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O

N
TE

M
P

O
R

A
R

Y A
R

TIS
TS

CONTEMPORARY ARTISTS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0-1027/J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5-3255

邮发代号：78-76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总085期   2013年第4期

国内定价：16.00元/国外定价：8.00美元

085

4/2013

花-生命的欲望1 玻璃钢着汽车漆 唐勇



布朗运动 综合材料 200×100cm 张大力 2012



主  编：罗中立

Editor-in-Chief : Luo Zhongli 

执行主编：俞 可

Executive Editor : Yu Ke

编  委：高名潞 郝大鹏 黄 政 罗 力 庞茂琨 张 杰

Editorial Board : Gao Minglu   Hao Dapeng   Luo Li   Pang Maokun   Zhang Jie 

副 主 编：韩 晶

Vice-Chief Editors : Han Jing

编  辑：李珂珂
Editor : Li Keke

翻  译：牟 丽 牟艾莉

Translator : Mou Li   Mou Aili

设  计：汪 泳

Designer : Wang Yong

印  制：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Printing : Shenzhen Artron Colour Printing Co.,Ltd

主  办：四川美术学院

Sponsor: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主  管：四川美术学院

Director: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出  版：《当代美术家》杂志社
Publisher : Contemporary Artists 

发  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
Distributor :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  ISSN1005-325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 United Domestic Periodical NO. : CN50-1027/J

广告许可证号：渝工商广字011292号
Advertising Permits : 011292

海外发行代号 / Code of Overseas Issue : BM2536

国内邮发代号 / National Postal Issue code : 78-76

电话 / Tel : 86-23-86181490

传真 / Fax  : 86-23-86181269

电子邮箱 / E-mail  : art_3066@163.com

网址 / Website  : www.artistchina.org

地址：重庆市黄桷坪正街108#《当代美术家》杂志社 400053

Address  : Contemporary Artists Magazine 108# Huangjueping Rd. Chongqing, 400053 P.R. China

本刊稿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一律不得转载

发表文章均系作者个人观点，与本刊立场无关
Copyright By Contemporary Artists

圣戈洛姆或三个时期的寓意 /   

Saint Jerome or The Allegory of Three Ages

综合材料 / Mix Material  

雷纳托·古图索 / Renato Guttuso

1978

2013年第4期 总085期



002 003

王林 _ 平行展是威尼斯双年展的伟大创造 
Wang Lin _ The Great Creation of the Venice Biennale 008

阿奇列·伯尼托·奥利瓦 _ 中国近在咫尺
Achille Bonito Oliva _ China is Nearby 012

吕澎 _ 20年，走出中心
Lv Peng _ Out of Center 015

彭德 _ 郭凤怡现象
Peng De _ Guo Fengyi Phenomenon 016

黄梅 _ 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争议与思考
Huang Mei _ Dispute and Thinking at the 55th Venice Biennale 018

白晓宇 _ 何以成为第一：罗德岛设计学院
Bai Xiaoyu _ How Can it be the No.1: the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048

郑韬凯 周洪涛 _ 威斯康星大学艺术系
Zheng Taokai Zhou Hongtao _ Art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052

Vivian Li _ 自我塑造的美国艺术教育：密歇根大学的美术学院和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
Vivian  Li  _  Self-made  American  Art  Education:  Academy  of  fine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Cranbrook Academy of Art 056

Patrick D. Wilson _ 实验和观念：旧金山艺术学院的教学与创作
Patrick D. Wilson _ Experiment and Concept: Teaching, Learning and Making at the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060

本刊编辑部 _ 首届青年批评家论坛
Editorial Department _ The First Youth Critics Forum 068

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策展小组 _ 2013首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
The work team of Hangzhou Triennial of Fiber Art _ Hangzhou Triennial of Fiber Art 2013 070

维嘉 _ 版画艺术教育的变迁
Wei Jia _ Changes of Printmaking Education 072

唐勇 _ 当现成品入侵艺术
Tang Yong _ When the Ready made Invasin the Art 074

康益 _ 中国画学科意象素描教学探索
Kan Yi _ The Sketch Teaching Exploration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076

彭莹茜 _ 艺术运动进行时：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对话沙龙中的艺术实践探讨
Peng Yingxi _ An Art Movement Is Going On: Artistic Practice of Conversations and Salon in 
Art Basel 080

翻译：寒帅 _ 达明安·赫斯特：我做，都因为他们说“你不能这么做”
Translator: Han Shuai _ Damien Hirst: ido because They Said “You Can’t Do It” 086

迈克尔·布雷斯威尔 _ 轻窥无垠
Michael  Bracewell  _  A  Glimpse  of  the  Infinile   091

本刊编辑部 _ 艺术微言
Sun Zhenhua _ Concepts before History  094

沈语冰 张晓剑 _ “理查德·穆特事件”中的杜尚
Shen Yubing Zhang Xiaojian _ "Richard Mutter Event" of Duchamp 022

高千惠 _ 理论之外，身命美学的行动实践 （上）
Gao Qianhui _ Practice, The Life Aesthetics Theory (I) 028

段炼 _ 当代艺术与文化影响
Duan Lian  _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e   032

德里达  著    李应志  译 _ 绘画的真理（下）
Derrida/Write Li Yingzhi/Translate _ The Truth of the Painting (II) 038

话    题 / Special Topics

目   录

CONTENTS

专    栏 / Criticism

新    潮 / NOVA

资    讯 / NEWS

视    界 / View

P046

2013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展出作品

P066

2013四川美术学院“开放的6月”毕业展展出作品

P078

丛林时代 / Jungle Times

布面油墨和丝网墨面 /

Oil and Silkscreen Ink on Canvas

肯尼·沙弗 / Kenny Scharf

1991

P006

幻真的宇宙——2013威尼斯钟飙艺术展览现场

P020

2013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展出作品

2013年第4期 总085期



060 061

“在一个开放的，实验性的和跨学科的环境中培养创造力。”

是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宗旨，这所始建于1871年，目前拥有约650名

学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学校有两个校区：主校区在旧金山

北部的俄罗斯山，是研究生工作室。它的各个部门包括设计和技

术，电影，新流派，绘画，摄影，版画，雕塑，历史和当代艺术，

展览和博物馆研究，城市研究理论。学生可以选择一个专业系科获

得研究生学位，学校鼓励他们在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习以

外的各种媒体和相关联的方法以拓展他们的视野。

在旧金山艺术学院里没有单一的课程旨在实验艺术教学，也没

有一个部门专门为了“实验艺术”的学生而建立工作室。实验性和

冒险性的艺术方式在课程编排以及各个学科交叉学科之间被认为是

必不可少的。当然，实验课程有很多形式，加上学生与教师教育背

景之间的差异很大。SFAI教师更多的鼓励学生创造性的发挥，扩大

艺术的边界，并挑战学生原有的艺术观念框架。当然，学生的兴趣

和自我塑造的艺术轨迹往往超出了教授的专业知识范围，因此必须

自主研发。实验艺术更多的是年轻艺术家本能的直觉性创作。本文

聚焦旧金山艺术学院当前教师，学生和刚毕业的学生的艺术作品来

理解实验艺术在旧金山艺术学院的体现。

蒂姆·沙利文是“新流派计划”系科的老师。新流派计划主要

研究60年代和70年代遗留下来的土地功能，土地和环境艺术，并致

实验和观念：
旧金山艺术学院的教学与创作
Experiment and Concept:
Teaching, Learning and Making at the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Patrick D. Wilson

Additional Contributors: Tim Sullivan Kate Ruddle Meredith Tromble Tromble Justin Hoover 

Shaun El C. Leonard

力于质疑艺术品的商品化。“新流派计划更像是艺术院校中的杜尚

主义，提倡艺术家和艺术观念高于艺术本身。新流派计划并不以一

个具体媒介作为限定的艺术方式。与社会实践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和

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而不是强调特定媒介的培训或者探索使用选定

的媒体方式的呈现方式，学生在新流派计划系里，被鼓励去发现和

使用任何可用的媒介方式，无论是物体，动作，文字等，只要可以

体现艺术家观念的意图即可成为艺术。

艺术课程可以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借鉴思路，正如“什么是艺

术，生活！”沙利文主持的这类电视节目。被成功运用到称为“互

联网杀死了视频明星”课程中，学生在这个课堂上创作和互联网、

电视节目一样完整的现场谈话节目，综艺节目，游戏节目和录像艺

术。蒂姆说，学生最初害怕这个课程所涉及的范围，但他们积极性

的创作往往在课程结束时超出想象，他们在课程之外也继续创作表

演。蒂姆的一些作业要求中，学生在不使用相机的情况下拍摄照

片。需要学生不依赖更高效的媒体形式，他迫使学生自己从传统媒

介方式上解脱出来，不作任何限制的发挥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和观

念，使得学生们质疑常用工具的不可替代性。

在这段视频《你爱我吗》中，劳拉·金正试图利用当代美国和

韩国流行文化的图像和音乐的问题探讨种族身份。克里斯科伦特的

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男子用锤子和凿子，去除冰从冷冻。这个

作品是一个冥想维护和自我改进的仪式。视频的结论，当艺术家破

坏冰柜氟利昂室从而破坏了冰箱。他试图用间接的方式来掩饰行动

的破坏性。

凯特代赭石SFAI雕塑系的一位老师。她的大部分技术教学直接

来源于她自己的作品以及工作室经验。她写道，“我用面料，视频

和建筑元素创建对象和环境，探索如何用织物保护、控制、显示和

定义社会地位。我的艺术利用服装和海关等问题，调查个人和公共

空间的界限。

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凯特代赭石的课堂是包括充气气球装置，游

牧民族的结构等可持续研究课题的雕塑工作室。学生探索充气气球

雕塑使用胶带，防破裂的尼龙、乙烯和鼓风机的的参数，工作仅限

于这些材料和必要的实验开发中。凯特在关于课程开发方面写道，

“我知道学生足够有能力，我能够提供不同的课堂方式开发他们的

思维。充气气球的材料也涉及配对，性和身份问题;这对于许多大学

生也是一个机会去做一些古怪的，有趣的，不寻常的探索，这些我

与我的学生们都将在课堂中涉及。”对于游牧民族结构创建的一个

课程，凯特是基于各种形式的移动形式和附件强调织物雕塑。许多

学生创造的形式直接引用其他功利织物对象如帐篷、背包、服装和

帆。代赭石的课程旨以解决可持续发展，住房，测绘，城市和自然

生存的问题。

代赭石可持续雕塑工作室是旧金山艺术学院和著名的服装制

造商李维斯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项目。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合

作项目课题要求学生创造一个艺术作品，具有零影响，零消耗的产

品。艺术的作品必须是无形的，或者被重新利用和回收，以免成为

在画廊或在城市垃圾堆里永久存在的对象。我们再次看到使用限制

材料参数来强迫学生来推动边界的创造性的课题，然而，代赭石采

用的策略与特定议程。本课程挑战学生用更生态伦理的方式来实践

和表明，艺术是不能免除证明其对环境的影响力。

雷切尔维斯是代赭石的一个学生。在她的作品中《缺席/存

在》，两人按比例缩小的连帽形式对峙凝视彼此空洞的室内空间。

在少女恩格尔哈特的《无题”粉红色梯”》观众面对熟悉的材料，

一个阶梯形式的装置前。然而阶梯材料的选择确并不是具有实际

功能的一个阶梯，使观赏者必须意识到物质存在无功能性潜力的

可能。

代赭石的课堂活动之一就是将学生分成小组，并要求他们在半

小时内做出一件艺术品。这从他们自己本职工作中给了他们一个必

要的休息时间，并通过他们的自发性培养学术社区。临近结束的学

期一些学生变得疲倦或寻找一种简单的方法，学生会问他们更像学

生还是艺术家。代赭石觉得那些展览获得出版的最成功的学生，是

那些甚至当他们正在一所大学的环境里面也把自己作为职业艺术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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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气 装置 丽贝卡·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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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我也在旧金山艺术学院雕塑系任教。我的作品通常使用的建筑

组成，木材，金属和照片，似乎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生命的创建对

象。这对我很重要如果人们能感觉到我的作品有两个生命：一个是

表面的物理存在的组成材料和观众脑海中想象的形象和视觉张力。

我的雕塑《房子危机》使用银行的摄影图像创建一个类似动漫风格

的爆炸，粗暴地影响周围人的房子。

我的课程包括金属和木材加工和概念家具/对象。概念家具/对

象总是一个有趣的课程去讲授，因为学生花大量的时间思考短语

“概念家具”是指什么。如何定义一个对象，主要是由其使用被中

断时的一种表达对象。这个想法是在每个人开放的解释里存在。这

个问题激发学生重新思考环绕我们的传统的功利主义家居用品的使

用，用语言和文化内涵价值来体现的文物家具。学生着迷于通过艺

术品改变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可能性，通常这类思想会产生装置，试

图完全改变环境。我最喜欢的课题任务是一个类型的干预，在这期

间我要求学生选择一个现有的校园建筑的功能，并用纸板和其他材

料修改其目的。他们的作品必须按照自己的既定目的，运作良好，

我鼓励他们为此利用专业的木匠，设计师和其他制造商研究和整合

技术。作业有两个目标。我希望学生们停止基于他们的正常使用的

对象的假设，而是注意到建筑环境。第二个目标是提出一个顽皮的

叛乱，积极吸引别人参与，破坏传统的使用方式，需要他们的作品

突破展览常规领域。

最好的例子，我自己的一个作品《路边的卫星》，以这种方式

展现功能的另类性，这个雕塑作品，看起来像一个我们包括颜料的

邮箱和一些我自制的邮政贴票。有些人认为是我偷的一个信箱。这

个作品被认为财产不可侵犯的政府赋予了极大的好奇心。事实上这

个作品是一个分散技术。雕塑内部是一个红外监控摄像头正在记录

的那些检查可疑物体的人们。信箱雕塑是在2012年从旧金山到洛杉

矶通过卡车运输公司记录，整个行程中的片每一分钟，每一个图，

捕获仓库、叉车和工人在其过境途中的图像。这一个邮箱创建了

一个奇观而又荒谬的航运，吸引好奇的观察者变成这个作品的一

部分。 

另一位学生的作品是对话雕塑是她的研究生毕业作品展览的

一部分，创建两个相同的部分使两者站在彼此相距数米厚的混凝土

墙分开。每个面安装一个荧光灯打开并关闭这面墙，用莫尔斯电码

交谈。这项作品表明，这些墙壁，我们假设是与毫无生气的物体是

一种互动的能力。他们并不是无声的，在在用一个未知的舌头和不

同的频率对话。萨拉南泰斯的模块化变形怪，也是她最后的毕业作

品，是一种新型加拿大郊区住房中正在使用的家具，。一个典型的

郊区的家的轮廓镜像做出变相模块，可配置为一个架子，房间分

隔，或独有的雕塑办公桌。隐约着未来和异想天开的形状，而不是

传统的设置，他们的目的是为之间有很强的张力。最后，萨拉-黎

明阿尔巴尼，目前SFAI本科生，探索的对象，她的工作命名为权力

和行动。阿尔巴尼有意通过重复工作观念的仪式和世界作出的直接

沟通。她的许多作品不适合整齐划一地归入某一类家具或性能的雕

塑，而是使用这些媒体的结合体现了观念。

梅雷迪思在“当代艺术，城市研究，展览和博物馆研究的历史

与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学院任教。”围绕着以下四个中心：艺术和科

学、媒体文化、公共行为，最后词、文本和图像。

Tromble已经创建了一个性能角色命名为“反潘多拉“由穿一

个背包的佩戴者的运动产生能量。向上和向下位移的一种机制，

激活创建一个有限的电力。然后电被用来照亮了希望的信息。

“在带我去你的梦（梦涡）”戴维斯加州大学的三维可视化基金

KeckCaves Tromble创造了表现主义的内容。由此产生的工作是三

维交互图的梦想元素，观众可安排进入。有些可能配对的“主观”

的梦想数据与“客观”的研究环境，常常令人惊讶的结果收益率少

见。它还面临在某些人的科学研究经验的权威和限制，在这种情况

下做梦，通过提供一个分析经验的艺术形式。

梅雷迪思Tromble通常方法的实验接近科学意义。在Tromble

的课程研究的系统：艺术与科学专业的学生被要求审查的艺术实践

和科学学科的历史作用。Tromble的课程描述规定如下，单词“艺

术”和“科学”指定的方式了解世界，当代西方文化理解是相互排

斥的。这并非总是如此。500年前，莱昂纳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科

学家可以探索现象。但在当今时代，艺术和科学演变为独特的创意

领域，填充我们的文化生态不同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像

艺术家一样使用科学和技术作为一个媒介本身。她的一个作业要求

学生提出调查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方面，在过去的一周收集数据。作

业要求，“你观察到什么，频繁如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观察

它，什么样的数据，你会从你的观察记录？”在艺术教育的背景

下，分配的行为艺术创作的状态改变任意确定的输出，并要求艺术

家/科学家考虑输入他们施加有限的控制力。学生们被要求暂时进入

客观的观察者的角色。

大卫是Tromble的学生之一，通过研究并试图模仿动物感知创

建特殊的相机和镜头，来增强自己的人类的视觉，以增加自己的人

类视觉的感知。大卫想证明其他物种增强的视觉获准方式，尽管展

示不可能接近我们的人类感觉的体验过滤意识。另一个Tromble的

学生贾梵桑托斯使得艺术，专注于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他的作

品借鉴了许多媒体，结合声音，影像，纺织品，动画，绘画和电

子。在他的作品里脊肉地毯，观众可以控制投影影像步行在地毯/

图绘一个包含大部分城市地区的旧金山;地毯的界面是一个具有讽

#1

#2

#3

#4

视  界 / View

#1 组合透镜 综合媒介 大卫 

#2 梦涡 互动媒体 梅雷迪思 萨姆纳

#3 房子危机 图片拼贴、木材 帕特里克·威尔逊

#4 缺席/存在 手工织棉、丝网、布等 雷切尔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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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意味的材料决定给定的声誉是有些危险的里脊，肮脏的和潜在

的不舒服。

贾斯汀胡佛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旧金山艺术学院，除了

作为一个艺术家本人，他目前担任旧金山南市场区SOMArts一个非

营利性的艺术中心馆长和画廊总监。胡佛始帮助教育经验的学生提

供专业的展览空间，举办很多艺术家的最新作品特点的活动。在胡

佛策展SOMarts的是能够显示从新兴和成熟的艺术家，没有非常严

格的制度需求。

胡佛的最重要的策展项目是被称为“为孔做的一百场表演”的

展览，2011年SOMArts主办了典型事件称为第三罢工。这个展览

中，4分钟100位艺术家在一个100年小的铸造砂坑进行。他们有一

分钟的建立，一分钟取下正是两分钟才能完成。唯一的规则是，他

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他们的表演，他们可能不会导致自己或

他人身体伤害，不过老实说，我已经看到不止一个性能在这些事

件不能被描述为无痛。这个表演时间短，环境是令人兴奋的、非

正式的和很有很多人参加的。它是大多数实验和对抗性概念亮相

的完美环境。

胡佛的策展过程中，可以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展览犯

罪：法律边缘上的艺术展览，从胡佛的经验做一件艺术品，他被逮

捕，并被迫对刑事指控为自己辩护。最后，他被判无罪的犯罪意图

并彻底清除了所有的指控，然而经历让他深感兴趣的点：文化生产

在哪个点可以找到自身与法律不一致的经验。事实上，如此多的当

代艺术努力挑战假设，面对现状，存在的法律制度部分，以维持现

有的利益。从SOMArts网站，“我犯罪涉及的问题上权益得到犯

法，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一些艺术家的犯罪是虚拟的或偶然的，而

其他公民抗命的计划有助于法律文献的建立，还有一些人表现对美

国法律制度的不满。超过二十艺术家参加这个展览展示他们遇到的

各种方面边界的法律。

在战争中，彼得·劳伦斯创建一个混沌混合媒体拼贴的影像，

雕塑，绘画和图纸，体现自我的复杂性。自画像描绘人体的局限性/

心灵/精神/心理杂牌拼凑的身份创建一个杂乱而复杂的身份

在贾斯汀胡佛的《如来佛》装置来自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如来佛”是藏传佛教词汇，意思是“一个刚来的人已经不复存在

了。“胡佛花一整个晚上携带两大块玻璃，每个描绘一个一半的

佛此刻的启蒙。胡佛为提升楼梯与一半的佛的形象，他的两个搬

运工人携带其他一半的形象走下楼梯。胡佛的行为相结合的西西

弗斯神话，如来表达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整体性的世界里，没有什

么是静态的。

莱昂纳多·肖恩·厄尔是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虽然

他的学位是从绘画部获得，但他的作品跨越边界的绘画雕塑、绘

画、表演和体育。他已经收到了无数的奖项和个展和通过他不断

的实验，冒险和跨学科的创作，肖恩作为一名SFAI校友的真正艺

术家。

莱昂纳多的作品往往围绕着他的男子气概协商社会期望、成

就、集体身份，和失败的经历。他的主题通常是超级英雄，职业摔

跤手、运动员、舞蹈演员等，通常用自己在其中的一个角色。通过

不同的媒介工作，莱昂纳多是能更充分地理解他的作品中的人物。

在他的艺术家声明中，莱昂纳多写道，“通过实际行动将自己改造

为超人，我真正体验心理学和疼痛参与所代表英雄形象，更密切检

查信仰体系和社会结构嵌入思想的男子气概。”

在管弦乐队的失败莱昂纳多扮演这样的角色:在一个废弃的体

育设施的导体。在他的乐团“玩家”为了通过一系列的竞争仪式。

首先，在场边管弦乐团一致投向莱昂纳多的方向的嘘声。接下来，

上层参与者直接通过一系列手势表明他们的球队获胜。在第三个

“运动”一个蜷缩形式在球场中间，球员心理为自己设定的不确定

性因素。最后，较低级别的参与者在球场上来回跑的演习，一名自

杀演习被称为最终在大声高唱“失败”。这项工作面临着集体的社

会压力工作的方式，压制个人卓越。

莱昂纳多的表演一些类似于体育赛事的方式，寻求用竞争的戏

剧作为一种专门的性能。在皇家战役（2010年），由拉尔夫·埃里

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的启发，莱昂纳多进入17'钢筋笼20个训练

有素的摔跤手。被蒙住眼睛的摔跤手，争取三个小时，直到只有一

个人是左站。他的“胜利”是奇异的，他幸存下来的情况他不知道

是谁攻击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已经打败了。英雄受到了怀疑自

己被这样一个荒谬的结果系统。制度被质疑所笼罩。

单一的方法并不能全面的描述旧金山艺术学院艺术指导以及它

的教育环境，所有的学生和教授都渴望看到艺术的边界扩大，艺术

家关心艺术作品的创作能在何种程度上最大限度地影响更大的领域

生活。艺术作品应该在一个观念的基础上，存在于所有艺术系科间

的共同原则也就是建立这样一种观念，以这种方式创建的艺术与一

个强大的观念基础，让学生在此基础上与实现的审美观念之间做出

选择。使他们最后的作品的表现目标在观念交流的基础上实现。此

外，当评论作品时，多余的装饰细节和技术实力往往会被故意忽视

或批评，除非这些装饰盒技术能够帮助实现这个作品的核心观念。

在这篇文章中大部分使用的教学方法是实验性艺术，是推动学生发

现他们的创造性的对艺术创作的激情，观念的建立，媒介的选择都

只是实现艺术创作的方式，并帮助他们习惯于判断和与固有的概

念，观念保持距离。实验艺术的目标是关注每个学生的兴趣，以便

促使每个艺术家更有思想性，观念性，独特性的艺术产生。

#1 #2

视  界 / View

#1 在战争中 混合媒材装置 彼得·劳伦斯 图片拍摄：贾斯汀·胡佛 

#2 莱昂纳多皇家之战 现场表演 莱昂纳多·肖恩·厄尔 图片拍摄：鲍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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