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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网络艺术先驱etoy小组在此次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合成时代：媒体中国2008”国际新媒体展中展出了名为《不朽的使命—石
棺》的新媒体作品。

《不朽的使命—石棺》 是etoy小组的最新作品，宣称是信息技术数字时代的后生命崇拜。该项目自2004年以来就在不断推进，涉及有
关存在的主题，诸如守恒与失忆，未来、现在和过去，以及生命和死亡。作品大胆地将这些主题植入数字交流和信息技术的时代无疑
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有幸在布展的第一天看到了这一作品。接受采访Michel Zai先生是参与这件作品创作的艺术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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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编辑(左) 瑞士新媒体艺术家Michel Zai(右)
视觉中国：您好，非常高兴能够采访到您。能否给视觉中国的网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Michel Zai：大家好，我来自瑞士的etoy公司。《不朽的使命》这个作品是我第一次带到中国，这个作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向死者的致
敬，我们是想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记忆和纪念死去的人，这是新的关于回忆的方式。

视觉中国：我们知道etoy团队有几个成员组成，只有您一个人来到中国吗？
Michel Zai：其实不是我一个人，这里有好多人，负责这个项目的人员差不多都来了。

视觉中国：谈谈《不朽的使命》这个作品，为什么会做一个以祭奠为主题的新媒体作品？
Michel Zai：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里面，我们在存储大量信息的同时也在丢失大量的信息。所
以这个作品是探讨如何把信息完整地长时间地保存下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死亡、关于记忆一点点退缩，关于我们失去一个又一
个人。这其实是艺术家长期以来非常关心的问题，一方面这是非常虚空的事情，同时又是非常真实的。所有关于死亡的想法只不过是
这些东西在想法上的影射而已。

我们想做的就是越过现有的死亡的这堵高墙去看看人在死之后所会经历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另外一方面这是一种新的艺术家关于一个
人的图形、碎片等等来构成的一个特征。作为艺术家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并不是拿起照相机去照相，把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而是寻
找更多的东西来描述一个完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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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瑞士网络艺术先驱etoy小组在此次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合成时代：媒体中国2008”国际新媒体展中展出了名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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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使命—石棺》位于中国美术馆前广场，将是首批被观众看到的作品

视觉中国：这个作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完成这个作品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Michel Zai：这个作品是从四年前开始的，但是就像这个作品的名字一样，我们希望这个作品永久地持续下去。

视觉中国：这个作品呈现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装置当中是否有很多的显示屏幕？
Michel Zai：有七万个显示装置在里面，通过视觉的方式把安置在里面的人的信息表述出来。

视觉中国：有很多人的信息都存在这个集装箱里面吗？这个作品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什么意义？
Michel Zai：这是一个关于记忆的装置，所以对一般人来说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在生活中遇到过很多人，这些人和我产生了很多关系，
还有很多是我去仰慕的人。这个记忆装置会让我们知道当他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这个装置本身就是一种安葬装置，现在对于很多年
轻人来说，在葬礼的仪式上包括葬礼的行为上往往是用先辈留下来的方式。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就是用新的方式，用电子的方
式来进行安葬。
在我们看来是不可以把其中一个忽略掉的，一定要和死去的人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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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Zai在《不朽的使命—石棺》作品前接受采访

视觉中国：etoy公司还带来了其他作品吗？
Michel Zai：带到中国的作品只有这一件。

视觉中国：etoy公司主要是在做新媒体方面的项目？还是做一些商业项目？
Michel Zai：这个不是用传统的经济价值去衡量的，而是要用文化价值去衡量。etoy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但是做过了许多关于热情、艺术、
理想等范畴的项目。我们公司不能为大家提供经济上的利益，但是我们可以和别人分享文化上的利益，共享的概念本身就是从电子这个领域里
面提出来的。这个共享的过程不是一个人把东西开发出来一个人享用，而是大家共同获得共同使用之后创造出更多价值的东西出来。

视觉中国：能不能给正在步入新媒体行业和喜爱这个行业的人一些建议？
Michel Zai：尽管文化背景上各个国家会有不同，但是大家都在共同的全球化过程里面，所以大家的参与都是一样的。比起来我们谈到的知识
产权的损失，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东西锁起来，而应该更多地去分享这些东西，只有让创意的东西流动起来的时候，才会有随之而来的重新设计
重新整合，和之后一系列的创意工作。如果把这个东西锁起来就不好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它们拿到公众的地方去展览去做沟通，所以
我们的产品会带到这里来。
对于IT知识和新媒体没有了解的人来说，对他们的建议就是要打开自己的想法。当你最开始站在这个面前的时候肯定没有感觉，也不理解。而
当你去思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层面。etoy有一个口号就是“扭动价值”，艺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大家做事情的方法和想事情的方法。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来到中国的原因，希望这个东西能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而最重点的问题还是“扭动价值”。它是艺术
家工作的重点所在，不光是把东西弄得漂漂亮亮的，而是去挑战这些事情。
视觉中国：谢谢您接受视觉中国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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