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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种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其所产生的土壤及人文环境息息相关,西方艺术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文
明,海洋文明孕育了欧洲文明,并使其交融荟萃。日新月异的思想变革和繁荣的商品经济促使艺术理念不
断革新。自它诞生起,就开始了不断的变革和创新——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碰撞出火花,艺术家们自身的
反思与解放,各类流派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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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and Innovation -- an analysis of wester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ew media art
Yanyuan Su
Chongqing Aerospace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an art for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i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t produces.
Western art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Marine civilization gave birth to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made it blend together. The rapid change of ideas and the prosperity of
commodity econom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artistic ideas. Since its birth, it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innovating -- the collision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flection and
liberation of artists themselves, and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schools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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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洪流的激荡中,新媒介艺术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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