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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艺术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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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奋
（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5%""6）
7 7 摘7 要：
“ 艺术终结”是歧义迭见的命题。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作为整体的艺术气
数已尽，
真正可能被终结的只是变得过时的艺术观念、
艺术史的某个阶段，
或者某种具体的
艺术样式。!" 世纪爆发的新媒体革命促进了艺术观念的变化，
以此为背景而流行的艺术终
愤世嫉俗，
又充满了对于新媒体革命所带来的新机遇、
新天地的向
结论既包含了怀旧心理、
往，
其情调视持论者的立场和需要而异。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
当务之急是关注技术如何正
在被用于艺术、
什么样的新形式正在从它的运用中产生出来，
艺术是否有可能使我们的精神
变得高贵，
或者使我们的情感变得清新、
心灵获得净化。
7 7 关键词：
新媒体；
艺术；
发展；
建设；
终结；
艺术终结论
7 7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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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虽然关于
“ 艺术终结”的宣言或预言一次又一次

“ 艺术终结”的持论者尽管不乏类似的观点，但

出现，
艺术至今仍然欣欣向荣，
不论是其前卫分支还
“ 艺术终结”论的宣扬者有权利认
是产业分支。尽管

更多立场的分歧。早在 %9!: 年，
黑格尔就在预言艺
术终结的不可避免性。他指的是“ 艺术已不复是认

为当下欣欣向荣的不是他们心目中的艺术，
但其他人

”［%］美国哲学家、
识绝对理念的最高方式。
艺术评论
家丹 托（ 1;<=>; )?@<A）将 杜 尚（ B?;CDE )>C=?FG ）的

同样有权利认为应当正视艺术的变迁，
放弃已经过时
的艺术观念，
至少不是用它们来为新生事物的发展设
“ 艺术终结”论的意义仅仅在于证明艺术从
置障碍。

［!］
《 喷泉》当成黑格尔有关艺术终结的预言的实现。

整体上说是有机的，
任何时候都有新陈代谢的内在冲

事实上，
杜尚所挑战的主要是关于艺术必须是艺术家
《 喷泉》尽管有了已成名的杜
的创造物的传统理念。

动；
证明艺术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
包含着对过去时
（
代艺术的否定之否定 这一点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恰

尚的签字，
当时仍不被展览会所接受，
后来却影响日
（
GAG
?;<）
增。%#5$ 年，
普普艺术
的代表人物之一沃

“ 艺术终结论”的黑格尔相吻合）；
好与被认为倡导
证

（ 1@HI J?;=AE）仿制市面上布瑞洛牌（ K;LEEA）洗
霍尔
衣粉 的 包 装 盒，将 它 作 为 艺 术 品 送 到 纽 约 的 ,<?MED

明总是会有坚持一定理念的思想家对艺术现实表示
（ 甚至绝望），
失望
新的艺术类型不顾他们的叹气而
生长起来，
旧的艺术类型则不顾他们的惋惜衰落下
“ 艺术终结”论还可能具备社
去。当然，
在某些场合，

N?EED;I 展览。这就是艺术史上所 谓 K;LEEA KAO 的 由
来。丹托认为 K;LEEA KAO 具有划时代意义，
它宣告了
（ -EDFD@< N;DD@MD;P）所代表的强调艺术之
格林伯格

会批判或艺术批判的价值，
因为艺术发展过程无法完

特殊性的现代主义的终结。艺术从此不再为传统的

全排除沉渣泛起或走火入魔的问题。尽管如此，
这种

定义所束缚，
不论是原创性、
独特性或表现情思都已

批判毕竟不能以偏概全。

不再 是 对 于 作 品 的 要 求。 简 言 之，凡 物 均 可 称 艺

!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 工程”三期“ 艺术学理论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7 作者简介：黄鸣奋（%#6! 4 7 ），男，汉，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文学硕士，先后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语言
文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戏剧影视和艺术学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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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另一方面，
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进攻高雅文化，
主

谬不然的。电子空间是个有意义的、强有力的新媒

张终结一切拒绝拥有由技术在新世纪所带来的社会
转变的艺术。未来主义艺术家马里内蒂（ 012345663，

体，
是一个我们的文学与学术文化必须学会加以接受

78 .）等人在《 未来主义电影》
（9:9; ）一文中将电影

是同样有意义的。阅读的命运太重要了，
不能由超文
［:］
”
本理论家 来 决 定。
有 关“ 阅 读 终 结”的 观 点 是 如
“ 主体终结”、
“ 权威终结”、
“ 电影终结”、
“ 书籍终
此，

的流动性和书籍的僵硬性加以对立，
肯定电影拥有集
成各种传统艺术的能力。他们认为未来主义电影将
把词语从书籍固定的页中解放出来，
使绘画突破框架

与控制的媒体。但抵制对于它自身的命令式宣传将

的限制。电影制作的技术工具将产生不同时间与地

结”等观点亦然。围绕这些观点的争论，
为我们深入
“
理解 艺术的终结”提供了注解。

点的同时性和相互渗透性，
预示其后在交互性媒体中
［<］
（ =>?
发现的非线性叙事的发展。 德国艺术家克劳斯
2@54 )A1>B）
9:C; 年在林茨电子艺术节举办以“ 艺术

当代艺术终结论的流行，
与新媒体的崛起几乎是
同步的。以新媒体为安身立命的新型艺术（ 即常言
“ 新媒体艺术”）具备与传统艺术
（ 不妨称之为
“旧
之

（ .52D341A E>4B6）为名的电子艺术展，
终结”
这种貌似

媒体艺术”）迥然有别的特征。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信

悖论的行为实际上延续了当年未来主义者的宗旨。
“ 艺术终结”论是更大范围的
“ 终结”论的一部
如今的

息，
而不是载体；
它的真实生命在于运动，
而不在于静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尔特《 写作空间：
分。例如，
（9::9）是对西方各类写作
计算机、
超文本与写作史》

高居于象牙之塔；
它的真正泰斗是民意，
而不是权威。
（
当然，
旧媒体艺术仍然在文物 或博物馆）的意义上

媒体的历史审视，
范围包括陶片、
纸卷本、
手抄本、
印
刷本、
数码超文本等。他所强调的“ 权威的终结”是

葆有其价值，
而且这种价值可望与日俱增。新媒体艺

［F］

就作者 原 先 所 享 有 的 地 位 而 言。 9::G 年 ; 月 G9
（ &HI526 )HHJ52）在《 纽约
日，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库柏
（ $5K LH2M .3D5B HN &5J35K HN OHHMB）
时报图书评论》
“ 书籍的终结”
（ .P5 ’4Q HN OHHMB）的文章，
发表题为
试图将主流读者引导到超文本小说的新天地。GRRR
年，
美国 佛 罗 里 达 大 学 学 者 道 格 拉 斯（ =8 L5AAHKA55B
%H>@A1B）出版
《 书之终结—
—
—或无尽头之书》，
重点也
［;］

止；
它的真正发展在于互联互通，
而不在于升堂入室、

术却与文物、
博物馆没有多少缘分，
因为它本身很难
（ 太容易被
保存，
即使得到保存也没有多少增值空间
完美复制了）。新媒体艺术的特点之一是迅速的自
我否定，
如果不嫌累赘的话，可以造出“ 新新媒体艺
（或
“ 新新艺术”）、
“ 新新新媒体艺术”
（ 或“ 新新
术”
新艺术”）之类的称呼。
在崭露头角的新媒体艺术冲击下，
旧媒体艺术显
“ 艺术的终结”也因此重新成为理论
示了某种颓势，

在于超文本小说和交互性叙事。 对于斯坦福大学媒
文化理论家布科曼（ (SH66 O>M16D14）来
体研究学者、

界的热门话题。不过，
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作为

“ 电子人”导致了“ 终端身分”
（ 652D3?
说，
日益增多的
41A 3Q54636T）的产生，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主体的终结

时的艺术观念、
艺术史的某个阶段，
或者某种具体的

与一种建构于计算机工作站或电视屏幕的新的主体
［U］
（9::/）。
性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埃
（ -441 ’J52566）认为：
弗里特
数字革命的到来证实了
法国导演 戈 达 尔（ =514 V +>S WHQ12Q ）关 于“ 电 影 终
结”及其他媒体批评家有关我们已经进入后电视时

真正可能被终结的只是变得过
整体的艺术气数已尽，
艺术样式。只要看看我国艺术院校年复一年的招生
报名盛况，
就可以知道艺术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只
要检索一下全世界已达十几亿、
目前还在迅速增加的
“ 126”一词的网页，就可以知道若想终结艺术的
包含
话会有多难。但是，
传统的艺术观念却确实面临着被
终结的危险。请看以下现象：

代的信念，
影视研究的理论与教学基础同样受到冲击
（GRR/）……［C］诸如此类的观点都揭示了媒体变革给

他 X 她高兴，
还有几个人附和。新媒体的好处之一是

人的观念带来的影响，
但对于它们来说并不是没有争

力求让每个人都有方便地和其他人沟通的权利，
并大

如今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艺术家，
只要

议。例如，
当某些人夸大了超文本的革命性意义、
给

大降低涉足艺术的门槛。加上由于闲暇时间相对增

人以阅读本身由此终结的印象时，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
（ #43J52B36T HN -AI5261）教授马尔
（ %1J3Q (8 031AA）在
学

多，
职业艺术家的地位不像先前那么重要。如果说这

《 词语琐碎化：
（9::U）一
超文本、
后现代主义和阅读》

是一种终结的话，
那么所终结的是传统的艺术主体观

文中指出：
这种观点是从由若干超文本理论家所不断
“ 正如多数批评
坚持的错误中推导出来的。他认为：

念，
不是艺术本身。倘若人们所蕴藏的艺术潜能因此

家同意的，
电子媒体更改了主体性，
并产生了先前所

来说是个福音。

未认识到的文化信息。我对于超文本修辞学的反驳，

加等原因，
目前从事艺术活动的人数比以前显著增

而得到开发或释放的话，
那么，
这对于艺术长远发展
如今任何人几乎都可以通过网络、
手机或其他新

试图说明两点。其一，
超文本作为一种阅读模式的确

媒体向全世界宣告与发布自己所创造的作品，
只要他

改变了阅读过程的性质，
并是以与文学反应格格不入

们付得起不算太高的通信费。这类艺术多数没有既

的方式这样做的。其二，
如果说超文本通过摆脱线性
限制的方式而将阅读的‘ 真正’过程实例化，那是大

定的目标群体，
不仅不再服务于贵族、
僧侣或少数富
（ 没有版权的要求），
人，
甚至不再服务于市场
而是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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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虚拟空间尽可能广泛的爱好者。这里终结的是传

《 蒙娜丽莎》图像的切片面包，
从烤上
到打上瑰
形式，

统的艺术对象观念，
并不是艺术本身。倘若共享的观

丽激光的天空云彩。艺术天地不再局限于歌舞厅、
影

念因此不胫而走的话，
那么，
艺术倒是真有可能成为

剧院、
艺术馆或博物馆，
而是日益和现实生活融为一

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如今似乎什么领域都讲究“ 互动”，对于网民来

体。这里终结的是过去的艺术环境观念，
同样不是艺
术本身。依靠新科技，
我们可以方便地进行刻镂、
喷

说，
创作者与传播者、
鉴赏者之间随时都能转化。关

涂、
镶嵌、
映射，
为每个物体的表面增加艺术信息层，

键是计算机可以和输入输出设备有机整合、
上网终端

从而使它们审美化。

使得用户既能接受信息又能发送信息。不再有什么

“ 艺术”来称
如今似乎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用

不能划地为牢的角色划分，
把关人虽然还没有完全消

呼自己所看好的东西，
从行为艺术家的出格举动，
到
可以使主机崩溃的黑客程序。艺术不再依靠（ 至少

失，
但其尺度已经宽松得多，
作用也小得多。由此而
终结的是传统的艺术中介观念，
艺术本身并没有因此

是不再那么依靠）某种体制、
权威或惯例证明自己的

终结。假使人们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律的要求，
而是切

合法性，
而是诉诸当事人的心仪，
诉诸交往中的会心
“ 终结”的话，
一笑。如果这是一种
那么，
所终结的是

实遵守对话的原则，
那么，
艺术氛围明显会和谐得多。
如今几乎任何工具都可以为计算机及其附属设

传统的艺术机制观念，
而不是艺术本身。只要不是以

数码化的含义之一就是发挥电脑作为万能
备所模仿，

宽容的氛围应当更有
艺术的名义干伤天害理的勾当，

机器的作用。它降低了艺术创作的难度，
削平了艺术

利于艺术的繁荣。

传播的障碍，提供了艺术鉴赏的新天地。传统的乐

没有真正长生不老的艺术家，
没有真正永垂不朽

器、
画具、
道具、
文具固然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但其

的艺术知音，
没有真正永葆青春的艺术流派，
没有真

开发、
生产与流通已经渐渐纳入数码化的轨道。这里

正天长地久的艺术载体，
没有真正盖棺论定的艺术阐

终结的是旧时的艺术手段观念，
仍然不是艺术本身。

释，
没有真正永处巅峰的艺术类型，
没有真正一成不

有了以生成算法为基础的软件，
我们居然可以聆听播

变的艺术观念，
没有真正永无波澜的艺术市场，
没有

放千年而不重复的音乐、
欣赏演示千年而不重复的绘

真正永执权柄的艺术权威……就此而言，
艺术在某些

画，
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方面、
某种意义上总是不断地被终结，
但它作为整体

如今似乎没有什么领域艺术家不能涉足，
从在生
物工程实验室 折 腾 细 菌 以 证 明“ 基 因 艺 术”的 可 行

却又是生机勃勃的。艺术迄今未被终结的是它的创
我们就可能想到与陈陈相因的日常
造力。想到艺术，
“ 反常合道”之举；
生活相对而言的某种
想到艺术，
我

性，
到再造爱因斯坦、猫王与世人对话来验证“ 智能
体艺术”。面对这类奇思妙想层出不穷的艺术实践，

们就可能想到比社会平均水平更为高超的某种技能、

传统的艺术理论几乎无所措手足。这里所终结的是

技艺、
技巧；
想到艺术，
我们就可能想到某种不安分于

关于艺术内容的传统规则，
说到底还不是艺术本身。

已有惯例或成规的追求与尝试。如果它能激发我们

假若传统社会分工所强加给人们的桎梏因此而突破

的生活热情、
培育我们的创意产品、
弘扬民族的创新

的话，
那么，
跨领域合作自然会给艺术带来新的曙光。
（ 不论它们如何经典）几乎都
如今任何艺术作品

精神，
那么，
这样的艺术是不该被终结，
也不可能被终

可以解构。艺术的生命力仿佛已经不再表现为维持

结的。当然，
运用新媒体技术所从事的创造不应只是
一味追新逐异。美国评论家金博尔（ *89:; <=>?544）

而是显示为不断被分解和组
某种经得起考验的肌体，

《 艺术的终结》
（!""@）一文不无遗憾地指出：
新近在

合。这里所终结的是陈旧的艺术本体观念，
照样不是

当今艺术家再也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使我们的精

艺术本身。新媒体艺术处在不断的解构和建构之中，
因此，
它只是将终结作为重生的条件。例如，
当 34567
动画被反编译时，
作为母体的作品是终结了，
但由此
而获得的作为材料的图像却是新的创造的起点。
如今几乎任何操作计算机的技能都能用于创作
或鉴赏，
从简简单单的复制和粘贴中诞生了数字马赛
克艺术，
从在线信息可视化、
可听化甚至可触化中诞

神变得高贵，
或者使我们的情感变得清新、
心灵获得
［%"］

净化。 这种警世之言完全应当记取。
（ A=B75:4 (:C>5D）在 其 论 文《 修 正 现 代 主
纽曼
（%#@E ）
义、
描绘后现代主义：
视觉艺术的批判话语》
“ 有可能在现代性之下区分出两种倾向作为
中指出：
‘ 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的答案。一个答案为‘ 艺
对
‘ 为艺术而艺术’；
术是艺术’，
此乃趋于自治的倾向，

艺术。数码化使许多传统工艺和技法丧失了应用价

另一个答案为‘ 艺术不是艺术’，
艺术范畴被当成幻
灭于社会的、
政治的实践和 F 或理论。如果我们承认

值、
仅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这里所终结的

某种东西是‘ 后现代主义’，
那就是两种答案都不可

是关于艺术方式的过时观念，
依旧不是艺术本身。一
旦信息科技被当成艺术发展的内驱力，
新的艺术技巧

能。被设想为自治的艺术为其高度自治仍然依赖于
‘ 他者’，
其
因此为他治所影响。一再试图挫败艺术

自然会随着技术进步、
技能迁移而问世。

的艺术家要么重新被结合入艺术及其惯例与本体中，

生了网络艺术，
从链接、
链接、
再链接中诞生了超文本

如今几乎任何场合都可以找到艺术信息的表现

要么已经忘记了艺术的相对自治中所固有的激进潜

黄鸣奋! 新媒体与艺术的终结

# !"

"#$%&’% ()"**+( ,$ -&.(
［//］
”
能。
由此看来，
现代主义支配下的艺术终结论以
“ 艺术不是艺术”为要义，
后现代主义支配下的艺术

终结论以不可能为艺术下定义为主旨。尽管“ 艺术
终结”的持论者代不乏人，
但能够贯彻到底的却寥若
晨星。因此，
纽约州立大学视觉艺术教授洛夫乔伊在
《 数码潮流：
（0112）中谈到：
“ 早在
电子时代的艺术》
/304 年，
黑格 尔 就 在 预 言 艺 术 终 结 的 不 可 避 免 性。
/356 年，当照相术的发明被确认时，德拉罗切（ "789
8:;<=> %>;?@:AB>，
法国画家。引者注）宣布了绘画的
01 世纪 01 年代和 C1
终结。同样的预言在世纪之交、
年代出现。在本世纪的开端，
涌现了更多的预言。尽
管有这些恐怖的预言，
在这些令人惊奇的新时期，
艺
术的观念并未死亡。艺术的定义随着历史和技术的
”他认为：上引纽曼的分析使人联想到
变革而转变。
对艺术作为社会上自治力量的需要并未衰减或改变，
而是我们有关其作用和形式的视野改变了。这种转
变提供了新艺术得以发展的新手段。每当新模式的
“ 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就浮上表面。我
条件产生时，
们再度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再次考虑艺术的
不同价值范畴，
如使用价值、
变革价值、
商品价值、
美
学价值、
展览价值，以及不同的生产范畴（ 不论是靠
手工或机器），
还有因此而成为需要的东西。问题并
非艺术是否死亡，而是对它的需要如何为技术所转
变。在当代世界中，
问题应当是关于技术如何正在被
什么样的新形式正在从它的运用中产生出
用于艺术、
［/0］

来。 上述观点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 艺术终结”真的存在，
毫无疑问，
即使所谓
那也
“ 凤凰涅槃”，
是
是再生的同义语。这种转变是新形
式涌现的契机，
应当成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
（ 责任编辑：
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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