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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数字虚拟艺术的表征
（１）技术与艺术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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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虚拟艺术的当代审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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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空间。在这个空间中，
移动中的观者会获得一种空间的虚幻感。
虚拟现实利用最新的成像技术来模糊、否定或消除现实和虚拟

数字虚拟艺术作为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相整合所产生的

世界之间的差异，其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让人难辨真假的场

全新的艺术形态，
从传统艺术的平面化、静态化向动态化、综合

景，让感觉器官接收到一个与真实发出的同样的信号，来诱使

化方向转变，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

大脑相信自己处于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也就是说，数字虚拟艺

维立体空间，
媒体语言得到了极大丰富。由数字媒介引起的变

术把真实的影像进行改造以达到另外一种“真实”
。

革及其所产生的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作品和观众之
间的内在关系，
这些关系在数字虚拟现实中得到充分体现。

（３）开放、
交互性交流
虚拟现实是一个开放、互动的环境。观众可以进入虚拟空

数字虚拟艺术以数字多媒体技术为支撑，在创作、承载与

间，
在其中实时地移动，
与其互动，并能够进行创造性活动。虚

传播等艺术行为方式上全面出新，进而在艺术审美的感觉、体

拟现实中的界面对数字艺术作品以及人机交互的感知而言都

验和思维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变革。它不仅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

这种人与机器进行
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观众正是通过“界面”

感受，
还导致了观众不同于以前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审美意

交流的连接点进入完全由艺术家所营造的虚拟世界，并按照一

识以及时空观念等。数字虚拟艺术借助数字技术和电脑强大的

定的操作规则和程序，
使虚拟世界与人的感官得以相遇。交互

图像制作功能，为我们创作出奇幻美妙的超现实主义情景，令

性交流把艺术家和观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者共同参与美感

我们的真实感宛如梦境般不可确定。“感知的潜能将处于失重

体验。

状态，
在图像的世界里漂流，触摸并传递着计算机创造的生物，

交互技术将我们对图像的理解转变为一个基于时间框架

表面和文本的改变，个体或集体经历的庞大得可怕的空间，迅

的多感官交互空间。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时间和空间的变数

速变化并导致人的欣喜或麻木，感觉的高度、深度和速度。”［１］

可以被随意修正，
观众可以随意地改变自己与空间的关系。而

（ｐ１４９）一种新型的虚拟性的审美体验也随之产生。
（２）虚拟现实的建构
艺术家们发现了虚拟现实，并以独特的方法将其应用于创

与此同时，虚拟环境也会与人产生互动，观众还可以在某种程
度内调整他们所发现的环境。
数字虚拟艺术和传统艺术相比更倾向于观众与虚拟空间

作活动中。虚拟现实的建构就是利用计算机去模拟人的感觉，

的交互性交流。在这类虚拟作品中，
观众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者，

对感官和神经都进行刺激。艺术家致力于打破屏幕的界限，用

而能够利用各种感官控制和参与作品，由传统的欣赏者和观看

计算机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视觉、听觉、触觉等的感觉世界，将

者变为参与者和体验者。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现实在某种程度

观众置身于图像的虚幻空间中，力图通过虚拟现实的图像和仿

上比现实还要生动，
在虚拟的空间里，在层出不穷的互动之下，

真技术，吸引观者的眼睛和其他感官，为观者提供一种可能存

观众的自我认同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真实的存在和虚拟实境

在的最真实的印象，
而这些印象又都源自于虚幻世界。当前的

的相交，
激发出缤纷奇妙的想象，
丰富了每一个人的角色扮演。

数字虚拟现实系统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界面虚拟现实系统，
使用时设定一个虚拟观众的位置，通过三维操纵杆进行交互性
交流；二是临场虚拟现实系统，这种虚拟现实借助各种输出设

２．数字虚拟艺术的审美维度
临场与沉浸
（１）仿真、
在虚拟空间里，无论主体还是客体的虚拟性，都出现了视

备，使观众能够进入到虚拟的场景之中，并产生身在现实中的

从人化自然到符号化自然，
像仿真的趋势。从自然到人化自然，

感觉；三是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它将不同的观众通过虚拟现

人们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真实的物体，而是一个数字系统，尽

实连接在一起，让他们共享一个虚拟空间，并可以进行虚拟性

气象万千，
但是它只是瞬息万变的数字信号。人们
管五光十色、

交往。这三种虚拟现实系统都利用了幻觉信息，最大限度地激

沉浸于这样的类像世界中，把梦境当作了第一自然，体验误解

活人的多种感官，使观众有一种临场感，仿佛亲身走进艺术家

使原先天才式的想象力
成了常态。这种以假乱真的“逼真效果”

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感悟艺术的灵魂，进而得到视觉、听

成为现实生活的欲望的替代性的发泄与满足，使人流连忘返，

觉、
味觉、
嗅觉、
触觉等全方位的沉浸式的审美感受。而计算机

而这种感知本身越真实，
观众对虚拟性的兴趣也就越大。

的速度越快，
这种感受也就越真实。
虚拟现实描绘了一个幻觉对感官形成的亦真亦幻的存在

“临场”
审美体验是一种全身心的介入方式，
在大脑中枢神
经的协调下，所有的体验方式要共同运行，整个身心的进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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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的沉浸，不是旁观式的品评。这就需要观众全身心地进

人的身体既是欲望对象也是情绪渲泄的代言者。传统意义上的

才有心在其中的真实。身临其境的
入虚拟空间。只有身在其中，

艺术审美习惯消失了，观众所拥有的感受远远多于其所指涉的

意境需要在氛围里把握，否则就感受不到艺术的热烈。在虚拟

含义，
拥有的影像远远多于其可以阐释的价值。

的现实中，界面是虚拟艺术的关键，它规定了人机交互和感知

科技的进步导致人类审美情趣的多样化，从而孕育了数字

“沉浸”是一种强烈的临场感，它通过音乐进一步提升
的特点。

虚拟艺术这种新的视觉艺术样式的形成，其在视觉表现方式上

了情感的程度。事实上，声音对制造临场感发挥了确定性的作

也将更加生动和更具有参与性。

用。

在虚拟作品的创造过程中，艺术家运用的材料从以往熟悉

数字虚拟艺术作品的形成不仅是艺术家经验的选择，而且

的媒材转化到一个陌生新异的视觉理念上来，并运用声、光、

取决于观众的经验、参与和沉浸的程度。所谓的“沉浸”是指全

色、人体等媒介来重新构置自己的创作，以期营造最为“真实”

神贯注，是从一种精神状态到另一种精神状态的发展、变化和

的虚拟世界。数字虚拟艺术的审美意义在于：
首先，
它将众多媒

过渡的过程，其特点是减少对虚拟图像的审视距离，而增加对

体的艺术元素有机整合，产生每一独立媒体所不能单独具有的

当前事件的情感投入。在虚拟的空间中，
“沉浸”在两个层面得

新的意义。其次，它将不同媒体及其造型和传播机制的应用功

以明显体现：第一，有趣的、自觉服从的幻觉功能，能够带来审

能有机整合，
产生更为强大的综合艺术功能。再次，
它改变了艺

通过加强潜在的影像效果和穿越表象，
可以暂
美的享受。第二，

术存在的环境模式，
并将导致观众审美意识的深刻变革。

时湮没影像空间和现实的距离。数字虚拟艺术旨在营造一种高
度的沉浸情感和存在感，在与“现实”中的“鲜活”环境交互作用
下，
这些情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４）审美距离的渐失
临场、
沉浸的审美感觉是虚拟艺术的主要特征。然而，
如蚕
茧一般的影像将观众包围其中，势必对其客观批评能力造成很

数字虚拟艺术消除了传统审美的心理距离，将有距离的静

大的局限。而且，
数字影像越是逼真，
观众离自然现实的距离似

观审美转化为无距离的审美沉浸。这种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沉浸

乎越远，
远到足以忘记自然的现实。当沉浸在一个高分辨率、
全

体验也正是艺术家所强调的观众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

景式的模拟空间中时，观众要想保持与作品的距离，则会变得

“沉浸”是审美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沉浸”
，观众就不能如临

非常困难，
而要想将它视为一个自由的审美对象几乎是不可能

其境，
就没有情感体验，
也就不可能产生美感。如果将“沉浸”
的

的。观众和作品的虚拟共存，促使心理隔阂以及人与作品的距

虚拟空间看作一个时空的舞台，在那里，无论是精神模型或者

离消失。但是，
没有了距离，
一个作品就不能被视为一个自由的

是世界的抽象结构都能得到三维的虚拟体现，观众可以通过全

审美对象。在虚拟的“存在”范围内，所有认知机制都会受到影

身心的沉浸进行探索。

响。在虚拟环境中，
观众的审美距离受到了威胁。

（２）审美体验趋于泛化

距离消失的最明显的征兆，是完全打破对象表现的界限，

数字虚拟艺术的出现扩大了艺术的范围。从传统艺术到数

又试图产生真实临场的感觉，并导致不可低估的认知问题的出

字虚拟艺术，
从最初的、狭窄的特定艺术种类，扩张到人类所有

现。尽管人们总是期望能“超越边界”
“消除自我”
，但人类科学

的精神领域和意识领域，甚至是单纯的欲望领域，审美随之表

还是因为有距离的存在而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距离是接近

现出泛化的态势。以往经典美学否认和排斥的物质功利性和生

一个作品的基本条件，是一件艺术作品超越其基本存在的基

理快感，在当代审美语境和审美经验中一跃成为美的代言者。

础。艺术作品的绝对接近就意味着它们的绝对同化。

当代审美的外延得到了明显的扩大与延伸，传统的审美立场与

总之，数字虚拟艺术的审美体验与生理的美感紧密相联，

审美经验也不断得以调整和扩充。数字虚拟艺术的审美使人们

或愉悦，
或痛苦，
虚拟空间总是给观众带来特殊的审美感受。我

的精神更加自由，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

们在这种变异的审美环境中需要的是更多地发现自我而不是

化，
以适应由数字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现代文化生活泛化后的新

失掉自我，
是保持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联系而不是失去。

变化。
数字虚拟艺术在审美方面不同于传统艺术的是：前者更注
重浅层次的心理愉悦和自我满足，更注重关注情感化的所谓
“个性”
选择与貌似无意识的所谓“契合”
。数字虚拟艺术追求生
理快感的体验却并不强求深层的精神愉悦和灵魂净化，它也不
再追求传统的意境悠远和耐人寻味，而是关注当下身体的快活
反应。在数字虚拟艺术中，美和艺术的选择更加自由、更加广
泛、
更加个性化、
更具有参与性，
审美的边界得以拓展。
（３）审美趣味的当代剧变
艺术是社会化的审美形态。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
艺术审美方式，
数字虚拟艺术的审美理念也从超功利化和精神
升华的传统模式里走出来，转而满足人们日常的欲望释放和快
感追逐，
轻飘的形而下的享受和身体感官的娱悦成为其突出的
审美趣味。艺术家为观众营造一个宣泄情感或者实现梦幻的虚
拟空间，
强调当下的快感体验和欲望释放。数字虚拟艺术不像
传统艺术一样迷恋观念和思想，而是致力于制造一种身体幻
像，因为它要承载的内涵是一个可虚幻地满足欲求的东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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