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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美术馆 | 世界的影子——张大力关于《蓝晒》作品自述

世界的影子

（一）

      在我黑桥工作室的西边有一大片荒地，那里长满了各色不知名的野草，春天的时候那片荒

地里开满了一簇簇紫罗兰颜色的野花使人陶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推土机

就会轰鸣的开过，

2015-09-09 美术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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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在黑桥工作室附近荒地

将此地碾平，黑桥村和我的工作室也将不复存在，它们在地图上可能仅仅留下一个莫名其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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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也许连名字也没有，没人会记住这里的历史，一切记忆都将不复存在。和这个国家的绝

大多数地方一样，然后会盖起一栋栋丑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形成一片片新的景观。这些充斥

在整个中国土地上的新景观，既无历史渊源也无文化背景可寻，它们急匆匆地竣工，就像殖民

地建筑的拙劣摹仿品一样，深深镶嵌在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土地里。罗马柱和奥古斯都拱门

是那么的匪气和刺目，以致连西方来的旅游者也不得不停下来拍照留念。这些如同连体婴儿般

的怪物和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但却以几何级的爆炸方式在增长，并改造着我们的审美方式和

生活习惯。更有甚者是一些改造小城镇的计划，更让我们目瞪口呆：威尼斯小镇、荷兰小镇、

柏林小镇成为了地方政府和暴发户共谋的政绩和想象中的西方。即使是乡村也无法逃避，农民

上楼和新农村运动，更摧毁了中华文明的根本，随着土地的成片开发和城镇化，乡土生活成为

了绝唱，几千年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们被强制搬上了洋楼，可楼顶平台却成了羊圈和牛棚。每

个人都是新“景象”的超级试验品，在你无力反抗的同时，也不得不情愿的加入这个潮流里，被

巨浪裹挟着往前走，因为这被看成是一种进步。可谁是新“景象”的幕后制造者呢？这是为什

么？是什么力量和动力让我们这么疯狂？我们制造的“景象”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一

个不容否认的残酷事实却是：我们全体中国人都在心灵深处和现实生活里失去了故乡，我们是

一群危险的游魂，毫无方向的在自己的国土上游荡。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哈尔滨从南到

北都得了一种病，“太监综合症”，没有根。权贵资本主义伪西方的想象和低下的视觉美感，严

重的分裂着我们的民族的灵魂和身体，虚假的中国梦一浪高过一浪。它在制度威逼和思想的引

诱下，大批善良的中国人如同患了斯德哥尔摩精神病的病人，在权力和资本的压迫下爱着权力

追逐着资本，放弃故乡，鄙夷穷困和弱势，毫不思索的阉割和自戕着自己的文明。这是资本和

权力共同制造的一幕梦幻剧，在这个剧里仿佛一切都是公平和正义的，你就是剧中的主人（请

看《时代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封面，美联储主席柏南克与中国工人有趣组合的风云人物

榜）只要你吃苦听话努力奋斗，你就会实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梦。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

在点评中说道：“是中国工人撑起了中国的天空，因此不能只有外国媒体赞扬他们，中国政府

应该牢记工人才是经济的支柱。没有他们，中国不能阔步前进；有了他们，世界才会感激中

国。”可事实上中国的城乡差别是谁造成的？贫困和户口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人一出生

就注定了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在资本和权力的压榨下，上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权利根本得

不到保障，他们赚取的利润微不足道，就像被机器压塑出来的螺丝钉一样，一排排的站在流水

线旁，忍受着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和严重的污染。他们被塑造成没有思考能力的肉体，这种肉

体极容易管理，也容易替换，而且不用付出代价。有资料统计，中国目前离开土地到城镇打工

的农民工有将近一个亿，这些梦游者背负着沉重的户口包袱，医疗和住房没有任何保障，孩子

上不了学。可梦想的制造者依然许诺着未来的美好，这是无结果的未来，永远的未来。新“景

象”的另一面是权贵资本主义对历史和文化的可耻破坏，今年春节期间，就在万众欢庆的得时

刻，开发商和北京东城区政府以少有的速度将梁思成的故居彻底拆毁，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是权贵资本主义对文化的藐视和不屑，看看北京前门大街和重庆朝天门的改造，你就知道，精

神的混乱造成了地面“景象”的“异象”，如同摄影棚里面的布景一般“不踏实”。这是个文化和精神

双重痛苦的时代，只有无灵魂的肉体可以得到动物式的狂欢，可没有精神的酒肉之躯何以惜

也？新“景象”是现实的，毫无理想可言。权力和资本以现代化和国家的名义，对传统审美和秩

序进行了极端的干涉，因此造成了审美品位的低俗化和劣质化，新的“景象”到底还将会给我们

造成多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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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Wild 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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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之灵》Soul of the Wild Grass

       在北京这个巨大的、不友好的城市里，

人们生活在各自的洞穴中。出行时汽车堵在毫无规则的钢铁洪流里，我们得小心翼翼的穿越马

路，自行车、行人、电动车挤成一团。盲道突然被水泥电线杆阻断，水井盖侧翻。城市面貌千

篇一律毫无美感，粗糙的高架桥和瓷砖建筑外立面如同废墟，只有在黑夜里被霓虹灯包裹着才

显示出虚假的盛世梦幻。人们几乎没有机会面对自然景观，只能看到路边政府部门以行政命令

的方式，种植的整齐的人工花草和单调的树木。我们忘记了自然，忘记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忘记了我们中国人曾经和自然建立起的完美生活，如今已没有几个人能够叫上五种以上野草的

名字。珍贵的古迹被愚蠢、贪婪、短视的管理者所毁灭，河流污染，我们离传统越来越远，被

卷进了一个巨大的莫名黑洞。2009年春天，我经过那块荒地时，突然想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

现代都市里，环境由谁来做主？谁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我们的思想永远被改造？命运永远被

别人安排？未来永远是永远？这些正确的答案被重复了无数遍，但现实依然在给你看他的另一

个面孔，沉重、无奈、失望就在身边，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无法逃离这屎尿之间。但荒野的

生命比人类更具有尊严和美感，它们是如此旺盛和茁壮，它们不会低头生活，只要有水和阳光

你就无法压制它的成长。人不如草。因为我们失去了文明的土壤，也没有了精神的阳光。我们

像瞎子一样狂叫着，跌跌撞撞的向乌有之乡奔跑。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些人企图用粗暴的权力

控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无视和抹煞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和价值观，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单

一的价值体系之中，这么活着，其意义简直为零，活着就是为了等死，生命中没有神圣，没有

虔诚，没有对无限世界的向往。生活也没有任何质量，只凭本能如动物一般的存在于世界之

中，人生的旅程只有最基本的身体意义上的存在，并被动地承受着一切遭遇。当你面对空气

时，也许你并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和价值，但没有空气的世界，我们都将窒息而死，这个简单的

道理并不被大多数人察觉，只有行将大限者才知其深刻的意义。我们视而不见的某些“存在”正

是支撑你生命的真正要素和理由。

 （二）

      

      我想记录一下这片荒地的生态，横亘在丑陋的水泥建筑和公路之间的荒地也是新“景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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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存在，它们被分割成一块块，再经过多次流转，然后挂牌出售，它们是特权膨胀和资本逐

利的最好展示。中国的土地已没有“野”，意识形态将“野”残忍的绞杀，但它们的生命力极强，

就存在于这些高楼之间的盆景中。每日重复的从这里经过，但野草和鲜花却不是静止不变的，

它们交织的攀缠自由的生长，物尽其能而不萎靡。这里有自然的秩序和分工，春夏秋冬的轮替

都让它们能够展示出自己最优美的一面，因为野草不会做作，不会用邪恶的思想来伪装自己的

无能，再用愚蠢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可如何记录它们确实是个难题，每次艺术的表达都应该使

用更贴近本质的手段，这种手段是一种奇妙的再发现和再理解，看似普通的不经意之物，如果

你能够用新的视角蹲下身来关注，每个事物的深处都潜藏着一些惊人的能量和重大的秘密，如

果你对它足够尊重，那它就会在你面前增量无数倍，来展示它奇特的不经常展示的一面，它会

感动于你对它的了解，如同碰到了知己一样毫不保留的全盘托出。不过在肉眼凡胎面前它们永

远都是封闭的，永远都给你看它最平常的一面。就像爱因斯坦揭示的普通原子的道理一样，我

们每天都和原子密切的生活在一起，但原子绝对不普通，它的当量足够让整个地球瞬间毁灭无

数次。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观察的角度和适合的条件，都能让看

起来普普通通的身边之物变得的毫不寻常。我觉得最好不使用泛滥成灾的数码方式，因为数码

相机会给人以旁观者的感觉，是艺术家们用机器来拍摄和展示心中他者的视像，而不是身在其

中。还有更重要的是：人人都能轻易表达的，就不需要你再来一次表达，显得多余。艺术家们

必须给世界提供一些特别的新奇手段和特别的方法来表达对审美的追求，这是责任。在此之前

我研究过早期的成像技术，这些技术非常朴实和实用，而且相当迷人。虽然它们使用起来没那

么方便，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简单的往往是往往是准确的，也是最复杂的。约翰-谢赫

尔（John Herschel）的花汁印相法（Anthotype）在这些早期发明的技术里也许是最有意思：

他使用碾碎的花瓣，一点酒精和2至3周的日照来完成成像。这把看起来特别严肃和钻角尖的科

学实验弄得相当浪漫。当然在暗房里也可以使用紫外线灯泡来曝光完成。但它的缺点一是曝光

时间太长，二是大尺寸画幅会受到限制。但他的另一项发明却非常值得重视，就是蓝晒法成像

技术（Cyanotype，铁氰酸盐印象法），俗称“蓝晒”或“晒蓝”。1842年，在摄影术正式发明后

的第三年，约翰-谢赫尔发明了这种能持久保存的蓝色照片摄影工艺，它是第一个使用铁盐

（Argentoype），而不是银盐的摄影工艺方法。这是一种不使用相机，而是将涂有柠檬酸铁铵

和铁氰化钾混合溶液的平面材料，直接放置在阳光之下，使用阳光中自然的紫外线成分进行曝

光，这样混合液中的二价铁离子被氧化后形成铁盐成分，变成独特奇妙的蓝色铁氰酸盐。它在

不同的时间可以记录下实物在光线下形成的影子，也因为物体的透明度和远近，使影子形成深

浅不同的色调，接受光线的部位变成深蓝色，而不受光的部位却是白色浅蓝色，如同X光片一

般。这项技术目前还广泛应用在制图行业，所谓的“蓝图”就是使用柠檬酸铁铵和铁氰化钾混合

溶液的图纸拷贝出蓝色的图案。它的曝光时间比花汁印相法缩短了许多，在阳光充足的夏天，

只要3—4分钟即可形成图像。这东西既神秘又有趣，那种比蓝天还蓝的蓝色犹如深不见底的大

海和浩渺无垠的太空，它变化多端而且无法重复。因为阳光在不停地移动，而且手工涂刷感光

溶液的工作，不可能像机器生产相纸那样保证成批的产品都有相同的量化标准，因此每一件作

品都应该是单一的独幅作品。这也和数码相机产生能复制的影像有巨大的区别。1843年,有一

位叫安娜-阿柯金斯(Anna Atkins)的英国女性，她使用蓝晒法忠实的用手工制作了上百幅图

片，记录了英国的海草标本，起名叫《大不列颠的海藻――蓝晒法印象》（British 

Algae:Cyanotype Impressions）。这些实物做成的书，现今还存放在世界几个大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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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证明了蓝晒法有着非常稳定的化学结构。可以说安娜-阿柯金斯是第一位蓝晒摄影师。除

此之外在摄影术上约翰-谢赫尔还做过很多的发明，他是个为了试验而试验的人。自从约翰-谢

赫尔发明了蓝晒成像法和安娜-阿柯金斯使用其用来进行记录海藻以来，蓝晒法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主要是拷贝法。艺术家们将实物和透明胶片覆盖在基纸上，然后用玻璃压住固定好后放在

紫外线下进行曝光，把实物的影子或胶片上的图像平面的直接转换到基纸上。和数码相机拍摄

的画面相比，严格意义上讲蓝晒既也不属于摄影也不是照片，它和照相机的原理正好相反。照

相机是通过光线的折射原理来扑捉景物的，而用蓝晒法留在画布上的影像是因为光线被遮挡后

的缺失而形成的图象，应该被称作物体无光源影像，这样讲有点别扭，但在原理上确实是这

样。蓝晒法能够保留被感光物体的真实尺寸，它是光线下物体直接的影子。可他的缺点是不能

记录物体的颜色。它虽然能忠实记录被转换物体的尺寸，但也有些死板的只能依赖扁平的物

体。如果能够在实验里发挥它的特长，使之伸展并记录下立体的实物之影，那么这个技术的使

用和画面的审美将得到极大地拓宽。我们将可以记录下整个世界的影子。而且利用半透明的物

体，就更能拓展这种古老技术的边界，使之在限制中展示更精彩的魅力，这些都是我脑海中的

愿望。2009年7月我开始用蓝晒法记录下我工作室周围那些行将很快消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

重新生长出来的野草。但生活是如此的庞杂和多彩，这些野草和野花完全不能满足我的想象和

更多的要求，进而我又开始急切的记录下我周围日常生活中的人与物，他们是立体的，无法被

压缩在玻璃板底下，这也是对约翰-谢赫尔蓝晒法的发展和延伸，使之记录下我们生活中活的

标本。这些男男女女的生活形态及谋生工具，生动地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即他们生活的艰

辛没有使人们屈服和消沉。虽然被排斥在城市主流之外，虽然被生存挤压到最低的等级，但生

存的欲望和勇气使他们看起来——比那些给他们造成如此恶劣生存空间的权贵们——更加乐

观。没有任何装饰，画面看起来很美很生动，自然生成的水彩画。可这是苦涩的美丽，是将现

实之艰深升华到我们人类存在意义上的最美境界。就像米勒的《拾穗者》一样，生活的却是美

丽又庄严。这也是“世界的影子”的真正含义。这些影子只在光线下存在很短的时间，太阳光线

在地球的自转下自东而西的运动，影子也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丰富而奇妙、神秘的

忽隐忽现，它们是真实的，有着不可更改的数据，它们就是它们实际尺寸的画布存在，并将会

永远的保留在我们面前，即使那个实物已被经毁灭或改变。虽然说蓝晒法是一种科学的拷贝

法，但它呈现出来的真实画面却是一个伟大的悖论，事情就是如此奇特。在自然界里，由于物

体遮挡了光线的向前延伸而出现的黑影，在蓝晒画面经过漂洗而呈现出的却是相反的视像，那

个肉眼所看到的黑影成为了透明的白色或浅蓝色的光晕。现实的记录也许永远不是现实的本

身，它的呈现也许永远是人类自身趣味的结果，这也是人类对历史标准答案的谜团，可不管怎

么说，尺寸的准确却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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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录



2015/10/23 合美术馆 |  世界的影子——张大力关于《蓝晒》作品自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1MTU4MQ==&mid=209756552&idx=1&sn=3d2fc66a0823cec558483af9356bad78&scene=1&srcid=0909Kts9lF… 9/18

《1号辽塔》Pagoda No. 1



2015/10/23 合美术馆 |  世界的影子——张大力关于《蓝晒》作品自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1MTU4MQ==&mid=209756552&idx=1&sn=3d2fc66a0823cec558483af9356bad78&scene=1&srcid=0909Kts9l… 10/18

《3号辽塔 》Pagoda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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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辽塔》Pagoda No.4

       2010年春天，我将视野和题材扩充到了更多更广的领域，这也是因为对这项技术的不断

实验、发现和成熟的掌握，成竹在胸。百分之百的浸透化学药水的纯棉布，可以轻易折叠起

来，装在背包里，使足迹走得更远。我去了离北京60余公里正北方向的昌平郊区，早春的群山

苍苍茫茫，枯萎了一冬的树枝冒出翠绿的叶子，黄里带绿。在一片山林里遗存有一片辽代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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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群高者数丈，小者径尺，高低错落，布局规整，古塔历经沧桑，年代久远，却保存完

好。据《昌平外志》记载，辽寿昌年间（公元1095—1101年）满公禅师便在此山创建了宝岩

寺，其后通理、通圆、寂照三位禅师先后在此说法修行。我用大尺寸的棉布记录下辽塔在上午

阳光下的影子，这些影子证明了古塔在有限世界存在的历史和过程，其实它们的影子也是这个

宇宙里不朽的灵魂，它让我想起存放在都灵的耶稣裹尸布。难道这些古塔不也是那些圆寂大师

的裹尸布吗？日复一日存在近千年的古塔影子跃然到画布上，这真是一个神奇的过程。物影相

随，如影随形，心影即世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艺术家使用蓝晒法做这么大尺寸的作品，因

为无论使用化学药品还是操作难度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车夫》Delivery Bi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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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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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July

（三）

  

       在自然的光线下，我们的肉眼大部分时间只会看见物质世界的实体部分，对另一部分毫不

关注。据科学家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我们的宇宙中73%是暗能量，23%是暗物质，只有

4%是可见物质。在这些可见物质当中应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人类未知的东西，这些影

子实际上也是构成这个多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它也是我们人类历史和文明的更重要的

组成部分，没有影子我们将失去坐标和方向。影子产生历史并影响和美化我们的生活，但我们

似乎没有真正注意影子的作用。在故宫的太和殿前，有一尊汉白玉石柱支撑起的圆形石盘，圆

盘上的指针就是古人使用影子来记录时间的最早工具。在我们的太阳系，最大的发光体是太

阳，地球承受它的恩泽。太阳光线、遮挡体和承接体形成了地球上各种物体的影子。阳光下物

体影子的方向永远和光源呈相反的方向，影子随着太阳方向的改变而改变，这证明光线是沿直

线传播的，而且影子的大小也和太阳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正午太阳最高的时候，如果承接体

和遮挡物是直角，那么影子最短，而太阳位置偏低时，影子要比物体自身长出许多倍。古人正

是根据影子和阳光之间的关系及特点制作了日晷，也叫太阳钟。晷针又叫“表”，石制的圆盘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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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晷面”，安放在石台上，呈南高北低，使晷面平行于天赤道面，这样，晷针的上端正好指向

北天极，下端正好指向南天极。在晷面的正反两面刻划出12个大格，每个大格代表两个小时。

当太阳光照在日晷上时，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影子

也慢慢地由西向东移动。于是，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好像是现代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

面，以此来显示时刻。我们根据影子来判断和感慨时光的流逝，中国古诗词中有无数这类内容

的描述。宋黄庭坚就写过：“砧声已急不可缓，檐景（影）既短难为长”。影子也是绘画中经常

出现的元素。乔治-德-契里柯(Giorgio de Chirco,1888—1978)是描绘和表现影子的天才。他受

尼采著作中对都灵广场上的拱形建筑物和它们投下的长长的阴影这种幻景式场面的描写的影

响，而创作了一系列恍惚幻觉的名作。在《占卜者的报酬》、《一条街道的忧郁和神秘》、

《无限的乡愁》等等绘画作品里。空旷的天空和街道,长长的、梦魇般的、超乎常理的阴影以

及幽灵般的人物形成了他的表达方式,显示出一种神秘的、紧张的、难以解释的含义。在戏剧

里，皮影戏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更是运用影子来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戏剧表演形式，通过

影子的晃动、拉近、走远、跳跃，演绎出了一个个激情迸发的历史故事，让观者如醉如痴。皮

影产生于公元前两百年左右，在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有多处皮影戏演出的情景。直

到今天这种艺术表演形式还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文化食量。如果要说对影子的审美价值和和空

间利用的最高境界，就不能不讲到中国人生活和审美的集大成者——园林建筑。在江南园林

中，中国人对影子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让人惊叹和流连。中国的古典园林最

讲究的就是留白和虚实相生产生的美感，一处园林包含着园主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以及如何与

自然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道理。园林中大面积的粉墙和黛瓦形成了白中有黑，黒中见白的互补

平衡，在这两者之间点缀巧置的假山、竹子和草木，使粉墙和黛瓦之间有形成了虚中有实，实

中有虚的幽深空灵的关系。从清晨至夜晚，粉壁上的石影和竹影都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

形成影影绰绰，有时斑驳疏离，有时又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处在似与不似之间。可以说粉墙的

实体作用不仅仅布局分割了空间，而且对影子的利用更让园主展示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厚造诣和

底蕴，影子将中国的传统水墨画的气韵诗意体现其间。中国古代的园林除了皇家以外，大多是

文人所造，因此对影子的利用也是文人观影启灵的需要，郑板桥说：“凡吾所画竹，无所师

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影子在传统文化里绝对是一种精神享受。地球上最大

的影子就是地球自身遮挡住阳光的部分——黑夜。它的影子的直径约12700公里，如果用一块

13000公里乘13000公里大的布，悬挂在太空里，我们就可以用蓝晒法留下地球的影子。如果

地球的影子恰好全部遮挡住了月亮，那么就是月全食。2011年12月10日午夜23点10分，我有

幸目睹并拍下了本年度的第二次月全食过程，也就是地球的影子掠过月球的时刻。我从阳台上

看到月亮在地球的阴影里神奇的钻了出来，如鲜花般华丽绽放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之中，所有的

星星都为之黯淡。如果太阳月亮和地球正好连成一线，那么月亮的影子就会投射到地球的某一

点，这个影子地区的人就会看到日全食。月亮的影子不超过地球总面积的万分之一，直径大约

270公里，也就是5.7万平方公里，如果使用6万平方公里的白布就会记录下月亮的影子。这件

作品的面积比我们的高山邻国不丹还要大（不丹国土面积4.6万平方公里）。影子对于人类的

意义相当清楚，它是自然也是历史和文明的一部分。在古书《竹书纪年》里记录了：“懿王元

年天再旦”，就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郑国的地面。在月亮不被地球遮挡，能全部反射太阳光线

的情况下，就会在地球的影子里再投射出其它物体的影子，这就是月光下的影子，影子里的影

子。李白的《月下独酌》写出了他和月下影子的关系：“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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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

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而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我们

这个世界，各种物体都会展现出他们自身独特的影子，这些影子交相辉映，形成一个复杂的整

体。影子除了能够证明真实物体的存在以外，也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它不仅仅是真实物体的暗

部，也是宇宙存在方式，我们其实并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或者是只知道其中的百万分

之一。实体的世界和习惯性思考控制了我们大脑的方向，它让我们的眼睛过分的自信，如果我

们能够沉静下来，我们会发现那只不过是宇宙存在形式其中一的某一种呈现，不是全部。还有

更多的奥秘，我们得慢慢的学会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

张大力

2012年7月18日

本文发表于《中国摄影》2014年10月刊

                              

艺术家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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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

1963年   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87年   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

2015年9月18日--2016年3月18日

 展览地点

合美术馆 （武汉市野芷湖西路16号）

开幕时间

2015年9月18日下午15：30

出品人

黄立平

艺术总监

李全武

策展人

鲁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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