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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對於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UCCA
UCCA）
） 將被出售的傳言
將被出售的傳言，
， 一個月
前，隨着 UCCA 和尤倫斯基金會聯合發表的聲明最終被確認
和尤倫斯基金會聯合發表的聲明最終被確認：「
：「創始
創始
人尤倫斯男爵打算將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及其個人藝術收藏託付於新
主 」，
」，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自
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自 2007 年運營至今
年運營至今，
， 已走過整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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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在這 9 年裡
年裡，
，尤倫斯藝術中心經歷了關閉
尤倫斯藝術中心經歷了關閉、
、轉讓
轉讓、
、房屋到期
房屋到期、
、資
金緊張等各種風波以及傳言，
金緊張等各種風波以及傳言
，至今依然是北京乃至中國當代藝術的一
個坐標。
個坐標
。同為比利時人
同為比利時人，
，尤倫斯不是白求恩
尤倫斯不是白求恩，
，每個人都有完成其使命
的時間節點，
的時間節點
，從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前世今生來看
從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前世今生來看，
，尤倫斯夫婦今
天選擇退出也許是合情合理的。
天選擇退出也許是合情合理的
。
UCCA 的動機，評論家兼策展人
對於尤倫斯出售
呂澎說道，「一對年紀這麼大的老夫婦的工作
該結束了，堅持一點鼓勵只是情緒上的，在根本上當
代藝術的境遇已經很糟糕。」

曾梵志《最後的晚餐》
蓋伊·尤倫斯男爵這個名字對於中國藝術圈而言，
是一個時代的標誌，也是市場神話的譜寫者。尤倫斯
夫婦在過去 30 年裡一直致力於支持新銳藝術家，兩
人建立的私人藝術收藏是全球最全面的珍藏之一，見
證並參與了 1980 年代至今中國現當代領域之創作思
潮和藝術對話的演變。
2000年後，尤倫斯藏品買賣的行為製造出中國拍賣
市場的一個個神話時刻，2009年春北京保利拍賣的一
批尤倫斯藏品，包括以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為主的
古代書畫作品，陳逸飛的《踱步》都槌出拍場最亮眼
的價格，其中曾鞏《局事帖》以及吳彬《十八應真
圖》更以超過億元的天價成交，之後 2011 年香港春
拍場上，其中一件尤倫斯收藏張曉剛的《生生息息之
愛》成交價高達7,906萬港元。2013年秋拍上以1.8億
港元成交的曾梵志的《最後的晚餐》，將中國當代藝
術帶入了「億元時代」，隨後一系列的尤倫斯珍藏上
拍，方力鈞《系列二(之四)》(1992 年作)、曾梵志《面
具系列4號》(1997年作)、張曉剛《血緣大家庭1號》
(1995 年作)、岳敏君《幸福》(1993 年作)、余友涵
《圓87-2》(1987年作)，及王興偉《盲》(1996年作)，
幾乎每件作品都是藝術家創作生涯的代表作，在早期
當代中國藝術史上均佔據重要位置。
伴隨在拍賣現場的拋售，市場開始質疑尤倫斯，出
現西方藏家「賣空」中國當代藝術的輿論。對此尤倫
斯再三強調其多次出售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實為收藏的
調整，基金會負責人也表示，「當代中國藝術收藏是
尤倫斯藝術收藏中最全面收藏之一，在過去 30 年間
一直專注於支持年輕藝術家。收藏是一個非常個人的
行為，而藏品會經常有所轉變。尤倫斯基金亦不時會
把珍品出售，與其他同樣充滿熱情的收藏家分享，這
讓我們得以繼續收藏更多作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蓋伊·尤倫斯的中國緣
回溯這位比利時男爵蓋伊·尤倫斯的中國緣，其父
曾任比利時駐華外交官，5 歲的尤倫斯從父親處聽說
了中國，1986年，尤倫斯第一次踏上父輩口中遙遠的
東方之土，也把家族生意帶到了中國。根據尤倫斯夫
婦的回憶，在古董商人吳爾鹿的幫助下，尤倫斯夫婦
從中國古董書畫入手，重點收藏宋、元、明、清等時
期的書畫，然後漸漸轉向了近現代書畫，甚至學院
派、寫實畫派油畫。
1991 年，尤倫斯經介紹結識 90 年代中國當代藝術
重要推手、漢雅軒畫廊老闆張頌仁，並在他的引介下
進入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包括余友涵、方力鈞、劉小
東等人的作品進入尤氏夫婦的視野。他們與這些當時
還尚未被市場關注的藝術家交朋友，關注他們的創作
轉變過程，跟隨他們，和藝術家們一起郊遊、爬山甚
至去明十三陵野餐。尤倫斯夫婦站在這個時間點上，
抓住了中國當代藝術輝煌時期的開端。
據了解，直至 2000 年，退休的蓋伊·尤倫斯藏品已
達到千件。他希望在巴黎尋找賞識他藏品的藝術機
構，很多家美術館卻拒絕給予租借場地，最後只能以
300萬美元租用皮爾·卡丹藝術中心舉辦歐洲最大的中
國當代藝術展—「巴黎－北京」。短短 23 天的展
期，卻讓中國當代藝術在歐洲有了一次較為完整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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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機會。在此期間，尤倫斯認識了當時人在巴黎的策
展人費大為，2003年，尤倫斯夫婦在瑞士成立了尤倫
斯基金會，辦公室則設在巴黎，費大為被聘為基金會
主任，2005年夏天，尤倫斯基金會與七星物業簽署了
長達 8 年的合約，租下面積為 6,500 平方米的「大窯
爐」，這是當時 798 面積最大的一個完整空間，建成
了今日的UCCA。

尤倫斯離場後的反思
2010年時，中國媒體曾報道尤倫斯要放棄中國藝術
和藝術中心，不過，當事人隨即公開否認了此種說
法，不過尤倫斯過去 6 年一直不斷縮減對中國藝術的
投入，批評家賈廷峰對此提出的說法是：「尤倫斯的
撤退，對西方及國內當代藝術投資肯定會造成負面性
的連環衝擊。但這並非一件壞事，它意味着西方資本
試圖搶佔中國當代藝術資源和話語權的可能性陷入
『機關算盡』的尷尬局面。」
另一方面來說，這一處境反映出的是中國自身的藝
術精神的疲軟和不規範的市場操作制度：過度的消費
與畫家自身的不思上進、奉迎市場。有業內人士評論

說中國當代藝術創作最缺乏的就是原創性不夠，最致
命的制約就是浮躁功利盲從，這與其生活環境的惡性
循環有關。現在的中國當代藝術圈剛剛告別了窮困的
江湖狀態但又未能與高端的國際化藝術操作制度相接
軌，頗具諷刺意味。
中國的藝術家對於尤倫斯近 30 年來的所做解讀為
一種對中國當代藝術地善舉，這也不無道理，特別是
尤倫斯的現任館長和 CEO 薛梅和 Philip Tinari 在過去
幾年的一系列展覽中不斷刷新觀眾人數的紀錄，同時
也開啟了探討私人對於藝術機構的資助模式。從懵懂
到開始逐漸探索自己的模式，尤倫斯帶來的是中國當
代藝術對自我的認識與思索，就好像UCCA今後的發
展道路不會永遠依賴一個創建者。
一個理想的美術館應該有自己的收藏、自己的展覽
空間和良好的營運來保證高質量的展覽，如今尤倫斯
本人公開宣稱他的收藏與 UCCA 沒有關係，UCCA
也要轉讓。「UCCA 慢慢地長大了，也需要一步步自
食其力。而尤倫斯先生就像是一位父親，逐步地放開
他的手。」館長薛梅在介紹創始人尤倫斯男爵時這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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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河南當代藝術展
多種藝術媒介創作集中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中國當代藝術近 40年，而河南
的當代藝術從 2006 年才開始發軔。日前，「天地之中」首屆
鄭州當代藝術展在河南石佛藝術公社開幕，來自全國的 500
位藝術家、收藏家參與此次展覽，這是河南當代藝術 10 年來
在全國第一次大規模的集中亮相。
展出的 100 多件作品形式涵蓋繪畫、裝置、雕塑、影像、
行為等。當代藝術的表現方式已變得平穩內斂，但是，觀念
更為深刻，先鋒性仍是核心。河南當代藝術亦面臨着從傳統
繪畫到當代藝術的蛻變，裝置、行為、實驗等藝術門類正處
於成長階段。
參加開幕式的河南省美術館館長
化建國告訴記者，當代藝術的表現
形式非常多樣，任何人都可以對一
件作品進行自己的解讀。他指着地
上的一個「新聞塔」作品告訴記
者，報紙上面戴個帽子，新聞
「塌」？在記者看來，這更像是對
中國當代媒體現狀的一個隱喻吧。
而現場一幅由 10 萬根火柴棍組成
的毛澤東頭像更是引得觀眾駐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引燃一根
■作品《新聞塔
新聞塔》
》劉蕊 攝 火柴，10萬根瞬間便被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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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舊方志集成》出版
匯集多部孤本志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日前，寧夏社會科學院在銀
川宣佈，寧夏首部關於舊地方志收集、整理的集大成文獻
《寧夏舊方志集成》（35 冊）出版，該書將寧夏存世舊地方
志中最早梓行的善本原典收羅無餘，並集束成冊、影印再
版，呈現給讀者、學界和社會。
《寧夏舊方志集成》共收錄寧夏傳世的方志 32 部，其中明
代 6 部、清代 18 部、民國時期 6 部其他 2 部，另外收錄民國的
《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資料匯編 1 部，其中孤本志書 9 部，
散落海外志書 3 部，第一次影印出版的志書 14 部，依明代
編、清代編、民國編排序，堪稱寧夏舊方志刊本的「大觀
園」，全書共35卷本，1195頁，1000多萬字。
該文獻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被日本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寧
夏存世的第一部志書——明朝宣德年修、萬曆朝重刻的《寧
夏志》，作者係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兒子、藩封於寧夏的
慶親王。該志是明朝立國後北方各行省中最早編修的幾部大
區綜合方志之一，且係孤本，學術地位非同凡響。
文獻還選收了寧夏存世的最後一部大區綜合志——《朔方
道志》，該志是由北洋政府時期主政寧夏的回族將領馬福
祥、馬鴻逵、馬鴻賓三人先後用 10年時間修成，全書 32卷，
約60萬字，是寧夏地區舊方志的集大成巨著。
寧夏著名地方歷史文化專家吳忠禮評價，《寧夏舊方志集
成》是一套驚人成果，將寧夏存世舊志「一網打盡」，創造
了以省區為範圍的舊方志集成之先河，給寧夏刻書史（印刷
史）、方志史、地方歷史文化史研究做了一項基礎性工程，
為研究寧夏歷史文化的學者們提供極大的方便，將對寧夏地
方史志傳承研究產生重要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