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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与公众文化空间

蒋志强
根据施耐德 等人的 公众空间 理论, 公 众空间 应

在当代公共艺术创 作中, 尽 管艺术 家有 着不同

包括物理的公众空间 、社会的公众 空间和精神 的公

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艺术表 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 但

众空间等几个不 同层次。 他们认 为, 不管 是客观 的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 今天, 他们 却在阐 释一 个相同

还是主观的, 每一种公 众空间 都可以 通过 基本意 义

或相 似 的 艺 术 主 题, 即 运 用 大 众 媒 介 和 宣 传 手

来加以确定, 而我们对 公众空 间特质 的诠 释确立 了

段

我们理解和看待 公众空 间的 方式。在 当代 社会中,

调环境问题和政治 问题。诚 然, 现代社 会中 的环境

公众文化空 间的 特 质就 是它 的 开放 性和 自 由参 与

和政治二者本身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

公共雕塑、
广告、影像和印刷品等

着重强

性, 而公共艺术则是表 现这种 开放性 和参 与性的 艺

在中国的历史上, 从来 不缺乏政治化的艺术, 也

术形式。艺术家在这 个多 元化的 公众 空间中, 运 用

不缺乏以艺术面貌出 现的政 治, 但可以 肯定 的是尚

一定的艺术表现手段 和不同的介质创作出与环境相

未出现过公共领域或公众空间的艺术。公共艺术概

协调且能够影响 公众的、具 有一定 形式、结 构、
功能

念的提出, 有利于 普通民 众以艺 术的方 式介 入公共

的艺术形式。可以说, 公共艺术这种多介质构成的、

空间的政治, 所以 公共艺 术的过 程是公 民社 会中政

公开展示的艺术 形式, 所针对 的是人 及其 所面对 的

治和艺术相统一的过 程, 它将使 公共艺 术成 为公民

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它以一 定的社会物

表达政治理想诉求的方式之一。

质环境和社会精 神环境 为基础, 具有 政治 和社会 双

公共艺术所传达的信息的紧密性和真实性具有

重特性, 发挥着对公共 社会理 念和主 导思 想的传 达

极大的影响力, 它 不仅向 那些看 到这些 公共 作品的

作用。就其实质而言 , 公 共艺 术的最 终目 的并不 是

公众传递出某种信息, 而 且促使 这一部 分公 众意欲

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 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

将其付诸行动。这些具有道德内涵的作品常常包含

艺术思想, 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 是人类

着复杂的和多层次的 内容, 它们 以不同 的组 合形式

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 表现形式。在每一个

融图像与文字为一 体。同时, 与 这些公 共艺 术形式

特定的地域中, 特定的 历史文 化决定 着特 定的公 共

具有同等影响力的是那些可能产生与之相反结果的

艺术特质, 同时, 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 或间接地影

问题, 诸如恐惧、无家 可归、生态 灾难、核 威胁等, 这

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 审美模式。因此, 可以说, 我们

些问题对人类自身构 成了某 种威胁, 甚 至从 某种意

从艺术的角度来 认真地 思考公共 环境 问题, 是人 类

义上讲, 就是对人 的生存权的一种剥夺。因此, 在此

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 类文明 发展过 程中 所面对 的

类作品中, 诸如性 、
死 亡、政治、生态、种 族和 人的感

一个重要问题。

知等问题常常相互交 织在一 起, 形成一 种复 杂的结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 一种 文化的 理想 环境的 形

构, 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某种 强大的震撼力, 使观者通

成是与其特定的 民族和 文化密不 可分 的, 在这样 一

过作品清醒地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是密不可分

个与特定地域和 文明进 程密 切相 连的公 共环境 中,

的, 都是以同样的 力量影 响着我 们每一 个个 体及公

公共艺术形式因其特定的文化和环境的相异, 呈现出

众的生活。

多样化和互补性, 它 体现了特定的文 化生态、思维模

一些公共艺术家在创作中试图扮演某种社会和

式和价值观, 进而影响着这个特定社会和民族的文化

政治活动家的角色, 他们以 亲身参与的方式, 直接在

观念和思维定式及其价值取向与审美判断标准。

一种被破坏的环境中 完成自 己的作 品, 所表 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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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则直接指向环 境污染、土地 沙化和 保护 生态等 这

品与周边 环 境 之 间构 成 了 一 种 永恒 的 变 化 关 系。

些包含有政治意 义的问 题, 并 以此引 起公 众的关 注

1966年, 他在美国 密歇 根州 的大 急流 城完 成了 #高

和共鸣, 使更多的人参 与到他 们的公 共艺 术项目 中

速 ∃, 这座具有 里程 碑意 义的 雕塑 作品 获 得了 极大

来, 也因此使更多的人 成为保 护环境 的支 持者和 活

的成功, 且对城市 环境改造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

动家。在这种互动的 状态 下, 这些公 共艺 术作品 既

从城市的文化环境的 建设和 艺术创 作来 看, 这种成

发挥了施教于人 的作用, 又极 大地调 动了 人的主 观

功却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 它虽然开

能动性, 其结果则不仅 使公众 普遍地 认识 到了生 态

启了我们今天称之为 公共环 境中波 普艺 术的 先河,

问题, 同时也使特定区 域内的 居民能 够自 觉地保 护

但那些超大型的雕塑 矗立在 城市的 广场 和花 园里,

自身所处的环境, 恢 复被蹂 躏的 土地。最 典型的 例

或高大建筑旁时, 艺术家并 没有考虑到其位置、
意义

子就是德国的绿 党所提 出的口号: 以 全球 性的观 念

和空间的利用; 另一方面, 卡尔德作品的成功使人们

认识问题, 以地区性 的方式 付诸 行动。那 些怀有 相

更加明确地认识到, 艺术 家的丰 富想象 力和 创造性

同或相似观点和理想 的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自己

能够改变一个空间, 能够 强烈地 影响到 特定 的人居

的公共艺术作品中表 现出了超越特定环境问题的艺

环境。因此, 纵 观 20 世纪 70年 代和 80年 代, 国外

术思想, 旨在帮 助人 们 逐步 克服 那种 ! 个 人 力量 微

许多城市公共规划机构都邀请艺术家来帮助解决城

不足道 ∀的观 念, 鼓励 他们 关心 自己 所处 的 特定 的

市空间中存在的问 题。这种 方式使 人们 认识到, 无

环境。

论是独立完成, 还是以团体 方式完成, 艺术家都可以

城市文化是人类 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复杂的

凭借艺术的方式演绎 更多更 大的公 众空 间, 与此同

综合体, 它是当代人类 社会创 造的物 质成 果和精 神

时, 城市居住者也有更多的 机会得到户外的享受, 能

成果的集大成者, 包含 着一个 特定区 域或 民族在 发

够拥有更多的娱乐和活动的空间。

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 化、
信仰、风俗、
宗教、艺术和道

然而, 城市公 共艺术规 划的 最终目 的和 最高职

德等内涵, 以及人作为 个体在 社会活 动中 所获得 的

责是改变公众对公众 文化环 境的认 识和 态度, 将他

一切经验和能力。因此, 就其发展历程而言, 公共艺

们心中对生活文化环境所抱有的冷漠转变为对文化

术是现代城市文 化和社 会生活的 产物, 是 表现城 市

环境的认真思考和 关心爱 护。因此, 在 公共 艺术创

文明和人类现 代 生活 与 理 想的 一 种艺 术 形式。 因

作中, 艺术家应当 更多地 从人文 的角度 去考 虑公共

此, 我们可以说, 城市公共艺术在当代公 共艺术领域

艺术作品所处的空间 整体, 通过 细节的 精心 设计和

内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伴随着城市改 造的不断深

安排, 在这些具有 象征性 和主题 意义的 公共 艺术中

化, 公众所面临的窘境 是城市 逐步发 展成 为一个 由

表达人文精神, 为 公众创 造一个 精神愉 悦和 良性互

多样化向单一化 过渡的 社会, 各个城 市之 间有着 越

动的环境。深 圳 市 的大 型 公 共 艺 术 #深 圳 人的 一

来越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高速公路的 建设使各个

天 ∃以真人复制、客观记 录的方 式, 建造普通 深圳人

城市有了相同的市政中心、停车场和建筑物, 相似的

的纪念碑, 不仅表现出这座 新兴移民城市的特点, 而

街景和照明设施。与 此同 时, 我们所 失去 的是具 有

且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人文意识的变化。

地域特色的古老 建筑, 它们被 毫无个 性特 征的城 市

那么, 艺术家 应当以一 种什 么样的 方式 激发他

建筑所取代, 事实上, 我们所失去的正是 每一座城市

们内心的这种情感呢? 一方面就是唤醒他们内心对

的历史。同样, 这种城市 环境 和城市 文化 日趋同 质

自身文 化环境 的感受

化的现象也影响 着公共 艺术形式, 使 它极 易形成 一

另一方面, 要以环 境的特 质来诱 导公众 关心 环境建

种缺乏个性的广告效应。如果这样的公 共艺术看似

设问题, 这些特质 包括想 象力、美感 和新 奇性, 以及

某种形式的宣传 广告, 或者说 像广告 那样 迫使观 者

公众空间中艺术作品 的教化 能力, 使公 众更 多地感

去接受它, 那么, 这样的作品就可能被大 众当作广告

受其内在的力量。对于 艺术 家而言, 这 正是 他们运

来对待

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所应当表现的内容。无论他们

视而不见 , 弃之不用。

美国雕塑家亚历 山大

熟 悉之、使用之、向 往之;

卡尔德的雕塑作品对当

的作品是在美术馆展出, 还 是置身于公众空间, 其所

代公共艺术的发 展产生 了极大的 影响, 他 在艺术 作

表达的内容就是要能 够打动 观众, 给他 们一 种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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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当公共艺术具有这些特质或与周围 环境融为一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 最近 十多年 来的 城市公

体时, 它们就会赋予这 个特定 的空间 以一 定的意 义

共艺术建设中, 大 多把主 要的财 力和焦 点放 在一座

和内涵, 使人们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感受。

城市的中心或重点的 景观区 域, 其目的 多是 为了显

大型公共雕塑作品 #海神 妈祖 ∃, 作 者用丰富 的

示政府领导对 ! 城市美化 ∀的重 视和政 绩, 吸 引人们

想象力将妈祖的形象 在尊重民间传统的基础之上进

的关注。因此在短短数年内就建造出成千上万处广

行大胆的创作与 想象, 把原本 供奉在 寺庙 中的妈 祖

场和广场艺术、
地 标艺术、
主 题公园 艺术及 CBD (商

请出室外, 将千百年来 民众心 目中的 神的 形象给 予

务中心区 ) 艺 术等。在 中国 当 代城 市 建设 起步 晚、

了人性化的塑造, 淡化了这位女神的神秘感, 拉近了

速度快、
需求相对集中的特 点下, 优先规划和设计部

女神与人民大众 之间的 距离。并 且, 雄伟 壮观的 雕

分项目的做法是可以 理解的, 但 城市公 共艺 术的建

塑坐落在海边, 为离家远航的渔民们保驾护航, 使民

设和发展, 需要的 是有远 见的长 期性规 划和 渐进式

众感到妈祖的真实、亲切。

的持续发展, 它有 赖于长 期的文 化积累 和基 础性的
奥登伯格的公共雕塑

培育, 而不是依靠 机械的 硬性规 划和短 期内 的大规

作品 # 10英尺衣裳夹 ∃即 从艺 术形式 上打 破传统 雕

美国波普艺术家 克莱兹

模的突击 ! 制造 ∀。迫 于一 时 的目 的和 需 要所 仓促

塑作品中所蕴含 的神圣 感和崇高 感, 给人 以亲切 感

! 制造 ∀的艺术并 非来 自真 实的 社会 生活 和自 然积

和熟悉感, 使观者的心 中充满 着从生 活中 发现美 和

累而成的城市文化肌 理, 自然就 会离群 众生 活越来

乐趣的愉悦体验。

越远了。但是, 近几 年一些 好的 公共艺 术创 作形式

提高公众文化环 境的 质量, 更多 更全 面地发 挥

也在不断呈现, 甚至形成了 一系列的连带影响, 如北

公共艺术作品表现力 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不断改善

京王府井的民俗文化 系列雕 塑、厦门中 山路 的闽南

公众与环境的关 系。作为 表现公 众生 活环境、文 化

民俗文化系列雕塑及 展览等, 创 作题材 都来 源于人

空间和精神内涵 的艺术 形式, 公共艺 术已 经成为 现

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 元素, 使得 观者与 雕塑 产生共

代社会, 特别是现代城 市人文 环境中 一个 重要组 成

鸣, 形成了完美的互动, 这也是一种人民大众喜闻乐

部分。它不仅改变着 城市 的面貌, 而 且与 其他艺 术

见的独具特色的具有强烈地域性特征的公共艺术表

形式相比, 它在当今社 会中还 承载着 传递 社会理 念

现形式。

和传达主导思想的任务, 不断地影响人的心理活动。

在当今, 全球化趋势愈 演愈烈, 西方的强势文化

它能够以一种更加直 接和更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手

扮演着主导文 化 理念 和价 值 取向 并逐 步 在全 球扩

段改变着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能够以一

张, 在给全球带来科技进步 的同时, 也在构成一种渐

种为公众所接受 的方式 使他们逐 步认 识到, 艺术 地

进式的文化侵 略。我 国是 具 有悠 久 历 史的 文 明古

处理特 定的 公众 空 间是 美 化大 环 境 的基 础。 1972

国, 在艺术教育中 应当注 重把中 华民族 文化 艺术中

古索 在他的 #地域 观 ∃一 书

的精华部分传承和发 扬, 并将其 与现代 科学 技术的

中, 就保护文化空间和 创造一 种地域 观做 了精辟 的

发展相结合, 创作 出现代 的具有 民族传 统特 色的内

论述, 而那些观点尤其 符合公 共艺术 和文 化环境 问

涵深刻的文化艺术作 品, 并在继 承的基 础之 上做一

题: ! 今天, 就保 护环 境而 言, 我 们有 许多 要 谈及 的

定的扩展和延伸, 将中华文化理念不断发扬光大。

年, 美国风景画家艾伦

内容, 但我们需要我们精神世界的支撑点, 能够把任
何一个实际的环境改 造成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的重要
因素就是深切地 去感受 它, 且 用真实 的情 感去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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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境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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