记忆丧失》、《柔性印刷》(表演)，于艺术巴黎，艺法画廊展位，巴黎，法国 

2008《墨戏》，艺法画廊，上海 

2007《亡羊补牢——中国当代艺术讲座》，南门空间，大山子艺术区，北京 

2007《水落石出》，北京 798 红星画廊 

2002《吃与词》,艺术表演,成都“三一书店” 

2000《我射击自己》，德国杜伊斯堡大学 

1997《坎井之蛙》，“152B 工作室”开放展，成都 

1997《边界》，“152B 工作室”开放展，成都 

1996《复活 96’成都》装置艺术展，四川大学东区，成都 

1995《红房及红房之外的风景》，成都西一环二段 64 号，成都 

1994《中国风景》，成都西一环二段 64 号，成都 

1993《戴光郁画展》，Lallouz-Waterson Gallery，蒙特利尔，加拿大 

 

主要群展 
2012《迹，线，影》，艺法画廊，上海，中国 

2012《广州三年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2011《右眼－左腿》，艺法画廊，上海，中国 

2011《地狱. 天堂. 在途中.在其间.》，艺法画廊，上海，中国 

2011《1 号调查》，艺术巴黎+guests，艺法画廊展位，巴黎，法国 

2009《水墨风暴》，Transformer，华盛顿，美国 

2009《80 年代——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展》，多伦美术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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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上升/融合》，艺法画廊，上海 

2008《行动-相机：北京摄影表演艺术》，Morris and Helen Belkin Art Gallery, 温哥 

            华，加拿大 

2008《幻想东方——第三届亚洲国际艺术展》，墙美术馆，北京、广州美术研究院， 

            广州；798 艺术园区，北京 

2007《正在建设中——中国当代艺术》，Deborag Colton Gallery，休斯顿，美国。 

2007《Made in China》，Louisiana 美术馆，哥本哈根，丹麦。 

2007《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展 1985/2007》，广东美术馆，广州。 

2006《Vital——国际行为艺术节》，华人艺术中心，曼彻斯特，英国。 � �
2005 《香港作动——行为艺术计划》，香港。 

2005 《以身观身——中国行为艺术邀请展》，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 

2005 《85 致敬 2005-1985》，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 

2005 《越界语言:行为艺术/文字艺术》，第二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北京 798。 

2004《双喜节》，东京艺术工程，北京 798。 

2004《Matchmaking》，东廊画廊，上海。 

2004《越界语言——音量调节》，第一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北京 798。 

2003 《亚洲中欧国际行为艺术交流展》，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 

2003 《当代艺术中的水墨因素》，马来西亚国家美术馆，吉隆坡，马来西亚。 

2003 《首届国际现场艺术节》，北京 798。 

2003 《中日国际行为艺术交流计划展》，成都、西安、重庆。 

2003 《知白守黑》艺术展，成都。 

2002 《丰收——当代艺术展》，北京农展馆。 

2002 《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广州艺术博物院。 

2002 《亚洲国际行为艺术节：第七回》，东京、名古屋、大阪、京都、长野，日本。 

2001《身体资源与物》，香港艺术公社，香港。 

2001《对话》，曼多瓦青年博物馆，意大利。 

2001《第三状态：中国当代艺术展》，巴利当代艺术博物馆，意大利。 

2001《中国节》艺术巡回展，汉诺威 Faust 博物馆，德国。 

2001《虚拟未来》，广东美术馆，广州。 

2001《执白》，成都画院。 

2001《第二届 Open 国际行为艺术节》，成都、彭山、乐山。 

2001《第一届成都双年展》，成都现代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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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天堂/石物》艺术展，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汉诺威，德国。 

2000《中国魅力/观念影像展》，上海。 

2000《世纪之门：1979-1999 中国艺术邀请展》，成都现代艺术馆。  

2000《人与动物》行为艺术展，成都。 

1999《世界华人装置艺术文献展》，香港艺术公社。   

1998《捍卫记忆》艺术展，四川省图书馆，成都。 

1997《野生》艺术活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 

1996《CHINA!》，波恩现代美术馆，德国。  

1995《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成都 。 

1993《海内海外—中国新艺术展》，多伦多、渥太华，加拿大。   

1992《90 年代首届中国艺术双年展》，中央大酒店，广州。 

1991《戴光郁、李继祥、王发林作品联展》，成都美术厅，成都。 

1990《000'90 现代艺术展》，成都美术厅，成都。 

1989《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1987《中国现代艺术巡回展》，波恩、布来梅、法兰克福，德国。 

1986《四川青年红黄蓝现代绘画展》，四川省美术展览馆，成都。 

�

���

1998《20 世纪艺术》作品辑入，Taschen 出版社，科隆。 

2001《中国艺术的十字路口》作品辑入，NewArtMedia，香港 

1997 迄今，任《人文艺术》艺术论丛副主编。 

1994 应美国国家新闻总署之邀，赴美进行学术访问。 

�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戴光郁以独立策展身份策划艺术活动及展览不计其数。其代表性展览

有：《休止符/中国当代艺术》（2008）、《执白》（2011）、《抛物线》（2001）、《释水》

（2000）、《捍卫记忆》（1998）、《水的保卫者》（1997、1996、1995）、《000’90

现代艺术展》（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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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戏  (摘录 )   

 

作者: Bérénice Angremy， 独立策展人和评论家 

2008 年 8 月 

 

[…] 

 

戴光郁生于成都一书香门第世家（父亲是位史学家，戴光郁从 5 岁起就习练书法），自幼受家庭

环境熏陶，研习传统绘画。他属于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如果不是在 1985 年他发现了新潮艺术运

动为自己创造带来的契机，也许戴光郁本会走一条严格的传统之路。但是最终，他在 80 年代成为

了四川前卫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在 90 年代，戴光郁发现了行为艺术的魅力，（身体是表现艺术的

媒介），戴光郁认为这种媒介最能体现创作的涵义：身体介入空间的语言方式很具穿透力，且含义

尖 锐，其展现犹如昙花一现，却意味深长。从此以后，戴光郁对《墨戏》情有独钟。而在北京，

行为艺术围绕的主题是社会中自我展现的痛苦与困惑，其表现形式通常 被形容为受虐狂。而在中

国的西南部，以戴光郁为核心，行为艺术更多地关注社会伦理、经济、文化和环境问题带来的震荡。

四川的行为艺术和概念艺术界一直以戴 光郁为良师益友，直到 2003 年，戴光郁定居北京。  
 

这些年来，戴光郁的艺术课题是，将身体作为载体，在物化世界的“存在”询问中，把“思”的行

动衍生、或转化为传递思想的语言符号，从而，身体形态与社会空 间的交融，成为文化转译符码。

它借助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一静一动的空间形态，最大限度地呈显艺术语言的内在张力。不言而喻，

这是难度极高的文化命题，它在 巧妙的诗意与象征符号语汇修辞中，以极富美感的形象表达，为

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觉经验与辛辣的文化观点。简言之，戴光郁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符号与象征

的 世界，充实和妆点这个世界的是那些装置和行为互为关联的设计：中国水墨或者瓷瓶象征中国

文化的厚重；白面粉比喻百姓的盘中餐；西装革履的男人，脸上扑着白粉或金粉，比喻西方化，追

逐金钱梦等等。戴光郁在行为艺术实践中，从片刻变化的行动中，发现任何坚固的形态只是属于一

瞬，任何状态都在变化之中。他的装置 和摄影作品于是就保留了这种“演变状态”的轨迹，并使

其成为行为艺术的核心，同时也赋予这些僵化形态以感人的诗意。 

 

[…] 

 



 ifa-gallery.com 

 16/22  

ifagallery ● ���� 
�����	 621��
��	�●  
�: 200040: 

�	+86-21 6256 0835 ● ��+86-21 6256 0837 
contact@ifa-gallery.com 

水墨所体现的当然是中国文化，更能表达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特别与伟大之处，如历史教科书所教

授的。墨也是书法与国画的源头，而后两者在传统的文化见解上， 被视为中国唯一真正的艺术形

式。它是美的精神象征，也是文化流传的保障。它是“创造”中国的那些伟人们留下的遗产，这份

遗产随着一代代人、一个个朝代的更 迭而延续，毫无疑问，这就是墨所蕴含的历史份量。 

当戴光郁运作着墨汁时，他实际上在不断地向我们提示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所承载的非凡意义，以

及对那些试图 摆脱这份遗产的人所带来的重压。同时，他也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正发生着文化模式

的转变，中国文人所珍视的价值观正面临主要抄袭西方模式的全球文化的蚕食。一 方面是特点明

晰的中国文化，一方面是让人压抑的全球文化，此二者的对立，揭示了我们相对于过去所经历的变

化，以及我们对自己的回忆所采取的态度。 

 

[…] 

 

戴光郁具备创造自己艺术世界的力量，在这个世界里，墨汁的使用总是出人意料，并不断提示：我

们的文化是回忆和变化组成的历史。 

 

翻译：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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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法画廊 

艺法画廊成立于 2006 年 5 月，占地 700 平方米，坐落在上海当代艺术区——M50 创意园，

园区由莫干山路早期大型纺织工厂改建而成。艺法有着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品质展览能力，亦可容纳

行为表演、影 像及音乐会等活动，艺法画廊为艺术区不断地提供着活力来源。在此期间内重要的

展览包括朴成泰（韩国）个人展览以及广受推崇的年轻艺术家刘勃麟（中国）个 展。  

 

2008 年 9 月，艺法搬迁至一座优雅的老建筑之中，它建于 1923 年，曾是一位英国海关官员的

官邸。画廊为城市主流人群呈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视角，也为上海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交流聚会的

场所。 

 

艺法画廊主要展出亚洲的，尤其是中国和东南亚当代艺术，以及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不管出自

何处，只要其作品与亚洲相关或具有特定的影响，均会在艺法展出。我们不仅推出国内知名艺术家，

比如中国先锋派的代表人物戴光郁和高氏兄弟，还推介新生代艺术家，比如毕业于北京、杭州一类

艺术学院的新生力量。艺法收 集的作品涵盖大范围的艺术表现形式，从油画到摄影，再至视频，

装置和行为艺术。  

 

在 2009 年，画廊的主要展出计划包括春季的当代越南艺术掠影，后续在秋季，还会有越南知名

艺术家包括丁怀恒（Dinh Y Nhi）和阮明唐（Nguyen Minh Thanh）在内的作品展。 

 

沿袭着对亚洲艺术的探索，画廊将展出多位年轻摄影师的作品，他们没有亚洲背景，但其作品以另

类视角呈现了中国多元化的社会面孔。 

 

此外，艺法画廊将展览及出版一系列关于东坝河艺术群体的作品和资料，为大家揭开一段已被尘封

的、举足轻重的，却少为人知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神秘面纱。 

 

艺法画廊国际团队回避常规和惯例，推介并支持拥有自我语言和表达形式的艺术家，以及拥有强烈

艺术观念和远景的艺术形式。 

 

www.ifa-galler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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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第五届的香港国际艺术展 (ART HK) 将于 2012 年 5 月 17 至 20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

重举行，并于 5 月 16 日举行预展。由德意志银行赞助的香港国际艺术展 12 (ART HK 12)将展出

来自亚洲及世界各地举足轻重的艺廊的当代艺术精品。香港国际艺术展网罗了 264 间来自 37 个

地区的艺廊参展，当中包括 77 间首次参展的艺廊。2011 年的参展人数刷新纪录，达 63,511 人，

较 2010 年上升 38%。作为全球唯一一个亚洲与西方参展商比例各佔一半的世界级艺术展，香港

国际艺术展一直致力促进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备受国际艺术界推祟。 

 

自 2008 年创办以来，香港国际艺术展吸引了无数的国际画廊、收藏家、策展人及博物馆负责人

参与，使其成为亚洲主要的艺术展之一。每年的香港国际艺术展除了汇聚了中外最知名的画廊外，

其对艺坛新秀的支持和区内艺术的发展亦不遗余力，深得业内人士推崇。 

 

香港一直被视为东西之间的沟通桥梁，加上近年其作为文化枢纽的地位不断提升，这里渐已成为不

少大型艺术展览的必然之选。现时，亚洲的亿万富豪数量已超越欧洲，区内的艺术市场潜力惊人，

香港国际艺术展的角色正是协助业界开发和打进这个市场。 

 

香港本身的文化发展亦非常令人鼓舞。兴建中的西九龙文化区及其当代艺术馆 M+（第一阶段计划

于 2016 年开放）、中央警署旧址翻新成中型展览场地（预计于 2014 年落成）以及亚洲协会的

新址(于 2012 年 2 月启用)，将使这个城市成为世界级的文化活动与展览场地。此外，多得

Para/Site 艺术空间、亚洲艺术文献库以及伙炭艺术工作室等艺术组织多年来的努力，为本地的非

商业文化带来另一番新景象。 

 

香港在艺术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全球的拍卖市场中仅次于纽约及伦敦，为世界第三大甩卖市场。

最近，中国（包括香港）更已取代伦敦，成为第二大的艺术品及 古董拍卖市场。作为亚洲首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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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艺术展览活动,香港国际艺术展现已成为一个全球艺术爱好者趋之若骛的盛会。参观者可在香

港国际艺术展欣赏到亚洲以及欧美国家的最新艺术发展和趋势。 

 

 

http://www.hongkongartfair.com/chi/ 
 

 

 

 

 

 

 

香港国际艺术展于 2011 年首次推出的「亚洲.壹.展馆」(ASIA ONE)展区亦将会在今年再度隆重

登场, 49 间亚洲画廊将为旗下一名亚洲艺术家举办个人展览; 展区不单为亚洲艺术家及所属画廊提

供一个跨国的交流平台, 观众亦可一次过饱览亚洲当代艺术的精粹。 

 

去年「亚洲.壹.展馆」获得各界好评,今年更将拓展至中东及澳大拉西亚洲地区, 49 间参展画廊横跨

香港、中国、台湾、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澳洲、土耳其及阿联酋等地,

为公众带来更多新晋及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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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像素图片下载

 

 



 ifa-gallery.com 

 21/22  

ifagallery ● ���� 
�����	 621��
��	�●  
�: 200040: 

�	+86-21 6256 0835 ● ��+86-21 6256 0837 
contact@ifa-gallery.com 

 
+ Dai Guangyu portrait.tif 

下载时，请点击或复制/粘贴到您的网页浏览器的地址栏即可 

http://download.ifa-gal lery.com/arthk12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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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法画廊展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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