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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立即发布 

壁橱 
 

2012 年 6 月 30 日 至 2012 年 8 月 26 日 

开幕酒会：2012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5-9 点 

 

李睿，Christophe Demaitre，邓瑜，扎娜，刘勃麟，Sergey Balovin 

 

炎热的夏日里，我们回到常德路上的 621 号。 

 

六位居住在中国的艺术家，六个不同的空间展出的六个个展风格迥异。 

 

穿越木门的瞬间我们可以瞥黑暗中一幅有着丰富色彩的作品。但是稍等一下，让我

们先向左转，进入这一个有着高大落地窗从外面街道上可以看到室内的房间。 

 

进入视线的是年轻的印象派艺术家李睿的最新作品。她用特殊技巧在这些玻璃器皿

上所作的绘画，强烈的描绘了我们的脸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的拉扯和反射。这个房间

的不透明的玻璃窗镜面镜像了我们熟知的自己，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人和物。 

 

然后，我们必须跨越这梦幻般的小径，才能进入第二个房间。 

 

一位已在上海艺术界小有名气的比利时艺术家 Christophe Demaitre 的第一次展

览。当他没有在忙着制作作品时，你可以经常在 m50 的画廊里或者上海的老酒吧

里找到他。本次展览开幕时，Christophe 本人会在布鲁塞尔的工作室里，所以他

想通过录制访谈用电视播出的形式来和观者交流。他的摄影和雕塑作品渗透着古老

技术与新技术的融合来表现他对社会人类发展的印象。这些都是这位自学成家的艺

术家通过艺术和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所找到的属于自己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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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梯口的一角，我们不经意地就被邓瑜的笔下的奇妙世界所吸引。这位来自广州

的年轻艺术家，完全区别于中国南部艺术界里其他的艺术家。她创造了一个黑暗但

是充满颜色，及各种来自我们日常生活和未知世界的混合元素的奇幻世界。 

 

向上移动到达的第二层空间，是一位在过去几年内闻名世界的中国艺术家刘勃麟。

艺法画廊在 2007 年的时候已经做过他的成名系列的个展”Hidden in the City”，这

个系列中的很多作品已被国际上很多藏家所收藏。现在，他的”shadow”系列，也

是一种说明行为表演结果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看到艺术家曾经躺过的地方—

—不同质感的地面上，雨后的痕迹，只留下艺术家离开后身体曾挡住的仍然干燥的

影子，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我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展览中留下我们某个时间的痕

迹。 

 

然后是扎娜的房间。在这里，留住着一个视觉上的光点。在这个温暖的空间里展示

的是艺术家的水上作品系列。躺在浴缸里没有着装的艺术家，装置的表面充满了水。

她带给我们对过去种种的怀念，或是我们的想象。 

 

顶层作品是艺法画廊第一次展出的艺术家 SergeyBalovin 的作品。Sergey 因在

上海和俄罗斯的“物物交换”艺术项目而知名。“物物交换”是人们用某种物品，

衣服，食物或其他任何物品来交换艺术家为他们创作的肖像画，艺术家本人通过这

个项目也可以完全脱离金钱而生存。现在展出的这个系列是他在几年画的几幅风景

油画，是俄罗斯现代艺术的典型代表。最近，他将这些作品一一转变改造，就像一

名整形外科医生一样。他把整个作品包括作品金色的画框重新绘制创作成一幅新的

作品，每一张新的作品都代表了一位当代艺术家的著名作品。这一种概念形态的工

作是为了唤起现代和当代艺术之间最近的发展状况以及表示对那些著名艺术家的尊

重。 

 

在这里，我们进入了六位艺术家的私人世界，或者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六日激起我们

去想象和探索艺法画廊在这个夏天给我们带来的世界。然后让我们留空第七日——

休憩和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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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作品图片，展览资料以及约见艺术家做采访，请联系 :  

隋嘉晨 

effie@ifa-gallery.com 

+86 137 6116 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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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品图片 

李睿  

 

 

 

 

挣扎（2011） 

31x28x5.7cm ● 玻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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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 Demaitre  

 

 

 

被遗忘的地方 1 (2011) 

100x157cm ● 照片，感光乳剂在金属和木头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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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麟 
 
 

 
 

影子 1, No.2, 灰色钢板 (2010) 

 100x150cm ● 彩色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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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娜  

 

 

 

回归  (2011) 

66x29cm ● 照片烤漆/亚克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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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瑜  

 

 
 

清明节 (2012) 

直径 60cm ●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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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ey Balovin 

 

 

 

 

献给丹尼尔 布罕 (2010-2012) 

74x83cm ● 混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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