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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KostyÁl
金钱买不来时间，
也买不来智慧

Carl Kostyál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都有自
己的画廊。同时，他也是一位眼光敏锐独
到的艺术收藏家。他偏好那些运用新型
媒介进行创作的年轻艺术家，有着一半瑞
典血统的他对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情有
独钟。当现今大红大紫的Helen Marten
和Oscar Murillo尚处在事业起步期时，
Kostyál便是他们最早的推崇者。《周末画
报》在Kostyál的家中与他聊起了15年的
艺术收藏体会。
撰文 _ Edward Paginton
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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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踏进Carl Kostyál的家还没几分钟，他

在

便马上转过头去处理他助理打来的电话。来
电说的是生意上的事。然而，恰恰正是他所表
现出的这种貌似平静的状态，反而显示出收藏

对于他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那是一种让人痴迷的、
近乎强迫症似的渴望。这种渴望需要极高的专注力，也需

他告诉我，他的收藏品都是他自己一人

要明智的决策力，以及他在整个采访中反复提到的—训

挑选的，而他的妻子Katharine收藏的主要是

练有素的眼光。
“及时告知我有关Danh Vō的事。”说完这

战后时期艺术品。
“你其实永远不可能通过

句话后，他结束了与助理的通话，将目光转向我这边，准备

达成共识来做这件事。一直以来，我都比较

开始接下来的谈话。没多会儿，他就向我展示了75岁艺术

关注我这一代人的创作，在比较了解某个人

家Dora Maurer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一个博物馆展览中展出

以后，持续关注追踪他们的进展，在他们还

的作品照片。Kostyál在今年2月份也将展出这位艺术家的

处于创作时期就挑选出这些作品，所以你才

作品，不过，这些展品与他平常所关注的焦点不太一样。

能尽最大可能地从一系列作品中挑出最好的

如后互联网时代典型代表人物Artie Vierkant，还有Petra

佳作。如果他们本来就已经非常成功，那么

Cortright、Timur Si-Qin、Alex Israel和David Ostrowski等

一切就会变得愈发艰难。”

新媒体艺术家，才是Kostyál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展
览中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让Kost yá l能够从 某些艺术家那里收
藏到最佳作品的原因，其实在于他在和每

“我向来只收集当下的东西，不论它是什么。我总是

个艺术家建立个人关系过程中投入的时间

努力坚持下去，通过坚持，你就会对各种不同的东西产生

和兴趣。
“那些拥有毕加索最佳作品的收藏

兴趣。”从采访一开始，Kostyál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自己

者，他们都 和毕加索 达成过一些了不起的

喜欢什么，收藏的是什么，言辞毫不含糊。不久前，Kostyál

交易，因为他们认识毕加索本人，可以以某

和家人才刚刚搬到了我所拜访的这个位于伦敦东区的维

个价格买下20件作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

多利亚风格住宅，因此他也一再想要向我说明，目前还没

有钱，而是因为他们有兴趣。相较于其他有

来得及把很多收藏作品展示出来。
“我有900件收藏品，但

钱人，他们更聪明，也更幸运。”Kostyál更

是很难找到时间和我的妻子一起挂起来—我妻子也从

愿意将他的收藏视为一种对时间的缅怀，

事这一行，但她并不完全清楚我有哪些收藏。”在采访中，

而不只是收藏新艺术这么简单。
“你只收集

我坐在沙发上，在我的头顶上方挂着Klara Lidén创作的一

‘新’作品— 这是一 个不断持 续下去的

幅巨作，这幅作品是在2010年她于伦敦蛇形画廊举办的首

概念。而如果你想要成为时代精神的一分

次大型展览中被Kostyál买下来的。

子的话，这只是人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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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K ate O we n 的雕 塑作品（C a r l Ko s t yá l
无法提供作品明细） 2 . Alex Israel，《无
题》，2011年，亚 克力、灰 泥、木头和 铝制
边框，122cmx61cm 3 . Dan Colen，《无
题》，20 08年，布面油画、带包装口香糖，
38.1c m x 3 0.4 c m（作品背面） 4 . K l a ra
Lidén，《无题》，2010年，招贴海报、糨糊，
85cmx250cmx5cm 5. Dora Maurer，
《X N o 9》，2 0 13 年，布 上 丙 烯、木 板，
132cmx1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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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易商。他们是艺术品交易商。直到20年前，才出现了
‘画廊主’（gallerist）这个词，在那之前，所有的人都是
‘交易商’。”
交易商靠赚钱过活，通过持有股票而获得成功。
“如
果每次我的客户想要什么东西，我都把它们卖出去的话，
我就什么也没有了。”Kostyál说。所以必须记住的关键准
则是，如果是好东西，你就永远都不该放手，而就算是坏
东西，你也不能放手。
“在我收藏的900件作品中，有很多
3

都不会让我赚钱，但我还是把它们买下来了。买下就是一
种承诺，就在你说出‘我喜欢它，我要把它买下’的那一

罢了。而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要与当代文化联系起来，要

刻。这是一种很个人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Kostyál

去认识那些不断涌现出来的年轻人。”

自己也承认，即使他早期买下的一些作品“有点过时”，他

Kostyál家族从事艺术品交易的历史从他的伯祖父
一辈就开始了。他的伯祖父是一名大师级艺术品交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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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仍然喜欢他所有的收藏品，因为那些过时的东西，其实
也反映出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抱持的某种特定心态。

将很多收藏留给了他。他的家族曾经在俄罗斯也收藏有

毫无疑问，你的眼光会随时间过去而变得更加老练

很多艺术作品，但后来全都弄丢了。
“所有的新俄罗斯人

和有经验起来。Kostyál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重要决策问

都是自己把这些东西弄丢的，这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

题。
“当你在购买某件艺术品的时候，即便你面对的是一

Kostyál很热情地向我指出房间里的各个方向，说明

事一样。”Kostyál回忆道：
“所以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公

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你也需要做出类似的决策：
‘我想买

哪些新作品会挂在什么地方，他指着一处闲置的空间说，

平。”他还解释说，
“交易商”（dealer）已经变成了一个

这件，但我不想买那件’。拥有一件沃霍尔的作品，跟拥有

可能会在这里放上Matias Faldbakken的作品。他形容自

贬义词，因为它带有商业的意味。
“在古英语世界中，贬

沃霍尔最好的作品，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比如

己的收藏方式和态度是“一种自闭式的神经官能症”，但

义词指的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于是交易就只有‘买

Kostyál就很清楚，他收藏的Alex Israel的作品是很棒的作

“那就是人们会如此着迷的原因”！而且，收藏爱好的重

和卖’的意思。一家画廊买卖艺术品— 因此他们就成

品。考虑到目前市场上对这位艺术家作品的需求量之大，

点在于品质控制，而不是自发性。Kostyál说，艺术收藏是

那种可以轻松找到Alex，买下他作品的“窗口期”大概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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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奢侈品的一种终极形态。他最
近去了一 趟匈牙 利，在 那里，他 感
受到这个国家正处于紧张的社会政
治氛围之中。而相比 之下，艺术 世
界可能就会显得非常空虚和贫乏，
尤其是艺术机制的微观政治。“它
变得十分单调而乏味。”然而，对于
艺术的前景展望，他却抱持着一种
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愤世嫉俗：
“如果不是那些像我这样的人，或
是那些不关心那些问题的人，我们
身边就只有野蛮人了。”
他的第一个展览空间对公众开
放至今只有3年时间，但他对斯德哥
尔摩那家博物馆的馆长赞誉有加，
认为他在这个展览项目中发挥了很
大的推动力作用，而且在瑞典，这些
都是必须有人做的工作。Kostyál本
人也有一半的瑞典血统，他表示，
瑞典人有很好的审美观，而且胜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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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其他国家。他自嘲地大笑道：
“但他们总在把最好的产品变成中等水平的东西，然后再

成了一种强迫症。
走进厨房后，他向我展示了艺术家Austin Lee专门为

把它们带向大众。”
从预言启示思想的角度来看，Kostyál似乎很乐意迎

他创作的一件作品— 那是他孩子们的肖像画。Austin

接艺术市场未来可能崩塌的前景。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一

Lee去年曾在Kostyál在伦敦的展览场所举办过一次非常受

个过滤的过程。
“有太多糟糕的艺术品被卖给了一些毫无

欢迎的展览，这幅肖像画也是这位艺术家亲自来到Kostyál

头绪的人，当你知道了这一点的时候，也就是一切崩塌的

家，在 花园里 给孩子 们画的，Ko s t yá l还 给 我 看了他在

CK= Carl Kostyál

时候。有些人觉得，我买了一件垃圾，那它就应该有价值。

Instagram贴出的记录这个过程的一段视频。在回客厅的

MW: 你对艺术博览会有

这些人利用市场惯有的天花乱坠的宣传，来找到赚钱的办

途中，我还看到了摄影师Roe Ethridge的作品，而且遇见

什么看法？

法，如今他们想要把自己的钱给赚回来，却又无法做到。”

了Kostyál的妻子Katharine。Katharine在和我亲切握手的

CK: 面对艺术博览会的迅

走过这栋维多利亚风格住宅的大厅，沿着环形楼梯走上

同时，还转过头对她的丈夫开玩笑说：
“嗨，嗨，我相信我

去，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摆放了与周围主题

已经认识你了。”在把收藏品带回家中的时候，也要记得表

相关的作品。比如在他们孩子的卧室里，婴儿床的上方就

现出一丝幽默感—这当然很重要。就这方面来说，在收

挂了一只玩具手机，在婴儿床后面的墙上，则挂着Helen

藏900件作品的过程中，Kostyál的妻子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Marten那件享有盛誉的作品《All The Single Ladies》

“她有一种我所不具备的品味。对于应该把什么东西放在

（2010年），在这件作品中，白色的画布上粘着几只各式各

什么地方，她比我更懂。”
Kostyál的收藏交织着丰富的个人关系和故事，这使得

谐相融于一体的氛围。在起居室里摆放着一架大钢琴，周

他的收藏已经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生活，

围有很多裱上银色边框的亲友照片。Kostyál告诉我，不知

一件如呼吸般重要的事。许多艺术家和画廊主都是距离他

不觉中他已经收集了好几个银相框用来装家庭合影，这也

只有几步之遥的邻居，比如伦敦达尔斯顿Seventeen画廊
的负责人Dave Hoyland—这家画廊也是Kostyál最喜欢
的画廊之一。在Kostyál家里摆放的艺术品都有着各自的玄
机和影响力。
“大部分我所看重的东西，都有一种共鸣。我
是说，如果你看看在这个背后是什么，你就会明白我的意
思。”说着，他从墙上取下了一件Dan Colen的作品，而在
它的背面有这位艺术家写的这样一段文字：
“Carl，如果你
没钱了……我可以再用一大幅这样的画和你交换，换来与
Katharine共度一夜的机会……Katharine，我们可以直接
绕开Carl，那幅更大的画就归你了，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

猛增长你能做什么呢？这
是一场智慧胜过金钱的游
戏，而这正是艺术的美妙之处。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很
有智慧的人，你就得想清楚怎样才能从中汲取智慧，弄
明白这些作品能不能让你觉得满足。在艺术市场上，我

的事还要多，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买的
是这一代人最优秀的作品—我在和自己的大脑竞赛。

MW: 对于初露头角的收藏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CK: 你只有真正去做，才能从中学到东西，只要你坚持，
就能做得更好。要倾听那些比你懂行的人所给的建议。赛
马也是这个道理。你该怎样找出那匹可能在大赛马会中
胜出的马驹？你可能会很想成为第一个发现它的人，但首
先，你还是应该听听那些行家会怎么说。知识、时间、智
慧，这三者才是这场游戏中最重要的因素。它需要你全身
心的投入 。

MW: 如果你现在可以选择任何一件艺术品，那会是件
什么样的艺术品？会和你的收藏品相关吗？

CK：如果我可以任意选一件的话，我会选一幅令人难以

玩得很开心，只要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9********6 —

置信的15世纪北德绘画作品，那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艺

Dan Colen。”

术不仅仅可以表现神明的恩赐，而一些有钱人也开始创作

Kostyál所奉行的神奇法则可以让他避免犯下许多错
误，不过他认为，时间和智慧才是无价之宝。
“没有任何东
西能够替代时间— 花在一些事物上的时间。金钱买不
来时间，也买不来智慧。这两者是你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6. Aleksandra Domanovic，《妹妹II》，2013年，激光烧结处理后
的PA塑料、氨纶、黄铜、9cmx11cmx22cm 7. Austin Lee的三件作
品：（上）《无题（Laszlo）》，纸上喷漆，36cmx29 cm；（中）《无题
（George）》，纸上喷漆，36cmx29cm；（下）《无题（Katharine和
Julia）》，纸上喷漆，29cmx36cm 8.Theo Rosenblum，《食尸鬼的
鞭子2》，2009年，混合媒材，25.5cmx15cmx15cm

MW= 《周末画报》

用10万美元做到的事，远比伦敦首富用1亿美元能做到

样的手机。整个建筑内的装潢布置都有一种家庭与艺术和

6

对话Carl Kostyál

正因为这个原因，市场上才有99%的商品都只是关乎于金
钱，而在一件稀有的珍宝中，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它所蕴

出非常有力的新教徒艺术作品。这带领艺术开始发展至
我们现代世界艺术的阶段，非常具有突破性。一些古典艺
术作品我也很喜欢，但我确实更倾心于收藏当代艺术品，
因为有一件来自公元前2世纪印度的一尊半身雕像让我感
到很困惑，这是一些家伙掠夺过来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
重要的问题，或者它也可能属于希腊的某家博物馆，或是
意大利的某个教堂，又或者是伊拉克的某座寺院？这个问

含的时间与智慧。”
（翻译_ Lynn Lee）

题让我很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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