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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握手三零二艺术中心

深圳市握手三零二艺术中心是一家公益性质的民非机构。成立的契机
是“握手 302”公共艺术项目：从 2013 年开始在深圳城中村白石洲启动，
至今仍在继续的一系列公共艺术创作。机构现在承担着搭建艺术交流的平
台，进行艺术创作、设计、学术研究等工作。

机构的任务是试图将艺术还给每一个对它感兴趣的普通人，为城市中
难以获得公共文化资源的区域引入文化活力，发现社区的生活智慧并将它
们分享给更多人，用艺术发掘城市空间的潜力。

我们希望通过不限定参与者的知识背景，鼓励人们参与艺术活动，发
挥每个参与者的创造力。用艺术作为手段，激发人们思考、表达和交流，
艺术应该属于每一个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

用艺术发掘城市空间的潜力。

“它是城中村的典型空间，是当代艺术的非典型空间。它组成“城中
村特工队”，集结边缘性群体与文本，它是窥视深圳不同阶层生活形态的
艺术潜望镜。它以平民视角，呈现独特的城市观察，它是城中村内的艺术
独角兽。它围绕“参与”、“体验”和“主动性”，将自己、艺术家和观
众连系在一起，它是一种空间实验，也是一种展现城市特征与多样性的文
化实践。"

— —第十届深港生活大奖 评语
（深港生活大奖由南方都市报主办）



“握手 302”是一间位于白石洲上白石村二坊 49 栋 302
号的出租屋。城中村里有着惊人的建筑密度，人们把这些以出
租为目的的村民自建房屋戏称为“握手楼”。这间 12.5 平米的
小房间位于本栋“握手楼”的第三层，包括一个房间和一个洗
手间，这样的房间一层共有十间。

这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空间，有一个 5 人的核心团队负责策
划和日常工作，但通过公开的通知，任何人都能参与到这里的
艺术实践和交流里来。项目的参与者们会在这里工作甚至居住。
从 2013 年 10 月开始至今，握手 302 举行了近百场活动以及
二十五期不同主题的展览与沙龙。

白石洲 -独立探索

握手 302

七十多位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建筑师、研究学者、创作者

二十五个主题、近百场活动



•	 握手 302 艺术驻村								2016.	7.01		至今

握手 302 白石洲驻村计划希望邀请感兴趣的艺术家和研究学者，共同体验和探
索位于深圳市中心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

让 302 号房间归回最原初的功能，就是城中村里的一个单间出租屋，而把整个
白石洲作为艺术家的展厅。希望参与的艺术家在白石洲任何地方、空间进行特定的
创作。

另外，为了加深艺术家对白石洲的认识，也让当地居民、艺术家和好奇的市民
进一步了解驻村艺术家的创作，来访的艺术家分别会在白石洲驻村 1-3 个月，并且
驻村期间在白石洲每周举行一次分享沙龙。

声音艺术家  张孟泰 影像艺术家  杨立才

来自印度新德里的城市、艺术研究学者   Persis Trarporevala 来自罗马尼亚的现代舞艺术家 Catalina Gubandru

青年摄影师  郑快 行为艺术家  董洁

研究城市设计和艺术的 Adrian Blackwell 老土艺术小队

影像艺术家   黄文亚  意大利的艺术家 Sabrina Muzi



•	 白石洲寻声漫游								2016.	8.13

白石洲漫游是握手 302 与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设计与生活”合作项目。

内容有两个部分：1、沉默地走村内的一条线，收集声音；2、在现·象空间进
行的工作坊与讨论。第一部分由张凯琴和马立安带队发现白石洲的万象声音（路线
如地图上）。第二部分由声音艺术家张孟泰介绍音景和艺术的关系。

“将注意力集中在声音丰富的质感上，令人对白石洲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武断的
概念里，它同样真实、细腻，一如每个人回忆里最难忘的那一幕。

在沉默中白石洲又是一种意境了，你来过吗？”

•	 隐于城								2015					4.14		-		5.14																				2016					4.01		-		4.30

社会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人离不开手机、网络、朋友、文字、语言、行走，科
技的发展使得我们的探险精神通过娱乐的方式得到了满足，经济的发展又让我们开
始习惯于某种模式下的娱乐。现代人已经学会使用已有的事物来满足自己的娱乐需
求，却渐渐的忘记如何自己去寻找新事物，一切看起来回到了原点。 

或许我们需要一次抛开一切的机会，好让我们好好想想现在做的是否对自己有
意义。找个借口，抛弃手机、抛弃时钟、抛弃朋友、抛弃家人、抛弃中午饭，将自
己变成一个会穿衣服的原始人，处于一个没有风景的地方，发呆。 

禁闭、放逐、闭关、软禁。这些词语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提前观念：或佛学、
或哲学、或科学。而这个项目正是希望参与的人能尽可能的回归原始，所以，事实
上一直没法去使用一个正确的词语来形容这八小时的动作。 

隐于城项目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放逐自己”的去思考自己，为所有感兴趣的人
提供放逐自己的机会。项目由两部分组成：1、隐居八小时；2、十年前的一周。

在隐居八小时中，参与者分别进入握手 302 这个 12 平米的小房间内，在空无
一物（除厕所）的房间内独自呆上 8 个小时。十年前的一周邀请各位参与人员进行
时空旅行，在 1 周内通过科技象征性的回到十年前。



•	 与未来握手								2015.	4.03		-		6.28

在深圳中学，“握手 302”合作策展人马立安和刘赫，还有 100 多深中师生一
起开始一次“社会拓展活动”：《302 与未来握手》。

让同学走进城中村，体会不同的人生。同学在“事实事件”中寻找灵感，在“思
维情绪”里发现恰当的表达方式。《302 与未来握手》是一次艺术实践，更是一次
认识社会的课外活动。

•	 墙迫症								2014.10.01		-		2015.1.24

一群人在握手 302 的空间里抒发自己各色各样的情感：欲望、奋斗、现实、压抑；
自我难以控制的情绪；生死之间、现实与虚幻之间；城中村中的欲望与现实；动物
园的小动物们才让小朋友心中的快乐冒出来；每一个忙碌的人们怎么就无法享用生
活的阳光；生活中的眼光又怎么环绕在你我身边等等这些情感的表达用着或画或装
置的手法发生在握手 302。

项目参与者：深圳中学、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参与者：刘赫 & 吴丹、郑希黎、Lara Belevica、Water 、符荭荭、张凯琴



•	 白鼠笔记								2014.	4.28-6.22

白鼠笔记将我们带到了这座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项目参与者们（白鼠）大多
来自深圳的中产阶层，或者拥有海外背景。对于他们而言，白墙如玉，绿树成荫的
住宅环境早就司空见惯。的确现代建筑与环境设计中备受关注的一点便是愉悦的空
间体验。近来，人们甚至还会要求住宅要有好的景观、四溢的花香、宽敞的空间和
温馨的家居。

如此对比，白石洲无论是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还是触觉上都让白鼠们直
冒冷汗。当每一名白鼠亲见暴尸街头的老鼠或者清楚地听到隔壁婴儿的哭闹，当大
家体验到街肆里新鲜的食物与恶臭熏天的垃圾为伴，每个人都都不会忘却这五感所
带来的一丝一毫的体会，一切都让他们立马意识到周遭的存在。

项目参与者：刘赫、张凯琴、Tadeus Rozboril、黄辉辉与方枪枪、尹小龙、许炳澜、周禧敏、徐坦



•	 纸鹤茶会								2014.3		-		2014.4

我们大概都听说过关于千纸鹤的故事，纸鹤只要折满一千只就可以飞起来，去
帮你实现一个愿望。孩子愿意相信的故事，对于成年人只是个脆弱的谎言，然而千
纸鹤似乎是一种成年人生活的隐喻，暗示了一种重复。我们往往不断重复，比如为
了完成学业而不断背诵和复习，为了赚取薪水而循环着朝九晚五地生活，为了达成
一种技能而反复练习等等，而这背后的动机都是为了实现可以称之为“梦想”或者“愿
望”的东西。

每一个生活在城中村的人，一定也是抱着实现某些愿景的心态不断打拼，在

一个逼仄的房间里，租客虽然来来往往，但是这种心态却是不变的。为了努力实

现目标而重复着一种生活，这多么像重复折叠着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一种自由。然而， 

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不同的愿景也可以造成强烈的冲突和心理落差。愿望可以是

简单甚至纯净的，但现实却难免复杂而充满张力。

第一次来到 302 房间，除了感到狭窄以外，还会想到那些曾经住在这里的素

未谋面的人们，猜想他们的生活和居住在此的心情。想到他们为了能 够搬到更“体

面”地居住地而重复幸苦地打拼，在愿望和现实之间无处安放的自我认同，坚定

地自我鼓励和生存压力下的焦虑感 ......302 房间就像一个舞台，上演了租客的生命

故事，对于一些人来说也可能像一个想要挣脱和离开的牢笼。纸鹤在这些联想下

和空间发生关系，成为一个可以 被多样解读的符号，唤起我们心底对生活的感 触。

《纸鹤茶会》发生在《纸鹤飞》这种具有社会想象的展品内。城中村特工队

邀请知识分子、艺术 家、建筑师、白石洲居民等不同人士来握手 302 艺术空间遍

喝茶遍聊纸鹤的联想。每次茶会都对外开放。请点击此处收看纸鹤 TV。

http://i.youku.com/i/UMTQ0NjkzOTY0MA==/videos?spm=a2hzp.8244740.0.0


•	 物恋白石洲								2014.1.04		-		1.05												与胖鸟剧团合作项目

“物恋白石洲”分三段铺陈展开，在第一部分， 五只布偶试图通过历史书探寻
他们的家园——白 石洲的起源。舞台上再现真实的握手楼照片。随 着推土机在舞台
上呈现出沙堆，第二部分揭开了 帷幕，白石洲的颂歌响起，孩子们涌向沙堆玩耍 着，
然而随着音乐停止，金色的怪物闯入，孩子 们吓得四处逃散，怪物们则狂妄地大肆
破坏。

物恋白石洲以对白石洲居民的采访为蓝本，结合有关白石洲生活的表演工作坊
编排而成。白石洲的改造个深圳本土化所带来的双重影响正是该剧所要探讨的。一
方面，白石洲五个村的村民们建造握手楼并租给外来工，从而满足了深圳的租房需求。
然而另一方面，从城市中心区域的扩张、金融业、高新产业以及服务业的突飞猛进，
意味着它们需要以侵占城中村为代价，从而实现更快的发展。

•	 算术								2013.10.20		-		11.19												2013 年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外围展

在英语里“accounting”（会计）有精神的和物质的统计这样双重的含义。换
句话说我们在生活里不单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生命意义的账，即“这样活值不值”。
但是既然中文中的“会计”没有这样的含义，索性我们就用“算术”这个连小学生
都明白的词，因为这个词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它要求我们学会怎样在
生活中算账，同时反省这些数字背后的人生代价。

“算术”这个作品把每一个刚刚到深圳的新移民天天都要做的“家庭作业”展
现在观众面前。经过我们对三十多位新移民的采访，我们选择一个从事设计工作的
白领作为代表：与其他两个人合租一间城中村的住房，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有 5000
元人民币，各种开销之外每个月剩余 2000 元，这时他开始他的“算术作业”，这
2000 元或者存起来或者花在社交和享受上 ...



握手 302 在龙华大浪社区开展一系列的艺术活动，是在试
图让参与者通过艺术的展现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空间。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认为：

1、艺术不只属于专业的大师，它也是社区的的创新能力；

2、除了高大上的作品之外，艺术还能有很简单很巧妙非常
实惠的表现，能够让城中村的孩子们学会如何生产艺术作品的
技能；

3、最重要也是最实在的一点是：好玩。

用艺术的手段去挖掘这些社区空间的潜在可能性，这是规
划和建筑无法做到的，这些可能性也许可以营造更健康的社区
环境，又或者可以激活一个规划失败或者有漏洞的城市空间。

大浪 -公益行动

虔贞女校艺展馆			浪口村		青年梦中心

20名艺术家

近三百名参与者

覆盖不同年龄阶层



•	 大浪艺术童萌								2016.6.18		-		2017.12.31

虔贞女校艺展馆位于龙华区浪口社区，是由龙华大浪办事处在深圳市文物保护
部门和宝安区、龙华区的帮助下，修缮虔贞女校旧址落成的。它重现了昔日巴色差
会传教士在一间小学的工作历程，展现了一百多年前的深圳客家村落与客家生活民
俗情景，唤醒人们铭记深圳早年与西方交流的一段历史，保存深圳久远的历史文化
基因。也将传承新的社区教育功能，大浪艺术童萌就这样应运而生。

“艺术童萌”将给浪口的孩子们一个和专业艺术家一起参与创意工作坊的机会。
重点是要让孩子学会如何生产艺术作品的技能 : 从想出一个主意，到自觉的安排工 
作时间和策划展览。每次艺术童萌有不同的工作坊目标，核心在于强化孩子的自信心，
时间管理技能，和共同承担责任的心理准备。

每次 工作坊有四堂课 : 三次创作课，还有一次展览 课。比如八月初，Lora 老师
的《大浪故事》工 作坊的重点是教小朋友如何写一个故事，如何 做一个木偶，并如
何搭建一个木偶舞台。工作 坊的成果会是一次木偶剧 !



•	 虔贞儿童电影节								2016.7.22		-		2016.8.26

“虔贞儿童电影节”，给浪口的小朋友 (8 岁以上 ) 播放 6 部经典的影片并教他
们怎样欣赏电影的艺术。这个艺术项目的重点是培养孩子批判性思维，倾听能力和
辩论技巧。

我们不仅对培养孩子的表 达能力感兴趣，而且更要训练他们怎样倾听对方，并
认真思考。我们希望孩子们懂得沟通是双方向共同努力建构的。每次看完电影后孩
子们将与马立安一起做感想与分析的讨论。我们鼓励参与的小朋友携带自己的“电
影笔记”， 记录他们的感想和观念。

•	 真空·大浪艺术创作周								2016.6.16		-		2016.6.30

浪口的客家老村正处在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真空里。

踏进浪口老村，半数的老建筑已经垮塌或拆除，但老村的形质还未完全消失。
半堵墙内，就着土基的渣滓和垃圾，红苋菜的新苗和豆角的藤曼干瘦却顽强。全国
统一的漆红“拆”字，像死缓的刺字，刻在每一户站着的老房上。巷子里的垃圾像
苍蝇一样，从四面涌来，聚集到还未咽气的躯体上。新的格局或许已经渲染在了效
果图上，却在眼前凋零的现实里还难觅芳纵。虔贞学校像老村的遗孀，和老村同年
而生，却不能同日而死。在奄奄一息的老村旁，还擦了粉，显得很刺眼。

这里，已不是老村子，也不是新城市。

这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村民已搬出老宅，生活在周围新房里。村里的房
子都租给了外地来大浪打工、收废品和做生意的人，在此每天出没的人只是寄居的
过客。更新启动后，房子的主人，已不关心这里的现在。住在这里的房客，也无感
这片土地的未来。

这里，已忘记旧时代，也触不到新未来。

艺术家阿不为即将消失的老村感到遗憾，虽然村里的土地和房子，和他都没有
半毛钱关系。他是在为后来人扼腕叹息，叹息他们再也见不到这些真实的过往，只
能去乌镇欣赏别家的白墙青瓦，只能去别人的博物馆找自己来时的路。于是他自己
筹措经费，召集做艺术的朋友们来到浪口。用艺术，超度这一片真空。

策划：握手 302
主办：大浪街道办
承办：城市宝藏

展 览 时 间 ：2016.6.16 日－ 6.30
工作坊时间：2016.6.10-11
创作周时间：2016.6.12-15
开 幕 交 流 ：2016.6.16（上午 10:00）

项目参与者： 陈封、 陈伟才、陈洲、张晓静、坚果兄弟、刘赫、马立安、任磊 、 吴丹、 杨光 、张凯琴、 

                              张齐努、郑中国 





•	 大浪涂鸦艺术节								2015.5.10													2014.6.22、29

大浪涂鸦艺术节的核心理念很简单：通过现代城市的艺术形式促进社区对当代
文化的新认识。



深圳 -城市再发现

华侨城				仙湖植物园			大鹏				美术馆

8场城市游学

3场自然艺术

2家高水平艺术机构

近两百名参与者

•	 种子游学								2017.6.10		-		2017.6.17

城市如树 , 人如种。我们希望城市与自然能够让更多人理解，学员像种子一样，
快速的拉拢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游学项目带学员们走出自己的行业，参加不同主题
的城市与自然的课题中，了解城市的发展、了解自然的定义、学会与自然共生。

自然共生：自然与人之间的冲突比我们想象要更加明显；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密切。若把人当作自然本身，城市在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非规划
的城市看作自然，流动的摊贩看作自然发展的结果。如此一来，我们所了解的自然
似乎会颠覆，在游学过程中，我们一起学习理解城市、自然、人的关系。



•	 仙湖自然艺术工作坊								2017.1.05		-		1.06

本次工作坊是就自然艺术的主题与仙湖植物园第一次合作，一共有 11 位专业
背景不同的参与者：Annie、任磊、黄泽林、吴丹、马立安、方斌、郑中国、刘玮、
刘骧群、李为、张凯琴。本次是继大鹏碧洲、龙华大浪后，握手 302 在深圳组织的
第三次自然艺术工作坊。

植物园与艺术家的合作，也是一次主动的自然艺术。主动的创新，这在艺术家
身上也是不能缺少的要素。园内丰富的专业资源和自然条件如何与艺术合作，激发
出更多的活力和能量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自然艺术工作坊的工作方式强调作者即兴与环境互动，并用影像的方法记录作
品。表面上“不务正业”，技术门槛也很低，但在漫不经心的随机性之中隐藏了不
同个体真实的关注方向及态度。这种工作方式要求参与者专心“关注当下”，当下
的条件、当下的思考、当下的障碍及当下主动行动的可能性。

艺术家的创作行为也引起了游人好奇驻足，也有不少人立刻开始模仿艺术家的
做法，开始对脚边的事物发生兴趣。比如有一对情侣游客跟着任磊“到此一游”的
痕迹也跑去水边，但男的刚站在木桩上就半条腿入水了，做实了“到此一游”的动作。
看到张凯琴捧着豆荚里缤纷的色彩，几个游园的女孩也开始收集落下的花瓣。刘玮
拍摄蚂蚁视频的念头是在等饭盒的时候突然想到的。而拍摄的时候总有游人围过来。
镜头似乎是一种信号，昭告周围“这里有事发生”。也许对于普通游客而言，遇到
到这些行为举止不同寻常的人，也会是他们关于植物园记忆中的趣事吧。

项目参与者： Annie、任磊、黄泽林、吴丹、马立安、方斌、郑中国、刘玮、刘骧群、李为、张凯琴



•	 大鹏自然艺术工作坊								2017.1.05		-		1.06

自然曾经是神明、是强敌、是材料、是资源，自然作为艺术的母题和表现对象
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遍及每个民族。握手 302 在学习了韩国的 Yatoo 的自然艺术
观念后，将工作坊带回深圳，与方晖工作室合作，组织了 9 位艺术家在大鹏半岛开
展为期两天的创作和交流。

参与艺术家名单：方晖（雕塑）吴丹（设计）刘赫（设计）张齐努（雕塑）任磊（雕
塑）张妮（油画）谭灵芝（摄影）刘玮（漫画）张凯琴（雕塑）。

工作坊对参与者有四个限定条件：1、不预设方案；2、不自带材料；3、拍摄纪录；
4、不留下垃圾；双手空空走进环境，倾听自然的启示。要迅速适应这样的工作方式
并不容易，来自心理和体能上的压力都是挑战。经常需要面对计划碰壁的挫折，但
无心之处又能拨云见日。

项目参与者：方晖、吴丹、刘赫、张齐努、任磊、张妮、谭灵芝、刘玮、张凯琴



•	 N= 变形记								2015.12												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参展作品		

“N = 变形记”是 2015 年参加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的参展作品。作品聚
焦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群的社会生态，意在启动一个区域城市规划的思想实验。

城市规划的核心是按照现有的资源组织土地和人口的空间分布。N = 变形记 项
目的参与者要用不同的材料直观地创造出一个能代表自己选中的珠江三角洲的 不同
城市的器物 ( 无论是什么材质呈现的作品 )，它要要探索的命题是如何考虑与在这个
区域完全不同的城市协调与平衡从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 ? 这个项目的设计
是来自这样一个探索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对参与者的要求既很严
格也很放松。在严格的意义上是这样要求的 : 每一个城市 的面积在区域中所占的比
例是和现实中的比例关系一样的，而城市的高度是城市人口的比例。为了直观表达
环境元素使经济市里的后果，我们也按照各城市 正式的 GDP 的比例分发给不同参与
者用于创造的费用。因此像广州、深圳、香港、澳门这样的城市费用会多些，而其
他的城市费用很少，估计需要靠捡垃 圾来充当创作的材料了。

而说它轻松是因为在上述严格要求之下，你选用什么材料做出什么东西或者用
什么现成品，悉听尊便。

最终的呈现作品会安置在一艘舢板上，这样的选择表达了双重意义 : 一是珠江
三角洲的社会生态基础是低科技的农 ( 渔 ) 业。二是当下的社会生态是以集装 箱的
高科技贸易为支柱。在同一个三角洲有两个社会生态系统对于生活在这个地域里的
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

项目参与者：谢世鸿、李景芳、林怡、雄一、卢远良、王一新、何镒、李绮琪、李耀、熊秋悦、郭振江、梁美萍



•	 还没定								2015.7.02		-		7.19												深圳美术馆		

“还没定”是件结果开放的作品，展览开幕时是一片空白，它的外观每一天都
随着参与者的加入而变化。作者团队提供了工作场地、基本材料和工具，其余创作
部分则交给参与的观众。

　　类似的形式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填色游戏和乐高积木。与这些备受欢迎的产
品不同，人们不仅是在特定的形式、结构、材料框架下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在这
一过程中接受其他人作品的影响和启发，并成为其他人创作的灵感来源，最终和其
它作品联系在一起，在整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创作的结果不是孤立存在的“手
工”，当它们以群体面貌呈现时，这种复杂所带来的震撼力和想像力却呈现出令人
不安的美感。

传统艺术展览方式在泛娱乐化的时代受到的冲击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在互联
网还未普及的时代，“展览”类似于“集市”，是一种人们熟悉的信息、物品交流方式，
所以人的“在场”是交流可能性的起点。而面对五光十色的媒体和无孔不入的互联
网信息设备，人在物理空间上的“在场”已经不是必要条件，“在线”取代了“在场”
的重要性。但是艺术就是在不断尝试利用各种感官传达意图，所以展览的“现场性”
是图像无法取代的。所以在当前地理位置、宣传经费、宣传手段的条件下，一个非
娱乐化的艺术展如何把普通观众从光怪陆离的游艺场里吸引到美术馆，在现场感受
策展人、艺术家的表达 , 是我们作品想要进行的尝试。

　深圳美术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东湖公园深处，虽然环境清幽，依山傍水，
美术馆常年组织高品质的艺术展览，但却鲜有普通市民知道并前往。握手 302 团队
希望借助城中村的智慧为展览带来更多参观者和参与者。组织者每天分成三个分队，
一组负责在现场组织创作，一组在东湖公园内向游客派发传单（传单详见图片）并
介绍展览，还有一组负责整个过程的影像记录（详见附件视频）。为了尝试与破美
术馆一贯高贵冷艳的印象产生反差，还引进了商家促销惯用的“抽奖”环节，大奖
则是实惠的一桶花生油。

作品的一系列行动方式也是在思考公立文化艺术机构与市民的联系。公立文化
艺术机构是政府拨款单位，受政府委托宣传和推广文化、艺术作品，进行专业的艺
术研究和为市民提供艺术服务的机构。体制内展馆、艺术、观众，作品本身也是在
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重新思考。“还没定”挑战了这三者的传统角色和行为：作品
创作者不再是艺术家而是观众；艺术家成了创意发起的组织者和协作者；美术馆不
再是的专家和教化者，而是文化环境的提供者和艺术服务平台。当三者突破原有的
限定和角色时互动和交流便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荣誉

•	 第十届深港生活大奖								2017.6.25														艺文奖

深港生活大奖由南方都市报主办，有人文、生活等十九个奖项。 坚持表彰城市
人文生活范本的深港生活大奖已举办十届，现已成为国内唯一以“人文生活”为评
选标准、在深港地区拥有跨界影响力的颁奖盛典。

大奖由南方都市报集结深港生活领袖评定，以打破成功学的意识垄断的评选标
准，对推动城市人文进阶、艺术升级、公益成长、生活上升的年度新锐机构和人物
进行表彰。

握手 302 荣获第十届深港生活大奖“艺文奖”，获奖评价如下：

“它是城中村的典型空间，是当代艺术的非典型空间。它组建“城中村特工队”，
集结边缘性群体与文本，它是窥视深圳不同阶层生活形态的艺术潜望镜。它以平民
视角，呈现独特的城市观察，它是城中村内的艺术独角兽。它围绕“参与”、“体验”
和“主动性”，将自己、艺术家和观众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空间实践，也是一种
展现城市特征与多样性的文化实践。”



•	 壹基金我能实验室								2015.12.11														获选项目

获选评价：

“细究“握手 302”的工作目标，它是面向无产者的艺术行动，它是以弱者视
角来研究城市问题和艺术问题，这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吻合（关怀弱者，消减社
会摩擦），但它又与中国社会同时运行的资本化和权贵化的方向相背离。当很多的
艺术机构为权贵代言时，“握手 302”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和判断。

“握手 302”希望成为“双轨制的中国”下的解读空间，像一场“好玩的活动”，
一场在贫民社区开展的社会运动，在城市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宣扬平权意
识。”

•	 深圳创意七彩奖								2015.5.19														深圳创意设计大奖

握手 302 荣获首届深圳创意设计七彩奖的“深圳创意设计大奖”，颁奖典礼 5
月 19 日在深圳报业大厦举办。这个奖项由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市委宣传部、
市文体旅游局等单位指导，深圳市创意文化中心主办并具体组织实施。 

评审团是这样评价握手 302 的获奖理由的：

Handshake 302 - Creative Synthesis 

The project is an original an innovative model of social  

interaction aimed at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xchanges 
and fostering the rehabilitation of decayed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 This project 
responds fully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quirements of the Award. 



•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展								2015.10.13		-		11.14													

握手 302 作为深圳城中村的案例，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Wurster 画廊
参加了名为 Art+Village+City（艺术＋村庄＋城市）为主题的展览。中国城市化问题
研究的资深学者 Margaret Crawford 和研究中西方艺术史的年轻教授 Winnie Wong
作为该展览的策展人。该展览通过对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四个村落及珠三角的艺
术生态进行研究，关注城市化对广州、深圳、和香港的村庄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并
将研究称成果进行展示。展览届时也会在上海西岸文化中心展出。

主展：

Wurster Gallery, Wurster Hall, UCBerkeley
October 13-November 14
Tuesdays-Saturdays 12-6pm

分展：
上海西岸双年展 /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
西案艺术中心，上海
10 月１日－ 12 月 31 日，2015

报道

The	New	York	Times Shenzhen	Daily



《“物恋白石洲”聚焦城中村》                                                                                                       --- 深圳商报

点击文章名称查看报道

《“误”入城中村：一群理想者的社会试验 | 深深原创》                                                                --- 深深	

《“小白鼠”的城中村生活》                                                                                                       --- 深圳特区报

《【73# 酷茶会回顾】马立安：用双年展作为公益跳板》                       ---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

《【颠覆】结构碎满地，90 一代的艺术新视界》                                                        ---UPDIS 共同城市

《【纪录片 | 看见看不见的深圳】第二集：城中村的给予》                                     --- 深港双城双年展

《专访】马立安：城中村的消失将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走读深港】发现城中村：孩子和艺术家的游乐园》                                         ---	广州日报深圳新闻

《2015 UABB 十大 " 值回票价 " 展项》                                                                                ---	城市中国杂志

《白石洲纪事：即将消失的深圳城中村》                                                                                     ---	水木财经

《白鼠笔记》                                                                                                                                  ---	世界其他角落

《场所 | 草根城市白石洲》                                                                                                                      ---	市政厅

《握手 302: 好玩儿》                                                                                                                                ---	打边炉

《有方评鉴 | 2015“深双”最佳展览（10 个）》                                                                       ---	有方空间

《雕塑行 | 深圳大鹏自然艺术创作营》                                                                                  ---	中国雕塑学会

《华阳国际联合主办论坛，探讨城中村的未来》                                                                        ---	华阳国际

《空间论 | 握手 302：无意打造一个空间，更关注我们会成为什么人》                                 ---	打边炉

《马立安：在城中村里“玩”公共艺术实验 | Regeneration》                                     ---	城市中国杂志

《美媒關注深圳拆“城中村”：“握手樓”漸消失》                               ---		香港商报东北亚新闻中心

《深℃杂志｜小白鼠的白石洲笔记 被误读的城中村》                                                             ---		深圳晚报

《深圳：村头枯树游乐场成社区艺术新实践》                                                                           ---		南方日报

《深圳村落系列微记录之白石洲（七）：城中村特工队》                                                       ---		22 点 tv

《把你“放进”12 平米的空房间，什么都不带，你能待够 8 小时吗？》                            ---		Hi 沙河

《招募令 | 艺穗 X 握手 302 【路与门】招募参与人员》                                                           --- 握手 302

点击文章名称查看报道

国外媒体

合作机构与媒体

《这里曾是“深飘”的大熔炉，“来了就是深圳人”绝不是吹的！如今正面临拆迁 ...》    --- 时代周报	

《种子游学 - 即将开启城市调研工作坊！》                                                               ---OCT 凤凰花嘉年华

Art in Shenzhen                                                                                                                                           ---	Ocula

Handshake 302- Vernacular Geographies of Shenzhen, China                        ---	The	New	School

Creativity in Shenzhen                                                                                                        ---	Randian-online

Shenzhen's Quest for Artistic Identity                                                                    ---	That’s	Shenzhen

China’s development paradox                                                                                       ---	Gulfnews.com

http://szsb.sznews.com/m/article.htm?url=http://szsb.sznews.com/html/2014-01/07/content_2746546.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4Mjc5OA==&mid=203456031&idx=1&sn=d5ebd82467ecea120a095aa9aeb535e5&mpshare=1&scene=1&srcid=0629oT8eRcLUfmXyK1NLBp74#rd
http://sztqb.sznews.com/m/article.htm?url=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4-05/28/content_2889482.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AwNTcxNA==&mid=200144601&idx=3&sn=e8497123b8d03935ef4a1024f9ae4b89&mpshare=1&scene=1&srcid=0629kFX05WeFQ2N04bntyREm#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U4MTczNg==&mid=201886542&idx=3&sn=7a812b95364171ff7cb2bd5808200c88&mpshare=1&scene=1&srcid=0629OSFrqi6zWzYbdNFn2gPa#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IyOTYwNA==&mid=2650386435&idx=1&sn=ff7237e9ab56c68e27d55ce2987b9a4c&mpshare=1&scene=1&srcid=0708rpIRDRJOVgOYK7TQOhlz#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xNzc3Mg==&mid=400776740&idx=3&sn=3ab1b44583540ee2d093c9f60bc9c1bc&mpshare=1&scene=1&srcid=0629AGqVXOomhCqPoR95Pb3z#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MwMjcxMg==&mid=200117994&idx=4&sn=e8772ed6a28bb45e3f5fc3fb326c654d&mpshare=1&scene=1&srcid=0629P84qAYUM8qe0gFZoeKOQ#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3NzgzOA==&mid=405744067&idx=1&sn=af37f101b88e954fc28692e72106832d&mpshare=1&scene=1&srcid=1214zhchcdVajKL5QOSfICsS#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gyNTU3Mw==&mid=2650299340&idx=2&sn=1d615fcea2db25e8458ca22b6de88131&mpshare=1&scene=1&srcid=0629JPrZ9eb5k2xDBof4vQtL#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3NzgzOA==&mid=405744067&idx=1&sn=af37f101b88e954fc28692e72106832d&mpshare=1&scene=1&srcid=1214zhchcdVajKL5QOSfICsS#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k3MzM0MQ==&mid=201016164&idx=1&sn=77b2f45fa25559982eb6b01b2f030c77&mpshare=1&scene=1&srcid=0629Ee0WIJLggIFuLb8U4RwA#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3NzgzOA==&mid=405744067&idx=1&sn=af37f101b88e954fc28692e72106832d&mpshare=1&scene=1&srcid=1214zhchcdVajKL5QOSfICsS#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YzMzEwMQ==&mid=2649511385&idx=1&sn=0e4e379b6e99fa14cfd22290c1ce965b&mpshare=1&scene=1&srcid=0629qvSCRZMuKn76ctY0SeX0#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M0MTgyOA==&mid=403879739&idx=1&sn=d6fb8ce240bcb11d2d23455a8eb9443e&mpshare=1&scene=1&srcid=0629aewdd0MxhgHO3RNHQRdH#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xNjY4MQ==&mid=400687310&idx=1&sn=d1463ad8e0984e9c31b6c4e3e5c9ebca&mpshare=1&scene=1&srcid=1206Qi2B2Vhx6Zr9acKrfUK4#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IxMjAwMg==&mid=401716980&idx=1&sn=e4913e9ddd2c9cb3cf899719fd4b42e3&mpshare=1&scene=1&srcid=06294rBWDJFtd4HQo6cB2FZB#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E4NjgyMg==&mid=205166738&idx=2&sn=6a40c8754a9465a645955ffd1fb4fadf&mpshare=1&scene=1&srcid=0629cG6O5pF4GAd7kYEYaLuU#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M0MTgyOA==&mid=2652205591&idx=1&sn=7859e5b6eaab4cb6732d855e3a5cf0f8&chksm=810bb03cb67c392a38f7c9e90342206d7b268ade5df1db9ab1ac558d341b79a3d617b48322bb&mpshare=1&scene=1&srcid=0629hIUWbDpklLUdJfo8uNiX#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3NzgzOA==&mid=400408061&idx=1&sn=55f486fac0071fa2a3582cc60e0cc8e9&mpshare=1&scene=1&srcid=1102SnU4u7hlKGVq4R9zD8zm#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xODgyMQ==&mid=2649738342&idx=5&sn=81a520a013988a256b385c38ad98b5b0&mpshare=1&scene=1&srcid=0629lhTJXtFP1eUxKwj3lkEp#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4MTkwMA==&mid=200601206&idx=3&sn=4b2cf6b407b31554d75680a788558d55&mpshare=1&scene=1&srcid=0629pPBC8bkKifLJvOBxO9Lb#rd
http://sz.southcn.com/content/2016-07/08/content_150974752.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g0NDk1NQ==&mid=2656938850&idx=1&sn=609d68873c588cb32230d5f7e34e0689&chksm=84b11896b3c6918086097675ce9e337d555d56fac02a71e10f336bcd38db28aba6b955c80994&mpshare=1&scene=1&srcid=0629Pmg8pHXA6SRoT73SaxGS#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jExNTU2OQ==&mid=2650717978&idx=1&sn=b5c5c3e4e40f507eade3d578587e0a28&mpshare=1&scene=1&srcid=0629kJsMoD4TAsYKdHlXoOlY#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3NzgzOA==&mid=405744067&idx=1&sn=af37f101b88e954fc28692e72106832d&mpshare=1&scene=1&srcid=1214zhchcdVajKL5QOSfICsS#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Y1OTQwNw==&mid=2659425712&idx=1&sn=5d3e97414be2788ab854283df4829425&chksm=bdd5df108aa256063a42c1ebcfb2e778568a940d0695131b2c8888fa9190824061438e8cb6a1&mpshare=1&scene=1&srcid=1201ggECyE10blUfFOnIAKyA#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EyODE4MA==&mid=2653228672&idx=1&sn=3932158b9ed716736cc552c0c5d33271&chksm=bd7aa35b8a0d2a4d82056215192e62ef0f90643774c08fdc922eb70f8f18b610b4c13485deff&mpshare=1&scene=1&srcid=06295kmkGop77IpnkABLu1fR#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k4MjM1NQ==&mid=2247484245&idx=2&sn=3902ec5349c6d167bb0f954271dfb700&chksm=9b4945e9ac3eccff4086d289ff014e56efb1a8b4eef0a611faaf85ffa1adf9112d1bb2c7c556&mpshare=1&scene=1&srcid=0629D1gxBnufO344X8FKpfOm#rd
https://ocula.com/magazine/reports/art-in-shenzhe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3NzgzOA==&mid=405744067&idx=1&sn=af37f101b88e954fc28692e72106832d&mpshare=1&scene=1&srcid=1214zhchcdVajKL5QOSfICsS#rd
http://events.newschool.edu/event/handshake_302_vernacular_geographies_of_shenzhen_china#.WVRmJoFB2Ec
http://www.randian-online.com/np_city_guide/creativity-in-shenzhe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3NzgzOA==&mid=405744067&idx=1&sn=af37f101b88e954fc28692e72106832d&mpshare=1&scene=1&srcid=1214zhchcdVajKL5QOSfICsS#rd
https://www.thatsmags.com/shenzhen/post/13534/shenzhen-s-quest-for-artistic-identity
http://m.gulfnews.com/news/asia/china/china-s-development-paradox-1.1870351


成员介绍

马立安			Mary	Ann	O’Donnell

自 1995 年起，马立安开始在深圳开展人类学研究，希冀明晰中国历史最久以
及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特区深圳变动不居的 文化景观。马立安现阶段的研究着重于
后社会主义城市化的文化逻辑，变动中的城市的创造性文献，文学翻译，以及一 直
处于进行状态的与胖鸟剧团的合作项目。最近，她带头在白石洲促进社区公共艺术
项目《握手 302》，并且在虔贞女 校艺展馆促进文化与教育计划。 

她 的 博 士 论 文 题 为《 策 略 性 认 识 : 观 察 深 圳 状 态》(Strategic Recognition: 
Watching the State in Shenzhen)，文章 主要考察了在多样的社会情境中，政治和经
济的改造是如何被确定、评价和重新部署，以及如何创造了新的文化模式及 关系。
她的研究刊载在众多刊物中，包括《形势 : 东亚文化评论》(Positions: East Asian 
Cultures Critique)、《TDR: 戏剧评论》(TDR: The Theater Review)，《香港文化研
究》(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以及《烹饪》(Gastro- nomica) 中。2005 年，马
立安开办了博客“深圳笔记”(Shenzhen Noted)，直至现在都采用摄影及评论的方
式来 呈现深圳的建筑、城市规划以及变化着的文化环境间。与黄韵然合作编辑有关
当代深圳研究选集已经在出版社。除此之 外，马立安还翻译了杨阡的《不伦不类的
梦想—杨阡戏剧文学五种》，独立电影人高鸣的一部创造性的纪录片《阿松》 。她
与王玲珍博士合作翻译了王安忆的自传性写作选集《长恨歌》。2009 年康奈尔大
学出版社发行马立安翻译的《忧 伤的年代 : 王安忆的自传文学》(Years of Sadness: 
Selecte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Wang Anyi)，给英语读众 介绍王安忆的作品。
2017 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马立安编辑的《向深圳学习 : 从经济特区到模范城
市》(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 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回顾 1980 至 2010 年期间的城市文化变迁。



张凯琴

艺术家、艺术项目策划人，“握手 302”发起人之一。她具有专业的艺术教育背景，
取得中国美术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双硕士，在雕塑、公共艺术、自然艺术、
艺术展览、活动策划上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她曾受邀参加法国、美国、韩国、日本、
芬兰、台湾、缅甸等国际艺术展览及创作营，作品也在深圳市中心公园、深圳地铁
等公共空间受到广泛好评。

雷胜

主要从事商业展示空间设计与艺术创作，偏好创作差异化的艺术空间和装置，
注重结构与材料试验高度还原设计理念。

艺术品需要展示，或者说展示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
展示本身已是一门庞杂而繁难的学问和专业。雷胜是著名的展示设计师，他的作品
不拘于视觉的美化，而多具深刻的人文思考，经常令人瞠目结舌，难以忘怀。他从
不界定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师，他更愿意人们把自己的展设作品看成一种艺术
表达。

吴丹

吴丹是一位富有创意的年轻设计师与行动家。曾就职于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原
深圳凋塑院）艺术部，同时也是“握手 302”项目的主创人员之一。她对于色彩的敏
感与天赋，让她的设计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她曾参与了 2013、2014 年两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的组织与策展工作，具有丰富的
艺术展览执行经验。与此同时还参与了许多公益、艺术活动的设计工作。她关注于
城市化及城市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关注这一过程中人的生存状态，并致力于运用创
意及设计的力量改善问题、改善人们周遭的环境。

刘赫

大学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习艺术设计，从 2011 年起在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
双年展负责展场管理与公共教育策划。

2013 深圳好事者“水客”生态研究团队 / 2014 联合国教科文全球图书会议的
会议执行与现场管理  /  2014 深圳公共雕塑展的展场管理  /  2016  在 33 空间举办个
展

从 2013 年开始参与握手 302 的活动，主要参与了“隐于城”、“墙迫症”、
“302 与未来握手”、“白鼠笔记”。艺术风格是偏向社会性质的行为艺术。



我们相信：艺术属于每一个为我们城市做出贡献的人
 We believe that art belongs to everyone who contributes to our city

微信 /Wechat：handshake302
邮箱 /E-mail：handshake302@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