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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切特温德 策展 
Highly Educated Secular Salamaders R us 
10.03.2023 
15.04.2023  

保守评论有什么意义？ 
秘密政治行动有什么意义？ 
好看、好玩、有趣，是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前
提吗？ 
在虚拟空间展现真实性需要怎样的玩法？为什么
不是更富有想象力或者更具对抗性？它在复制展
厅吗？为什么没有哥特式的窗户？为什么选择以
这种方式展出作品？3D无法被很好地转换为
2D。 
 
我是完全属于现实生活的人。我没有网络账号，
但有一点矛盾：我喜欢西奥·特里安塔菲利迪斯 
(THEO TRIANTAFYLLIDIS) 的创作，其数字媒介
作品对当代绘画提出质疑。观看成熟精美的虚拟
人是很神奇的体验。作为观众所理解的表层意义
会引发人的深入思考，我们必须解读数字作品表
面之下的意义。当虚拟人能够模拟绘画时，我又
能要求什么？ 
 
《Highly educated secular Salamaders R us》是一场
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展览，它存在于一个不具煽
动性的空间，是一场群展。作品被置于商业画廊
复制品的墙壁上。我们应该提出什么观点？为何
会选择用图片的形式体现 3D？  
 
妥协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的旅途是否充满挑
战？作品中是否充斥着评判？参展艺术家都与我
相识并合作多年，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敏捷。
VSPACE 的虚拟空间会如何改变他们的现实人格
与作品？  



 

 

Monster Chetwynd 怪物·切特温德 
 
怪物·切特温德 (MONSTER CHETWYND) 1973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目前工作居住在苏黎世。他
曾获得伦敦大学学院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士学位
（1995 年），斯莱德艺术学院美术学士学位
（2000 年），以及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绘画硕士学
位（2004 年）。 
 
怪物·切特温德以其充满活力和趣味的作品闻
名，包括手工制作的服装、道具及布景。她将自
己的作品描述为“不耐烦地创作”，经常重复运
用易于加工，并且便于让参与者使用的材料，强
调集体发展的概念。 
 
个人展览包括：《ROTUNDA FRANKFURT》，
席尔恩艺术馆，法兰克福，德国（2023 年）；《
ART ON THE UNDERGROUND COMMISSION》
，格洛斯特路地铁站，伦敦，英国（2023 年）；
《怪物·切特温德》，米格罗斯博物馆，苏黎世
，瑞士（2022 年）；《MONSTER LOVES BATS》
，KONSTHALL C，斯德哥尔摩，瑞士（2022 年
）；GREGOR STAIGER 画廊，米兰，意大利（
2022 年）；《SURREALIST INFLUENCED》，斯
特拉斯堡现代美术馆，斯特拉斯堡，法国（2022
年）；《BAT OPERA》，MASSIMODECARLO
画廊，香港，中国（2022 年）；《FREE ENERGY
》，伏尔泰工作室，伦敦，英国（2021 年）；《
MONSTER REBELLION》，VILLA ARSON，尼斯
，法国（2019 年）；《TOXIC PILLOWS》，德庞
特博物馆，蒂尔堡，荷兰（2019 年）；《THE 
OWL WITH THE LASER EYES》，桑德雷托·瑞
·瑞宝迪戈基金会，都灵，意大利（2018 年）；
《THE SCIENCE LAB & THE GREEN ROOM》，
艺术巴塞尔城艺之旅，巴塞尔，瑞士（2017 年）
；《DOGSY MA BONE》，TATE EXCHANGE，
伦敦，英国（2017 年）；卑尔根美术馆，卑尔根
，挪威（2016 年）；波恩美术馆，波恩，德国（
2016 年）；格拉斯哥当代艺术博物馆 CCA，格拉
斯哥，英国（2016 年）；伏尔泰工作室，伦敦，
英国（2014 年）；诺丁汉当代艺术博物馆，诺丁
汉，英国（2014 年）；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伦敦
，英国（2012 年）；《TEARS》，瑞士艺术巴塞
尔，由GIOVANNI CARMINE 策展（2012 年）；
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纽约，美国（2011 年）；LE 
CONSORTIUM，第戎，法国（2008 年）。 
 
群展包括：《RUHR DING: KLIMA》，鲁尔城市
空间艺术，波鸿（2021 年）；第 16 届伊斯坦布尔

双年展，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中心，伊斯坦布尔
（2019 年）；《EXPERIENCE TRAPS》，米德尔
海姆雕塑公园，安特卫普（2018 年）；《NOW
》，苏格兰国家美术馆，爱丁堡（2018 年）；
TATE EXCHANGE，利物浦双年展，伦敦（2017
年）；《COMING OUT》，沃克艺术画廊，利物
浦（2017 年）；《L’ALMANACH 14》，LE 
CONSORTIUM，第戎，法国（2014 年）；《
AQUATOPIA》，诺丁汉当代艺术博物馆，诺丁
汉，英国（2013 年）；泰特三年展，由尼古拉斯
·布里奥德 (NICOLAS BOURRIAUD)策展，泰特
现代美术馆，伦敦，英国（2009 年）；《THE 
PERFECT MAN SHOW》，由丽塔·阿克曼 
(RITA ACKERMAN) 策展，白柱画廊 (WHITE 
COLUMNS)，纽约，美国（2007 年）；《A 
COMEDY OF ERRORS》，ARTSPACE，悉尼，澳
大利亚（2007 年）。 
 
 
Paul Kindersley 保罗·金德斯利 
 
保罗·金德斯利 (PAUL KINDERSLEY) 1985 年出
生于英国剑桥，2004 年毕业于剑桥地区学院艺术
基金会，之后在伦敦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
美术。 
 
保罗·金德斯利是一位伦敦艺术家和电影制作
人，从事的工作包括绘画、表演、电影、陶瓷和
讲故事。他的作品曾被广泛展出，包括：
KETTLE’S YARD，巴黎MACVAL，
CHARLESTON HOUSE AND THE HAYWARD 
GALLERY。他也是伦敦艺术大学的客座讲师和绘
画老师。 
 
个展包括：GASLEAK MOUNTAIN，诺丁汉，英
国（2022 年）；34 BOURDON STREET，伦敦，
英国（2021 年）；SKIP GALLERY，伦敦，英国
（2019 年）；BELMACZ，伦敦，英国（2017
年）；KUNSTSCHLAGER，雷克雅未克，冰岛
（2014 年）；诺丁汉当代艺术馆，诺丁汉，英国
（2014 年）；TRANSITION GALLERY，伦敦，英
国（2009 年）。 
 
群展包括：LA CRYPTE D’ORSAY，法国（2022
年）；THE COURTAULD，伦敦，英国（2022 年
）；格拉斯哥国际，格拉斯哥，英国（2021 年）
；DIA HORIA，米科诺斯，希腊（2021 年）；
GALLERY 46，伦敦，英国（2021 年）；GALERIE 
SULTANA，巴黎，法国（2020 年）；



 

 

LANSERHAUSS，埃潘，意大利（2020 年）；
KETTLE’S YARD，剑桥，英国（2019 年）；
EXTRAMENTALE，阿尔勒，法国（2019 年）；
MACVAL，巴黎，法国（2019 年）；WOLFSON
画廊，刘易斯，英国（2018 年）；HAYWARD画
廊，伦敦，英国（2018 年）；CUBITT，伦敦，
英国（2018 年）；陶瓷艺术博物馆，斯托克，英
国（2018 年）；SCAG CONTEMPORARY，维也
纳，奥地利（2017 年）；A.P.T. 画廊，伦敦，英
国（2017 年）；古典考古博物馆，剑桥，英国
(2016 年）；LA FONDERIE，日内瓦，瑞士（2016
年）；斯德哥尔摩大学，斯德哥尔摩，瑞典(2016
年）；BELMACZ，伦敦，英国 (2016 年）。 
 
影片包括《THE BURNING BABY》，2020 年； 
《THE IMAGE》，2018 年；《DAS SPIEL DER 
HOFFNUNG》，2017 年。 
 
 
Mette Sterre 梅特·斯特尔 
 
梅特·斯特尔的作品摆脱传统定义，存在于我们
大脑盲点的中间空间，即暮色地带；超越行为、
装置与身体语言。其作品捕捉到时间与肢体破坏
性体验的叙事，将观者置于思维过程的物质化进
程中。她的作品在国际上被广泛展出，包括：
MANIFESTA 14，科索沃；KUNSTVEREIN，汉
堡；水磨坊艺术中心，纽约；大卫·罗柏艺术基
金会，伦敦。其作品也被刊登在《纽约时报》、
《HYPERALLERIGIC》，《BERLINARLINK》，
《华尔街日报》，《WALL PAPER》和
《VOGUE》。  
 
 
Charlie Davenport查理·达文波特 
 
查理·达文波特生于 1992 年，目前工作生活在布
里斯托尔，2014 年毕业于爱丁堡艺术学院，曾在
咖啡馆、家和街头表演。他想成为一名礼品制造
者，制作创意礼物，而不是鲜花。 
 
 
Jack Brennan 杰克·布伦南 
 
杰克·布伦南生于伦敦，目前生活和工作在伦敦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22 年毕业于德国
STAEDELSCHULE，师从彼得·费施利 (PETER 
FISCHLI) 和哈桑·汗 (HASSAN KHAN)。他在法

兰克福郊区的一个花园经营一个艺术制作和展览
空间。 
 
 
Verity Coward 维里蒂·科沃德 
 
维里蒂·科沃德 1993 年生于阿联酋沙迦，在英国
与昆士兰成长，目前工作生活在伦敦。作为牛仔
和驯马师的后代，科沃德的雕塑作品探索了不同
媒介之间的关系。她拥抱非传统的创作介质，从
闲置车辆到毛坯建筑。最近作品中，她尝试了讲
故事的机制：情节设置、反复出现的人物、绘画
中迂回的重复、积累以及押韵。她不相信故事情
节本身，而是将其组成部分和框架渲染成新的、
支离破碎的构图和风景。她在作品中，通过角色
和反复出现的主题（鹅、猪、魔鬼和香肠）作为
对观者的提示。 
 
维里蒂·科沃德于 2017 年获得伦敦大学金匠学院
的美术学士学位。展览及奖项包括：LONDON 
BRONZE FELLOWSHIP（2022 年）；WELL 
PROJECTS，马尔盖特（2022 年）；VESSEL 
STUDIOS，伦敦（2022 年）；MAHLER AND 
LEWITT STUDIOS，斯波莱托（2022 年）；
JUPOTER WOODS，伦敦（2021 年），THE 
TURNER HOUSE，珀纳斯（2021 年），OD 
ARTS FESTIVAL，多塞特（2021 年）；
UNDERGROUND FLOWER OFFSPACE，伦敦
（2020 年）；BOWES PARRIS GALLERY AND 
HARLESDEN HIGH STREET，伦敦（2020 年）；
CHISENHALE ART PLACE，伦敦（2018 年）；
SECRET SPAWNING SITE，伦敦（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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