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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同行：日常的构成
WALK WITH ME: COMPOSITION OF THE ORDINARY
文／佩雀   翻译 + 编辑／黄正骊
Text / Petra Johnson   Translation + Edit / HUANG Zhengli

情感（Affect），是用来描述一种好奇的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能量。“情感是一种紧张气

氛，一种敬畏、或兴奋、或平静的情绪，”人类地理学家约翰怀利（John Wylie）这样写道。

我们对日常环境的体验是真实的吗？空间激发了我们怎样的情绪？与佩雀·约翰逊同行，

重新发现习以为常的日常空间。这是佩雀在几个生活过的国家—德国、英国和中国—

城市里进行的一个行为艺术项目。走路探索城市、本地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地图的绘

制，采用这些方法来挑战大众心理对环境已有的认知，激发新的情绪。这些项目成为一

系列平台，承载日常空间带来的共情体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同行，新的元素加入进

来，走路产生了新的场所与形态。

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

这是一篇关于“与我同行”行为艺术项目的介绍。“与我同行”

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不同的城市中，陌生人与艺术家相伴，共同

完成一段特定的路线的行走过程。迁徙是“一个不断放弃清晰定位

的过程”，艺术史学家莱奥尼·施密特如是说。我的项目旨在探索一

种开放结局的平台，一个有机结合的社区。我的概念从对维特鲁威

所谓的“人类第一个建筑行为”上延伸而来。这个行为，根据阿尔伯

特·戈麦兹教授所说，发生在一个树林里。当时电闪雷鸣，几根树枝

在风暴的影响下互相摩擦，并产生了火星，由此引起了山火。山火一

旦扑灭，原本四散的人类回到事发地，发现了火产生温暖。于是人们

聚集起来，并研究火如何产生。在这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学会

了说话。在这里，建筑行为是在已有环境中找到温暖的过程，并产

生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空间，在这里产生了语言。我的艺术行为实践

正是从这样的情境延伸而来。同时我的实践和研究，也离不开汉学

家、哲学家于连的著述，还有人类学家凯瑟琳·司徒瓦特以及戏剧

大师麦克·皮尔逊的著作，后者与迈克·尚克思一同将地方志的方法

引入了现代艺术。

场所：经验与催化剂

回顾我儿时的某种感觉，我就在时间里放下一个锚。为了创造

新的艺术体验，我需要在“现在”放下第二个锚。我需要一个触媒，

一个能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关键要素。

195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镇里。为了方便住在附

近的亲戚朋友来串门，我家大门常年开着。很久以后，我的父母告

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们找不到你了，”他们说，“一个邻

居说他看见你和几个陌生人向着市中心走去了。你看起来好像和他

们很熟，所以邻居以为他们是家里的朋友。”最后，我的父母在教堂

边的市场上找到了我，那儿离我家挺远，尤其是对于一个三岁的儿

童来说。但据说我当时看起来挺愉快，看见爸妈之后脸上露出了意

外的表情。

我父母讲述的这个故事激发了我心中身临其境的回忆，但这朦

胧的回忆不带任何细节，它主要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关系：三岁的我，

与陌生人一同存在于那个特定的环境之中。我尝试从旁观者的角度

审视这件事：那个三岁的女孩，她对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非常熟悉，而

佩雀/Petra Johnson
德国艺术家、摄影师和学者。
曾旅居英国、中国等地。曾任
“儿童玩具”木制玩具工作坊
总监，展览在德国、荷兰等多
个博物馆展出。2002-2006
年 间 担任 上 海大 学 美 术 学 院
全职讲师。毕生致力于艺术创
作的她，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
的行为艺术实验，包括Kiosk
小卖部项目、 潜望镜项目以及
“与我同行”等。

地球两端的两个木匠在“Kiosk小卖部”项目中偶然相遇

Skype视频会议中出现的偶然同步

上海与科隆的电话会议中突然出现的大量交流

潜望镜项目中在欧洲橱窗里展出的理发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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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天的那一次“旅行”，她身边的陌生人则第一次遭遇了这些环

境。于是，这个女孩通过与其同行的陌生人，实际上重新认识了这条

她熟悉的路线。这样的一种体验让我想起舞蹈家乔纳森阿佩尔的描

述，她认为这世界是“我的认知和其他人的认知的综合”。

柏拉图将人类和上帝之间对话的空间称为场所（Chora）。我

认为这里的“上帝”指的是那些既不属于当地，也不控制当地环境

的存在，因此可以比作我的例子中的“陌生人”。我童年的体验蕴含

了某种潜能，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发酵。知道最近我才意识到，与

陌生人一起走路，正是我可以用来“雕刻”艺术作品的手段。

我需 要一种介质来重现 这种体 验，这一 介质 正 是“分歧”

（Divergence）。于连认为，分歧并非来自于身份的差别，而是在

丧失了语言和多元性之后的有限空间（Liminal Space）。这就是产

生我第二个锚点的机会。在2002年到2006年间我来到中国工作和

生活。在这里，我开始不断重复地走一条固定的路线。我完全无法

理解中文，但这却解放了我的视线。在行走的过程中，我的眼睛自

由地在窗台上、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干裂的土壤上漂移。我的耳朵

识别了一些熟悉的音效，那是我在伯明翰听现代派音乐时曾经听到

过的单调的声音—我人生中第一次听见了平凡马路上人们日常生

活产生的声音。

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复杂的声调光谱。这样的体验就构成了

完成我艺术品的新介质。此外我还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矛盾，我过

去从媒体中被动获得的对中国的认知与我的亲眼所见之间存在如

此巨大的鸿沟。当进入这种分歧的状态后，观察事物的角度就从一

种“迥异的状态”转变为“保持距离”，于是“日常”就在我心中激发

了好奇、敬畏和平静：也就是所谓的情感（Affect）。

于是我问自己：如何制造产生这种情感的环境呢？

Kiosk小卖部

2006年我一回到欧洲，再次感受到了欧洲媒体对中国的形象

包装问题。我的研究让我开始反思这种电视媒体造成的形象偏差。

沃尔特·本杰明在1930年代就已经指出，因为新的媒体（电视）的

出现，人们之间交换体验的能力已经被腐蚀了，“就像我们拥有的

最安全的东西被夺走了”，因此他把“信息”看作是人类最大的威

胁。针对这一点，我设计了“Kiosk小卖部”项目，在德国科隆的一

个小卖部和上海的一个小卖部里分别设置了一个skype客户端，由

两地的艺术家、小卖部经营者、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构成的一组参

与者，在持续的六个月间每周通一次视频电话。这些电话让两地的

人有机会一窥对方的日常生活。参与者可以主动与对方连接和交换

信息，而不是被动接受他者过滤过的德国或中国形象。在这个项目

中，情感被激发出来，并且我真切感受到它的引人注目。 比如，我

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屏幕两端时不时会发生的行为同步现象，此

外我也被那种偶然的相遇打动（比如在屏幕的两端同时出现了两个

木匠，一个中国木匠和一个德国木匠在这里偶遇）。

迷宫与潜望镜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上海周边一个古镇的老房子里，并在那里

建造了一个室内迷宫。利用竹子和线等材料，我将一个长方形的房

间划分成了一系列的道路。迷宫项目旨在创造一种互相融合的运动

的空间，它让我领略了空间与通道同时存在的感受。

与Kiosk小卖部项目一样，迷宫项目在方法上做了转换。而在

接下来的潜望镜项目中，我则试图将静态的展览厅和流动的街道空

间并置一起。

这种空间和路径的并置，实际上在古希腊的剧场里就很清晰地

存在了。合唱队的运动将剧场中的迷宫展示给观众。潜望镜项目提

供了室内和室外的舞台，在室内，我们标出了一个里弄的平面图，吸

引人们进入这个“迷宫”，而在室外，进行着每日的视频通讯，这些

视频电话在位于科隆、伊斯坦布尔和上海的小店、工作坊、办公室

之间进行。我们录下了某个工作坊里手工艺的过程，比如理发、按摩

和烹饪的过程，然后在科隆的街道橱窗中转播这些过程。

我采用的这种跨界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在地图志中常被采纳。

就像山水画家在平面上创作图像信息，地图志研究者们通过不同

的媒介表达他/她对某个特定场所的解读。通过几种不同类型的社

区生活之间的对比，潜望镜项目旨在展示每个社区特殊和日常的面

向。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和地理之外，场所、社区和本地性

应该如何表达？味觉、触觉、嗅觉和习惯这些日常的文理如何在文

化之间进行传播？

地图志描绘了一个可感知的主体，将生活环境绘制出来，日常

生活的小事产生的蝴蝶效应创造出新的日常生活，这种涟漪式的传

播方式，在我的作品中通过将作坊里的视频的转播来实现，网络视

频除了成为一种对话，还可以成为制造的表达。

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写道：物件的生产工艺帮助我们窥探

制造人际关系媒介的技术。在去中国之前，我曾拥有一个自己的木

工工作间，在那个房间里我致力于探索如何突出人工木的特色。在

中国，马路成了我的工作间，我和木料之间的对话转变成我和街道

之间的对话。我着重于找寻三种特别的元素，他们是：陌生人和本

地人的并置产生的分歧（小卖部和潜望镜）；空间和路径结合形成

的一种有情感的环境（迷宫）；以及通过内部要素与外部世界之间

的连接点来抓住溜走的瞬间。

与我同行

越南艺术家曲明函曾经说：我们经常将自身的局限性当做我们

文化的局限性。这里的逻辑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我们自身文化

的局限性，可以理解为我们尚未开发的潜能，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开

发我们感知力潜能的机会。街道空间是景观的物理重建，而我的行

为艺术作品则为这种重建做了再定义，我们通过时间空间的体验，

将他们体验为一个场所。

在欧洲时候我学习了一些新的技能。通过对即兴剧场的研究，

我发现只要聚焦于一组具体的人群，就可以树立一个场景，继而创

造叙事。由史蒂夫·帕克斯顿发明的“接触即兴”舞蹈给了我新的启

发，两个或多个肢体随着节奏产生接触，继而引发具有倾向性的新

动作，节奏感和亲密感发生不同质量的交融。后来我又自学了社会

雕塑的技法，尝试了非物质的融入形态，比如“主动倾听”、“密切

跟踪”以及“内外世界之连接”等等。熟悉了这些技法后，我就可以

将“分歧”内化了，“与我同行”项目就是这样一种尝试。所有的行

走都是一对一的，有节奏感的，而且“我”与“陌生人”的对话持续

至少90分钟。

首先设计的是科隆和北京的两条行走路线。这两条路线是等距

的，科隆路线连接了一个小卖部和科隆大教堂，北京路线连接了一

个小卖部和紫禁城。 

在两条路线中，我都是从一个小社区出发，最终来到了城市的

代表性景观：科隆大教堂和故宫博物院。到达目的地后我产生了这

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认知，带来了设计、建造和保

护这些房屋的想法？”

“真正的教育过程是在人们的相遇、并不断尝试理解彼此差异

“与我同行”北京。所有线路由作者在六十分钟内完成，或作者与同行伴侣在九十分钟内完成。
在大部分城市中，线路连接了一个小卖部和城市的标志性景观

“与我同行”科隆

“与我同行”上海

“与我同行”台东

“与我同行”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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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同行”中艺术家为同伴准备了15张纸，一支铅笔和一卷用线卷起来的棕色纸，这些纸片上写着一些提问，同
伴会写下他们观察到的东西。他们写下来的记录中透露着不满、自我怀疑、愤怒、愉快、期待和失望的各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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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观察一下聚集的人群：他们在做什么？

7，记录正在产生的欲望；

8，描述一个你看见的正在等待的人；

9，如何判断今天是星期几？

10，感受距离：下一个“岛屿”在哪里？

11，你有点累了感到需要休息，有什么回应了你的需求？

12，你正要遭遇的人里面，你比较认同哪个？

13，在你的认知和感受之间存在某种差异，能指出一项吗？

14，指出一个令你不安/兴奋的瞬间；

15，描述一个焦虑的瞬间。

这些提示要激发的是带有共鸣的观察，它使我们可以绘制出自

己的“有情感的场所”。情感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仅存在于给予

和接受情感的双方之间，它们没有道德判断和意义。在移动中通过

提示形成情感，我们得以抓住那些生成了日常生活的微小的行为。

静止点和岛屿。尽管插入点和静止点在“与我同行”中重合，但

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场所的不同特征。静物或岛屿是在空间中感受

到的特定场所，而插入点是在时间中感受。我们站立、书写，在每一

次书写中我们都抓住了一个正在流走的瞬间。每次撕下一页纸的同

时，我们都抓住了一个日常的瞬间。而空间上，我们站在每个静止点

/岛屿中，被别人参观。有时候我的同伴会注意到：“我的中学同学

正在好奇地看着我们。”（厦门，2013）。有时我们会遭遇安静的建

筑场所像是公园、购物中心、书店的橱窗、工地或者家庭家，这些地

点于是构成了一个记忆中的舞台，这条路线通过这些地点，就可以

在心中重走一遭。

将我们融入到街道人流中，我的同伴和我在街上漫步，就好像

是有剧本的舞台剧。这些行走中的对话就像公园里流过的小溪，这

些固定的线路就构成了一个日常的活动空间。将日常生活写下来的

过程就是见证世界纳入我们手中的过程。

绘制地图

这些行走让我得以认识这些陌生人。每一个城市中我采取不同

的策略挑选我的行走伴侣。在厦门，我在公园里站了3天，招募志愿

者；在台东我在学校里举行工作坊；在上海、柏林、牛津和科隆我在

展览空间里陈列了我的作品。

我在每一座城市里设立的路线都是一个对话的起点。将这些线

条放在一起，就创建了新的地图。在“与我同行”项目的构成初期，

我将北京和科隆的路线做成立体装置悬挂了起来，这种将二维地图

延伸出了的触觉化呈现，让我开始考虑线条的并置可以带来新的可

能。在我完成了这个与我同行项目之后，我重新去走这些路线，然

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时的人们在学习容忍那些不同驱动力下的他人

的行为”—博伊于斯。什么样的环境更有助于催生这样的相遇？索

尔尼特认为，两点之间的愉快行走可以将这两点间的空间转换为一

个公园，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公园”。由陌生人和本地人分享的行

程则构成了一个分享认可的平台。这个行走持续一段时间，这段时

间则形成了一种回忆，这段回忆就是一个同时存在于文化范畴内部

和外部的空间。

我首先定义了三种行走的形式：觅食、游行及漫步。我从每个形

式中汲取一个方面，形成一种设计方法论，让我的项目拥有三重要

素：一，路径中散布着等距的插入点；二，不断出现的提示；三，静

止点，或岛屿。

路径和插入点。我首先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一条路径，然后自己

先去尝试行走。我靠着直觉、好奇以及当地人的建议漫步，这样一

来，一条充满生气的道路就变成了我的共同作者。我要首先熟悉路

线，并将行走时间控制在60分钟（只有科隆是70分钟），估计好了

距离之后，我把这些距离等分成15分，然后在其中定下14个点。我

寻找与约翰凯奇的“贝壳”作品类似的媒介。那些贝壳里面充满了

水，一旦触动就发出咯咯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的质量无法调控、

没有模式。在我的行走项目中，插入点的设置就启发了很多不可预

期的对话。这些对话，我会在第二天通过记忆记录下来，而他们的

摘要被集合成册。这些书记录了我自己的经历如何与每个不同的同

行者重叠，然后产生了关于空间的流动认知。

提示：阅读和书写。因为过去背井离乡的经历，我学会了一种如

何在陌生环境里自处的技能，通过每天完成一个小任务的方式，我

在新环境里漫步，找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情感。采用同样的方法，

“与我同行”中我在出发前会发给同伴15张纸，一支铅笔和一卷用

线卷起来的棕色纸。这些棕色纸片上写着一些提示。第一个提示写

道：“识别一种日常行为，谁在做什么？”这样一来我们的环境就立

即成了行走的一部分。无关的信息会被过滤掉，因为你马上要做出

决定，要找到一条途径来表达经验知识和直接体验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来到第一个插入点时，我的同伴会写下他们观察到的东西然

后撕下那一页，交回给我，然后我给出第二个纸条。这些提示按照

以下的次序被交到同伴手中。这些提示来自于斯图尔特的文章“日

常的情感”。

1， 日常的构成。观察一个日常行为：谁在做什么？

2，列出一个不安的瞬间；

3，观察一项善意的行为；

4，你觉得在哪里感到不自在？

5，记下一些不太正确的事情；

后尝试用炭笔，水墨或其他媒介来陈现他们。

在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地图主要是用来呈现交通状态的。当时

的地图中，空间组织系统主要由三个集中区域构成：森林和荒地、

开垦用地、以及封闭的村落。在“与我同行”项目中，那些提示纸条

激活了环境的可识别性，于是我利用这些提示纸条出现的空间节

点，并将这些节点在线路图上连接在一起，我发现这些连线创建了

一个三维的区域网络。当我把原有的路线线条去掉后，这些环状网

络就更加鲜明可见，每一个区间都代表了一个独特的意识场域。

树枝摩擦可以生火，在“与我同行”中，体验的交换产生了未

来的可能。过去、现在与未来被重置。在纸上写下来的那些话语变

成了一种微妙的连接。就像古希腊剧场里的合唱团那样，我们这些

行走的人，当我们的共生关系产生的那一瞬间，就彼此参与了这种

情境。那些文字就好像是带有私密性的冥想，当我们同步走路时，

我们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直觉。第四个提示：“你觉得在哪里感到不

自在？”是一个存在感的提示，它启动了主人公“无我化”的过程。

第五个提示，“记下一些不太正确的事情”，又将我们带到了外部环

境。在此之后，这些提示不断地左右我们的思索方向。第十个提示，

“感受距离：下一个“岛屿”在哪里？”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体

正在一起移动——这时候我们已经至少走了一小时了。下一个提示：

“你有点累了感到需要休息，有什么回应了你的需求？”让人意识

到了正在发生的筋疲力尽的感受。

参与者们写下来的记录中透露着不满、自我怀疑、愤怒、愉快、

期待和失望的各种情感。最后一个提示要求我们找到一个焦虑不安

的瞬间。我向我的伙伴们解释说，我将这种不安解读为一种怯场的

感受，而他们写下来的答案各不相同，从“一个可以开始新旅程的

好地方”，或“我更想好好庆祝一下”，到“红灯浪费了我们大部分

的时间”等等。也有一些行走着给出了不同性质的答案，比如“当我

看到有人处于危险中，我很努力尝试却无法帮到他，这样我会感到

焦虑”，以及“想象我把脑袋放到了污染的水沟中。”

在我的装置艺术作品中，我再次倾向于制作一个迷宫。我们之

前讲到在古希腊，有另一种迷宫，它很复杂、令人混淆而且以一种叙

事的形态出现。于是那些有着这些文字的资料以两种方式出现：一

系列的盒子以及一个网站：www.walk-with-me.org.uk

这些笔记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文献资料库，为历史提供

了一个证据。这些是一些不具名的人物留下的一些观察，并采取了

他们最独特的方式的表达，他们身体的移动以及指尖的书写产生了

一种“人性书写”。

结论

一直以来，我的研究目标是为了微调人们对某件事情的共同认

知。对于那些我们参与其中的事件，我需要创造一个能够再次呈现

该事件的过程，并以此来反思我们的价值观。我使用的材料是情感

和经验。正是情感照亮了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假设，照亮我们耕耘城

市景观的过程。

我的实践探索了景观和人性之间的流动性的界面，并运用了以

下的元素：

-为两个主体在同一个节奏中运动创造条件

-识别人体器官与环境之间的无声对话

-实帮助人们观察、记录和表达自己的认知和思考

-对不同城市在相等条件下产生的相似刺激产生反应，然后形

成移情效应的回应

-为对话/知觉的转换创造条件，以路上的所遇和行动来实现，

以让我们自己察觉到现实“形态变化”的本质

-强调长期性和慢节奏，以产生直觉、形成思维的转换过程

 

“由于地球是圆的，行走离开同时也是接近的一种（Homi 

Nhaba， 2013）将五条路线的节点互相连接构成新的情感联系（做起依次为：北京、科隆、台东、上海、厦门）

将不同路线摆在一起，小卖部放在中间，再把节点连接，把路线移去，就构成了全新的意识形态空间

柏林

厦门

上海

北京
科隆

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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