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
前天去尤伦斯和崔峤也就是以前的歌德学院
文化主任现在的尤伦斯教育部主任见面
因为以前合作过，所以很快谈定一些事情

首先是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在尤伦斯
办撒把芥末音乐会
分门票
没音箱，谁用谁带

然后他们每两个月会办一期免费杂志，方16
开，24页，5000-8000份
3月是我们的，带一张CD
撒把芥末10年回顾
这张CD应该是什么？1月演出的现场录音？
水陆观音的现场录音精选？还是别的什么？

我们需要一些合适的节目，比较安静的，不
插电的，互动的，表演性的⋯⋯

因为时间紧，我先和崔峤谈定了第一次的阵
容：1月28号，巫娜，王凡，小河，颜峻

先汇报一下，我们见面再聊细节吧

颜峻

Dear 新年快乐！
附件是我们1月份活动的预告供你参考，会从
明天起放在UCCA门口的大灯箱展示宣传。
 
除此之外，我们每个月有8个重点活动可以在
798主路沿途的大灯箱做重点宣传，
你们的演出当然是重点，从1月下旬会有海报
灯箱！
 
等你的海报设计啦！
 
p.s. 把你的宝贝设计师简历/作品精选给我，
已经推荐给我们的媒体部，他们正要找一个
新设计师

二楼大客厅
演出名字：撒把芥末音乐会/第一期，文房
四宝：巫娜（古琴），王凡（电脑），小河
（吉他），颜峻（电子）
介绍：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UCCA
二楼大客厅，即兴音乐，小声音乐，声音表
演，土先锋发飙，东西方错位，等等；水陆
观音，迷你迷笛，咖喱秀，数百次实验声音
的策动者，中国耳朵和山寨心，一往情深的
活动组织者，等等；专门和国际脱轨，一心
煽动欲望，致力于音乐滋补生活，等等。
策划：撒把芥末（www.subjam.org）



“文房四宝”果然不好听
不如不要，为什么每场都要一个名
字？
要名字的话，撒把芥末足够了
那么设计海报可以不用文房四宝

撒把芥末音乐会，1月，巫娜王凡小
河颜峻

简单的信息，海报不着急确定系列
的风格，态度我有感觉：就是我们
寄生，游击，插入，了又一个新的
空间，不是入侵而是化学反应
过两天争取一起去看场地，和巫娜
小河王凡，约不齐的话可以分开去
看

6
或7号，我们可以一起
开会重点是艺人和乐评人名单，海
报和印刷，宣传
大家先准备想法，我之前提的名单
和想法仅作为参考

3月尤伦斯的那场，也许可以和撒丽
不跳舞连起来，用一辆大巴把东边
的观众运去西边，在车上也可以有
演出，也许可以向艺人征集报名
撒 丽 不 跳 舞 的 下 午 场 应 该 怎 样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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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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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public programs
Upcoming:
艺术影院 Art Cinematheque
一路向“北”—— 朝鲜纪录片展
Heading to the NORTH: Documentaries on North Korea(DPRK)
December 26  27 Γuditorium
 “中国新设计”系列14：公共空间的多媒体未来1
Series “China New Design” 14: The future of Multimedia in Public 
Spaces 1
December 27 10:30 - 12:00 Auditorium
艺术家讲座：国家、个人和纪念碑-邱志杰对话赵汀阳
Artists Talk: Country, Individual and Monument-Qiu Zhijie in dialogue with 
Zhao Tingyang
2009 December 27 16 30-18 30 Γuditorium

"By visiting us, you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reative scene: you give an artist an opportunity to present his 
work to a larger audience, a student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free lecture, a 
community the means to grow."

"您的光临等同于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长期发展出一份力：年
轻艺术家获得更多的机会把作品呈现给大众，学生得以参加免费的讲
座，本土艺术群落将有机会不断发展壮大。"



hi!
no more regular Tuesday show. for meet us again you have to read our email 
and keep passion for live and life.
from this week, we have a new project at UCCA (http://www.ucca.org.cn/) 
in 798: last Sauaday afternoon of every month; acoustic instrument, small 
monitor speakers, sound/music game and performance, live video/visual...
Γs the ÿrst time Sub JΓm Γt UCCA, PM 2:00 of JΓnuΓry 30th, pleΓse come to 
see 4 musicians play very different music together: Wu Na (guqin), Wang Fan 
(laptop), Xiao He (guitar and voice), Yan Jun (electronics).
ticket: rmb 30
google their name if you haven't heard them.
see you around!
Sub Jam

嘿！
每周二固定的演出没有啦。想和我们一起热闹就等着收邮件，并保持
热情。
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在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http://www.ucca.org.
cn/）策划一个新项目：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原声乐器，小型
监听音箱，声音/音乐游戏和表演，现场视频和录像，等等⋯⋯
1月30日下午2点
4种不同的音乐化合在一起：巫娜（古琴），王凡（笔记本），小河
（人声，吉他），颜峻（电子）
门票30
如果不知道他们，请自行google
回见！
撒把芥末





刚才转发了邮件给你，尤伦斯催2月海报了
明天和他们谈商店代理的事情，近期最好能做个介绍唱片的小册子出
来，各个商店可以用。要么就不做它，到时候用3月份尤伦斯杂志撒
把芥末专号代替？
好消息：开春老羊可能要种菜了
总之明天见

撒丽不跳舞音乐节（Sally Cann’t Dance）由D22酒吧和兵马司
（Maybe Mars）厂牌主办，每年3月举行。每年邀请不同的策划人主
持。第一届（2008年）由萨克斯演奏家李铁桥策划，第二届（2009）
由乐评人张晓舟策划，第三届（2010）由实验音乐组织撒把芥末策
划。
这是一个专注于实验音乐和即兴音乐的聚会，参演艺人的表演，包括
自由即兴，噪音，互动装置，迷幻噪音，微型戏剧⋯⋯
本届音乐节有著名前卫吉他手 Fred Frith 加盟，为此我们特别设立了
28日下午的即兴聚会，由他和10名本地乐手分组合作。
27日下午，观众还可以在798尤伦斯艺术中心搭乘免费大巴，前往D22

 ONG  
两天的音乐节，日益发展的中国实验音乐场景的浓缩，身体和耳朵的
盛会⋯⋯
更多详细信息将在以下网站上发布：
www.d-22.cn
www.subjam.org

我: ucca杂志今天可以发给你，是个章节分类，你看看便知
  
然后没问题了，分头去完成吧
 
Yan: 好，我刚到家

几年前做过一个系列叫做“壹家”
现在想重新做，不用这个名字
3月我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接下来我脑子里有杨漾和李增辉，4月李戴
果在，也许也可以安排他
自己请一两个嘉宾
你们想法如何？我觉得观众不需要多，演出时间也不需要长，周期不
定，关键是真正体现一个人的个人风格

xiaoyu he 发送至 Yan, 我, 马加, nojiji, xieyun20060620
显示详细信息 3月2日
我觉得没问题，个人才艺表演是很需要的。即兴这么多，应该有点简
约的单打独斗



大家好！
新的一年，祝大家健康快乐，气定神闲，呼风唤雨，金枪不
倒！

hello friends:
happy new year!
wish you move like tiger and sleep like... little tiger!

撒把芥末  Sub Jam
www.subjam.org

顺便广告：
过完年来看演出，撒把芥末在尤伦斯艺术中心安排了新节目，

FM3 
作“孟加拉湾短波”⋯⋯
after new year we see you at UCCA (Feb 27th pm2): Willaim Basinski's 
ÿrst show in ChinΓ, ZhΓng JiΓn (of FM3)'s new box...
http://www.douban.com/event/11501513/



大家好！
过完年了？胖了？懒了，不想动弹了？需要活动活
动，两脚发力重返精神家园了？
2月27号下午2点，798尤伦斯艺术中心，撒把芥末音
乐会第2期

演出了，这是一件意外的礼物
我也通知你了

简单的说，他们4位搭配在一起，合适
很快见！
颜峻

hi guys:
after the big noise of fireworks we will have some 
peaceful music.
now i'm thrill for this up-coming peace.

mmm, so far, i think this monthly concert at UCCA is 
going well...

see you around
yan jun



已看到阮你的想法我完全赞同和理解我知道怎么去准备了/我3
号到京/保持随联/每天都在喝醉的凡



Yan Jun 发送至 我
显示详细信息 3月11日
正在整理UCCA杂志的文字，发现撒把芥末官网需要增加一个搜索功能
不然如果有人想找一个过去的信息会非常难

首页还要加一个密集博客的链接

我的个人网站要加一个演出活动信息，以后我就自己加，不用myspace了
叫做“活动预告 Event schedule”，不过这个不着急，先赶别的吧

余额不足，刚转了500，先买烧饼吧
明天再转1500给你

WuYaoYao 发送至 我, Yan
显示详细信息 2月21日 
阿软！ 谢谢！！！

有几个问题：

1. 我们的海报设计除了用于演出前的打印，还有很重要的作用是在各种电子、
网络、报刊杂志宣传册使用。这个海报的字号用在打印出来的大海报上效果很
好，但是其他时候因为版面有限就看不见字了，有很多关于时间地点演出者
的信息都看不见，变成纯装饰性图片（http://www.ucca.org.cn/portal/activitie/
view.798?id=386&menuId=28）。咱们需不需要调整一下字号？

2. 一定写上学生价格，不然前台会被很多人问到十万个为什么。“门票30 学生
20/Entry 30 Student20”

3. 对照你原来排版的三句英文，修改如下：
  Free shuttle from UCCA to D22 Club for The 3rd The Sally Can't Dance Festival
  After UCCA-Subjam Concert
  ONG will perform in the shuttle

4. 相比之下我好像更喜欢subjam-ucca3一点 两个都挺好的 谢谢！！

四月活动的信息见附件 这个不那么急了 可以明天给我 谢谢！

瑶瑶



WuYaoYao 发送至 我, Yan
显示详细信息 3月22日
亲爱的设计师
 
四月撒把芥末的海报该给我了吧，这次我们会早早印刷，早早张贴的。
 
Wu Yao Yao 吴瑶瑶| Coordinator 项目协调
Education and public department  文化教育部|公众项目部
TEL: 86 10 8610 8701 
FAX: 86 10 8459 9717
MOBILE: 86 135 110 33341
EMAIL: yaoyao.wu@ucc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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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CCA.ORG.CN
 

Education and public programs
Upcoming:
 
3.16-3.20 / 周二 TUE-周六 SAT
【艺术影院】从“杂种”到“有种”：张元的电影
【Art Cinematheque】Zhang Yuan’s Films: From Beijing Bastards to Unspoiled 
Brats
3.17 / 周三 WED/14:00 - 16:00
【艺术项目】艺术家讲座: 艺术市场 法文配中文翻译/嘉宾：Jean-Marie Schmitt
（巴黎高等艺术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及校长)
【Art Program】Artists Talk: Art Market Frenc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Guest: 
Jean-Marie Schmitt (co-director of IESA-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rts)
3.18 / 周四 THU/16:30 - 18:00
【艺术项目】艺术家讲座：张元对话刘小东/中文
【Art Program】Artists Talk : Zhang Yuan in dialogue with Liu Xiaodong/In Chinese 
Only
3.19 / 周五 FRI /14:00 - 15:30

【媒体项目】UCCA—《0086》“青年意见领袖”系列9: 宋洋和他的BADGIRL 
音乐项目/ 中文
【Press Porject】UCCA-0086 Magazine Series "Young Opinion Leader" 9: Song Yang 
and His Bad Girl Cure / In Chinese Only
3.20-28 / 周六 SAT- 周日 SUN

/ 
【Art Cinematheque】Eric Rohmer's Retrospective / English and Chinese subtitles
3.20 / 周六 SAT
【艺术项目】UCCA 系列学术演讲与对话-改造历史：2000—2009 年的中国新艺
术/ 中文
10:30从“新艺术史”到“图像霸权”——视觉文化研究在中国
16:00 从符号学看什么是艺术？再看当代艺术有没有危机？
【Art Program】UCCA Series Academic lectures and dialogs
Reshaping History: China Art from 2000 - 2009 / In Chinese Only
3.20, 10:30 From "New History of Art" to "Image Hegemony"——Visual Culture 
Research
3.20, 16:00 What’s Art in the View of Image Semiotics？Are there any crisis exist in 
contemporary art?
3.20 / 周六 SAT /13:30 - 15:00
【艺术项目】艺术家讲座: 卢广 — 关于中国污染 /嘉宾：卢广 李健亚/ 中文
【Art Program】Artist Talk: Lu Guang - About Pollution in China /Guests: Lu Guang, 
Li Jianya / In Chinese Only
3.20 / 周六 SAT /15:30 - 17:30
【媒体项目】UCCA—《青年视觉》杂志“浪潮”系列1: 中间人— 关于情人的
角落 /嘉宾：Yuki 鸽子 熊小默 云亭 / 中文
【Press Porject】UCCA-VISION "Wave" Series 1: Man In The Middle - A Corner 
About Lovers /Guests: Yuki, Ge Zi, Xiong Xiaomo, Yun Ting / In Chinese Only
3.21 / 周日 SUN /10:00 - 12:00
【青少节目】PUMA 儿童创意坊: 我的快乐运动/ 中英文
【Children/Youth Program】PUMA Children Workshop: My Funny Sport /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3.21 / 周日 SUN /11:00 - 12:30
【媒体项目】
UCCA-FCCC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独家号外”系列 8: 新闻在非洲 /嘉宾：穆海
瑞( 马拉维国记者) 田中正良（NHK记者） / 中英文
【Press Porject】UCCA - FCCC "Breaking News" Series 8: Reporting in Africa /
Guest: Marcus Muhariwa ( Malawian Journalist ); Tanaka Masayoshi(NHK Journalis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3.21 / 周日 SUN /13:00 - 15:00

:  / 
【Art Program】Artist Talk: Kehinde Wiley/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By visiting us, you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reative scene: you give an artist an opportunity to present his work to a larger audience, 
a student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free lecture, a community the means to grow."
"您的光临等同于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长期发展出一份力：年轻艺术家
获得更多的机会把作品呈现给大众，学生得以参加免费的讲座，本土艺术群落
将有机会不断发展壮大。"

Yan Jun 发送至 subjam
显示详细信息 4月6日 
大家好！
春光无限好，夏天快来到
一年四季，撒把芥末一刻不停地制造着混乱，欢迎收听最新一期敌台：
http://miji.subjam.org/archives/562 

水陆观音结束后，撒把芥末开始策划更多不规律的演出，以及两个系列活动：
UCCA撒把芥末音乐会，和撒把芥末小型音乐会。4月的小型音乐会，是萨克
斯，人声和微型戏剧表演者李增辉的个人专场：
http://www.douban.com/event/11718750/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UCCA撒把芥末音乐会。4月是成员来自法，比，
美，英四国的多媒体现场音乐团体 ETC，嘉宾吴非，颜峻：
http://www.douban.com/event/11614308/

我们到处见！
颜峻 / 撒把芥末

hello!
life is intense, right?
as winter past, spring fast and summer last, Sub Jam is moving all the time.
welcome to listen to the newest Radio Enemy:
http://miji.subjam.org/archives/562 

we have two series concerts along side of many non-regular shows. one is UCCA Sub 
Jam concert and another is Sub Jam mini concert. this month, we have Li Zenghui the 
saxophone/voice/mini-theater monster:
pm 8:30, april 23rd, 2kolegas bar, ticket 50rmb
http://www.douban.com/event/11718750/

the UCCA Sub Jam concert is take place in last Satuaday afternoon of each month. 
in April we have multi-media project ETC (members from US, FR, BE and UK) with 
guest Wu Fei and Yan Jun:
http://www.douban.com/event/11614308/

see you everywhere!
yan jun / Sub Jam

更多活动信息，请查询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www.ucca.org.cn

如无法正常显示请点击：直接打开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798 Art District, JiuXianQiaoLu No.4,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PR. China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00015
WWW.UCCA.ORG.CN 

"By visiting us, you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reative scene: you give an artist an opportunity to present his work to a larger audience, 
a student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free lecture, a community the means to grow."
"您的光临等同于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长期发展出一份力：年轻艺术家
获得更多的机会把作品呈现给大众，学生得以参加免费的讲座，本土艺术群落
将有机会不断发展壮大。"



Yan Jun 发送至 我, WuYaoYao
显示详细信息 2月21日
4月的价格，还是得50，因为ETC的代理人坚持
以后
关于坚持30的价格，崔总是想继续亲民吧，可以吸引更多观众，这个我赞成
但是如果因此来的人太随便，那就不妙了，这个我没有调查，得你们来判断，
重点是演出效果好，有好的观众，好的互动，钱不是最重要的
不能靠人气树立品牌
所以请再研究下

xiaoyu he 发送至 我, Yan
显示详细信息 5月8日
miji博客试验后发现不适合我，我在那个场子里渐渐没有任何欲望和想法，不
写了。
敌台肯定得继续玩下去



注意以后都是下午4点开始，门票50/25了啊

5月：没谱四重奏（N4A）（笔记本，萨克斯，吉他，人声，电子设备）：为老
电影现场配乐
6月：... （笔记本） + 颜峻（电子设备） + VAVABOND（笔记本）

这个“...”是一个瑞士人的代号，很容易被误解的说

介绍：

...：
1983 ...

他用笔记本电脑演奏即兴音乐。他对自己的音乐的描述是：从20到2万赫兹的声
音。
http://www.myspace.com/threelilpoints

 . . .:
Nikola Mounoud is born in 1983 (g.c.). at this location : 46° 26' 00'' N 6° 55' 00'' E 
and present his solo musical live project . . .
A dense texture, strong dynamics and different way to work on un-harmonic and/or 
harmonic sounds with numeric and analogic feedbacks 
as only sound source. "Feel free to think whatever you need and/or want music has no 
style and no scheme it is simply Art. What more could I say ? Maybe it is live music by a 
human (chromosome XY) in interaction with a computer, an analog mixer and a bunch 
of cables."
http://www.myspace.com/threelilpoints

VAVABOND

VAVABOND是使用Max/MSP演出噪音音乐的女性艺术家。她的声音基本来源
于颗粒质感的电子声响、电波频率交界处的噪音、昆虫震动发出的鸣响、宇宙
射线、麦田怪圈、息和光，强大的声波在噪声中交织出奇特的私密空间。除
个人SOLO计划外，还与李剑鸿组成迷幻噪音组合“迷走神经”和环境即兴组
合“不可能的可能性”。她曾参加多次国内实验/噪音和新媒体艺术活动，包
括NOIShanghai、2pi唱片的“出神”巡演、2007大声展的“听游记”和“咖喱
秀”项目、2pi音乐节、上海美术馆主办的“果冻时代”展览、 “重织城市”
香港/深圳建筑双城展、上海电子艺术节、2009年先锋音乐节等。

As a female noiser, VAVABOND mainly uses Max/MSP to play. The origins of her 
sound can be traced to granular electric sounds, noises between radio frequencies, 
vibration buzz of bugs, cosmic laser beams, crop circles, the breath and the light, which 
create a very intimate and private space in the thick texture of  sound waves.

She is active in experimental / noise music scene and new media art of China, 
participating various events such NOIShanghai, 2pi’s ChuShen Tour, “Moving 
Soundscape” Performance and “Home Show” of Get It Louder 2007, 2pi Festival, 
Jelly Times Exhibition by Shanghai Art Gallery, and the Central Subconsciousness of 
the Refabricating City-Hong Kong / Shenzhen Architecture Exhibition, Shanghai E-Art 
Festival, Sally Can’t Dance Festival 2009, etc. as a sound artist.

颜峻
声音工作者，文字工作者。
利用话筒和音箱的反馈，演奏即兴音乐。
www.yanjun.org

Yan Jun
work in the realm of sound and language.
his live performance engages feedback noise as improvised muisc.
www.yanjun.org



Yan Jun 发送至 WuYaoYao, Qiao, 我, feng

这个是我写的普及文字的修改版。

撒把芥末活动作为一个系列，是否能在你们的网站和豆瓣活动中有一个独立的
区域呢？这个文字可以在那里出现
要么就是在其他地方出现
我觉得你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活动，大多数都相互淹没，找不到合适的观众，最
后只能碰运气，看谁更有名，或者题目更炫
如果我们的活动只是漫长节目单中的一个，作为一个题目，统计数字，而不是
现场的效果，那么就失去了意义
作为合作主办人，我们需要你们在推广上给予支持，而不只是提供场地和现场
协调，这个在一开始和崔大师聊天的时候，就是打动我的重点
崔老师说活动太多了，海报只能在头一天出现，以后会用滚动的方式出现，但
我觉得这仍然没有用，这只能说明ucca牛逼，有很多活动，有一个超级大的容
量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和撒把芥末合作？实验音乐对ucca意味着什么？
祝好！
颜峻

什么是撒把芥末？
撒把芥末是一个实验音乐组织，从国际交流到微型聚会，活动频繁。10年前致
力于地下摇滚，独立电影和新文学，随后专注于实验音乐和声音艺术。5年前
创办 mini midi 音乐节，目前正在全国巡回。一周一次的“水陆观音”在167期
后停办，被 Wire 杂志誉为“世界上最勇敢的即兴音乐活动”。
请看 www.subjam.org，或者豆瓣主办方“撒把芥末”，写邮件到 subjam@gmail.
com 可以订阅活动预告。

什么是实验音乐？
笼统地说，包括噪音，电脑音乐，自由即兴，凡此种种非传统，非学院，非流
行的声音。有时候很吵，有时候很静，有时候传统乐器和电脑编程融为一体，
有时候让人们跳舞，不一而足。
在中国，它起步于1990年代中后期。但它潜在的传统，可能要追溯到古代：古
琴和“心”的关系，聆听雨声和松涛，享受做爱的声音⋯⋯
在欧美，它起源于100年来对传统音乐的反叛和延续。1910年代，欧洲人意识
到，城市里的噪音就是过去的田野自然之声，音乐从此不同。经过学院先锋
派，前卫艺术，科技开发和流行乐地下分支的探索，今天已经蔚为壮观。
“实验音乐”这个词，和当代音乐，前卫音乐，新音乐，声音艺术这些词，有
很大的交集。这个词更强调冒险，和保持独立。

为什么听实验音乐？
1，为了接触新鲜事物，和时代保持同步；
2，为了得到不同的体验，比如按摩耳膜和牙齿；

3，为了换个角度听世界，开发潜意识和超能力；
4，你和它有缘分；
5，看完演出后，发现自己听见了平时忽略的声音，比如空调和冰箱，堵车的
时候交通噪音也不烦人了（当你不抗拒噪音，而是聆听它的时候，它会变得好
听？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吗？）；
6，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实验音乐是关于现实的音乐，不规则的声音，意外
的声音，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也反映了当代人复杂的内心结构；

为什么要去现场？
1，活动活动身体，不得肩周炎；
2，和别人聊天，互相看看眼睛，有助于心灵成长；
3，所有的声音都转瞬即逝，观众和演奏者一起体验这种未知；
4，观众的情绪，音响，空间，各种因素都会影响现场的结果，置身于人群
中，人和音乐相互联系，这就是传说中的沟通；
5，听音乐并非为了追求完美，而是尽可能体验得更多，人在体验中存在。

为什么没有人唱歌？
歌声只是音乐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也许你听到的音乐都是歌曲，那说明你还没
有接触到其他的，99.99％的音乐。

为什么有刺耳的噪音，会伤害耳朵吗？
有的人觉得噪音很过瘾，就像吃火锅。有的人认为噪音能让内心平静。全世界
有成千上万人每天研究和欣赏噪音，耳朵都健在。

为什么有人乱喊乱叫，或者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这些我也能做到？
是，人人都可以，只要你有欲望去做，到了舞台上你才能找到这样做的理由。
但为什么多数人没有欲望呢？

应该怎样欣赏实验音乐？怎样判断一个音乐是好作品？
有很多种方法。其中的一个是：像品茶，品酒一样，品尝声音的种种细节。
还有一种说法，是跟随声音，顺流而下。
有人在实验音乐现场跳舞，不在乎跳得好不好看，这也是一种方法。
一开始，不用去判断好坏高下。然后，身体做出选择，大脑做点辅助工作。再
往后才是思考啊，理论啊什么的。总之，千万不要形成被称之为品位的枷锁。



WuYaoYao 发送至 Yan, Qiao, 我, feng
显示详细信息 5月17日
颜老大
 
豆瓣上没有位置做独立的区域，但是如果每一期活动都有比较多的文字说明的
话，应该可以在尤伦斯的网站开辟出一块单独的页面来放撒把芥末的阐释。
 
其实我觉得这样多有一些这样的文字是很好的，因为题目是音乐会，但在宣传
上又没有体现出是实验音乐。很多人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奔着音乐会的称呼来
参加活动，结果发现不是自己想象的音乐类型，又不明白这些噪音想要传递的
是什么，所以来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应该做得更有针对性一些。
 
我记得william basinski演出的那次，他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讲解不同的设备如何
操作，讲他为什么制造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声音，有许多人问问题。有时候阐释
也是必要的。
 
或者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次活动，就是邀请观众带着自己的电脑、破铜烂
铁、任何可以发声的东西来。把你们的声音观念传递给大家，也邀请大家一起
来参与到这个音乐的制造中来。
 
瑶瑶



5.18  5.23/  - TUE-SUN/18:30
【艺术影院】“台湾往事”——台湾外省人纪录片展映及讨论会
【Art Cinematheque】Memories of Taiwan - Mainlander of Taiwan Documentary 
Festival & Discussion
5.20/ THU/14:00  17:00
【文化项目】UCCA-EU：我们还能享受生物多样性多久？/合作方:中国-欧盟生
物多样性项目
【Culture Program】UCCA-EU: How Much Longer Can We Celebrate Biodiversity?/
Partner: EU-China Biodiversity Programme
5.22/ SAT/10:00  14:00/ Beijing Zoo
【青少节目】儿童公益活动：动物成长日记-打工子弟及小朋友动物园艺术互动
【Children/Youth Program】Public Children’s Program:Animals Growing Diary- 
Migrant School Students and Children Art Activity
5.22/ SAT/14:00  15:30
【文化项目】UCCA-NGO系列 2：长城 —历史、建筑和它背后的故事
【Culture Program】UCCA-NGO Series 2: Great Wall - History, Architecture and 
Stories
5.22/ SAT/14:30  17:00
【媒体项目】UCCA-《青年视觉》杂志“浪潮”系列3：让电子乐在地下生长
【Press Project】UCCA-VISION “Wave” Series 3: Keep Electronic Underground
5.22/ SAT/16:00  17:30
【文化项目】UCCA“中国故事”系列 ８: 洪天祥：声音都市
【Cultural Programs】UCCA “China Stories” Series 8 :Matthew Niederhauser: 
Sound Kapital
5.23/ SUN/10:00  12:00
【青少节目】UCCA-“启想”儿童工作坊及艺术教育讲座系列2/讲座：茶艺与
生活/儿童茶艺工作坊：清清茶香 悠悠童心
【Children/Youth Program】UCCA-”Creative” Children Workshop & Art 
Education Lecture Series 2
Lecture: Tea Art and Life/Children Tea Art Workshop
5.23/ SUN/15:00  17:00
【媒体项目】UCCA-《LENS.视觉》“LENS背后的故事”系列 1：热新闻后的
冷发现——《震后两年》+《干涸的村庄》
【Press Project】UCCA - LENS Magazine “Stories behind LENS’ ”Series 1:The 
Truth behind the Hot Stories- What Happened behind the News about the Earthquake 
and Drought



f e n g  h a o  发 送 至  李  增 辉 ,  我 , 
WuYaoYao, Yan, 武 权, shiz
显示详细信息 5月18日
关 于 没 谱 四 重 奏 尤 伦 斯 演 出 的 文
字——搜狗诗0000002

白日梦色基波谱
肤色蝴蝶花 艰苦发射机
迪斯科少年班 独生女艰苦
妇女得分
反对那首科技 部分反对农家肥
任何编年史看了少年开始解放
公使馆每年开绿灯大师傅逆定理
博客防不胜防了时代感尼勒克
地方军甩发三耐烦鼓机呢
铬镍钢法少年宫狗屎堆昆仑山的迪斯
科硫酸钠妇女
孤苦伶仃甩发发动机了工商联
少年犯艰苦当年上轨道宁可各级领导
大师傅管理开始艰苦感
大师傅犯得上不好空手道方法
伏牛山独领风骚纪念封个奉国寺的防
哦
副食店法律分十分度磅
副食店奉公守法
当年高速公路棵上轨道三个内来看福
声反对佛俄而发
时代感那首甩发贫困酱豆腐士大夫工
商联地方
巴斯德艰苦风景点部分发电风扇进犯
棵破
该哦大杀风景大师傅电视机
东三省地方风刀霜剑热闹空手道法哦
士大夫说大话法
人工湖绥芬河就可四偶尔了飞机
佛热风机人年电管局可日日开始
飞机人个工人进入工人个了
萨克管人人生观艰苦
虽然工会虽然虽然饰界
三个溶解热们长飞机工人内收割机偶
数



李 增辉 发送至 我, WuYaoYao, Yan, 冯昊, 武 权, shiz
显示详细信息 5月18日
关于没谱尤伦斯演出文字——李增辉版：
我拼命甩动宇宙这块手帕
    欲抖落那颗叫做世界的灰尘

未曾始料竟突遭莫名灌溉
    饥渴物质的精神中塞满了盐

空望前后上下左右之穷泉
    独见天尽头长霞直插心尽头

盘算将涣散泡沫铸成丰碑
    忽闻规划其中的我嘎然而止

quan wu 发送至 我, feng, xieyun20060620, WuYaoYao, Yan, shiz
显示详细信息 5月18日
关于没谱尤伦斯演出文字——武权版：n---p + e- + v-
这是一段粒子的物理终极公式，拿来用吧，阮总可以用这个无穷重复⋯⋯：）

shiz  发送至 武 权,  我,  f eng , 
xieyun20060620, WuYaoYao, Yan
显示详细信息 5月18日
UCCA is nice.
798 is good.
Beijing is great.
Our country is wonderful!
 
开玩笑呢 我不喜欢写东西 要不
就留白吧
 
shizshizshizshizshizshiz
shizshizshizshizshizshiz
shizshizshizshizshizshiz
shizshizshizshizshizshiz
shizshizshizshizshizshiz
shizshizshizshizshizshiz
shizshizshizshizshizshiz



From: shiz [mailto:shizneo@qq.com]
Sent: Tue 5/18/2010 11:55 PM
To: Yan Jun; WuYaoYao
Cc: feng hao; ? ??; R000R; ? ?
Subject: 回复： ???????????--????

同意 柿子  yaoyao同学辛苦了 实在有困难也不勉强
 
 
------------------ 原始邮件 ------------------
发件人: "Yan Jun"<subjam@gmail.com>;
发送时间: 2010年5月18日(星期二) 晚上11:47
收件人: "WuYaoYao"<yaoyao.wu@ucca.org.cn>;
主题: Re: ???????????--????
 
就改为：没谱四重奏这次不为老电影配乐，也不在舞台上搭建厨房四菜一汤，
也不用微波炉烤苹果，他们坐在4只音箱后面思考宇宙，生命和其他我们共同
关心的问题，伴随着超慢的视频，其他的声音从天花板吸顶音箱飘下来，正所
谓此曲只应天上有
一种好听的音乐，立体的电影，为宇宙，生命和未来人伴奏

大家觉得可以吗？

quan wu 发送至 WuYaoYao, shiz, Yan, feng, ?, 我
显示详细信息 5月19日
如果难平你心中怒火，我们可以试着在撒完后再捡起来，然后回家认真的读它
1000遍：）
武权wu quan
http://www.myspace.com/wuquan
wooquan@gmail.com

lulu chow 发送至 我
显示详细信息 5月21日

four times four, well, this time, N4a a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kind of things which they 
used to do ,such like : make scores for some fucking old movies, build a wild kitchen on 
the stage which used to cook four dishes and one soup,  bake big apples by microwave 
.This time, they just need to sit behind four sound boxes and try to think about universe, 
they will yell bloody murder from four different directions.



Yan Jun 发送至 我
显示详细信息 5月24日
这句话好啊
简直可以用来做内裤广告，咱们做内裤吧

2010/5/24 R000R <ruanqianrui@gmail.com>
改了一下，请看。
聪明的内裤开始拒绝极权的屁股



Yan Jun 发送至 subjam
显示详细信息 6月17日 
A: Feng Hao's solo concert
pm 9 at 2Kolegas (www.2kolegas.com), ticket: 50rmb
guitarist, sound collager, laptop musician, impoviser... he makes dream 
instead experimental music.
http://www.douban.com/artist/fenghao/

B: Yan Jun, ..., VAVABOND
pm 4 at UCCA (www.ucca.org.cn), ticket: 50rmb
audience will cover their eyes to listen to these sound improvisations.
www.yanjun.org  |  www.myspace.com/threelilpoints  |  www.douban.
com/artist/VAVABOND/ 

一，冯昊：梦境二十一面体：
6月25日晚9：00，两个好朋友酒吧（www.2kolegas.com），撒把芥
末小型音乐会系列，门票50

“今晚不做实验音乐，只做梦。 ”

冯昊 

安徽合肥人，现居北京。声音艺术家，实验乐手，设计师，“核
桃室”和“没谱四重奏”等多个乐队成员。DJ Strausss则是他进行
采样拼贴的创作代号。 
涉及实验音乐、设计、绘画、行为表演与影像等多个领域。
http://www.douban.com/artist/fenghao/

二，蒙眼音乐会：
6月26日下午4点，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撒把芥末音乐
会系列，门票50

观众蒙眼，以便专注聆听
两个笔记本，一套电子装置，全部电声，无音符，基于声音本身
的即兴 

直接来源于精神能量的即兴音乐 
与作曲，计划，愿望，表达无关的，只存在于当下瞬间的即兴音乐 

“⋯⋯既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他只关注着现在。而现在是不存在的
⋯⋯”——尼采 

瑞士乐手的代号是... 
也就是三个小点 
他用笔记本编程即兴：myspace.com/threelilpoints 

vavabond，女，即兴乐手，笔记本编程演奏者：www.douban.com/artist/
VAVABOND/ 

颜峻，男，即兴乐手，现场使用反馈装置：www.yanjun.org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Qiao Cui <cuiqiao74@gmail.com>
Date: 2010/6/21
Subject: Re: 撒把芥末杂志
To: Yan Jun <subjam@gmail.com>

老大，你这完全是SUBJAM的内部宣传册，不是我们上次讨论的“中国独立音
乐十年”的主题亚。不符合我们UCCA独立杂志的中立命题，不能做机构的个
人宣传，都是社会化的命题。所以，这次就算了，我们馆长通不过。

在 2010年6月20日 上午11:36，Yan Jun <subjam@gmail.com>写道：

这个是最终的样子，我们会用锯子打口
请告诉我需要在什么位置放你们的logo，放哪些文字，多大字号或尺寸，等等
预算多少，等等，我们自己印然后找你报销可能方便一点
会用比较便宜的有点发黄的纸

大家好！
附件中的录音，来自我们在UCCA进行的声音座谈
明天下午4点，即兴吉他手李剑鸿会在UCCA演出，欢迎大家带上自己的声音，
和他一起发声
谢谢！
撒把芥末 / 颜峻



Yan Jun 发送至 subjam
显示详细信息 7月21日 
天气越来越热了
去过了上海，北京，福州，厦门，泉州，武汉，深圳，人们说，现在看热闹的
越来越多了，看演出的却少了
你看，事情总是在变化的，随着看演出的人越来越少，演出质量也越来越好了
人们为什么要演奏，为什么需要观众，这已经不再需要回答，就像呼吸一样，
演奏者需要和另一些人分享他的孤独
不管是多少观众，他们都不是特定的人群，不需要条件，只需要聆听的意愿，
他们将不再是大众，或精英，或青年，而只是聆听的动物，在孤独中圆满，并
分享生活

7月31日下午4点，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门票50
李剑鸿，中国最优秀的即兴吉他演奏者，也是一位能量充沛的噪音艺术家，他
的吉他是法会，是山水，是迷幻药和文人画，他在国内外拥有大量粉丝，曾经
在日本和 美国的一流唱片厂牌发表作品。 

http://www.douban.com/artist/lijianhong/ 

上半场：李剑鸿独奏 
下半场：李剑鸿和观众即兴合奏 
请观众携带任意声音（一张纸，一瓶水，一个西瓜，一笼鸟，一双鞋，一辆自
行车⋯⋯） 
根据一定的规则发声（位置，次数，音量⋯⋯） 
可参考：http://www.douban.com/event/12171160/

hi guys! son't miss this if you want to see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PM 4, july 31, at UCCA art center (798), ticket: 50 rmb

li jianhong, the best impro guitarist in china. a great noiseer and neo-psychedelica 
musician as well: http://www.douban.com/artist/lijianhong/ 

he will plays solo. then plays with audience. so pls bring something that you like the 
sound (anything!)

cheers!





WuYaoYao 发送至 我
显示详细信息 7月21日
你这个也太小了吧，能不能喷出海报啊？

Wu Yao Yao 吴瑶瑶| Coordinator 项目协调
Education and public department  文化教育部|公众项目部
TEL: 86 10 8610 8701
FAX: 86 10 8459 9717
MOBILE: 86 135 110 33341
EMAIL: yaoyao.wu@ucca.org.cn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798 Art District, Jiu Xian Qiao Lu No.4, Chao 
Yang District, Beijing, PR. China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00015
WWW.UCCA.ORG.CN
"By visiting us, you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creative scene: you give an artist an opportunity to present his work to a larger audience, 
a student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free lecture, a community the means to grow."
"您的光临等同于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长期发展出一份力：年轻艺术家
获得更多的机会把作品呈现给大众，学生得以参加免费的讲座，本土艺术群落
将有机会不断发展壮大。"

项目预告Upcoming prgorams:

7.6 / 周二 TUE /14:30 - 16:00
【文化项目】“中国新设计”系列34：和张达一起“看到”并“做到”（服装
设计工作坊）/嘉宾: 张达（服装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及指导教师梁燕
【Culture Program】Series “China New Design” 34: “Seeing and Doing” with 
Designer Zhang Da (clothing workshop and student fashion show)/Guests: Fashion 
designer Zhang Da,
7.10/周六 SAT/13:30 -15:30
【文化项目】UCCA － 科学松鼠会：盲拧魔方之奥义/嘉宾: 陈丹阳（前吉尼斯
盲拧三阶魔方世界纪录保持者）/合作方:科学松鼠会 / 中文
【Culture Program】UCCA - Science Squirrels Club: Solving the Rubik’s Cube 
Blindfolded

Guest: Chen Danyang, former Guinness World Record holder for solving a Rubik’s 
Cube blindfolded
Partner: The Science Squirrels Club / In Chinese Only
7.10/周六 SAT/15:00 -16:30
【文化项目】“执客”系列 1－ 我的声音癖好 /合作方: 撒把芥末 / 嘉宾 : 
VAVABOND、颜峻 / 中文
【Culture Program】“X-Phile” Series 1-My Sound Mania/Partner: Subjam / Guests: 
VAVABOND, Yan Jun / In Chinese Only
7.10/周六 SAT/16:00 -17:30
【媒体项目】UCCA-《0086》杂志青年意见领袖系列13：加藤嘉一：我是“中
国控”？/合作方:《0086》杂志 / 嘉宾:加藤嘉一 / 中文
【Press Project】UCCA - 0086 Magazine Young Opinion Leader Series 13: Kato 
Yoshikazu: Am I A Sinophile? /Partner: 0086 Magazine / Guest: Kato Yoshikazu / In 
Chinese Only
7.11 / 周日 SUN/10:00 -11:30
【青少节目】儿童舞动工作坊：《天鹅湖》舞剧1/合作方: 中央芭蕾舞团天桥
剧场艺术教育部 / 中文
【Children/Youth Program】Children’s Dance Workshop Series: Swan Lake (1)/
Partner: National Ballet of China (Tianqiao Theatre, Arts Education Dept.) / In 
Chinese Only
7.11/周日 SUN/14:00 - 16:00
【文化项目】“民艺振兴”系列：“设计有源，工艺无界”1: 走进蓝草与蓝印
花布/合作方:播弘文化-“土泥”品牌 /嘉宾:王振兴（蓝印花布手工艺人），陌
上桑（“土泥”品牌设计总监） / 中文
【Culture Program】“The Rebirth of Folk Art” Series, Part 1: Indigo Fabric Dyeing 
/Partners: Bo Hong Culture Co. Tuni brand /Guests: Wang Zhenxing (master dyer and 
handicraft artist), Mo Shangsang (chief designer for Tuni brand) / In Chinese Only
7.11/周日 SUN/15:00 -16:30
【文化项目】NGO系列3：草原蒙古人家/合作方: 天下溪 / 中文
【Culture Program】NGO Series 3: Inner Mongolian Steppe Dwellers/Partner: Beijing 
Brooks Education Center / In Chinese Only
7.11/周日 SUN/16:30 -18:00
【文化项目】UCCA - Lonely Planet“因此我旅行” 系列 4：寻找给养的旅程/合
作方: Lonely Planet / 旅者:朱英豪 / 中文
【Press Project】UCCA-Lonely Planet “Therefore I Travel” Series 4: Journey to the 
Spring/Partner: Lonely Planet / Traveler: Zhu Yinghao / In Chinese Only





Yan Jun 发送至 subjam
显示详细信息 8月11日 
夏天耗尽了我们的精神
太多的啤酒和鸭脖子，太多的驱蚊水，太多的颓逼，太多的汗
天太热，生活已经不新鲜了，没有尽头，文艺没有希望，2012也不是个好使的
借口，如果你不能成功打起精神，就只能做个文艺青年，不纠结会死，不爱正
义会死，不熬夜看DVD也会死
你还是去死好了

这个月的尤伦斯撒把芥末音乐会，是中国和比利时的合作，古琴+电子，古筝+
钢琴，萨克斯+鼓
适合各种口味，老少咸宜，不怕你说东方主义西方主义
去年他们在比利时合作过，演出堪称精彩，盛况请听附件mp3

http://www.douban.com/event/12213476/

hi guys!
we are making a fusion, as if the summer still not hot enough.
in china there are only few people trying to play traditional instrument in contemporary 
way. two of them (Wu Na and Wu Fei) are here now.
this is not a simple "western meets eastern" concert. it's about possiblity of music itself.
Wu Fei (guzheng) + Heleen Van Haegenborgh (piano) 
Wu Na (guqin) + Esther Venrooy (laptop)
Li Tieqiao (sax) + Lander Gyselinck (drums)
guest: Yan Jun (electronics)

http://www.douban.com/event/12213476/



[已结束] 撒把芥末UCCA音乐会第9回：生命是一场噪音 [音乐/演出]

开始时间: 2010年9月26日 周日 16:00
结束时间: 2010年9月26日 周日 18:00
地点: 北京 朝阳区 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主办方: 撒把芥末   
组织者: 芥末武生  
类型: 音乐/演出
187人感兴趣   50人参加

活动介绍
聊天，游戏和表演：颜峻，王子衡，刘心宇，脑震荡，猪大 

聊天也可以是演出，或相反。 
我们带上唱片和视频来分享。并微型表演。以及小游戏。 
一场所有人参与的演出，分不清谁是观众谁是演员，分不清哪些是故意的哪些
是意外，没有背景噪音这一说。 

噪音是生命之声，生命是偶然，不一定，无常，DNA螺旋中的混沌。 
生命中蕴含着死亡，每一天，小小的毁灭。噪音是它不规则的身体，是万物的
原样。 
噪音不需要理解，只需要聆听。生命就是这样发生。 

不分轻口味重口味，男女老幼均可参加。 
免费







Date: Mon, 6 Sep 2010 10:39:51 +0800
Subject: 10月活动北京？
From: subjam@gmail.com
To: algilin@hotmail.com

骏园：
有没有看到我之前的邮件？想找到5月2号的录音
另外你有没有我们两个在长沙月湖的录音？李剑鸿想要出版

10月最后一个周末的UCCA撒把芥末音乐会，你有没有兴趣来组织一
下？你和另两位，3个上海乐手，还可以加一个北京嘉宾
如果是全部原声乐器就不用租音响
3000块3个人应该够路费，住宿再想想办法⋯⋯

你觉得呢？
安
颜峻





Yan Jun 发送至 WuYaoYao, 我, antipoeta
显示详细信息 10月15日
撒把芥末UCCA音乐会系列第11回
11月的这一场并不是音乐会，但仍然是聆听活动
声音诗，是声音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起源于达达，交汇于概念艺
术，电脑音乐，即兴音乐和行为艺术
特别的空间设计，特别的集体聆听体验，它让人重新回到语言最朦胧最
澎湃的深处

11月27日下午4点
798艺术区尤伦斯艺术中心loft
声音诗歌，现场装置，纯粹聆听活动（非现场表演）
由住在北京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诗人 打油 主持
艺术家：
林其蔚  Lin Chi-Wei
颜峻  Yan Jun
打油  Gerard Altaió
Escoffet
车前子  Che Qianzi
Martin Bakero





发件人: Yan Jun [mailto:subjam@gmail.com] 
发送时间: 2010年10月15日 17:16
收件人: WuYaoYao; Run; antipoeta (gerard altaió)
主题: Re: 给个11月的活动介绍
 

UCCA P 1 br> 11 š &#484157;
Ş??Ŧ Ή ȓ ȕ

&#217407; &#217404; &#484157; Ȋ ɚ
ΊŘ

11 27 Ǽ 4 r>798 Ȍloft

ś??/ İū  &#603004;/spΓn> br>
V ǰ  Lin Chi-Wei
ɛ  YΓn Jun
&#603004;/span>  Gerard Altai
Escoffet

  Che QiΓnzi
Martin Bakero

WuYaoYao 发送至 Yan, 我
显示详细信息 12月2日
之前电话上跟你商量的啊，我跟你说既然是为了让看展览的观众也参
与，那就最好是人最多的2:00-3:30这个档，然后你就同意了嘛。。。
 
无所谓啦，坚持4点也可以。

Yan Jun 发送至 WuYaoYao, 我
显示详细信息 12月2日
啊是吗一点都不记得了，少有⋯⋯对不起⋯⋯那么就4点吧

WuYaoYao 发送至 Yan, 我
显示详细信息 12月2日
要是这样的话，我有一个气候讲座就挪到2:00-4:00。能否请大家在2点前结束调音，
不要干扰到别的活动。除此之外当天没有别的活动啦。
 
本来是演出2:00-3:30，四点开始讲座，这样就互不干扰了。
 
 
 看你吧

Yan Jun 发送至 WuYaoYao, 我
显示详细信息 12月2日
好，2点前结束调音



Yan Jun 发送至 subjam
显示详细信息 12月17日 (12 天前) 
你无处可逃
——一次失败者的聚会

12月25号下午4点到6点，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一楼门厅至咖啡厅，
所有免票空间，不固定演出区域，不区分演员和观众
王子衡，冯昊，骏园，李铁桥，颜峻，打油，老羊，武权，洪启乐，张
健夫，史阳，Stephen Roach，梅志勇⋯⋯

尤伦斯作为一个超级市场，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市场，我们的所有举动作
为被超级市场吸收摆放的货品／符号，所有人都无处可逃。越来越多的
展览，设计，演出，信息爆炸，越来越多的选择，我们精通各种皮毛知
识，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出政治反抗的偶像。和10年前相比，匮乏变成了
过剩。但激情和专注消失了，偶像替大伙思考和表态，我们如此聪明，
却又如此无力。人们选择回避这样的现实，文艺青年选择看起来比较独
立和有创意的方式，也就是“新”和“独特”，去适应超级市场所带来
的压力，同时也加快自己成为超级市场新货品的步伐
⋯⋯
这个演出更像是一个happening。它并不是要对抗游客／观众，也不是要
给尤伦斯找碴
它是把我们自己扔进超级市场的现实中的行动。如果我无法忍受现实的
地狱，那我只能再向地狱靠近，而不是假装可以离开
我们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包括各种蹩脚的音响，游客一样的观
众，各种心怀鬼胎的主办方，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尴尬都加起来，在一个
游人如织的，冷漠的空间和时间里演出
与其说是为了表演，不如说，是为了再一次感受我们的失败
⋯⋯
这是撒把芥末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一年的合作的最后一场。明年我们
会以更小，更专注的方式展开活动
欢迎转发邮件，介绍你的朋友加入这个邮件组
也欢迎不需要的朋友退出邮件组

颜峻

hello:
this is last concert of Sub Jam/UCCA concert series.
pm 4- pm 6, December 25th, Γll free entrΓnce ΓreΓ of the ground Āoor in UCCA, 798 
Γrt ΓreΓ. no speciÿc performΓnce ΓreΓ Γnd no diÿnition of performer or Γudience.
Wang Ziheng, Feng Hao, Junyuan, Li Tieqiao, Yan Jun, Dayou (Gerard), Lao Yang, Wu 
Quan, Hong Qile, Zhang Jianfu, Shi Yang, Stephen Roach, Mei Zhiyong...

it's an action to feel the failure. from the time of supermarket, of simulacre of freedom, 
of reality of little bit uncomfortable.
let's face the tourists-audience at the unconcerned space again.

pls introduce your friends to join this mailing list. we will be smaller and concentrate in 
next year.
or, pls feel free to say you don't need more information from it.

cheers
yan jun

UCC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收件箱
X       
回复
ucca newsletter 发送至 我

Yan Jun 发送至 Chuan, 献辞
显示详细信息 12月23日 (5 天前)
25号我们中午12点半在尤伦斯南边的面馆见吧，祈祷吧希望鸭腿面不要卖
完了
下午2点到4点我们不能出声，所以之前要完成准备工作
4点到6点是我们的时间



在 2010-11-10 19:21:00，"Yan Jun" <subjam@gmail.com> 写道：
各位好！

正在策划一场演出，12月25号下午4点到6点，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觉得好
玩想参加的话请尽快回信告诉我，也可以再叫上其他朋友，人数不限但躁郁症
多动症患者慎重考虑
这是“撒把芥末ucca音乐会”的最后一场，免费，也没有报酬，每个人自己解
决音响，原声乐器，小音箱，租借的音箱⋯⋯不确定最后能不能拿到一笔钱来
报销租借费用，所以先考虑自己解决。我自己会租一套低音音箱
我们会在尤伦斯艺术中心一楼，从入口门厅到最里面咖啡厅这段空间进行表
演，也可以在二楼的空中走廊上发声
没有特定的演出区域，我们也可以走动，总之是混在观众或者说游客中间的
（灵感来自骏园在上海1933策划的一场演出）

演出的题目叫做“你无处可逃”
灵感来自我和打油和吴瑶瑶在邮件里聊到的一个话题：尤伦斯作为一个超级市
场，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市场，我们的所有举动作为被超级市场吸收摆放的货品
／符号，所有人都无处可逃。越来越多的展览，设计，演出，信息爆炸，越来
越多的选择，我们精通各种皮毛知识，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出政治反抗的偶像。
和10年前相比，匮乏变成了过剩。但激情和专注消失了，偶像替大伙思考和表
态，我们如此聪明，却又如此无力。人们选择回避这样的现实，文艺青年选择
看起来比较独立和有创意的方式，也就是“新”和“独特”，去适应超级市场
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加快自己成为超级市场新货品的步伐。

这个演出更像是一个happening。它并不是要对抗游客／观众，也不是要给尤伦
斯找碴。
它是把我们自己扔进超级市场的现实中的行动。如果我无法忍受现实的地狱，
那我只能再向地狱靠近，而不是假装可以离开。
我们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包括各种蹩脚的音响，游客一样的观众，各
种心怀鬼胎的主办方，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尴尬都加起来，在一个游人如织的，
冷漠的空间和时间里演出。
这个特定的条件，可能会让演出变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你不一定要同意我上面
说的那些话，仅仅看做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就好。也算是一个年终聚会，一起吃
鸭腿面什么的

阮千瑞会布置现场视觉，也就是一个海报回顾展

多谢大家！
请邮件联系，或者发短信，我每天看一次
颜峻（巡演中）

骏园：
麻烦你联系一下子衡并且请他邀请年轻乐手（他很少看邮件）和stephen（他不
懂中文），多谢！



Æ

200 Æ
亲手绘制的灯上都是媒体上打动和影响过他的图像。我们的日常生活，就
笼罩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媒体语境之下：名模、流行偶像、体育竞赛、车
祸、自然灾害、丑闻、时事⋯⋯
Yang Yong: Lightscape 

In Lightscape , painter and photographer Yang Yong illuminates the UCCA 
NΓve with Γn instΓllΓtion of 200 custom-designed hΓnging lΓmps thΓt reĀect our 
obsession with today's global media. Each lamp is hand-painted...

【文化项目】“中国新设计”系列56
滕菲：嵌饰光阴
12月19日 14:00 - 15:30

报告厅
首饰是一个人历史的纪念品。我们都在寻找一件是否能重调我们思想焦距
并能带我们回到过去或带着过去回到现在的东西，其中的音色、色彩、气
味等让我们神志清醒...
"China New Design" Series 56: Teng Fei on Jewelry as Personal History
Dec 19, 14:00 - 15:30

Auditorium
In this latest edition of UCCA’s China New Design Series, jewelry designer Teng 
Fei will discuss “jewelry as personal history”: a repository of memory as well...

【文化项目】UCCA读典系列12：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
12月19日 16:00 - 17:30

UCCA LOFT
2010年岁末，《读典》系列将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副教授将开始关于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系列讲座。第一讲将集中于《哈姆雷特》的
第一幕。
UCCA Classic Reading Series 12: Shakespeare's Hamlet 1
Dec 19, 16:00 - 17:30

UCCA LOFT
Wu Fei,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Peking University, will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on ShΓkespeΓre s trΓgedy, HΓmlet. The ÿrst lecture will focus 
on Act I.

【文化项目】“设计互动”
无用之物工作坊（六）
12月23日 14:00 - 15:30

UCCA LOFT
“无用之物”工作坊最初是一门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师吴帆主持的
平面设计专业选修课程。它始于2009年下学年。这门关于“物品”的课程
主要探讨的是关于我们当代生活中......
【Culture Program】“Design Interactions"
Useless Objects Workshop [6] 
Dec 23, 14:00 - 15:30

UCCA LOFT
Twice a month, Wu Fan and the students will conduct a three-hour workshop in 
the newly-refurbished UCCA Loft space. The fruits of their investigations into 
design...

“由隋建国策划”卢征远
84天，84件作品

事情正在变得有趣——在84天里，卢远征将每天为我们创造出一件不可预
料的、独特的作品。这就是UCCA“由⋯⋯策划”系列的最新项目，由中
国著名雕塑艺术家隋建国，策划并指导他的学生卢征远为我们带来《84
天，84件作品》。
“Curated By Sui Jianguo”
Lu Zhengyuan: 84 Days, 84 Works  

In this latest addition to UCCA's "Curated by..." series, acclaimed sculptor Sui 
Jianguo guides former student Lu Zhengyuan through an ambitious attempt to 
create 84 unique works of art in 84 days.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图格拉&塔格拉
既定游戏

游戏需要制定规则，而不能既定结果。图格拉＆塔格拉这对来自印度的年
轻艺术组合，用他们一贯特有的“印度式巴洛克”风格，将UCCA中展厅
变成了一个竞技场。这个概念看似有趣，灵感来源于古印度的运动项目
“卡巴迪”，但是真正的主题......
Thukral & Tagra
Match Fixed 

With their signature style of "Punjabi baroque," Indian artistic duo Thukral & 
Tagra transform UCCA's Middle Room into a playing field on which marriage, 
trΓdition Γnd globΓl Γmbitions collide.The concept is plΓyful  the Γncient...



【文化项目】"中国新设计"系列57:李凝：肢体电影的创作与探索
12月26日 14:00 - 15:30

报告厅
我们的肢体本身就是一种材料和媒介，每个人都拥有它却又无比陌生和经常遗
忘，它有自己的语法和语言；摄影机及其影像是“身外之物”，注视和呈现着
细微而广阔...
“China New Design” Series 57: Li Ning on the Cinema of the Body
Dec 26, 14:00 - 15:30

Auditorium
What is “cinema of the body” and what are the concepts behind it? Why has “cinema 
of the body” been the focus of so much tireless research and practice...

【青少节目】 
UCCA 家庭日
12月18日 10:00 - 16:00

UCCA
爱好艺术的家庭成员们：爸爸，妈妈以及孩子们将被邀请参加这一天的UCCA
家庭日活动。在这一天，您和您的孩子们将有机会一起享受一天的当代艺术与
文化活动。
【Children/Youth Program】
UCCA Family Day
Dec 18, 10:00 - 16:00

UCCA
On Family Day, parents and kids have the chance to sample the great range of family 
progrΓms Γt UCCA Γnd leΓrn Γbout the beneÿts of UCCA s FΓmily Membership.

【青少节目】儿童读书会系列之“带着绘本看展览”4：圣诞惊喜!
12月19日 10:00 - 11:30

UCCA LOFT
“84天，84件作品” 每天都在增加的作品，让整体作品每天都在变。变化，也
许是人最基本的生存体验。 人的一生，可能就在不断的变化、学习中慢慢找到
真我。
【Children/Youth Program】Children's Reading Workshop Series 4: Christmas 
Surprise!
Dec 19, 10:00 - 11:30

UCCA LOFT
This workshop is inspired by the current UCCA solo show 84 Days, 84 Works in which 
artist Lu Zhengyuan produces one new work of art per day...

【文化项目】“设计互动”
无用之物工作坊（七）
12月30日 14:00 - 15:30

UCCA LOFT
“无用之物”工作坊最初是一门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师吴帆主持的平面
设计专业选修课程。它始于2009年下学年。这门关于“物品”的课程主要探讨
的是关于我们当代生活中...
【Culture Program】“Design Interactions"
Useless Objects Workshop [7] 
Dec 30, 14:00 - 15:30

UCCA LOFT
Twice a month, Wu Fan and the students will conduct a three-hour workshop in the 
newly-refurbished UCCA Loft space. The fruits of their investigations into design...

【青少节目】UCCA-“启想”儿童工作坊系列之奇特的视角
12月11日-12月25日

UCCA LOFT
UCCA与“启想”艺术坊合作在美术馆定期推出主题性的儿童艺术工作坊，带
领孩子们欣赏当代艺术作品，学习绘画技能，在看与玩中培养他们用不同的眼
光和视角观察生活，传达情感。
UCCA-Creative Studio Children's Workshop Series: Peculiar Perspectives
Dec 11 - Dec 25

UCCA LOFT
Peculiar Perspectives is a series of 8 art workshops designed to help children develop 
their artistic and observational skills. Activities include making sketches of plants...



【艺术影院】UCCA-影弟工作室：独立电影会15：《老那》
12月18日 18:30 - 20:00

UCCA 艺术影院
人最大的疾病是孤独”——导演刘浩在阐述《老那》时如是说。片中遭遇儿女
阻力的老人黄昏恋，使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当爱情遭遇亲
情⋯⋯
【Art Cinema】UCCA-Indie Workshop, Indie Film Forum 15: Addicted to Love 
Dec 18, 18:30 - 20:00

UCCA Art Cinema
ThisAddicted To Love is a realistic and humorous film about the lives and loves of 
elderly people. Old Pop, a retired Beijing factory worker,likes going to the market with...

UCCA-《0086》杂志青年意见领袖系列18:师永刚-革命的时尚说明书
12月18日 16:00 - 17:30

报告厅
师永刚，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作家，图书策划人，媒体研究人。内
地画传热潮的策划与发起者、曾策划编著《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
《邓丽君画传》...
UCCA-0086 Magazine Young Opinion Leader Series 18: Shi Yonggang
Dec 18, 16:00 - 17:30

Auditorium
Shi Yonggang is a writer, book editor, media researcher and current editor-in-chief of 
Hong Kong’s Phoenix Weekly magazine. In this latest edition...

Æ ' + ' :
12月19日 16:00 - 18:00

报告厅
歌德学院(中国)把"文化+气候变迁"作为文化项目的重点，集中收集并展现在
文化艺术领域中，以气候变迁为视角所创造的作品及探索经验。这些艺术家及
文化使者将启发公众...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ntenne aus dem Hause Goethe"Culture and Climate 
Change"3
Dec 19, 16:00 - 18:00

Auditorium
In this session, we will have a screening of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y Before the 
Flood: Tuvalu, and hold a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with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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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 16:00 - 18:30

报告厅
歌德学院(中国)把"文化+气候变迁"作为文化项目的重点，集中收集并展现在
文化艺术领域中，以气候变迁为视角所创造的作品及探索经验。这些艺术家及
文化使者将启发公众...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ntenne aus dem Hause Goethe"Culture and Climate 
Change"4
Dec 26, 16:00 - 18:30

Auditorium
In this session, we will screen two short ÿlms (Der Kreis Γnd Die Rechnung) Γnd the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y The Age of Stupid.Antenne aus dem Hause Goethe is...

˂
12月29日-1月16日 

UCCA 艺术影院
12 29 1 16 UCCA Æ
展》，首次在华胶片放映考里斯马基的八部作品，其中包括描写底层工人和失
败者的系列作品...
【Art Cinema】
 Aki KΓurism«ki: A Retrospective
Dec 29 - Jan 16

UCCA Art Cinema
In UCCA will present eight of the director s finest films in Aki KΓurism«ki: A 
Retrospective. This mΓrks the ÿrst time these ÿlms hΓve been screened in...

UCCA-旅游卫视系列3：我要去世界的边缘——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
12月17日 15:00 - 16:30

报告厅
2009年谷岳和刘畅搭车到了柏林，过了一年很宅的生活后，今年谷岳和刘畅又
上路了。这次这俩北京小伙子打算用各种有趣的交通方式从北美的最北端一直
到南美的最南端...
UCCA-Travel Channel Series 3: Going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From Alaska to 
Argentina
Dec 17, 15:00 - 16:30

Auditorium
Kyle Johnson and Liu Chang hitchhiked from Beijing to Berlin in 2009. After a peaceful 
year at home, they set out on another journey, this time from Alaska to Argentina...



【现场演出】室内音乐会：罗马、威尼斯和维也纳的荣耀
12月19日 14:00 - 15:30

UCCA 空间
16 17 Æ

Æ
动人心魄...
【Live Performance】Chamber Music：The Glories of Rome, Venice and Vienna
Dec 19, 14:00 - 15:30

UCCA The Space
Italy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d a thriving music scene. 
Some of the most stunningly beautiful works of this period were by...

【现场演出】UCCA-撒把芥末音乐会12：你无处可逃
12月25日 16:00 - 17:30

中央甬道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市场，尤伦斯作为一个超级市场，我们的所有举动作为被超
级市场吸收摆放的货品／符号，所有人都无处可逃。越来越多的展览，设计，
演出，信息爆炸...
【Live Performance】UCCA-Subjam Concert 12: No Escape
Dec 25, 16:00 - 17:30

UCCA NAVE
The world today has become a giant supermarket. China, Beijing, and even UCCA are 
supermarkets that are just part of an even more sprawling supermarket...

【公众项目】UCCA-YOHO！“天才汇”创意招亲大会

UCCA
把你的创意方案包括预算发到UCCA, 我们会从中选取最具创意并兼具可行性
的方案，利用UCCA和YOHO！丰富的资源和场地，和你一起实现这个创意。
【Public Program】UCCA-YOHO! 
“Genius Association” 

UCCA
Email us your proposals to UCCA, we will select proposals that are both creative and 
practical, and utilize UCCA and YOHO! resources to help you fulfill your creative 
dreams.

【公众项目】NGO系列8：气候变化：当科学遇到政治
12月25日 14:00 - 15:30

报告厅
哥本哈根大会之后，气候变化怀疑论甚嚣尘上。气候变化到底有哪些不确定
性？哪些是基本确定的事实？IPCC如何保证其工作的客观公正？来自中国气
象局的首席科学家张称意老师...
【Public Program】NGO Series 8: Climate Change: When Science Meets Politics
Dec 25, 14:00 - 15:30

Auditorium
Since the 2009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Denmark, 
there has been a marked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skepticism and distrust...

原创设计新品|张小川工作室_瀑布森林项链
New Original Design| Zhang Xiaochuan Studio - Dropping Forest Necklace

所有的情感在这一天盛开，交织出一片炽热的森林。一百多个全手工制作的流
苏，加上半宝石，奥地利水晶，925银，组合而成。

A necklace like no other, made of over one hundred hand-knotted tassels, Austrian 
crystal, sterling silver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圣诞礼品推荐
UCCASTORE HOLIDAY BAGS
给她！给他！
发现，带走美好而有新意圣诞礼物！
Need a gift for him or her? UCCASTORE Holiday Gift Bags
make perfect presents.(And you save up to 60%!)



Yan Jun 发送至 我
显示详细信息 12月27日 (1 天前)
UCCA系列海报珍藏PDF+年终总结
新书预告
网站（先开通，要改的再说，比如我要把自己主页上的中国新音乐资料转移到
撒把芥末官网去）

文字：
⋯⋯幸运的是，他爬过的时候我把幕帘给拉起来了

时代的帷幕，一再掀起，露出的不是马脚，而是更多的帷幕，帷幕的帷幕，层
层叠叠，相互掩映和模仿，像没有尽头的生活
我们尽力地在其中穿行，演奏，吃火锅，庆祝最后一位观众的死去
铁幕换成了天鹅绒，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而可能变成了无限的可能，一切皆有
可能，像一座闪闪发光的超级市场
那壮丽的胸毛，忧伤的老板
我们努力地忘记，让昨天见鬼去，记忆就是耻辱，只有明天像勋章一样悬挂在
眼前：下一场电影，下一处风景，下一个甜蜜的愿望
让我们干一杯，梦寐以求的时代到来了：每个人都有权利买一辆车，把道路堵
起来

2010年1月，历时5年的“水陆观音”活动进行了最后一期：第167期
5月到7月，第5届Mini Midi音乐节实现了它的诺言：回到更小的地方，在旅行
中，回到起点，上海，朱家角，福州，泉州，厦门，武汉，长沙⋯⋯
1月到12月，12场“撒把芥末UCCA音乐会”：观众越来越少，游客越来越多，
我们终于把自己扔给了时代的超级市场，UCCA前台经理的小报告，为一年的
社会实践划上了完美的省略号

 -  - At
独奏），合辑 - 口活（人声作品），颜峻 - 月球专用音乐（环境声音，概念作
品），大罐（集体自发声），阮千瑞设计作品集（画册，即将问世），李剑鸿 
+ VAVABOND - 龟毛兔角（即兴音乐，双CD，即将问世）
如果说人们渴望温暖和交流，2008 Mini Midi 那样的狂欢，新文艺的刺激，那
么现在我们要的更多，我们要更小的空间，更少的观众，更近的距离，更清晰
的聆听
来迎接更多的幻像，更便携的毒品，更无力的年轻人

请和我们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请不要用笔记本电脑自带的喇叭听音乐，请不要在豆瓣上点击“我感兴趣”，
请在现场关闭手机，请购买唱片，你不是支持艺术家，而是支持自己
加入邮件组：subjam@gmail.com
网站：www.subjam.org

... Fortunately, I Lifted The Curtain When He Creeping Through
(quote from secret report from front desk superviser of ucca after the 12th Sub Jam - 
UCCA concert)

the curtains of time are endless. as endless copies of life.
we are listening and sounding that. as the iron curtain upgraded itself to velvet.
there is no more impossible.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for choose: inÿnite possibilities in 
supermarket.
let's cheers to our failur.

january 2010, Waterland Kwanyin event ended up with it's 167th concert: about 5 years 
lasted.
may - july, the 5th Mini Midi went on road to back to smaller place and active every 
action as a start point: shanghai, zujiajiao, fuzhou, quanzhou, wuhan, changsha...
january - december, 12 Sub Jam-UCCA concerts: less and less audience but more and 
more tourist. yes we thrown ourselves to the supermarket of the time. the secret report 
from front desk superviser of ucca made a perfect end for this series of social practice.
recent releases: Olaf Hochherz - Tropoi (conceptual environmental sound), Yan Jun - 
At (solo live recording), V.A. - Oral Works (voice works), Yan Jun - Music For listening 
On The Moon (conceptual environmental sound), Big Can (spontaneous sound and 
voice), Ruan Qianrui's design collection (book, out soon), Li Jianhong + VAVABOND 
- Gui Mao Tu Jiao (impro music, 2xCD, out soon)...
surely people want to stay warm and communicating, such as Mini Midi 2008 the 
passionate festival of "noise is free", and stimulation from new and newer. but now we 
want more: smaller space, less audience, closer distance, clearer listening.
to face the coming simulacre, the easier drug and the popularity of weakness.

pls keep in touch with us mentally.
pls don't listen to nmusic from laptop build-in speaker. pls don't click "i'm interesting 
to" on Douban. pls turn off cell phone at the concert. pls buy CD to support yourself 
instead of artist.
join mailing list: subjam@gmail.com
website: www.subja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