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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桥
吕松策展

“……这回，并非我去寻找它，而是它从景象
中，仿佛箭一般飞来，射中了我……”

—罗兰·巴特《明室》

当女主在悬崖边遇见失魂落魄的男主时，开始了
一段美妙的邂逅。这是希区柯克电影《蝴蝶梦》
中的一段情节。除去片头的陈述，最先出现在屏
幕上的，是男主那张迷茫的脸。他呆滞地望着悬
崖底部，似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等待着一跃
而下的、某种神迹的召唤。伴随着音乐起伏，片
中一路铺垫营造的紧张情绪，被女主的出现打
断。最后，这位生无可恋的男性被营救。

影片中出镜频率最高的男女角色，都不影片的主
体。而主体Rebecca，甚至未在影片中出现。导演
的用意为何？我们暂且不展开这个问题，首先关
注一下其中提到的重要概念。假设在现实生活世
界，我们需要在两块陆地间建造一座桥梁。这个
建筑体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主桥，指的是
横跨大陆两端中间的部分。它是桥梁的主体，也
是最重要的部分，独立于两块岛屿之间，起着主
要支撑作用。第二部分是两边陆地与主桥连接的
部位——引桥。它的目的是连接主桥与路堤，也
可以被看作“桥和路之间的过渡” 。

正如我信服的，艺术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一件作品所起的作用，如同桥梁一般，连接作者
与观者；亦可是连接观者与另一个观者。它是交
流的渠道，可以理解为一种语言形式。它是可被
视觉捕捉的，亦可被阅读。而引桥就是作品结构
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被观看的顺序。

一张画面可以出现数个引桥。而它们之间也相互
关联，就像一座城有若干个中心。而每个中心，
又有不同的地标性建筑。所以，引桥分主次。它
虽为本文描述或分析的重点，但在作品中担当
的，却不是主要角色。

引桥是最先被观察到的，却不是画面的重心，
而是辅助观者欣赏作品的牵引物。这种类似结
构体现在威廉·透纳的多件作品中，旗帜、桅
杆、人物均被放置到次要位置；但它们相对于
抽象的天空与海浪来说，则是一种参照物。如
果没有这些具象的事物，观者甚至无法辨认那
骇人的巨浪。由此可见，引桥是一种线索，或
一种引导。

在抽象作品里，也可以看到引桥。罗伯特·马
瑟韦尔的作品中，应证了人类的视觉，总是先
捕捉到明暗即黑白部分，而颜色居于其后这一
说法。而在佩尔·柯克比笔下，我们首先看到
的是反差最强烈的区域，例如明黄色背景下黑
色的线、绿色灌木中少量肉粉色块面等。它们
就像利剑，穿透观者的视网膜，跟随色阶的变
化，直抵观者的大脑深处。

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曾将照片里偏离主
题的细节称之为“刺点” ，即一处足以改变其
阅读的、具有优越价值的细节。这个点打破了
图像的呆板状态，使得观看耳目一新。但相对
于主体“知面”而言，刺点又是“一个额外之
物” 。

在音乐创作中，有一个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的
概念，即“动机”：

“主导动机一词源于法语’Leitmotif’, 本意是
中心思想，在音乐术语中也称固定乐思，指用
短小的音乐词汇（通常是一两个小节的旋律）
构成的一个贯穿整部音乐作品的动机。”  

1933年阿诺德·勋伯格移居美国，在次年的文章
中，指出动机的意义在于统一：“调性关系的
统一，音型的统一，构思的统一，以及乐曲的
整体统一。” 并于1948年的文章中表明动机的
目的，即作品每部分的连接与发展：

“……不仅如此，它们还可以发展，加进新的
特点，转变为过渡。过渡必然有目的，像一座
桥一样，为的是它从河的一边通向另一边。”

随后两年间，他进一步阐明如果一个动机不能
发展与变化，它便不应该出现在作品中，且不
能只作为曲式结构的目的使用。这貌似与罗兰
·巴特针对摄影图像中的“额外之物”，产生
了分歧。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运用作品中
某些特殊细节，连接作品的每一个部分。这其

MASSIMODECARLO线上VSPACE空间荣幸呈现
艺术家吕松策划的最新展览《引桥》，该展览
将艺术家的研究项目转化为真实的视觉体验，
可以在官网massimodecarlo.com和Oculus VR眼镜
上观看。

吕松的新系列作品将在MASSIMODECARLO北
京POP-UP空间与虚拟展览同期展出。当观者沉
浸于真实世界的作品中，他们也可以选择体验
线上展览。



中的“连  接”既矛盾又统一，并在各部分之间
的“对决，间离，骚扰” 中形成层次关系。

另外，在电影艺术中，我认为一名出色的演员，
不仅要把角色诠释到位，也要成为观众的代言
人，即把观众的感受表达出来。可以通过在观众
和角色中建立一个连接物所达到，这样他/她便
成为了观众与影片的引桥。在娄烨的《春风沉醉
的夜晚》中，秦昊所饰演的角色就在被受害者夫
人偷袭的一瞬间，嘴角上扬无奈的发出
了“嗞”的一声，似乎在暗示一种难以名状地情
绪，恰恰所有人在此刻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这
样的表演动作，仿佛在镜映观者。

一件缺少引桥的作品，像是一位魔术师背对着观
众表演。虽然偶尔也会出现神奇感，但观众并不
清楚他在做什么。出色的魔术师，会在表演之
前，向观众充分展示他那些平淡无奇、司空见惯
的道具。这个环节，就是利用人人可知的事物作
为与观众的连接，从而使魔术变得更加神奇。

《蝴蝶梦》中，希区柯克亦设立了多个引
桥。Rebecca终未露面。但这并没有影响观众对
主体形象的认知，反而使形象本身更加神秘与开
放。绘画虽不像电影或音乐，有线性阅读的局
限，但人类的视觉有焦点与虚焦点之分。

而往往焦点之外的，被观者忽略的，所谓虚焦部
分，才是最能体现作者性格与风格的主体，从而
被每一个有所警惕的创作者，格外重视。也因为
这些本能的、感性的、毫无逻辑性的笔触，构成
了他们与生俱来的魅力。



  
 

 
 

 
 

 
  

 

 

 

   
  

 
 

 

 
 
 

  
 

  
 

 

  
 

 

 

 

 

 

吕松（1982年生于中国北京）目前工作生活于北
京。 

吕松于2006年毕业于伦敦温布尔登艺术学院，此
后，他在柏林、纽约、伦敦、哥本哈根、巴西圣
保罗等世界各地举办过多场展览。其作品深受西
方大师们，尤其是十九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
影响。他画中充满氛围感并且引人沉思的超现实
主义风景和城市场景，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存。吕松的作品以温和色调以及大胆挥洒的笔触
而闻名，带给观者引人入胜的视觉体验，并唤起
某种发人深省且超现实的情绪。 

吕松曾在香港、柏林、悉尼、北京等世界各地举
办过个人展览。他曾于2018年在意大利罗马的
MATTATOIO（原罗马屠宰场, 现为意大利最重要
的当代艺术中心之一）举办个展《INTERNI 
ROMANI》，也曾于2017年在中国西安OCAT当
代艺术中心举办具有重要意义的回顾展《流》。 

吕松的群展包括：《往前走：约翰·阿姆莱德&
吕松》，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2020
年）；《尤利西斯的凝视—绘画性与内心关照的
双重回归》，今格艺术中心，北京（2016年）；
《中国艺术巴西展》，圣保罗（2014年）；
《DAS ICH IM ANDEREN》，墨卡托基金会 
MERCATOR FOUNDATION，埃森（2014年）。 

其作品被众多知名机构收藏，包括香港K11艺术
基金会，巴西圣保罗 AKAGAWA 
COLLECTION，德国杜塞尔多夫 BRONNER/ 
PHILARA COLLECTION，以及美国洛杉矶 
DEAN VALENTINE COLLECTION。 

 

近期群展包括：《瞬间,在场——予她同行》， 
多 伦现代美术馆，上海（2021年）；《物外》， 
安 簃 画廊，上海（2021年）；《颗粒》，GCA
重庆星汇 当代美术馆，重庆（2021年）；《没 
展》，喜⻢拉 雅美术馆，上海（2019年）；《具 
象当代性第四 回》，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
（2018年）。

马轲1970年生于中国山东，现工作居住在北京。 

马轲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后借
调文化部赴东非厄立特里亚援教。硕士毕业于中
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个展包括：《窟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
海，中国（2021年）；《马轲》，三远当代艺术
中心，北京，中国（2020年）；《马轲》，
GALERIE RÜDIGER SCHÖTTLE，慕尼黑，德国
（2018年）；《成语故事：马轲》，MARC 
SELWYN FINE ART，洛杉矶，美国（2014年）；
《证据：马轲》，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香
港，中国（2013年）。 

群展包括：《时间的秩序》，HdM画廊，北京，
中国（2020年）；《中国私语：乌利·希克收藏
展》，应用艺术博物馆 MAK，维也纳，奥地利
（2019年）。 

马轲的作品受到世界各地私人及公共机构的收
藏，包括瑞士伯尔尼美术馆，洛杉矶哈默美术
馆，香港M+博物馆。其作品也被亚洲艺术文献
库归档。 

 

 

谢南星在中国及欧洲举办过众多个展，展览机构
包括：麦勒画廊（2020年、2015年、2008年）； 
THOMAS DANE GALLERY（2019年）；北京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2018年）；KUNSTVEREIN 
HAMBURGER BAHNHOF（2005年）；曼彻斯特
美术馆（2003年）；阿姆斯特丹 PULITZER
GALLERY（1998年）。

谢南星1970年生于重庆，现工作居住在北京和成 
都。

个展包括：《听吟》， BROWNIE Project， 上 
海， 中国（2021年）；《立春》，五五画廊，上 
海，中 国（2018年）；《连音》，五五画廊，上
海，中国 （2017年）；《孤，身》，龙艺榜画 
廊，北京，中 国（2015年）；《愿你被世界温柔 
对待》，那特画 廊，成都，中国（2014年）； 
《追光》，新画廊， 台北，中国（2012年）； 
《少年》，北京空间画廊，北京， 中国（2011
年）；《孟阳阳》， J.CHEN画廊， 台北， 中国 
（2010年）。

 

孟阳阳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现工作居住在上 
海。

2006年和2009年先后获得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本 
科及硕士学位。



 
 
  

  

 

 

  

 

 
 

   
 

近期重要群展机构包括：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重庆（2021年）；松美术馆，北京（2020年）；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20年）；THE 
WAREHOUSE DALLAS，达拉斯（2020年）；符
腾堡艺术馆，斯图加特（2019年）；应用艺术博
物馆，维也纳（2019年）；CASA CAVAZZINI，
乌迪内（2017年）；红砖美术馆，北京（2016
年）；成都当代艺术博物馆，成都（2016年）；
今日美术馆，北京（2016年）；上海二十一世纪
民生美术馆，上海（2015年）；华侨城OCT艺术
中心，深圳（2014年）；斯特罗齐宫，佛罗伦萨
（2010年）；巴塞尔美术馆，巴塞尔（2002
年）；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2007年）；第四
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1999年）。 

 

近期重要展览包括：《MARGARITAS AT THE 
MALL》，CONTEMPORART FINE ARTS，柏林
（2021年）；《NINE MILE BURN》，JOSH 
LILLEY，伦敦（2020年）；《MORLEY’S 
MORROR》，帕兰德宅第画廊，伦敦（2019
年）；《DOLPHIN EXPRESS》， 
CONTEMPORART FINE ARTS，柏林（2018
年）；《DE RAMP》，JOSH LILLEY，伦敦
（2017年）；《BLUING》，SIMON PRESTON， 
纽约（2016年）；《GREEN LANES》，JOSH 
LILLEY，伦敦（2015年）；《LIKE PINEAPPLES 
IN A GREENHOUSE》，SIMON PRESTON，纽约 
（2013年）；《TIN DRUM》，JOSH LILLEY，伦 
敦（2012年）；《HERZ MAN SKY》，SIMON 
PRESTON，纽约（2011年）；《VEVERKA》， 
JOSH LILLEY，伦敦（2010年）；《PATHS IN 
THE SNOW》，IMAGE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阿雷佐（2006年）。

尼克·高斯毕业于斯莱德美术学院，并于2009年
获得皇家艺术学院美术硕士学位。高斯通过构建
或重现非真实的形态与现象，将个人和集体的历
史描绘在画布上。他的绘画唤起了梦境般的空
间：当时间、空间、和身份均不存在，唯有一颗
探索的心推动着艺术家和观者的不断思考。尼克
·高斯在JOSH LILLEY画廊举办过四次个人展 
览，此外也曾在纽约SIMON PRESTON画廊和柏
林CONTEMPORART FINE ARTS办过多次个展。
他在英国奇切斯特的帕兰德宅第画廊 (PALLANT 
HOUSE)办过其首次机构回顾展《MORLEY’S 
MORROR》，并同期与伦敦KOENIG BOOKS合作 
出版了一本画册。

尼克·高斯 (NICK GOSS) 1981年生于英国布里斯 
托尔，现工作居住在伦敦。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Press Office, MASSIMODECARLO
T. +39 02 7000 3987
press@massimodecarlo.com
www.massimodecarlo.com
IG: massimodecarlogallery
#massimodecarlogall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