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悇鉢ⅩⅩ昦㓉㓌頯梮頺 2017

鴛桸䯖醮穞佖荁㭔ⅩⅩ訅酴嗘 OCT-LOFT蹺䅕穞佖䌄貊頺

粷鮪艊梥棾醭曧啔棾ⅩⅩ2017 OCT-LOFT 攝嶯頺䎖鶯

@LOFT 々 CÉLINE LAMÉE 䯤玈煋㚯彿㓌嬱瞝巃晹䅡

崪磢羠䂏ⅩⅩ2018 雲單╙攝嶯旝誼艤昦妘⺸鉝



46 47 LOOK INTO | 㛣䎪鏅磍

1晰郴旧剥粲锥1蓯熔侊
蘸閉艇可褒碛毋呱滔褙
撰文/李汭璇（Rashel Li），独立策展人。毕业于加州艺术学院策展专业。

   目前专注于研究虚拟展览与交互项目，居于旧金山湾区。

“我们并不喜欢被称作新媒体艺术，所以我们的部门仍然使用

媒体艺术这个名字” ，在加州艺术学院策展实践的课堂上，旧

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SFMOMA）媒体艺术部门（Media Arts）的策展人鲁道夫 • 弗里

林（Rudolf Frieling）如是说。也许透露着大机构的学院派固执，

但这句话同时也表示了学者们的严谨。当坐在 SFMOMA 图书馆

里翻阅媒体艺术的档案时，我们看到的创作材料尽是VHS录像带、

电视机这类已非新鲜事物的媒介。由此可见，“新媒体”这个归

类确实反映了艺术史学家们不知如何准确分类的尴尬。

新媒体理论家 Lev Manovich 曾在他的《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一书中提到，“新的”（new）、“数

码的”（digital）和“互动性”（interactivity）这类字眼都是“过

于宽泛而并不真正有用的术语”。但是反过来看，这些笼统术语

的出现是仅仅是为了定义新媒介的一系列独特的属性。如果剔去

物理属性来看，媒介也许没有别的意义。在艺术学术圈里，关于

新媒体艺术是否应该被看作一个独有的领域，似乎是一场永无休

止的讨论。单单从收藏行为来看，策展部门的命名或结构都无关

紧要。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把新媒体艺术完好地融入在博物馆的

收藏实践里、如何利用媒介独有的特色牵引出某些概念上的论题

和对民生的切实顾虑。

SFMOMA 图书馆，图片来源：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

威廉姆 • 肯特里奇 , 《时间的拒绝》, 2012，图片来源：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

在谈论新媒体艺术时，时间性和物质性是两个不能绕开的话题。当藏家在决定购买一样

新媒体艺术品的时候，他／她究竟应该收藏的物质是什么？这件作品是否存在时间的局

限性？尤其对于本身就是虚拟化的艺术品而言，如何才能永久保存住它最初的立意？数

码艺术家 Maciej Wisniewski 在 1997 年创作了作品《Jackpot》：他在因特网上搭建了

一个模拟“老虎机”的网页，将随机下载的三个网站首页和它们各自的域名排列显示在

浏览器上。1998 年，沃克尔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买下了这件作品。然而，

由于当时《Jackpot》的数据库里包含的 URL 地址所指向的页面并未被一同存储下来，

所以如今当观众点击这件作品时，页面显示的大多是“Not Found”错误信息的图像。

当然，这件作品的变化也反映了万维网的变迁，但这种解释并不是艺术家的初衷。如果

时光倒流，也许博物馆可以把数据库里链接的网页全都保存下来，但这依然存在一个问

题：当未来的用户点击页面上的链接、联入已不存在的地址时，仍然会接收到错误信息；

也许博物馆可以写一条让数据库里的地址定期更新的代码；又或者，让系统自动筛选显

示那些仍然有效的网站。无论是哪种方式，关键是藏家在购入的过程中需要为未来做好

决定，而不是在已购入、变化发生后再思考如何补救或重现作品。并且，最好的方式是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思考，力求维持作品对艺术家意图的展示。

许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对此做了考虑。特别对于录像和影片艺术家而言，他们

会制作详细的安装说明（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来控制作品在未来的呈现，其中对设

备型号、空间大小、声波质量、地板和墙纸、甚至是观众观看时使用的家具等都有要求。

由此可见，新媒体艺术的私人收藏门槛是比较高的。购买一件视频艺术品，你需要按照

详细的列表购入配套的装备并保证有足够大且多的空间。甚至，为了优化藏品之间的隔

音效果，你需要增加房屋内的缓冲空间，这时你可能会考虑聘请专业的建筑设计团队来

协助你：这些考量都在无形地增加你的收藏成本。

Maciej Wisniewski，《Jackpot》，1997，图片来源：笔者网页

截图

安东尼·麦考尔 , 《你和我，水平横向》，2006，图片来源：旧

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

视频装置艺术的安装示意图，图片来源：笔者摄

视频装置艺术的安装示意图，

图片来源：笔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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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 • 巴尼，《Cremaster 3》，2002，图片来源：Sadie Coles HQ

笔者有幸参观过克拉姆里克位于旧金山的旧宅以及纳帕谷这座当时正在施工的私人场

馆。旧宅是传统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并非为收藏而量身定做。在这里，克拉姆里克家

族的私人策展人艾伯利克为我们依次播放了经典藏品。即使在那样一栋大房子内，各件

作品间的干扰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当播放安装在楼梯上的贝恩堡的作品《天安门广场》

时，影片中广场上的声音顺着开放的楼梯空间与走廊传递到屋内的各个角落；或是在地

下室观看《原材料 - OK OK OK》，瑙曼喋喋不休地一边旋转一边念着“okokok…”。此时，

其他作品都必须被暂停。

布鲁斯·瑙曼 , 《原材料 -OK, OK, OK》, 1990，图片来源：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

以设计过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而闻名的 Herzog&de 

Meuron 建筑工作室还设计过一些惊艳的私人博物馆，这其中最

为奢华的就数理查德和帕米拉 • 克拉姆里克夫妇（Richard and 

Pamela Kramlich）在纳帕谷的新居所。这是一幢在形式上和

外观上都极具创新的房屋。克拉姆里克夫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开始收藏影片和录像类的作品，是全球排名前十的新媒体艺

术藏家之一。他们涉猎的艺术家涵盖了像维托 • 阿肯锡（Vito 

Acconci）、达拉 • 贝恩堡（Dara Birnbaum）、马塞尔 • 布达

埃尔（Marcel Broodthaers）, 丹 • 格雷厄姆（Dan Graham） 和

布鲁斯 • 瑙曼（Bruce Nauman）这类历史人物以及各位在当代

领军艺术家，比如马修 • 巴尼（Matthew Barney）、斯坦 • 道格

拉斯（Stan Douglas）和史蒂夫 • 麦奎因（Steve McQuee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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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址似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克拉姆

里克私人博物馆坐落在纳帕谷中一座小山

的顶部，全园区占地 24 英亩。馆体半身

掩于山体之中，顶部露出的楼层通身由镜

面包裹，和花园里的无边际泳池互相呼应。

从整体看，这座私邸的地下室是一片可用

于专注欣赏影片的暗空间；中层是一个半

展厅半居所的混合区域；而在上层，当你

走出玻璃屋顶、站在花园回望，波浪形的

玻璃墙透映墙内播放的视频，整个屋顶在

光影迷离之中变成了一整套装置艺术。设

计师 Herzog 如此形容：“里与表、天然

与人造，都在这里变得难以区分了。”

在综合性较强的艺术博物馆内，如前文所说，大多不会专设新媒体艺术部门来进行针对性的收藏。因此，在

具体处理这类艺术品的展览与档案的时候，新媒体难免成为一个棘手的策展问题。 2001 年 3 月，两场在科

技时代中讨论艺术处境的大展无独有偶地在美国的两所知名当代艺术馆同期开幕：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的 

“010101：科技时代之艺术”（010101: Art in Technological Times） 和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 “数字流”（Bitstreams）。这种巧合的出现预示着博物馆界终于开始关注科技为人文上带

来的转变。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特为该展组建了一支策展团队。五位策展人历时两年，奔波于北美和欧亚搜

罗展品、并委任艺术家们创作了许多新作品。展览内除了新媒体艺术外还陈列了不少传统的画作和雕塑，借此

模糊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线。在当时的馆长戴维•罗斯（David Ross）及其他参与策展的人员与媒体的访谈中，“模

糊”（blurring）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词汇。这种“模糊”不仅存在于部门间的合作中、策展人员的角色之间，

还甚至存在于艺术作品和标识系统之间。

克拉姆里克私人博物馆外观，2015，笔者绘

萨拉·施 , 《分崩离析》，"010101: 科技时代之艺术 "， 2001， 图片来源：art21

这种模糊之感多半来源于策展工作者们对收藏目的的挣扎。马歇

尔 •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曾提出著名且备受争论的

“媒介即为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观点。对

于立足科技发展史的博物馆，例如位于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

（Computer History Museum）而言，该学说或许可以作为馆

藏的中心思想，但是并不适用于艺术文化圈。如果一切能以媒

介来分类，那工作自然顺利多了。然而，学者们需要斟酌的还

有作品的各方面的特性。美国移动影像博物馆（The American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的材料文化库中收了许多类似

电影音效文件、视频游戏、以及动画等物件。对此，策展人卡尔 •

古德曼（Carl Goodman）坦言：“艺术价值只是我们对藏品的

衡量标准之一。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考量，比如作品在那个时代的

影响力、或者它是促成日后创新链上的重要一环、甚至它曾经是

一个有趣的无解之谜。”

位于瑞士的巴塞尔电子艺术之家（Haus der elektronischen 

Künste Basel， HeK）则是当代艺术领域里专注研究信息时代新

艺术的先锋机构。该艺术中心的焦点并不在于科技的形式，而是

关注那些利用信息和技术来叙述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同

时又展示了新审美的作品。德国艺术家 Aram Bartholl 在 2013 年

的作品《Forgot your password ？》里抽取了 2012 年 Linkedin

数据泄漏事件中流出的 470 多万条真实用户密码，将它们逐一排

列、印成一套八册的纸质精装书。笔者在书中按首字母检索，翻

阅到了自己的密码，不禁脊骨发凉。厚实的八本大部头书籍在用

质量诠释信息泄漏对用户安全威胁的严重性，并且聪明地对文献

进行了整理记录。在收藏新媒体艺术的过程中，新兴媒介挑战的

不仅是当代艺术和传统的收藏概念，还有博物馆、画廊和策展工

作者们在新科技上的理解和技术知识。目前，人们对新媒体艺术

的保藏和维护能力大都仅停留在理论层次，而许多难题也许还未

出现、有待我们开发。而这需要我们先迈出第一步：抱着辩证思

想与诚意开始积累自己的藏品。

巴塞尔电子艺术之家，图片来源：bas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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