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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98艺术区红门画廊

开幕时间：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下午3点-6点
2018年4月22日-29日（周一闭馆），上午10点-下午6点

下午4点：日常演出，艺术家问答等

《延缓的时间》
由奥地利文化中心

爱尔兰文化部门
美国大使馆

赞助支持



—— 仅为纪念
反对一切形式暴力的二战后

诗人
英格褒·巴赫曼

保罗·策兰

5位国际艺术家
6位中国艺术家
一起加入他们 

反对世界性社会及性别暴力



《延缓的时间》综合艺术展览将首次在
北京798艺术区红门画廊开幕。在最近的
27年里，红门画廊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
的先锋代表。

北京798艺术区展览之后，我们将会把艺
术展厅搬到互联网上。在开放的网络中
它们将继续传递艺术家们面对对脆弱的
个人（未成年人，女性，战争与饥饿的
受害者）不断增长的暴力犯罪所发出的
谴责与警告。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他玩蛇 他写信
天黑时他写信回德国 你的金发的玛格丽特
他写信 走出屋外 星光闪烁 他吹口哨 把狗唤来
他吹口哨 把犹太人唤出来 叫他们在地上掘一座坟墓
他命令我们奏乐伴舞
 
节选自保罗·策兰《死亡赋格》

当我罩在烟雾之中
灵智重苏，清楚所发生的事
我的鸟儿，我夜夜的良伴
当我在夜里被点燃
昏暗的树林里簌簌作响
我敲出火花，自我体内

当我听任火焰焚烧
并被火爱上
直到树脂溢出
滴下伤口，并温暖地
把大地纺成丝
（而你也在夜里盗走我的心，
我全心全意信赖的鸟儿）
把瞭望塔移进光里
那里，一个平息下来的你
飞抵，在庄严的宁静里——
不论什么事发生

节选自英格褒·巴赫曼《我的鸟儿》

《延缓的时间》中参展艺术家的灵感均源自于英格褒·巴赫曼与
保罗·策兰强烈而坦率的诗歌中法西斯主义黎明的不断警示。



李心沫

中国
北京

曾被邀请至多伦多双年展与
布拉格双年展进行展演。

她的作品在瑞典，德国，法国，
意大利，美洲（哥伦比亚，

加拿大，美国）等50多个国家的
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展出。

李心沫的艺术作品使用多种媒体，
包括表演，绘画，摄影与装置艺术等形式。



高媛

中国
台湾

高媛生活工作在台北，纽约和
北京。在她的摄影艺术作品

中，她运用了客观与主观，社
会与个人关系，同感与责任的

重叠：她的艺术核心就是女
性。“说抱歉我就原谅你”是

其作品主线。

获奖情况：

立陶宛考纳斯双年展大奖
Terna当代艺术奖

纽约SOHO摄影艺术奖



FRED 
DUFOUR

法国
巴黎

中国
北京

Fred Dufour的专长在于接近诗意的时刻
以及曝光波普艺术。

因此使得其作品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一间房一个人的大气场面或者穿着脸基尼的人突

兀的跳进视线。他的作品都在讲述一个故事。
他的作品常刊登在STERN, Le Monde, Time 

Magazine, The Guardian 等杂志。



NIAMH 
CUNNINGHAM

爱尔兰
中国
北京

她的作品在美国、加拿大、
英国、爱尔兰、阿联酋和中

国各地展出。
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制
作了有关Niamh Cunning-

ham及工作的两部纪录片。

Niamh Cunningham工作经验与技巧丰富多样。
参与《延缓的时间》的作品将集中在她的镀铬效果肖像以及各种小型
糖釉作品，这些作品元素以数字媒体为原材料。她的作品融合了数字

媒体的不稳定性，丙烯酸颜料的精确性和糖分子的任意排列。
她创作了一副引人注目的肖像：12岁的巴赫曼

在即将开始的法西斯主义湖泊里拼命划桨。



FION GUNN

爱尔兰
英国
伦敦

Fion是一位居住在伦
敦的爱尔兰艺术家，
获得了英国与爱尔兰
艺术委员会多个奖项

作品被英国、法国、
波兰、爱尔兰、

美国、中国收藏。

Fion从个人经历和历史叙述中
寻找答案

她的混合媒体拼贴反映了人类
多重视角的复杂性。



高平

中国
北京

高平是一位画家，她在大尺幅与微型画的矛盾尺寸间不断探索。
她的作品反映的是环境给个人的巨大压力。她结合了

罗斯科表现主义绘画和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沉思。



李莉

中国
北京

李莉曾在中国与挪威学习。
其作品创作点集中于稍纵即逝的文化
过程。对摄影与戏剧的精心研究使得
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叙事风格。
反映消失的欧洲资产阶级仪礼，濒危
的少数民族及其传统以及游客文化重
塑世界面貌等。她表达了幽默而真诚

的死亡象征。



SHAMEERA WIEST

美国
中国
北京

Shameera Wiest的作品表达她对全球问题的思考。
她用暗色来阐释所看不到的的东西。用金属喷漆给作品添加了金属

元素，为作品增加了有一层深度。

Shameera Wiest生于印度，成长于美国，生活工作于北京。
作品展出于美国，瑞士和中国。被日内瓦私人收藏。



李超

中国
太原

山西大学实验艺术学者。
李超使用油画拼贴作品很好的
运用了综合材料。虽然他还很
年轻，但是在抽象艺术发展已

颇为成熟。

李超的作品伤痕累累且被灼
烧，揭露了创作过程与所使用

材料。

作品展出于北京，上海，
厦门，香港等地，被中国，

德国，奥地利私人及
美术馆收藏。



前BBC摄影师，
现在BEN MCMILLAN成为了一
名摄影艺术家。其作品被Getty 
Images，VOGUE杂志、GQ封

面所选。他还获得了Wallpaper 
and the SOVEREIGN ART PRIZE 

的提名。

BEN MCMILLAN

英国
伦敦



向承美

澳大利亚
珀斯

源自于儒家文化的三
纲，裸露，脆弱与无

助：在谈及中国神话的
主题时，向承美的作品
批评了普遍的性别歧视

制度。

向承美居住在澳大利
亚，是一位中国摄影艺

术家。她的作品曾被
《纽约时报》提及，并
在澳大利亚，中国，法

国和美国等地展出。



行为艺术 
{VERNISSAGES}

 performative varnishings 



RAIMUND ROSARIUS

德国
奥地利

中国
北京

Raimund Rosarius是一位 
表演艺术家，导演，编剧和策展人。

他在维也纳学习戏剧电影媒体，也在北京
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导演。

他的行为艺术主题是研究观众。他执导以
及表演{VERNISSAGES}，在此过程中将使
用 《延缓的时间》展示的源材料，融入到

行为艺术空间中。

    近期在中国的作品：
《变形记规定动作》

《老年变异》
《狄俄涅》
《 狗吠》

《水与火》
   策展：

《讲跨界》
《透纸黎光》



同戏剧或电影导演、舞蹈编导、
独立音乐人等合作。

个人作品（舞者/编舞）：
梦想者

断肠辞中现代舞片段
舞蹈剧场鲸落

电影主题曲城市之光编舞和表演
儿童剧快乐王子编舞

陈欣頔

中国
北京

陈欣頔是一位自由独立舞者，
编舞。乐于探索即兴，专注

于舞蹈和身体剧场，去到不同
的环境体验、创作，继续身体
的内在和外在旅行。毕业于北
京舞蹈学院研究生现代舞编导
专业。后开始印度果阿、意大

利、德国开始游学之旅。



芬妮

意大利
中国
北京

芬妮是一位声乐艺术家与表演者。在她的作品形式包括音乐
会，数字艺术和行为艺术，她与各种流派艺术家合作。她试图

固化流体，液化固体，从而探索开放空间与艺术表达。



AMY GRUBB

英国
中国
北京

艾米是一位自由舞蹈演员, 表演艺术家及善于激发他人
欲望的创造者，她渴望挑战她的观众。

她先后就读于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及伦敦中央芭蕾舞
学院，毕业后加入香港芭蕾舞团。 

艾米也常与著名艺术家
进行跨界合作：其中

包括艺术家黄锐和音乐
人崔健。近期她在舞蹈
家赵梁执导的《幻茶迷
经》中扮演无垢，于爱
丁堡国际艺术节演出。
与设计师徐蕊协编作品   

《旷世绝尘的凝望》, 于
伦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

博物馆演出。



SCHARMIEN ZANDI

奥地利 
维也纳

Scharmien Zandi是奥地利库尔多德的新媒体艺术家，音乐家，表演艺
术家和维也纳国际美术学院的艺术总监。 她在流行音乐领域东方根据

实验探讨社会问题：平等、女权、自由、个人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
视。她的作品《恋情傻人》把脆弱带推到高潮，同时把诱惑和定位公

众，艺术家是被告，法官和刽子手。

近期作品
（北京/奥地利）

Maria Tybee 
La borrachita
1/4 life crisis 

Massaker. Liebe. 
《狄俄涅》

《狗吠》
音乐项目
《卡杜》

《帕洛玛·内格拉》
Misthaufen 



刘琦麟

中国
北京

刘琦麟，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学生, 喜欢闲逛、写作和拍摄。同时身兼
RadiiChina、SupChina和FT中文网编辑，也是北京胡同小组的创始人、
独立出版及展览组织者，目前正在筹划文化社会项目：《新知客厅》。

扫我：一个人的脸上被
一张巨大的二维码覆

盖，像是被面具蒙蔽，
自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技术异化。表演者呈
现木讷、呆笨、迟滞的
状态，就像机器人，一
个被技术、社交软件异

化、物化的人。



ANNA SPÄT
&

HELENE SPÄT

吉尔吉斯斯坦
德国

特里尔

这对双胞胎姐妹安娜与海琳于
1989年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

的吉赛尔·谢尔迪斯，两岁时
在德国避难。 安娜在杜塞尔

多夫艺术学院学习艺术教育，
同时她也是卡塔琳娜·格罗

斯，阿娜利亚·萨班 和Franka 
Hoernschemeyer的学生。

海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戏剧，
电影和数字媒体，并在多特蒙
德应用科技大学应用科学与艺
术大学学习和交流。 他们一起
演奏行为艺术家。 海琳自己担

任副导演和导演。



杨文亮

中国
北京

出生在中国东北吉林，作曲家 影视音乐制作人 音乐编辑，个人风格例
求自由创作的探求理念。 作品曾得到张亚东，陈伟伦等知名音乐制作

人的认可，2012年为网罗新声代冠军女歌手悬铃木 编曲冠军曲目
《橄榄树》受到好评，近年来负责参与电影配乐和电视台节目片头的
配乐，其中作品有电视剧《欢乐颂》宣传纪录片等，最近参与的电影
作品《惊蛰》两次获得海外知名纪录片电影节的提名，现场方面，担
任过江苏卫视栏目《说出我世界》江疏影鸟巢现场配乐键盘，《我是

歌手踢馆赛》的后期宣传片声音设计.与知名的S.A.G声音艺术组有长期
的合作。



SAKURA FISCHER

德国
日本
中国
北京

樱花·费舍尔是一位多元化的德国-日本艺术总监兼造型师，艺术创作受
到亚洲和欧洲审美的相互影响。作为一个资深的旅行者，樱花游走于不
同的审美世界和文化，与不同人们建立联系并通过戏剧、电影、表演、
舞蹈等方式表达和发展她对艺术世界的爱。她在柏林魏森纳艺术学院学
习纺织和表面设计、时尚和实验设计时，樱花很好的调整了她的跨学科

技能和感官体验，也不断有重要的偶遇和合作的启发。



MAXPOL艺术团体 

波兰
中国
北京

作为北京SPRING艺术团体一个分支，
MAXPOL是一个以音乐和文字为表演形式的
艺术团体。主要做跨文化表演和装置艺术。
在一件作品中创造性的使用多种语言和即兴
创作的音乐。SPRING艺术团体好奇的关注

着社会，媒体，科技，它使真实与虚假界限
变得模糊。

Artur Witkowski离开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后，在厦门大学学学习中
国文学和道教，加入了绿帽子与南瓜饼乐队。除了弹奏贝斯，Artur 

Witkowski还使用英语，波兰语，西班牙语进行表演与写作。

Mike Lorsen 是一名自由艺术家。他曾是波兰戏剧团体 Theatr GAN的
一名演员。他已经活跃在乐坛12年，录制了四张音乐专辑。他主要弹

奏电吉他和古典吉他，也演奏贝斯，鼓和钢琴。



NINA DILLENZ

奥地利
中国
北京

Nina Dillenz白天是北京奥地利文化处副处长，夜晚则转换成为戏剧构
作。北京SPRING艺术团体以及MAXPOL成员。研究生毕业于维也纳大学

戏剧电影媒体专业，曾在维也纳戏剧和电影方面做一名自由职业者。
2015年来到中国后，Nina Dillenz先后工作于天津大剧院和哈尔滨大剧
院，参与制作国外客座演出，包括立陶宛国家剧院，汉堡塔利亚剧院等

其艺术兴趣在于通过摄影和表演的方式将身份，意识形态与
社会融为一体。



李心沫

高媛 

两位优秀的艺术家也会加入我们展览的行为艺术单元。

 高媛将会进行书法现场展示，将“说抱歉我就原谅你”题在
慰安妇老照片之上。在正式接受到道歉之前，这一行为将会持

续进行。

李心沫将会进行一段自发的现场表演，把自己与展览的作品联
系起来，她将以反暴力为主题。



制作人/ 策展人 
Susanne Matz/Raimund Rosarius  
 
才和中际（北京）
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帽儿胡同28号 
 
柏林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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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 Berlin 
Germany 
 
电话    微信 +8613718908395 
邮箱 sumatz@outlook.com,  
mail@raimundrosariu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