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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敬在美国举办
举办个展《AI WANT TO LOVE》
2009年11月23日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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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艺术家艾敬近日在美国举办的个展《AI WANT TO LOVE》于“世界艺术中
心”纽约隆重开幕，展览由纽约中国广场艺术空间策划，纽约BOCONCEPT家具连锁店
赞助，展览于纽约著名的BOCONCEPT SOHO旗舰店展出，时间将会持续至2009年12月
27日，为期两个月。此次艾敬展览的作品包括25张小幅系列作品“I WANT TO ”，12张
由2007年至2009年期间创作的大幅作品，以及新创作声音装置作品“纽约的声音”组成。
作品在BOCONCEPT的1000
平方米、两层空间里展出，
来自北欧丹麦的家具布置有
着冷静的颜色和后现代的设
计，严谨而精致与艾敬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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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鲜亮的色彩形成和谐互
补的力量，在现场家具摆设
的模拟生活空间里展出，使
得艾敬的“LOVE”系列作品更
加生动。
此次个展也是艾敬首次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举办大型的个人艺术展，因此开幕现场也迎来了诸多纽约艺术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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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Mie Iwasuki，艺术评论家Carolee Thea，著名收藏家Hester Diamond、Ral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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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insky 以及Sophia Shen 纷纷出席，此外一些纽约当地的艺术家也慕名而来。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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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重量级艺术评论家均在艾敬的画册《AI WANT TO LOVE》中发表简短的评论，对艾

100个感动瞬间有奖征集

独家辟谣：翁帆根本没怀孕

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肯定及很重要的学术支持与认可。另外，展览引起到当地华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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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界很有影响力、身兼电影监制及艺术策展人等多种身份Sally Wu的隆重推介下，纽

体的关注和支持，美国中文电视台以及《明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等媒体
还进行了该展览的专题采访报道，《美国艺术》在线媒体也对艾敬进行了面对面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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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这样的殊荣和关注度是所有闯荡纽约的年轻艺术家都非常渴望得到的。
如今《AI WANT TO LOVE》展览刚刚进行了一个月，好消息接踵传来，艾敬的艺
术作品得到了纽约收藏家的肯定，多幅参展作品竞先被收藏，在艺术市场低迷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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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艾敬无疑是幸运和幸福的。1999年，艾敬开始拿起画笔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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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艺术创作，一路走来十年的时间，在艺术并不被簇拥的年代，艾敬的转变可谓另类

文化社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上的十大败仗

的，孤独的，不被理解的。然而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今天的艾敬终于以艺术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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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国际艺术舞台，并获得了身份上的认可，而她却仍谦虚地将成功归结于“幸

文化社区| 日本是如何将妇女卷入战争的
文化社区| 实拍越战中的菲律宾妓女

运”，“毕竟很多人都在努力，却不一定都能够得到回报”。艺术之路充满快乐也有艰难

领袖与夫人在延安

困苦，其中的孤独对艾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更需要承担很多很大的压力。然而让艾敬

短篇精粹| 影响中国近代半个世纪的慈禧是如何上台的

坚持下去的是对于爱的信念，因为从拿起画笔的那一天，艾敬就坚信，怀着一份爱的力

短篇精粹| 毛泽东为何以穿泳装的方式迎接赫鲁晓夫访华

量去创作，她也会得到爱。据介绍，艾敬此次纽约个展的举办地是位于纽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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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Concept SoHo Green Str 69 号，这条街道是她在纽约最熟悉的地方，也是她个人浪漫
的开始，早在2004年出版的艾敬随笔散文集《艾在旅途》的《咖啡咖啡》一文讲述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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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来自于这条街道，艾敬的爱情和艺术从这条街道延伸到今天，也令此次展览拥有

焦点新闻|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鬼

了许多重大的意义。艾敬形容自己对于爱情和艺术的追求是，“我的爱情像咖啡，有劲

贴贴图图| 英媒评出2009年度搞怪发明
娱乐旮旯| 当红明星不仅仅是名利双收

儿，味儿苦，对于浓浓的咖啡迷恋，多年来没有褪色，咖啡一样的爱，仍然使我兴奋和
渴望。”

情感世界| 后悔嫁给这样一个山西男人
每天在吞别人口水

型男索女| 小糖精归来，在海边轻轻舞

漂在海外| 为什么出过国的人回来之后都会说中国不好

据悉，艾敬的艺术作品还将参加今年12月在“艺术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同时

型男索女| 晒晒自己的旗袍照 暴雨过后天空依旧晴朗

艾敬已经开始筹备明年的展览邀约，并在北京和纽约两地往来创作和生活，寻找更多的
艺术灵感和创作元素。同时明年，艾敬和崔健等人也受到演出商的邀约，以组团的形式

网友意见
见箱

代表各自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历程，与很多当年一起听着这些音乐成长的一代一起回
顾和展望。以音乐和视觉艺术为生活主线的艾敬，和我们的时代一起成长，虽然历经风
浪，仍拥有忠实的大众支持，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不断追求，艾敬始终领导着潮流。

艺术家：艾敬
展览；AI WANT TO LOVE

时间：2009年10月27日—2009年12月27日
地点：美国纽约69 GREEN STREET NewYork

(责任编辑：高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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