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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el Next Prize编织的创造力之网

正在参与塑造未来的形状

WHAT’S THE NEXT 
超越个体与跨越边界: 集体创作涌现的时刻

四组关键词里的2022年全球展览趋势

修复·疗愈    流体·生态    神秘·启示    边缘·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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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拨弦古钢琴、钢片琴和钟琴等配器呈现出巴
洛克式的音乐风格，与影片中的极具戏剧张力的
阶级分化、险恶人性形成一种戏谑而滑稽的对
比。而在 2021年风靡世界的 Netflix 剧集《鱿鱼
游戏》中，郑在日融合韩国传统音乐、摇滚、爵士
乐、古典音乐，进一步打破了音乐流派的局限性，
真正传达出音乐无国界、无偏见的信念。

而在大西洋另一端，非洲大陆最西点以西的
佛得角群岛上，自葡萄牙传入的狂欢节传统亦
深深影响着出生于此的舞蹈家和编舞者 Marlene 
Monteiro Freitas。她的作品以细致严苛的舞蹈
形式，邪恶与艺术、痛苦与回忆、欲望与孤独、死
亡与狂热等命题，而来自佛得角狂欢节仪式中的
非洲音乐、运动姿态、舞蹈动作始终是其中的重
要元素。在作品《象牙与肉体——雕像也受苦》

（Of Ivory and Flesh – Statues also Suffer）和《空
缺 ——大清洗的前奏》（Bacantes – Prelude to 
a Purge）等作品中，Freitas 从神话主题中获取灵
感，并将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相结合。

以技术介入和改变社会，进而想象和创造新的

未来

今天，我们可以确信地说，数字技术定义了
21世纪。首届 CHANEL Next Prize 的十位获奖者
中，一位来自南苏丹的游戏设计师，与一组致力
于融合数字与实体的艺术小组，正以技术介入社
会的不同维度，从而想象和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Lual Mayen 是 游 戏公司 Junub Games 的
创始人与 CEO，战乱、饥饿和贫穷曾是他童年的
全部主题。出生于非洲东北部的南苏丹 —— 一
个2011 年才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Mayen 跟随
父母从苏丹南部长达数十年的内战里逃亡，并
在长达 22 年的时间内生活在乌干达北部的一个
难民营。生于战乱地区的 Mayen 视追求和平为
使命，而他实现使命的手段并不常规—— 开发
电子游戏。正是在乌干达的难民营中，Mayen
第一次接触到电脑，也第一次体 验那些“仿佛
从 天 堂 里 掉 下来”的电子游 戏。在 Mayen 看
来，游戏拥有介入和影响社会的巨大潜力。作为
Junub Games 创始人，他的第一个项目是游戏
Salaam （阿拉伯语，意为和平），游戏中的主旨
是保护社区免受摧毁。

随着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在近年来的
发展，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融合正获得前所
未有的关注。由Hana Omori、Isabel Ramos 和 
Tanya Cruz 三位艺术家组成的艺术小组 Keiken，
早 在 2019 年 便与伦 敦 CGI 艺 术家 乔 治· 贾 斯
帕·斯通（George Jasper Stone）合作，制作了电
影《感受我的元宇宙》（Feel My Metaverse）。这
部电影以虚构的未来气候危机为背景，探讨了在
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同时生存的人类身份的观
念。她们随后还开发了面部滤镜，以使线上社区

更具包容性。“我们从事的
工作，许多成果和方法不
是仅仅通过一件作品，而
是 从体 验 中获 得更 多 信
息。”该艺术小组的创始人
之一 Isabel Ramos 如此表
示。“体验”是Keiken一词
在日语中的含义，挑战体
验的界限并探究意识的含
义，则是Keiken 跨 维 度、
多现实的世界构建协作实
践的核心。

与 时 代 同 行，以 影 像 创

作 切 入社 会 现 实 与人性

的幽暗之处

在 影 像 艺 术 的 范 畴
中， 首 届 CHANEL Nex t 
Prize 的三位获 奖 者分别
以不 同 的 影 像 叙 事 和 风
格，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同
行，并探索现实的困境与
人性的幽暗之处。

其中，来自赞比亚的电影制作人 Rungano 
Nyoni以其 2017年作品《I Am Not a Witch》获
得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并获得了多项英国独立
电影奖，其中包括最佳导演奖。她也凭借这部讽
刺非洲社会现实问题的电影，成为在戛纳电影节
上展示赞比亚电影的第一人。

以非洲遗存的女巫审判为原型，《I Am Not 
a Witch》讲述了赞比亚的一个偏远村庄中，一
名沉默寡言的小女孩突然被指控为女巫的故事。
这既是一部颇具讽刺意味的喜剧，也是一出具有
寓言色彩的悲剧。Nyoni 藉由荒谬的女巫传统，
有力地讽刺了一个后殖民社会中的女性困境：来
自西方世界的凝视、第三世界的自身奇观化、以
及法制缺失和罪恶传统共构的压迫制度，都是这
一困境的复杂成因。

中国电影制作人王兵常以文学性的镜头语
言，刻画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王兵的镜
头始终对准那些被忽视的个体，以及他们被更强
大的制度和时代所裹挟的命运。2017年，王兵凭
借电影《方绣英》在洛迦诺电影节上获得金豹奖，
并于2018 年获得 EYE电影博物馆颁发的 EYE 艺
术与电影奖。他长达 9 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铁西
区》被英国电影学会评为影史上最伟大的 50 部
纪录片之一；而他的《方绣英》与《15 小时》参展
第14 届卡塞尔文献展，期间于雅典展区最大的
展场——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中放映。

同样的感性表达在阿根廷电影制作人与艺
术家 Eduardo Williams 的影像中亦十 分显著。
Williams 的电影引领观众穿过过渡的空间和周

边的曲径 ——小巷、走廊、丛林小径和杂货店的
过道—— 进入主角的私密生活。在 Williams 的
电影中，位于核心位置的并非是什么在推动着这
些流动中的年轻人的举动，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
与他们同行在途的感觉。他的电影，诸如《That 
I'm Falling?》（2013），《I Forgot!》（2014 年）和《 
Parsi》（2018 年）均是基于一种“身体直觉”而
进行的创作，挑战对叙事、背景和地点的预期。

在对身体性与身份问题的探究中，激发内在生

命能量

在 遍 历 一系列 的现 代 性 困 境 之 后，生命
经验 对于 个 体的重 要性在当代 彰显 无 遗。无
论 是 舞 蹈、诗 歌、装 置 还 是 戏 剧，获 得 首 届
CHANEL Next Prize 奖项的创作者们，都以自
己的方式展现内在的生命能量，创造人类情感
与记忆的共振。

被称赞为“最具情感智慧、身体创新力，最
为勤奋和鼓舞人心的新一代创作者之一”的英国
舞蹈家、编舞家 Botis Seva，以其独特的艺术语
言处在英国和国际嘻哈舞剧的前沿。借助电影、
文本、艺术和不同的舞蹈语言等形式，Seva 不
断对形式、结构和戏剧表演等方面进行实验性尝
试，以自传式的舞蹈编排向观众讲述故事。他将
舞蹈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经验，“因为你可以尽情
释放所有的情绪，感受到爱、恨、懊悔、悲伤。”
他的 2020 年新作《CAN’T KILL US ALL》则融
合了嘻哈戏剧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戏剧体验，
讲述男主人公在疫情封锁期间，身体和心理状态

逐渐失衡的故事。这部作品重温有关“黑人创伤”
（Black trauma）的历史，鼓励人们勇敢地穿过黑
暗，去寻找光明、虔诚与和平。 

尼日利 亚 裔 美 国 艺 术 家 和 诗人 Precious 
Okoyomon，以多元领域的实践探讨自然世界中
的种族化、基督教、亲密关系以及关于生命、死亡
和时间的理念和体验。Okoyomon 的诗歌创作
始于其 8 岁时，他们（艺术家指代自己的第三人称
代词）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保持沉默，只用诗歌
进行交流：“我坐在树上写诗，然后挖一个洞把
它们种在地下。这些诗是我一年来唯一的交流方
式。”作为其诗歌的实体形式，Okoyomon 的大
型艺术装置常常运用植物、诗歌与雕塑，以歌颂
自然的无序，并警示其毁灭的可能。她迄今为止
最为宏大的装置作品于2021年 6 月在阿斯彭艺
术博物馆展出，该装置作品随着季节的流转，令
博物馆的屋顶不断变化，以此探讨我们的自然世
界中发生的种种奇迹和恐怖现象可以如何被分门
别类，归入以种族划分的各种类别中。

德国戏剧导演 Marie Schleef 则以一种激烈
而明确的态度发问：女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她的
作品立足于研究，探索和支持常常缺失的女性
凝视，挑战男性主导的戏剧传统。在其不断扩大
的在线项目#womenwhoshouldnotbeforgotten

（女性不该被遗忘）中，那些被遗忘的女性们的
叙事，以及那些鲜为人知的女性经历被记录和呈
现。Shleef 的近期作品《叫出她的名字。寻找女
性 +》（NAME HER. In Search of Women+）以七
个半小时的舞台表演，来对女性隐匿和缺席作出
回应，将其抛入到围绕女性的名字、力量及象征
的深层性别话语之中。

第一次 世界大 战 之 后百废 待 兴的 社 会 结
出了灿烂的文化成果，而在新冠疫情常态化的
2021 年与 2022 年之交，来自全 球电影、设计、
舞蹈、音乐、艺术和戏剧领域的 10 位改变游戏
规则的创新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当代、先锋、
多元、包容的创造力。他们不拘泥于个体身份
的限制，敢于打破艺术创作的范式，在传统与当
代文化、科技善用与人性表达、理性思辨与感性
关怀的交汇处，共同编织出一张跨越地域、民
族、文化的创造力网络，其中逐渐显现的正是未
来的形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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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交汇、智识的碰撞，大胆的实验、划
时代的变革—— 这既可以描述一个世纪以前“疯
狂年代”（les Années folles）中的前卫艺术运
动，也是今天全球文化艺术领域的前进方向。作
为1920 年代先锋运动的一员，嘉柏丽尔· 香奈
儿（Gabrielle Chanel）以朋友、创作者和赞助人
的身份，与保罗·莫朗（Paul Morand）、让·科克托

（Jean Cocteau）、毕加索（Pablo Picasso）、普朗
克（Francis Poulenc）、达利（Dalí）、谢尔盖·迪亚

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伊戈尔·斯特拉文斯
基（Igor Stravinsky）等蒙巴纳斯的艺术家、诗人、
作家、舞蹈家、音乐家，共同塑造一个时代的文
化内核，并引领了焕然一新的时代风尚。

延续嘉柏丽尔·香奈儿给予其同时代的前卫
艺术家们的支持，及其想要成为未来一部分的
渴望：“ce qui va arriver ”（意为：即将到来的），
香 奈 儿 全 新 设 立 国 际 性 奖 项 CHANEL Next 
Prize 以推动文化领域中的创新为使命，旨在为

具有冒险精神的新生代创作者提供支持，以试
验前瞻理念、尝试全新艺术创作形式以及跨领
域合作。

在 2021年的首届奖项中，演员、编剧、制作
人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艺术家曹斐，
以及建筑师大卫·阿贾耶爵士（Sir David Adjaye 
OBE）组成评审团，遴选出来自11个国家的10 位
/ 组获奖者，包括：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总监和
制作人郑在日（出生于首尔，现居首尔和柏林）；
协作实践团体 Keiken（现居伦敦和柏林）；游戏
设计师 Lual Mayen（出生于南苏丹、现居美国华
盛顿特区）；舞蹈家和编舞家 Marlene Monteiro 
Freitas（出生于佛得角，现居里斯本）；电影制作
人Rungano Nyoni（出生于赞比亚卢萨卡，现居里
斯本和伦敦）；艺术家和诗人Precious Okoyomon

（出生于伦敦，现居纽约）；德国戏剧导演Marie 
Schleef（出生于哥廷根，现居柏林）；舞蹈家、编
舞家和导演Botis Seva（出生并居住于伦敦）；电
影制作人王兵（出生于西安，现居中国）；电影制作
人和艺术家Eduardo Williams（出生于布宜诺斯艾

利斯，现居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0万欧元的奖金，并进

入香奈儿臻选的导师及人脉关系网络，以深化他
们开拓性创作的影响力。为了给予获奖者最大自
由度的支持，这些奖金不必与任何具体的创作挂
钩。随着每两年揭晓一批新的获奖者，这一融汇
创新、先锋与多元思想的能量场也将持续拓展，
以汇聚成一股定义未来的坚实力量。

在融合传统与当代文化之后，创造全新可能

在首届 CHANEL Next Prize 的获奖者中，来
自韩国的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总监和制作人郑
在日，从 2014 年与韩国导演奉俊昊在电影《海
雾》中进行了首次合作之后，郑在日先后在奉俊
昊执导的影片《玉子》《寄生虫》中贡献了精彩的
音乐创作。他以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对当代流
行音乐的独特理解，以及对韩国传统乐器的创
新运用，开创了自己极具辨识度的音乐风格。在
2019 年横扫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等众多国
际奖项的电影《寄生虫》中，郑在日以弦乐、钢

21世纪的创作者如何打破文化艺术领域的规则，引领今天的先锋艺术运动？首届CHANEL Next Prize奖项汇聚的来自全球电影、设计、舞蹈、
音乐、艺术和戏剧领域的十位获选者正在编织一张具有文化预示性的创造力之网

十位获奖者不拘泥于个体身份的限制，敢于打破艺术创作的范式，

在传统与当代文化、科技善用与人性表达、理性思辨与感性关怀的交汇处，

共同编织出一张跨越地域、民族、文化的创造力网络，

其中逐渐显现的正是未来的形状。

艺术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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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el Next Prize
编织的创造力之网 
正在参与塑造未来的形状

首届 CHANEL Next Prize 获奖者，从左上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Lual Mayen、
Keiken、Marlene Monteiro Freitas、郑在日、Rungano Nyoni、Eduardo Williams、

Precious Okoyomon、Botis Seva、Marie Schleef、王兵

Lual Mayen 游戏作品《Salaam》，© Lual MayenMarie Schleef 戏剧作品，© Hendrik Lietmann

Botis Seva 舞蹈作品《BLKDOG》，© Camilla Green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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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ELNext Prize从个体出发，致
力于投资“人的价值”, 赋能新生代艺
术家大胆开拓思路，为其创造畅想未
来的契机

香奈儿对于中国艺术生态的关注和参与，及其与中国艺术家的对话和与艺术机构的合作，
正在近年来的一系列项目中不断深化和拓展

CHANEL Next Prize的设立，是 2021年三月成
立的香奈儿文化基金（（CHANEL Culture Fund）工作
的一部分。这一旨在扶持文化艺术领域新生代开拓
者的基金，正与全球的文化机构展开合作，探讨当
下最紧迫的议题并催化对未来的新思考。香奈儿
对中国艺术生态的关注和参与，及其与中国艺术家
和艺术机构的对话，也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

来自中国的创作者与艺术机构在香奈儿全球
文化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首届 CHANEL 
Next Prize 的评审团中，来自中国当代艺术家的
曹斐致力于发现具有独立思想、独立见解的个
体。奖项获得者中的中国电影制作人、纪录片导
演王兵，则以其扎根于中国现实的创作，通过影
像纪录的力量，让那些被忽视的角落进入社会的
视线。香奈儿文化基金在亚洲的首个项目，将与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合作，通过“新文化制作人”
计划聚焦工艺和建筑两个领域。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也是香奈儿文化基金在全球进行合作的首
批五个艺术机构之一。

此外，香奈儿中国与三影堂艺术中心于2021
年联合发起“影像策展人奖”，鼓励更多的中国
年轻策展人参与影像艺术的梳理与研究，助力当
代优秀影像创作的推广与发声；同年更早时候，
香奈儿携手 FIRST 青年电影展，共同开启官方特

别策展“第一帧”（FIRST FRAME），聚焦中国青
年电影人，关注女性表达、鼓励多元创作，以此
支持更多女性视角与题材的创作；香奈儿还与不
同机构在女性、生态和社会等议题上展开合作，
支持不同领域的思想者和创见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产生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 新文化制作人” 项目

香奈儿文化基金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2021 年 9 月，由香奈儿文化 基金与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共同发起的“新文化制作人”倡议，
旨在激发中国当代手工艺和建筑领域的崭新理
念和焕新实践。这是香奈儿文化基金在亚洲的
首个项目，也是香奈儿对艺术文化领域长期支持
的延伸。

“新文化制作人”第一季“手艺再兴”将以双展
的形式，关注那些以当代实践、材料以及工艺来复
兴传统手艺的创作者，展现手工艺在中国当下的境
遇以及再兴的可能性。首届“新文化制作人”项目的
两组获选者分别为：冯立星、吴有，获选方案为《狂
人之丘》；左靖、王彦之，获选方案为《手艺再兴：
友好面向未来》。《狂人之丘》希望通过平实而细
致的观察，记录下手艺作为艺术家的一种日常，《手
艺再兴：友好面向未来》则希望以可持续发展、城

乡价值与社会设计为
导向，为面向未来的
造物提出解题思路。

“手艺 再 兴” 双
展将于2022 年 8 月起
先后揭幕。第二季展
览则在 2023 年 7月开
放，跟随“活性建筑”
这一前沿探索，呈现
有机与无机物以建筑
为载 体 的息 息共 存，
以及建造物与环境的
相互影响。

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馆长龚彦对此次
合作表示：“我们发现
传统美术馆已经无法
满足新一代创造者关
于未来的想象与期待，
此次和香奈儿文化基
金的合作赋予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一次触
及中国年轻艺术家和
观众的机会，并且激发
更多灵感与活力。”对
于“手艺再兴”的两个
获选展览方案，她表
示：“这两个方案有着
鲜明的闪光点，同时我
们可以看到两者的互补
性，也同样具有再次打
磨的可能性。我们期

待这两个方案生发的过程也能成为推动中国当下手
工艺的讨论与全新实践的过程。”

“ 影像策展人奖”

香奈儿 ×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香奈儿携手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于2021
年10月共同发起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影像
策展人奖”（Curatorial Award for Photography 

and Moving Image），以扶持年轻影像创造力为
核心，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优秀中国青年影像策展
人和研究者。经过评委会的审慎研讨和投票评
选，蒋斐然凭借其方案“未名河”获得首届“影
像策展人奖”。

蒋斐然的“未名河”通过三幕呈现在显影盘
中的历史经典图像—— 布列松的《圣拉扎尔车站
后景》、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敖德萨台阶”、
以及迈布里奇的“运动中的马”，试图从物理形式
及理论层面开启对影像的再打捞过程，以此冲破
将摄影作为历史之定型横截面的传统说法，重新
思考与质疑其作为“决定性瞬间”的角色。

在奖项支持下，“未名河”将进入实施阶段，
并受邀于2022 年在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北京）
和誌屋（上海）进行展览。同时，蒋斐然将获得

“影像策展人奖”培育计划的支持，包括学术研
究、交流活动及十万元人民币现金奖励。评委团
表示：“‘未名河’带领观众理解一种可擦写与可
重塑时间的探索，当下的影像实践一方面搅动着
时间之河的线性流动，同时伴随着对影像语言的
拓展，探索新的展览形式。”

“ 第一帧” 官方特别策展

香奈儿 × FIRST青年电影展

香奈儿携手 FIRST 青年电影展，于2021年
7月30日 至 8 月1日 第15 届 西 宁FIRST 影 展 期
间，共同开启官方特 别策 展“第一帧”（FIRST 
FRAME）。一帧即是一幅画面，画面则是所有故
事的起源。作为电影展官方策展，“第一帧”旨
在鼓励华语青年电影人作品中女性主题的影像书
写，为女性题材、女性视角、女性讲述为主体的
创作提供支持。

这一官方特别策展项目的 6 部展映影片均甄
选自年度竞赛的入围作品，包含3部长片《裙子剪
刀布》( Lady Bug )、《山河小叙》( A Chat )、《一江
春水》 ( River of Salva-tion )，与3部短片《河岸》( 
Step Into the River )、《最后一天》( An Excessive 
Day )、《自恶》( Self Scratch )。

这些影片中对于性别、身份、社会等内在议
题的讨论，更加多元化的表达，以及对女性生命
与内心的关注，正是嘉柏丽尔· 香奈儿从上个世
界延续至今的先锋女性精神的拓展。作为二十世
纪艺术领域诞生的新事物，电影与香奈儿的创作
生涯交织并行。从 1930 年代的好莱坞，到1950
年代的新浪潮，香奈儿的一生见证了电影行业的
重大发展，对电影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也与之
保持着紧密联结。

而无论是对于电影艺术，还是时代中的女性
精神，只有我们“开启第一帧，未来才能真正来
到我们面前。”

未来是什么？嘉柏丽尔· 香奈儿所看到的未
来，存在于带来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的前卫艺术运
动。今天的香奈儿品牌则试图从最具冒险精神的
新生代创作者身上，捕捉未来的信号，正如香奈儿
全球文化艺术负责人Yana Peel 所言，CHANEL Next 
Prize 是从个体出发，致力于投资“人的价值”：“通
过创立‘Next Prize’奖项，香奈儿具有深远历史的
文化使命得以延续——赋能新生代艺术家大胆开
拓思路，为其创造畅想未来的契机。”

首届CHANEL Next Prize从评审团的选择开
始，确保奖项对于当代性、先锋性、多元性的考
量。评审团的三位成员分别在电影表演、当代影
像和建筑领域中，以其独立思考和敢于突破既定
规范的精神，进行着难以被归类而又令人瞩目的实
践，为其领域之外的更广泛受众带来了深刻的启
发与影响。

演员、制作人、编剧蒂尔达· 斯文顿（Tilda 
Swinton）的表演被认为是超越性别、超越年龄、
超越角色的。她是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
电影《卡拉瓦乔》中充满古典气质的模特莉娜，
也是改编自英国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芙（Virginia 
Woolf）小说《奥兰多》的同名电影中，从男性转
变为女性、雌雄同体的奥兰多；她是末日电影《雪
国列车》中为权力疯狂的反派二把手梅森，也是
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布达佩斯大饭店》
中比自己真实年龄大 30岁的D 夫人，以及《奇异
博士》中守护人类的“类神”角色古一法师。

英国《独立报》曾如此评价斯文顿：“她似乎根
本不像是地球人，而另一方面，她又可以比你所想
到的任何一个银幕形象都要真实。”在蒂尔达·斯
文顿看来，“即将发生的”比“曾经发生的”更为
重要，也是我们现在所需要抱有的期待。“我认为，

在近一段时间里，各种尺度准绳都从我们的眼中消
失了，这对文化来说只会是件好事，对艺术家来说
也只会是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旋律。

对于首届奖项的十位获奖者，她表示：“这是
一个非常出色的群体。他们都是对周遭社会反应
灵敏的艺术家，而且早已掌握了灵活应对的本领。
这个奖项不仅彰显了他们个人的才华，更将他们
连成网络——一个时代的群像。”

在评审团成员之一、著名建筑师大卫·阿贾耶
爵士（Sir David Adjaye）看来，作为人类共同体的
我们所面对的“Next”是“人造环境中的不平等、
气候公正、社会公正，用新技术构想新世界，构想
公共性的新未来”等种种问题。

阿贾耶以其不拘一格的建筑设计为闻名，他
不只将建筑作品看作建筑物本身，而是让原本普
通的一砖一瓦筑成人文的空间，也赋予钢筋水
泥的城市以情感的温度。阿贾耶最受瞩目的项目
包括：美国首个国家级非裔美国人博物馆——非
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国家博物馆（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fo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德克萨斯州宝石城艺术中心（Ruby 

City Art Center）、纽约130 William公寓、贝鲁特
Aïshti 基金会等等。

阿贾耶的创作和影响力涉及当代艺术、音乐、
科学、非洲艺术、黑人文化等多样领域，还与国际
著名艺术家合作完成了众多当代艺术项目。在他
看来，CHANEL Next Prize 等文化艺术奖项的重要
性尤其在于“对未来新世代的激励作用，帮助他
们真正理解梦想何其重要，理解世界并不完美，
以及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构想这个世界。奖项令部
分人得以崭露头角，成为领袖人物—— 登上奖台，
如同树立一座雕像让人景仰，展示一切皆有可能，
个人可以因其勇于冒险，突破固有观念而脱颖而
出。这并非易事，但是至关重要。”

该奖项的另一位评审团成员是杰出的当代艺
术家之一曹斐，她于2021年刚刚在尤伦斯当代艺
术中心举办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回
顾展“时代舞台”，也是同年德意志交易所摄影奖

（Deutsche Börse Photography Foundation Prize）
的获得者。曹斐以敏锐的眼光捕捉时代发展的脉
搏，并以自己的创作介入其中，以既充满个人化表
达，又紧随时代变迁，既富含感情，又意义深远，

同时亦不止于内省，且付诸于行动的作品诠释着
当下的每时每刻。

作为首届CHANEL Next Prize 评审团中来自亚
洲的女性艺术家，她认为这一身份非常重要，“这
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性别，而是出于发现那些拥有
新理念的创新、独立的艺术家。”在她看来，我们
的社会在过去非常重视唯发展主义，而在下一个
时代，“我们应该去反思人类的行为。我们可以追
求一种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尝试治愈世界。
艺术和文化可以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

作为香奈儿有史以来推出的首个文化奖项，
CHANEL Next Prize 将每两年颁发一次。25 位来自
世界各地、涵盖从电影到视觉艺术等不同领域的
艺术和文化领袖组成顾问委员会，对艺术家进行
匿名提名。随着每两年揭晓一批新的获奖者，这
一融汇创新、先锋与多元思想的能量场也将持续
拓展，以汇聚成一股定义未来的坚实力量。

无论是 CHANEL Next Prize，还是香奈儿品牌
在全球文化艺术领域更广泛的工作，都致力于建
设一个全球的文化网络。“我们在全球 22 个国家
有 30 个合作方，他们一起帮助我们发现那些可
以改变世界的新生代艺术家。像我之前所说的，
这是从个体出发对人的潜力进行投资。我们的眼
光是长远的，我们的触手也是全球性的。” Yana 
Peel 表示，“我们希望能与当下最具开创性的文
化领袖和机构进行知识交流和合作，他们正在为
我们铺设前进的路途。香奈儿文化基金倾情资助
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向我们展示着什么是至关
重要的，什么是即将发生的，并重新定义着文化
的未来。香奈儿在其中扮演的是召集人和推动者
的角色，就像嘉柏丽尔· 香奈儿在她的时代所做
的那样。”

重新定义Next
以先锋的眼光发现新世代，
将个体才华汇聚成时代的群像

 “这个奖项不仅彰显了他们个人的才华，

更将他们连成网络 — 一个时代的群像。”

— 蒂尔达·斯文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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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儿在中国：成为艺术生态的一部分
首届 CHANEL Next Prize
评审团，从左至右依次为：

艺术家曹斐，演员、制作人、
编剧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建筑师大卫·阿贾
耶爵士（Sir David Adjaye）

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第一帧”（First Frame）官方特别策展

首届集美·阿尔勒 “影像策展人奖”获奖项目：蒋斐然“未名河”，展览现场，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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