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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琨，1977 年生于中国内蒙古，目前生

活工作于中国北京，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第三工作室客座教师，并且是 N12 艺术团体

的发起及组建人之一。宋琨的创作展现出个

体瑰丽隐秘的私人世界 对变化中的中国特

有的反映和关照。近年来宋琨的创作步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实验性地将当代亚文化及东

方宗教元素与其创作系统相融合，延续对人

类身体、潜意识与生存现状的探索，通过提

炼、融合传统及各类亚文化元素，生成泛文

化的未来肉身。 在她的个展“泛灵净界 · 鲛

人泣珠”中，宋琨表现了泛灵论者的观念，她

是一个跨越者与弥合者，她跨越不同媒介与

形式，试图弥合着今天被各种规制所隔绝的

感性。宋琨把自己近期作品中的形象就叫做

“泛灵族”，在那里，她连接着人与物，情感与

理性秩序，欲望与冷静、肉与骨、生与死。宋

琨的作品以绘画为主 , 同时结合了音乐现场、

Music Video、装置等方式，尝试着一种统觉

的现场，以打通不同艺术，以及虚拟与实在。

她喜欢无住因而无我、无常的意象，比如海

浪、比如透明。

在这个意义上，宋琨的艺术除了与我们

此刻此在的经验息息相关，她还呈现了一个

超越性的视点，回到原初或抵达未来，于是当

下的一切文明只是暂时的、偶然的，终究只是

历史，而历史终究只是时间。与暂时性同时，

这正是当代性的本质，在一个艺术日益陷入

道德和困入理论的时代，这种时间的认知与

感性难能可贵。但时间将把我们带往何处？

宋琨既怀念古典时代的纯净、庄重与入情，又

憧憬着未来世代的想象力。或许，还原到过去

只是为历史的升级做好准备，正如宋琨此次

展览MV 作品里的歌中所唱的：

还你肉身纯净，下一个合成体……

（参考自鲍栋的策展人语）

数字泛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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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您如何看待神话、宗教，或是神秘学？

作为您作品中的常见元素，它们是以一种更

偏向如同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中原型的

探索，又或者只是单纯一作为种您感兴趣的

美学手段？这些元素从一开始是如何走进您

的艺术创作中的呢？

宋琨：我自己在创作中并没有想过荣格的

理论，我的创作基本是依据自身最单纯的直

觉和体验，我认为自己是相对比较感性的，

不会用太多的这种学科或者概念束缚自己

的创作，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在创作中，我

习惯在脑子里去除所有的概念，只是停留在

一个最单纯的感觉里面，去判断我感兴趣的

是什么。你提到神秘学，我才觉得原来确实

是有这个关系的，但我自己一开始没有考虑

这么多。

in：可以聊聊是为什么对您对中国古代神

话中的鲛人感兴趣吗？

宋琨：我一直对这种跟海洋、生物有关的东

西比较有兴趣。我是水象星座，我星盘里水

象星座也特别多，可能天生从思维或是感受

上就会对这种跟水、海洋、宇宙有关的东西

比较敏感。

至于《鲛人泣珠》，其实是我偶然间发现的

一个关于美人鱼的典故。大部分跟美人鱼有

关的典故都来自于西方的神话、童话，一个

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中国古代就有美人鱼传

说，叫鲛人。它的典故跟西方的也不一样，并

不需要最后的自我牺牲奉献，甚至失去自己

的歌声才能到陆地生活、才能见到她爱的王

子。西方这种纯粹去牺牲的女性形象，带有

太浓烈的悲剧色彩。虽然这样的故事在我童

年的时候就很吸引我，但是我一直认为它们

的结局太过于自我牺牲了。直到我看到中国

的版本，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意思：故事中

女性不是非要牺牲自己，或者用死来换取什

么。它描绘的是一种人和鱼的混合体生物，她

是可以在陆地上生活，在岸上或在海里都能

唱歌，她的眼泪可以变成珍珠，送给自己的

爱人和恩人，纺织龙绡，这是一种特殊的面

料，可以入水不湿。我觉得这个版本的女性，

更人性，起码对于女性来说，又有想象力，她

又能活得很滋润，也能爱、也能生存，可以保

持自己海里和陆地两栖的生活方式，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故事。

in：这确实是一个挺圆满的故事，相对于西

方美人鱼的故事，它没有痛苦的那部分。但

是在您的作品中，您似乎是很喜欢去描绘一

种禁锢、痛苦的感觉，作品所呈现的也不并

是一个圆满或完美的感觉？

宋琨：更多的是我对冲突，或者是说对情绪

的力量感兴趣。它不是痛苦，而是体验或者

情感里更深层的东西，而不是单一的痛苦。它

是一个非常混合的体验。比如说鲛人的故事

版本还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传说，但是到今天

我还是给它混合了一些现代生活的经验，但

是我在这里不是要选择某一种情绪或某一种

体验，我想要一个复合类的体验，它是一个

生活的媒介，各种各样的体验放在一起，我这

种立体的东西可能才是一种圆满。体验是流

动的，我不是非要固定于某一个情绪、某一个

点。鲛人她有动物性的人格，有社会的人格，

我还把她跟赛博的概念混合，在这种流动的

身份里面可能才能得到一个人生存的完整体

验，我们不要界定为某种单一的身份或单一

的情绪，它是立体的。

in：可以聊聊您作品中出现的赛博格元素

吗？人类感性的肉身与冰冷超能机械结合似

乎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丝科技反乌托邦的色

彩，您是怎么看待当下真实世界与科幻畅想

之间的关联的？

宋琨：我一直以来都不想去做一个是和非、

二元对立的判断，事情其实都是在这种两极

里面变动发展，它是一个螺旋式的。每一个

可能、每一种生存方式或者是身份，能在未来

芭莎艺术 in  x  宋琨：

“我想要呈现一个立体的、流动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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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鼓怎么打的，鼓的音色是什么……凡是让

我最兴奋的那些点，在结构编曲或者在人声

处理上常常会有一些东西让我感到惊奇，他

怎么能这么去处理这个事！这些也会潜移默

化地影响我处理视觉上的创作，有的时候一

个音乐里的某个声音的用法或某个编曲的用

法，会影响我画一个人的形象对或一张画结

构的处理。

in：为什么想要把中国古代神话、佛教，以

及当代科技这三种特定元素结合起来？这是

一种单纯个人兴趣或是感受上的畅想，还是

您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什么有趣的深层

上可被关联的地方？

宋琨：我其实一开始根本就不会想那么多，

开始创作的时候我脑子都是空的，会停留在

一个想象里，这些东西就出现在脑海里，混到

一块，让我觉得特别真实，并且我知道这就是

我想要做的事或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对佛

教感兴趣，里面关于琉璃净土的说法，前几年

就很吸引我。东方琉璃净土，万事万物都是

透明的，自己可以发光的。还有一点就是东方

琉璃净土所有的事物都是人想象不到的。这

些说法令我非常好奇，这些特质都太有意思

了，我忍不住想这里面的植物生物是什么样

的。净土里面其实也有六道轮回，它不是一个

完全所谓的理想乌托邦。再加上佛教的说法

是当下就是净土，你在自己的肉身里就能完

成六道的一个体验，一个人的贪嗔痴慢疑都

在自身的体内轮转。这些说法对我影响挺多

的，我一直念念不忘。差不多四五年了，我一

直在想象这究竟是怎样的场景。

in：这次展览中您想要描绘的个人情感、灵

魂和意识却是通过一种具象且被多种外界文

化所影响的载体所表现出来，在这些作品中，

您如何平衡作为人的原始、灵性的内在与后

天所接收到的文化信息？

宋琨：一个东西在你去除所有知识概念之

后，依然是让你觉得有感觉、很感动，就是一

个真实、属于自己的感受。

in：本真与后天影响的界线在哪里呢？您如

何分辨某一个观念是纯粹自发的，还是受到

了外界影响得出来得出来的呢？

宋琨： 尊重现在你的样子，但是还应该保留

自己最直觉、天真的判断，加在一起可能就

是你最真实的样子。我曾经很喜欢看印度作

家克里希纳穆提的书，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特

别有感受：他有个弟子就问他觉得真的法门

是什么？他说其实就是当下让时间停止。你

刚才问的问题提到了很多思想，但其实因为

有思想才有各种界限，人最大的束缚其实就

是来源于这些思想。这思想背后是用于维持

社会关系的各种框架，其实你不知道自己存

在不存在，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也不知

道什么是真的你，你一直在被各种思想控制。

只有当你停止些思想的时候，你才能打破这

个程序。你现在是个婴儿也好，或者你明天

就要死了也好，这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你当

下的体会。

in：在您的创作中，绘画用到的图片参考与

最终的作品是呈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您的

作品中想象与现实参考的占比是怎样的，而

照片中的现实又和我们所感受到的现实有着

什么区别或是关联？

宋琨：我喜欢涂鸦，也喜欢动漫，但是我还

是挺喜欢一个人真实的样子，这个人的眼睛是

长什么样，他的眼神是什么样，在表情里面很

微妙是什么样，比如他皮肤上的一个闪光是

什么样，我觉得这种特别细腻的东西，其实我

一直还是挺痴迷的。尤其一个人我喜欢这个

人，然后他的形象或者他的性格打动，我能体

会这些细节。最理想的状态是你一直在他们

身边画写生，如果说你真的对一个形象那么

痴迷的话，但你不能和他 /她直接面对面很长

时间在一起，最容易的方法肯定是拍照。但这

可能都会有新的变体出来。比如说人的动物

性，包括原始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有自己升级

的方式，一级一级地往前推进。人类文明其

实到现在为止，不仅是科技上，其实有一些人

原始的东西同样在内心演变，文明其实一直

进化的。对于未来我想让大家思考什么是一

个平衡的东西，要尊重每一种生活，每一种文

明或者每一种文化，包括他们背后代表着的

科技，以及相对原始的自然的东西。我想让大

家思考怎么能有一个新的融合的方式，同时

也更尊重人性发展的规律。一直以来变化只

是形势的变化，原来有电话，后来有bb机，然

后有电脑，现在有虚拟现实，加强现实，从宗

教领域来说，其实就是我们是在幻境里打造

出形式的升级，而不是打造环境本身。

in：您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亚文化的

影响或是启发吗？

宋琨：我自己经历了几轮亚文化的变化，是

形式的一个变化，原来是地下的摇滚乐，或

者朋克，后来出来杀马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

的。今天虚拟网络带来新的亚文化，很多来自

西方更直接的信息，你会觉得亚文化变得更

全球化。我觉得在形式上面可玩的，或者大

家能享受会比原来多特别多，可以每过一段

时间就混合出不同的形式。在身份上或者界

限上也更自由、打破很多界限。

in：音乐会给您带来某些具体的影响吗，比

如您有哪些作品直接受到了某些音乐人或

者音乐的直接影响，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可以

具体聊聊？

宋琨：我觉得不是某一件特定作品受到这

种影响。从开始画画我就一直在听音乐，然

后其他时间就会自己做一些音乐，然后十几

岁的时候弹吉他想组乐队，虽然并不成功。

音乐是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可能我的这些

作品放在一块，看到这些年的整个轨迹，才

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可能真的就像是一张

张专辑一样，愤怒的，有迷茫的，好奇的，全

在作品里。听歌的时候我经常会听里面的节

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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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肉体的直接体验，它就是需要有这个

东西，只不过是绘画它的形式会越来越拓展。

in：在这次与音乐人、舞者和模特的合作中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吗？

宋琨：这次音乐部分合作还挺多的，有两个

MV，我的录像作品都是用MV的方式。比如

我跟音乐人虎子、朱婧汐合作，比较有趣的

就是：我们三个人在微信上有个群，我觉得

这次是有史以来我工作说话最少的一次。我

写一段歌词发到群里了，我跟朱婧汐说你是

东方赛博歌姬，这段歌词是你的。之后虎子

说好，就给我们分段落，这段音乐是适合赛博

的，这段音乐是给鲛人的，我觉得我们三个就

跟小孩似的。这种特别单纯、特别直接的工

作方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纯粹到你压根不

用废话。这种体验我很喜欢，每个人都是什么

就是什么，不用刻意，没有灰色地带。在整个

过程里面，合作里面我玩得很爽。就像是一

个最简单直接的游戏，我们自己设定身份，这

游戏啪啪啪就打完通关了。

我跟虎子在 798有个工作室，朱婧汐来了，我

说来了，然后我给她倒点水，接下来直接就录

音，她很快就进入状态，唱完后，虎子和我都

觉得很棒，就是她本来的样子。之后我们就

拜拜，她就直接走了。这次合作让我觉得足够

单纯，因为我前期知道自己是什么；选择合

作的人，我也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不必附和

我，我就喜欢他们本来的样子。

包括当时在乔空间做的现场，我选这些所有

音乐人、DJ、vj、舞者，整个这些我们当时做

了4、5个小时的现场，都是基于他们的本来

的样子，他们就是这个剧本里最适当的人。有

的时候我可能脑子里会把这个东西真的变成

一个电影，一切都非常顺畅。

当时现场还请了陈天灼来当dj，还有一个在

空中跳舞的hiphop女孩，整个现场是非常

“emo”，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像一片大海，它有

平静的时候，它有特别的暴躁的时候，还有特

别黑暗的海底，海面上也有那种特别迷幻的气

氛，有怪兽，还有海里的黑暗势力，还有像朱婧

汐这样的海上未来的战士一般的形象。

个拍照不是对一个陌生人随便拍一拍，而是

我在拍摄的时候已经投入了一些了解他的渴

望或者是情感，我才会去捕捉他，把他的形象

留下来。当留下了它以后，我就把它放存在文

件里面，花时间归档，有的人我可能有机会去

不断地捕捉他的形象，有的人可能偶尔拍摄

过，之后就难以再见了。

最亲的人他们会慢慢的去发生变化，生活有

变化、情绪有变化，我会把他们都按文件夹

分好了，比如说家人朋友是一个文件夹，比如

说跟爱有关的文件夹，又比如跟某些情绪、身

体、性有关的，或者跟日常有关的，跟未来有

关、跟传统有关……我会再把它们保留发酵

一段时间，如果我还是对这一瞬间念念不忘，

我就会把它拿出来，要用很长时间把它描绘

出来，描绘过程就是跟这个图像的里面的形

象相处的时间，又加深了情感、加深了记忆，

用自己的双手在工作室的一段时间，然后把

这些人塑造出来了，你会觉得你跟他感情进

一步就加深了。

in：您一幅画会画多久？

宋琨： 小的画比较快，一两天吧；大的东西

有的时候半个月一个月；再复杂有的时候两

个月。我现在越来越发现随着这拍照越来越

容易，随着大家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照片和

画的差别可能会越来越强烈。当我决定画一

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肯定是我我生命里非常重

要的人了。

in：您是会去搜集这些照片，还是说会特意

的去拍？

宋琨：我会特意的拍，比如我见他们的时候，

或者在一块有聚会的时候，我会拍他们，甚至

有的时候在家里头会特意让他们做模特去拍

一下。

in：会觉得照片本身就是一次创作，然后绘

画是对这次创作的二次创作吗？

宋琨：也可以这么说，但我还是不太把摄影

当创作。对于那么短的时间去完成一个作品，

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in：您会觉得照片等同于那一刻的现实，会

觉得照片跟现实它其实是两码事吗？对着一

个真人画跟对着一个照片画，对您来讲会有

不同吗？

宋琨：会有不一样的。比如我前一段时间让

一个朋友当我的真人模特，当我面对着他本

人的时候，我们两人的表情、喜怒哀乐，都会

影响到我，因为这种影响会带来两个人之间

的相互作用。我画他有时候他害羞了，我也会

觉得紧张，如果他感到累了，我也会觉得有点

疲惫，画到一半我们会聊聊天，分享一段时

间，这个体验和画照片是不一样的。我当然希

望条件允许我能尽量多画真人，跟照片肯定

很不一样。

in：科技发展到今天，绘画作品中呈现的图

像其实可以被其他数字手段所呈现出来，您

认为绘画这种古典的创作形式还会作为一种

人的本能或是生存必需品，继续存在于未来

并依然重要吗？您曾提到画家在今天就像是

一个老手艺人，您认为在今天的文化与价值

里，工艺与艺术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宋琨：绘画肯定不会消失。看你怎么界定绘

画了，现在绘画不能说还停留在一个什么主

义上。插画也好涂鸦也好，甚至纹身。他们都

算是手绘。但是一个完全用电脑工作的人，或

者每天跟机器跟数字打交道的人，他可能还

是会觉得兴奋觉得舒适。其实绘画它就是这

么样一个形式，它不会消失的，只要人的肉身

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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