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地起舞	   :	   ⽇日常空间中的舞与影	  
On	  Site	  Impromptus:	  Dance	  and	  Moving	  Images	  in	  Daily	  Space	  
	  
地址：明当代美术馆｜上海市静安区永和东路 436号	  
开幕时间：2017年 6⽉月 17⽇日 15：00	  
开幕讲座:	   	   2017年 6⽉月 17⽇日 15:00-‐‑16:30	  
开幕表演:	   	   2017年 6⽉月 17⽇日 17:00-‐‑18:00	  
展期：2017年 6⽉月 17⽇日－2017年 8⽉月 20⽇日	  
主办：明园集团 上海明当代美术馆  
出品⼈人: 李松坚、凌菲菲 
学术顾问：加布⾥里埃尔·布兰德施泰特（Gabriele	  Brandstetter）、萨拉·默勒（Sarah	  Möller）	  
策展⼈人：蔡昀庭	  
	  
参展艺术家：	  
阿尔⻉贝托·莫⾥里拉尼、弗朗切斯科·卡布拉斯、阿库汉姆·汗（Alberto	  Molinari,	  Francesco	  
Cabras	  &	  Akram	  Khan），亚历克斯·帕琼	  （Alex	  Pachon），安托万·⻢马克	  （Antoine	  Marc），
APOTROPIA，鲍⾥里斯·帕沃尔·科南、吉⾥里·季利安(Boris	  Paval	  Conen	  &	  Jiří	  Kylián)，蔡昀
庭，达尼亚·⽪皮洛	  （Dhanya	  Pilo），邓肯·⻨麦克道尔（Duncan	  McDowall），法⽐比恩·库佩
斯（Fabien	  Coupez），哈⻬齐姆·⻉贝拉巴（Hazem	  Berrabah），海伦娜·琼斯多蒂尔、维拉·索
尔⽡瓦多蒂尔（Helena	  Jonsdottir	  &	  Vera	  Sölvadóttir），德玛克·卡拉苏（Irmak	  Karasu），
丽莎·梅·托⻢马斯（Lisa	  May	  Thomas），刘亚囡、殷漪、范⽯石三（Liu	  Yanan	  &	  Yin	  Yi	  &	  Fan	  
Shisan），⻢马克·弗⾥里曼、瑞安图（Mark	  Freeman	  &	  Rianto），玛琳·⽶米拉尔、菲利普·索
普尔 (Marlene	  Millar	  &	  Philip	  Szporer)，迈克尔·兰⽢甘（Michael	  Langan），迈克尔·帕姆、
威利·多纳（Michael	  Palm	  &	  Willi	  Dorner），妮可·塞勒（Nicole	  Seiler），尼科德姆·⽡瓦
奇乔斯基（Nikodem	  Wojciechowski），奥奈·卡尼（Oonagh	  Kearney），佩德罗·佩雷兹、
罗伯特·莱佩吉（Pedro	  Pires	  &	  Robert	  Lepage），瑞恩·根佳纳（Rain	  Kencana），瑞妮·维
⾥里⻉贝尔（René	  Vilbre），罗迪·⾟辛普森（Roddy	   Simpson）、赛塔·帕特尔、卡⻢马拉·戴旺
姆（Seeta	  Patel	  &	  Kamala	  Devam），雪莉·勒芙（Shelly	  love），史蒂夫·伍兹（Steve	  Woods），
⽂文慧，⼩小珂×⼦子涵	  
	  
	  
	  
	  
	  
	  
	  
	  
	  
	  



	  
展览介绍	  
	  

明当代美术馆⼀一直致⼒力于推进以表演为核⼼心的当代艺术实践，继 2015年推出《实
验剧场 30 年》展览之后，美术馆继续探索当代语境下剧场与舞蹈的边界及其与其他艺
术形式的相关性。《就地起舞	   :	   ⽇日常空间中的舞与影》，关注“舞蹈影像”这⼀一⾃自上
世纪初即出现的艺术形式在当代⽇日常空间和公共空间中的实践。展览由舞蹈影像研究者
蔡昀庭策划，德国⽂文学和舞蹈学学者、柏林⾃自由⼤大学戏剧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布兰德
施泰特（Gabriele	   Brandstette）博⼠士和柏林舞蹈电影节（POOLTanzFilmFestival）组织
⼈人与评委萨拉·默勒(Sarah	  Möller)	  任学术顾问，由⺩王霁⻘青博⼠士协助⽂文本翻译及学术沟
通，邀请来⾃自 18个国家的 31位／组艺术家参展。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推出⼀一系列与舞
蹈影像相关的学术讨论和⼯工作坊，以及⼀一个由⻘青年舞蹈家联合呈现的现场项⺫⽬目。	  

	  
舞蹈与电影	  

	   	   	   	  舞蹈与电影——显⽽而易⻅见，运动是两者的“公共点”:	   如果说编舞（Choreo-‐‑graphy：
“舞列-‐‑书写”）讲的是运动塑形，那么这⼀一点对于电影（Cinemato-‐‑graphy：“运动-‐‑书写”）
本⾝身正是根本性的。舞蹈是电影⼀一开始就钟爱的主题，蛇形舞的众多影像版本可以证明
这⼀一点，它确实使⼈人们得以在范例中直观到电影那种⽭矛盾的能⼒力：拼接单帧图像并使之
运动起来，就能够对运动进⾏行固定。这⼜又从来不只是对舞蹈的纯粹再现，因为电影
（Kinema：“运动影像”）不仅意味着运动，还意味着改变。摄像机镜头所⻅见的情形，随
后在银幕上会显现为⼀一种跨形（transformiertes）的他者，它处在电影专属现实和对应
参照物所构成的张⼒力场之中。影⽚片（Film:“显影层”）把运动素材添写进编舞中:	  摇镜，
变焦，剪辑（对单帧图像、从⽽而也对舞步顺序进⾏行⼀一种可能的重新安排），动画，通过
改变单帧画⾯面的韵律来快进或慢放。在舞蹈电影，或者说电影编舞这种艺术样式中，舞
者展现的运动与电影专属的运动是如此交错重叠，以⾄至于影⽚片的整合运动本⾝身最终成了
⼀一种舞蹈性的运动。	  
	   	   	   	  《就地起舞:	  ⽇日常空间中的舞蹈与影像》展览汇聚了国际范围内选取的当代舞蹈电
影，它们反映出这种艺术样式的丰富⾯面向，反映出舞蹈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多维交织。电
影编舞诸种可能性的宽⼲⼴广光谱⽆无所不尽：数码多重复制的透明⾝身体，肢体与运动的碎⽚片
化，万花筒式闪变的躯体编排——影⽚片上舞者的躯体超越了它所对应的那个受缚于重⼒力
和整全性的参照体的⾃自然-‐‑涌现（Physis）。观众们将遭遇有所回忆的躯⾝身、介于传统和
当下之间的运动素材、⽣生命与死亡，正如遭遇某种诗性之物，语⾔言、躯体运动和图像运
动在其间进⼊入对话，直到观众被带回到⽇日常的空间中，带回到城市川流⽣生动的纷乱中，
就是在这⾥里，这些舞动者匆匆抓起他们熟悉的运动样式，只为汇聚成缤纷的乱舞。	  
	  

——萨拉·默勒（Sarah	  Möller），⺩王霁⻘青译	  
	  
	  



	  
	  
开幕活动  
讲座 ｜ 15:00-16:30《舞蹈影像：精⼼心编排的⼈人类⾏行为》 
        主讲：鲍⾥里斯·帕沃尔·科南（Boris Paval Conen） 
开幕仪式｜16:30-16:45 
现场表演｜17:00-18:00  ⼩小珂 x⼦子涵：舞蹈剧场《Dance Deco Co》 
观展时间｜18:00－19:30 
	  
	  
策展⼿手记 

就地起舞 
    舞蹈影像透过摄影观点，运⽤用场景调度（Mise-en-scène），启动审美对话，摄录
编舞者与舞者在公共空间或特定的场域，现场即兴实验现地（site-specific）创作；或为
摄影机⽽而舞、或与摄影机共舞、或凭摄影机⽽而舞；经后制剪辑再⼀一次编舞，完成不可分
割的整体艺术。被建构出来的空间，占据美术馆既有建筑的表⾯面；重复播映的影像，回
还往复的记忆之诗，提供观者随意进出的时间罅隙；置⾝身其间，感知与再现⾝身⼼心位移或
置换的可能，召唤舞动的本能，解放受⽣生活⽇日常禁锢的⾝身体，灵魂深处表演的欲望。 
⾏行礼如仪，表情达意的⼿手势、姿态；疯狂着魔出神忘我地颤动奔⾛走，是舞吗？本能冲动，
爱欲缠缚因缘⽣生灭，死亡倏忽⽽而过。⾝身体袒露⽣生命和⽣生存的状态与处境，展现⽣生命难以
⾔言诠的⾯面貌，映照⾃自我／⼈人我之间，渴望被关注的需要，现⾝身的觉受，关乎此⾝身于此⽣生
的存在。即使害怕被看⻅见、低调隐藏⾃自⾝身，承受不被看⻅见、不受在意的可能，内⼼心仍或
渴望被看到；倘若全然不感到被看⻅见，⼈人是否能够看⻅见⾃自⼰己？设或丧失视⼒力，该如何观
看／想象舞蹈？ 
    ⾝身体智慧（somatic intelligence），倾听先⾏行于观念，感受先验于知觉。舞蹈影像
编录⾝身体的真实、转瞬即逝的当下，探索⾝身体更多的可能／不可能，通过剪接的时间轴，
映现⾝身体⽆无法⾃自⾏行建构的时间性叙述，意义或者在「影像被观看的当下」产⽣生？数码的
舞蹈语汇，改变时间，舞动空间，过滤⽣生命的曲折，重设⽣生活的现场，期待更多舞蹈影
像，颠覆既往，继续质问既野性也优雅的⾝身体，起舞⽣生命幽微的所在，探索险以远的未
达之境。 

——蔡昀庭 
	  
 
 
 
 
策展⼈人简介： 



蔡昀庭从事舞蹈影像创作，作品曾于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匈
⽛牙利、⽐比利时、爱尔兰、瑞典、保加利亚、南⾮非、⼟土⽿耳其、印度、俄国、巴⻄西、美国、
澳洲以及北京、⼲⼴广州、台北、⾹香港、澳⻔门等地展出。作品《⾮非彼⾮非此》于 2015年德国
柏林 POOL国际舞蹈电影节获奖。蔡昀庭也策画国际舞蹈影像展览。2013年参与美国
舞蹈节国际编舞者驻村计划。 
 
学术顾问简介： 
加布⾥里埃尔·布兰德施泰特（Gabriele Brandstetter），德国⽂文学和舞蹈学学者，柏林⾃自
由⼤大学戏剧学院教授，曾客座于东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研究领域：当代舞蹈与表
演、18世纪⾄至今的舞蹈历史和美学、历史先锋的艺术理论、浪漫派⽂文学。所获奖项：
⽡瓦尔堡基⾦金会奖（1996）、莱布尼茨奖（2004）、联邦⼗十字勋章（2011）。主要著作: 
《舞蹈—阅读：历史先锋的⾝身体图像与空间样式》、《跳跃的图像：媒体转换中的舞蹈、
剧场和运动》、《舞蹈学⽅方法：针对⽪皮娜鲍什“春之祭”的模式分析》（合著），《浪漫
派的知识诗学：1800年前后的艺术与科学》（合著）等。 
 
萨拉·默勒（Sarah Möller）是⼀一名媒介科学家，她先后在魏玛包豪斯⼤大学、法国⾥里昂第
⼆二⼤大学以及德国波茨坦⼤大学学习。她以⼀一篇探讨电影舞蹈技术的论⽂文获得了她的最终学
位，论⽂文详尽研究了 1960 ⾄至 1980 年间纽约后现代舞蹈领域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舞蹈电
影。从 2014 年起，她为柏林⾃自由⼤大学的加布⾥里埃尔·布兰德施泰特教授担任研究助理。
2012年，她开始筹划柏林国际舞蹈电影节（POOL TanzFilmFestival），设⽴立于柏林的
舞蹈剧场 DOCK 11。作为这项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她受到国际范围的⼲⼴广泛邀请，
邀请她策划舞蹈电影活动并交流相关专业知识。 
 
 
⻔门票信息：	  
展览常票：现场购票 40元；学⽣生、⼉儿童、60岁以上⽼老⼈人，持有效证件 20元	  
McaM开放时间：星期⼆二⾄至星期⽇日	   10:00-‐‑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