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 UCCA 北京展览计划
2019年12月12日，中国北京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宣布 UCCA 北京主馆 2020 年度展览计划。在新的一年
里，UCCA 将继续为全球观众呈现更为多元，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品质艺术项目，新一
年展览涵盖国内外知名与新兴艺术家个展，以及对特定时代的“计算机艺术”和纽约
媒体垂询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下城区艺术群体进行回顾与梳理的群展。UCCA 沙丘美术馆拟于 2020 年举办的三场
展览，以及关于 UCCA 上海新空间的更多详情将于晚些时候另行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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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UCCA 在 2020 年仍将持续推动机构学术研究、艺术教育与公益事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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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启一系列惠及艺术未触达儿童的公益教育活动，并于北京主馆建成面向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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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学生和公众开放的 UCCA 文献图书馆。通过以上这些展览和公益项目，UCCA 将
进一步践行和深化“艺术可以深入生活，并改善生活”的理念，以艺术促进跨文化交
流，推动中国更多参与到全球对话之中。
UCCA 集团 CEO、UCCA 馆长田霏宇：“即将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UCC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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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始于‘一个机构的重生’，从 UCCA 顺利完成重组，全新起航开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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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天才的诞生’，圆满呈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毕加索大展，再到喜迎‘一个新空间’，
以正式宣布 2021 年迎来 UCCA 上海新场馆为全年画上圆满的句号。2020 年，UCCA

地点：
UCCA 北京

将一如既往地为全球观众呈现精彩纷呈的展览，以跨越时代与地域的目光审视当代
艺术，从对计算机艺术历史、20 世纪 80 年代纽约下城区艺术群体的回顾与梳理，到
曹斐对当代中国发展敏锐的观察与刻画，
以及鄢醒西南项目研究的成果、
伊丽莎白·
佩

亦可于 UCCA 网站下载电子版新闻资料。

顿开拓性的肖像绘画和杰夫·奥本海默对现当代雕塑观念并置的呈现，都将激发我们
重新反思如何认知身边的世界。随着 UCCA 为上海新空间筹备工作的展开和机构自
身的不断完善，我们再次重申 UCCA 对艺术愿景的承诺：以艺术激发新思维，促进跨
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
UCCA 大展厅：
非物质 / 再物质：计算机艺术简史
2020.2.22 – 2020.5.5

大展厅

“非物质 / 再物质：计算机艺术简史” 回顾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计算机艺术”的发
展历程，对机器学习美学、数字客体性以及科学技术的反思进行了探讨。展览由杰罗
姆·纽特斯策划，汇集了 30 位艺术家的相关作品——从计算机艺术先驱薇拉·莫尔纳、
曼弗雷德·莫尔、艾德蒙·库绍，到当下活跃的数字艺术实践者池田亮司、米格尔·舍瓦
利耶、达维德·夸尤拉，以及刘娃、徐文恺（aaajiao）、陆扬等年轻中国艺术家。1985
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曾于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策划了具有开创性的展览“非物质”，
构想了一种与电讯技术进步相呼应的全新物质模式。本次“非物质 / 再物质”展览既是
对此前“非物质”展览的致敬，亦旨在通过探索计算机艺术的广阔前景与哲学根基，在
计算机艺术这一媒介的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下城往事
2020.5.30 – 2020.8.30
大展厅

“下城往事”重现并回顾了一段如今早已成谜的时空往事，并对 80 年代初和中期活跃
于纽约下城的艺术家群体的艺术实践进行了梳理。彼时的纽约虽处于经济低谷导致
的萧条之中，然而艺术表达与实验的创造性却达到了顶峰。曾有数十位艺术家以群体
之名生活于纽约下城，他们怀揣着同样的梦想，也曾同样默默无闻，现已成为 20 世
纪末最重要的一批艺术家。本次展览由卡洛·麦考密克策划，展览没有遵循线性的时
间线索，也未依据常规的风格或媒介分类，而是以年代作为对话发生的方式，通过背
景和动机迥异的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展现下城区艺术群体共同创造的历史上短暂而
神奇的一瞬。展览汇集了该艺术家群体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体现了基于特定时
代社会、观念和涂鸦而产生的多样化艺术实践方法，以及诞生于夜店和街头文化的新
表达形式。其中，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和基思·哈林的部分油画和素描是首次于中国展
出。那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年代，也是一个毒品和艾滋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年代，城市飞
速发展的士绅化进程让年轻而贫穷的艺术家愈发不堪重负，最终过早地走向悲剧性
的结局。“下城往事”所讲述的故事饱含激烈的抗争与显赫的成就，不断启发和激励了
世界各地人们对艺术的探求。

曹斐
2020.9.26 – 2020.12.27
大展厅

作为中国当下先锋艺术家的代表，曹斐擅长运用多媒体——电影、影像、虚拟现实及
装置，对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体境况做出超现实的刻画。
本次展览作为国内首次聚焦艺术家的中期回顾性个展，将呈现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品，并将其实践置于所对应的中国各时期社会背景当中，形成对照关系，展览除了囊
括艺术家的《谁的乌托邦》（2006）、《人民城寨》（2007-2011）、《霾》（2013）
和《La Town》（2014）等经典作品之外，还将在国内首次呈现其新近作品《亚洲一
号》（2018）以及最新项目《红霞》（2019-2020）。一直以来，艺术家的的关注聚焦
于流行文化、科技发展和城市变革三者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张力，在反映现实与制造幻
想之间自由游走。在她近期的项目当中，通过长期的历史与跨学科调研工作，将过去
与当下社会中的个体性置于历史转变之中，并在其中充斥着对个人、社会及历史不明
时区的想象。
关于艺术家
曹斐，1978 年生于中国广州，现于北京工作及生活。她的作品融合了社会评论、流行
美学、 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和纪实的惯例，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疾速发展的变化。曹斐
曾参加过的国际双年展包括：上海双年展、莫斯科双年展、台北双年展、第 15 及 17
届悉尼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横滨三年展、第 50、52 及 56 届威尼斯双年展。
她的作品曾展出于蛇形画廊、泰特美术馆、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现
代艺术博物馆、巴黎东京宫等，并曾在蓬皮杜艺术中心，MoMA PS1 举办个展。曹斐
曾获得 2010 年度 Hugo Boss 艺术奖提名，并于 2006 和 2016 年分别获得 CCAA 中国
当代艺术奖的“最佳青年艺术家”及“最佳艺术家”奖项。

其它展厅：
园音
2019.12.12 – 2020.3.1
中展厅、新展厅

秦思源的多媒体现场艺术项目“园音”由表演录制和展览两部分构成，本次 UCCA
所呈现的为该项目的展览部分。《园音》表演录制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至 24 日完
成，由“园音”艺术项目策展团队与秦思源邀请 39 位音乐人，以北京合艺术中心别具
特色的苏州式庭院为现场进行即兴演出。在演出过程中，一部分音乐人以之前已在
此演奏的音乐人录音为灵感源泉，同时根据对园林环境的感发进行即兴演奏与对
话。秦思源对演出全程进行录音录像，之后通过概念性剪辑创作将 39 位音乐人的
独立演出结合成一个连续、完整的音乐作品，在四个屏幕上同时播放，并于 UCCA
进行呈现，同时亦将为公众呈现 8 天表演录制的完整记录。

关于艺术家
秦思源为艺术家与策展人，现工作生活于北京。1997 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
中国语言与文明专业。1998 年至 2002 年，工作于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学项目。
1992-1994 年，秦思源是中国早期另类乐队穴位乐队的主唱。2002 年，秦思源回到中
国，作为艺术家在中国、欧洲和美国各地举行展览。2003-2006 年，任英国大使馆文
化教育处艺术经理，策划过一系列试验剧场、声音艺术和当代艺术项目，使更广泛的
观众得以接触实验艺术。2006-2008 年，担任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兼
首席策展人，是 UCCA 的核心筹划人之一。2009-2010 年担任 ShContemporary 上海
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海当代”总监。秦思源现在负责北京非盈利机构掩体空
间的展览计划。 另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是 Frieze 杂志特约编辑。
目前，他正在建立名为《声音博物馆》新项目，这是一项包括探索历史中的声音、网
络互动以及声音艺术的多元化长期项目。

鄢醒
2020.3.13 – 2020.6.17
中展厅、新展厅

鄢醒以结合表演、录像、摄影、装置、绘画等多元媒介的跨学科作品而闻名，其所创
作的复杂且引人注目的作品主体批判性地展现了历史的构建与形成。鄢醒的创作常
在跨语际实践中展开，他的创作将文学、视觉艺术、电影等语言的复杂性恰到好处地
重新整合为一系列以研究为引擎的作品。近两年来他对西南——这一中国偏居一隅

的地区的战后现代艺术运动展开了研究和重访。他的研究将云贵高原虚构为语言的
载体，与此同时，又以西方战后现代艺术史为轴线，在这一复杂的地理生态中梳理出
对现代性、文学语言、风格演变以及空间地理的交错审视，进而追问在这独特的跨文
化传统地区之间，物、人、自然相互描述与修辞的关系。本次展览将通过其全新的雕
塑（装置）、绘画、以及壁画等媒介呈现鄢醒对此项目的研究成果。
关于艺术家
鄢醒 1986 年出生于重庆，目前于洛杉矶生活和工作。他于 2009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
学院。鄢醒的作品常对社会、历史以及艺术理论展开深入调研，并围绕着诸如消极、
抵抗和秩序等几大主题展开。他曾在世界各地进行展览和表演，如巴塞尔美术馆、阿
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迈阿密鲁贝尔家族收藏博物馆、东兰辛密歇根州立大学 Eli &
Edythe Broad 艺 术 博 物 馆 、 休 斯 顿 当 代 艺 术 博 物 馆 、 法 国 维 勒 班 Institut d’Art
Contemporain、法国塞纳河畔维提瓦勒德马恩当代美术馆、特罗姆瑟艺术协会。2012
年，鄢醒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最佳年轻艺术家”奖，并于同年入围维克多·平丘克基金
会设立的“未来世代艺术奖”。

伊丽莎白·佩顿
2020.6.27 – 2020.10.7
中展厅、新展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美国艺术家伊丽莎白·佩顿的工作一直处于复兴具象绘画和拓
宽肖像绘画传统和概念的前沿。作为佩顿在中国的首次个展，本次展览囊括了她三十
年创作生涯中的一系列重要肖像作品，并重点关注其过去十年的创作。她的创作对象
广泛并持续扩宽，涵盖了诸如利亚姆·加拉格尔、佛里达·卡洛、拿破仑、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大卫·鲍伊、安吉拉·默克尔以及羽生结弦等从生活中的亲密友人，重要文化
人物到令人仰慕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这些描绘多源自生活中的即时经验、个人记忆以
及被描绘者的风采。无论是充满力量感的笔触，还是标志性的色彩选择和简洁的画面
结构，都引领观者进入画中人和创作者的精神世界。本次展览由 UCCA 与伦敦国家
肖像美术馆共同策划，而佩顿个展“Aire and Angles”将于 2020 年 1 月 5 日前在伦敦展
出。
关于艺术家

伊丽莎白·佩顿 1987 年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目前生活和工作于纽约。 她的重要
个展包括：“Elizabeth Peyton: Still Life”，日本东京原美术馆；“Elizabeth Peyton: Here She
Comes Now”，德国巴登巴登艺术博物馆（2013）；在美国圣路易斯 Kemper 艺术博物
馆和德国吕瑟斯海姆市 Stiftung Opelvillen 美术馆（2011 年）举办的版画回顾展“幽灵”；
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沃克艺术中心举办的大型回顾展“Live Forever”，该展览还曾巡回
至纽约新美术馆、伦敦白教堂画廊和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伯尼芳坦博物馆（20092010），以及“Reading and Writing”，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柏林（2009）。

杰夫·奥本海默：逆向度的人
2020.10.24 – 2021.1.17
中展厅、新展厅
展览由杰夫·奥本海默个展，以及其策划的关于艺术家罗丹和布鲁斯·瑙曼的展览——
“癫狂材质”两个平行章节构成。杰夫·奥本海默这次于中国的首次个展将呈现由
UCCA 委托创作的新作品，以艺术家依据商人、旗手和观察者为原型创作的三件雕
塑作品为主。雕塑被置于由原料、图像和批量生产商品构建的沉浸式社会空间情境
之中，雕塑及其所处环境展现了现代社会经济人们对符号、形象和角色的愈发关
注。“癫狂材质”由杰夫·奥本海默策划，最早于芝加哥大学美术博物馆呈现，展览将
两位来自西方艺术史不同时期的重要人物——法国雕塑家罗丹和美国艺术家布鲁
斯·瑙曼进行并置，展示了他们如何以身体作为表达极致情感的媒介，将无可抑制、
不可言喻的情感与经验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于艺术家
杰夫·奥本海默是芝加哥大学视觉艺术部门的副教授，现生活工作于芝加哥。他于马
里兰艺术学院获得艺术学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奥
本海默的创作媒介多样，涉及雕塑、大型装置和摄影等，其创作往往聚焦于对艺术
的社会价值的讨论，图像和物体对政治和社会构架的吸收及反馈，以及现代社会的
价值创造体系。奥本海默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机构展出，其中包括 PS1 现代艺术博

物馆、巴尔的摩现代美术馆、芝加哥现代艺术中心、圣达菲 SITE、印第安纳波利斯
美术馆、阿斯本美术馆、第四届雅典双年展和布鲁塞尔 CAB 艺术中心。关于其作
品的评论文章见于各大媒体平台，包括 Art in America、《华尔街日报》、《芝加哥
论坛报》和《纽约客》。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中国领先的当代艺术机构。UCCA 秉持艺术可以深入生
活、并改善生活的理念，每年为超过百万的观众带来丰富的艺术展览、公共项目和研
究计划。UCCA 北京主馆位于 798 艺术区的核心地带，占地约一万平方米，其原址为
建于 1957 年、历史悠久的厂房，于 2019 年完成由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主
持设计的场馆改造。UCCA 沙丘美术馆由 OPEN 建筑事务所设计，坐落于北戴河渤海
海岸的阿那亚社区内。UCCA 于 2018 年正式获得由北京市文化局认证的美术馆资质，
并经北京市民政局与香港政府许可，在两地注册成立非营利的艺术基金会。UCCA 的
商业板块包括零售平台 UCCA 商店、UCCA 儿童艺术中心，以及 UCCA Lab 旗下的馆
外合作项目等。UCCA 于 2007 年开馆，2017 年在一组国内外董事的支持下完成机构
的重组与转型。UCCA 致力于通过当代艺术，推动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对话之中。
www.ucc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