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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艺术工作者的多重身份
——教师、公共艺术家、平面设计师、家具设计师、策展人
Liu Yi: the Artist's Multiple Identities

撰文：本刊编辑部

对于经常穿梭于上海市中心主要 CBD 的

时尚人士来说，一定会对刘毅老师用集装箱

以及汽车漆、贴纸创造的色彩斑斓的公共

艺 术 作 品《 社 区 幻 想 Community Fantasy 

201501300214》（图 1）印象深刻。该作品以

POPPER 的集装箱作为创作对象在城市中心

登陆，呼应作品中城市化抽象的图案元素，

并以“箱体”的语言形式介入到三维空间的视

觉绘画中，创造了城市中某一个乌托邦社区的

美好幻象。该作品构成一种人类个体与群体，

空间与社区的“城市幻境”大型公共艺术作

品，也是对于家具雕塑“贫民窟的箱子”的再

一次思考与衍生。作品灵感来源于“贫民窟”

建筑群，从贫民窟建筑的解码到家具的设计，

又重新编译营造新的集装箱社区模块。

我们既可以将《社区幻想》定义为建筑设

计作品，也可将其定义为公共艺术作品。刘

毅老师便是一个穿梭于艺术家、设计师、策

展人、大学老师之间多重身份的艺术工作者，

我们很难将其归类于哪一个精确的门类，但

无论如何，刘毅老师都很乐意看到人们与其

艺术作品产生的互动。借此作品展览之际，

我们采访了刘毅老师，想进一步了解其设计

理念和他作为艺术工作者的多重身份。

本刊编辑部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您对目

前社会上的艺术教育有什么看法？您觉得在

幼儿教育机构教小朋友和在大学里教大学生

有什么不同和共通之处？

刘 ：教师是我的一个职业，一个身份，而

我非常喜欢做教师。我曾在教大学生的同时

也在教幼儿园的小朋友。有时我会发现交给

大学生的技能与沟通方法，是从与小孩子的

沟通教学过程中学到的。这可能形成了一种

我自己的教学思路以及一些思考。

在儿童的教学中，幼儿园的空间设计尤

为重要。我之前为一家幼儿园设计了一个艺术

工作室，工作室里充满了各种材料与各类信

息，我的课程常常和这个空间直接有关。我

曾经给孩子们上颜色主题的课时，会事先描

述有一幢各种色彩的大楼，然后问小朋友们

要打开什么颜色的盒子，孩子们会说开黄色

门，开绿色门……然后我会问孩子们红色门

里面有什么，他们会说西瓜、火焰、太阳……

去引导他们想象，上课不是乏味地输出，而

是一种“设局”；不是告诉你什么，而是一种

字里行间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会出来很多

词，很多概念，孩子们会自然而然地思考：咦？

西瓜是什么样子的？火焰是什么样子的？随后

才是鼓励孩子用他们的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画

下来。

幼儿艺术教育不是单单教他们画画，而

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做人，如何生活，怎么去

感受，怎么去记忆，怎么去表达我们的情感，

它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幼儿

的艺术教育被称之为美术课，但是我肯定它

能让孩子们变得更灵活更可爱，更能认识生

活与世界。帮助孩子探索，引发他们的好奇

心和热情，这些品性是日后生活中所真正需
图 1 社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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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且珍贵的。

而大学艺术教育也是一样的，一个良好

的环境和氛围能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和“浸染”，

我在大学上课，除了专业知识教学以外，就是

不断地提醒一种专业素质，关注非常细小的

习惯，比如如何沟通？如何发邮件？如何进行

项目的执行关注。这是工作习惯的培养，这

也是我认为现在大学生所缺的部分。模拟项

目课程、实践与创作并行，让学生能够通过

真实社会项目来学习。探索与实践也是我课

程中重要的部分。上课时就像我在“创作作品”

的过程，需要用“表演”来感染学生；需要用“合

作”来鼓励学生与老师链接 ；需要用“更新”

来时刻提醒自己知识与世界一样都是在变化

发展的；需要用“批判”来提醒学生和我自己，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需要用“心”

来让课程得到更持久的生命力。

本刊编辑部 ：您有着丰富的设计经验和艺

术家独到的想法，您是如何将其运用于教育

的？作品“一张 A4 纸的告白”是否是您教育

理念的一个代表？

刘 ： “一张 A4 纸的告白”是一门课的课

题，当时这门课的名字叫“综合设计导入”，

这是设计专业的第一节课。这节课上我首先

就告诉他们 ：“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对我来说

不重要，你们现在就是一张 A4 白纸（图 2）。

你们带给我最多的可能性和惊喜是什么，这

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大一的新生，我当时最大的想法就

是要把他们的脑子“搞坏”，所谓的“搞坏”

其实是希望他们重新认识自己，让他们打破

原有的束缚和观点，让他们有“空间”来学习。

看着我的学生们，我发现他们在独立思考方

面的问题很大。这是我急需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在带学生时的时候，我一直会用一些

作品和教学去影响他们。不仅仅是教他们技

术和工作方法，还要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观

点和思考方法。对现在的学生来讲，我觉得

觉传达；还有偏爱服装设计的、喜欢模型的、

喜欢声音的、喜欢建筑的、喜欢雕塑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进来时都是个性鲜明不

一样的人，出来还是有自信的并保持独立思

考的艺术设计工作者。“综合设计专业”就像

一个有 X、Y、Z 轴的三维的“网”，每个学生

个体和每一门课程以及老师们都是这个网中

的点，他们互相连接互相影响，这就是“综合

设计专业”所带来的立体教学思想。

我不要求所有学生的未来都成为伟大的

艺术家或设计师，无论在什么职业，我只要

求他们带着一颗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心去感受

这个是蛮重要的。

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的人生中

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他们个人的潜能，我希望

他们每个人都能做出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在大

一时就挖掘他们的可能性。因材施教也很重

要，当时“综合设计专业”就是典型的因材施

教方式。这个专业的创始人是丁乙先生，也

是我在工艺美术学校读书时的老师，2006-

2010 年间，这门专业在上海的设立在设计圈

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毕业的学生也曾拿到专

业的奖项。综合设计专业对老师的要求也很

高，它需要多门学科跨界的教学思路，所以

我们也邀请了策展人、艺术家、设计师、艺

术机构管理人等投入到这门课的教学当中。

班上的学生有的喜欢产品设计 ；有的热衷视

图 2 一张 A4 纸的告白

图 2 一张 A4 纸的告白

图 4 一块布，24 个人

图 3 一块布，24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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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通

图 6 蛇亭

图 6 蛇亭

图 6 蛇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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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用专业的眼光和知识来创造、完善自

己的生活。现在有那么多人学艺术和设计，

为什么他们审美观还未得到提升？家里装潢

不知用什么颜色、墙上应该挂什么画，这等

于没有学过艺术和设计，这也是最实际的问

题。值得艺术学校去反思。

我将很多课程当成作品来做。因为我有

很多时间花在教学上，发现创作作品时间越

来越少，我的很多课就是作品。我会有一个

idea，然后和学生们一起合作。比如作品《一

块布，24 个人 》（图 3、4），这是一次公共艺

术导入课程的创作实验，它类似于一场“游戏”，

在我设定的游戏规则下，同学们参与到这个

游戏空间里来，在这一块布的限定下自由地

展现其想法和行为。在这个“游戏”中，一整

块布的完整性让我们能更积极地去感知和周

围伙伴们的链接和共生，同时让我们更亲近

土地，是一种感受大地艺术的体验，也是一

种用自己的身体来表演的行为作品体验。最

后，这块布在“游戏”中被剪成了一棵圣诞树

来庆祝当天的圣诞节。作品《通》（图 5）也

是一个例子，学生们穿戴 30 件经改造的服

装和人体装置相互关联，设计和功能的使用，

让现场的每个人与人之间都“通”了。这个作

品当时参加了北欧中国艺术节和“感知增生”

中法文化交流展。学生们很开心，大一刚进

来就带着他们一起参加国际性的交流与展览。

本刊编辑部 ：我们通常认为设计师是理性

的，而艺术家是感性的，您是如何在这两者

之间穿梭的？

刘 ：我是艺术家，但我也做设计。艺术和

设计是互通的，艺术门类中也有非常理性的

作品，同样设计也可以是感性的。我的设计

图 7 痕迹

图 8 痕迹

图 9 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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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是具有功能性，我通常更愿意寻找自

由、对话和可能性，让人们参与到我的作品

中来。

比如 2013 年在上海新天地的《蛇亭》（图

6）。我不喜欢公共装置雕塑都是用围栏隔离，

我觉得公共艺术就是要让大众参与进来，才

能激活作品。运用了“上海特色”的霓虹灯，

并用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元素和图形来“说

话”，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没有一米栏，不是

博物馆。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和周围的人建立

起一种关系，一种对话的方式，让人参与进来，

与作品发生互动。

在瑞士交互设计与艺术展上，我展出了一

件叫做《痕迹》的作品（图 7、8、9），是用

感温涂料制作的桌子和椅子。它看起来是普

通的座椅，不同的是人们除了使用其功能之

外，还能感受到桌椅对人们的行为所做出的“反

应”。当你坐下并与之发生肢体的接触后，人

类的体温使得感温涂料的颜色渐渐褪去露出

它原本木头的颜色，当你走后消失的紫色蓝

色又会逐渐还原。在这个变色过程中，不由

让使用者注意到平时生活中不经意的一些痕

迹，而这些痕迹又能恰恰反应了我们生活中

对一件“物”的点滴动作，每个痕迹都是一

个时空中的行为，每个痕迹在不间断地反映

并记录着人们的生活。作为上海的八零后，

我们身上总会找到“敏感”和“寂寞”的标签。

小时候热闹的弄堂生活已经渐行渐远，现代

的生活方式却是回到家中，关上房门，面对

最多的可能只是自己的家具。和我们发生互

动的人和物都变少了，所以现代人都会觉得

孤独。我们渴望与“对象”交流。这件作品

是对多媒体交互艺术的反思，我做的是不插

电多媒体艺术，就是不插电的交互设计。电

子时代的多媒体交互艺术，如果没有电，作

品也只是一个空壳子。所以我希望可以创作

更多的纯粹、真实、让人感到很微妙的优秀

的不插电交互作品。

本刊编辑部 ：很多设计专业毕业的学生从

事设计工作时都会感到自己的设计理念和审

美与客户的要求之间产生冲突，请问您碰到

过这种情况吗？您是如何调节客户需求和自

己的设计理念的？

刘 ：商业设计通常包含两个层面 ：一个是

客户的诉求，他有他的目标，设计要达到一

定的标准他才会采用 ；其次设计师也有自己

的目标，即如何更好地用他专业的知识去提

升。 这是两个不冲突的问题。但如果有问题，

那就是“沟通”上出了问题，我们设计师会设

计不会“沟通”是常有的事。设计师首先要做

一些事情就是要让客户相信你是专业的，当

然你需要证明，并且诚实，有真本事。他们

可以提出建议，你会参考，你要让客户知道

你可以用专业知识服务好他们，否则他们出

的设计费是不值得的。当然，从客户身上我

们也能学到很多，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

的设计想法可能不专业，但是他们在商业方

面的出发点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要分析它。

一来一去的沟通，更有说服力，也是一种学习。

在刘毅老师乐观而坚定的品性面前，他

究竟应该归类为艺术家，设计师，还是老师

身份的问题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作品欣赏：
《补丁计划》是富美家集团和刘毅老师的一次品牌艺术合作。运用富

美家高级装饰耐火板为材料，对老家具进行设计创造（图 10、11）。“补

丁计划”通过对上海老家具与新材料的身份媒介重合、置换、复原、

嫁接、再创造等表现技法，展现了设计师对于家具独特的视觉语意

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设计观点。

老的家具物品，会使我们留念，新的材料，会带着我们往前走，已经有很多修旧如旧

的作品，我选择修旧如新，让那些古旧的家具变成全新的视觉语言。补丁在过去是很

常见的，意在节约。本次创作用现代的语言进行反思，用各类明亮的色彩来进行家具

面貌的重生。当代生活中常见的荧屏动漫色彩与有着独特美学历史的老家具形成一种

冲突后的“共生”。消除了“时间”与“风格”的意义。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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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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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造景 Daily · Manufacture Landscape》（图 13）运用了各种生

活气息浓厚的日常用品为造景的主要元素，重塑了西湖“三潭印月”

之美。以一种百姓能够深刻感知体会的形式将西湖美景与群众生活

交互融合。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群众百姓是构成激活城市脉络的重要的主角。

在形色的百姓生活片段中，无处不在的日常行为、对话，以及物件

的堆聚，直接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景观’。                                

——刘毅

《只有餐桌腿的餐桌 The Dining Table for Only Have the Table Legs》（图

12）参展于 The Dinner（晚餐）。设计师将桌子的功能保留的同时，打

破原有的物体形态，赋予餐桌腿独立的、新的功能意义。  

餐桌的文化其实也是人与人关系的文化。我试图改变桌子与物品的连

接方式，去掉桌面，反置桌腿，让桌腿和桌上的物品直接发生关系。

此外，人们还能任意移动杯盘，改变位置。很可能，我消除了‘桌子’

所带来的‘界限’，让餐具、桌腿和用餐的人参与在一起。

——刘毅

图 11

图 12

图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