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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中数字化增强对社会联结性和包容。1t=白9影响

文／Sophie Brenny杨天天圳军(埃W霍温科技大学J：业设计系：江南大学数媒学院)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Inclusion by DigitalAugmentation in Public Spaces

圈譬一本文通过多次设计迭代，使用交互公共艺术装置作为媒介来探索增加观众的联结感和包容感的方法。
本研究使用社会联结性量表修订版和图式个体社区包容性量表作为考量尺度，大学餐厅作为研究主体。为探

究几种不同种类的交互元素所导致的差异，我们测量了参与者对相同空间中其余个体联结感和包容感所受到

的影响。后续的采访支持了调查问卷的结果．并阐明部分结论。结果表明，使用数字互动方式对物理空间进

行增强将带来显著差异。

圜Abstract With several design iterations we explored the ways of increasing people's feeling of inclusion and connectedness№
public space using interactive public art installations as media．The study used the Social Connectedness Revised Scale and the pictorial

Inclusion of CommunM in Self as measuremenl tools and a university cafeteria as the context．Experiments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difference among several types of interaction elements，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n people’S perceived sense of inclusion and

connectedness to others who were present in the same space．Subsequent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support the findings of lhe

questionnaires and t0 shed light on some 0f the results．The results showed a notable difference when the physical space was augmented with

interactive digit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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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正以迅猛的速度发展。高速的发

展伴随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其中之一为：

由于居民与城市发展的步调不一而导致的

城市归属感的逐步减少。人们一般情况下

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内并不多做停留。交互

公共艺术装置为增加人群与城市之间的互

动带来了新的契机，安装交互公共艺术装

置后，人群作为参与者由被动观察的位置

转化为主动，以自主的方式与艺术装置进

行互动[卜4]。许多蓬勃发展中的城市都面

临如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问题。更高质

量的生活是大多数人心之所向。为了满足

这类需求，城市发展正采取一系列转型策

略来加强城市居民的联结感，使之感受到

更多的被包容感。增加空间的包容性而非

排斥性已成为全球性的研究热点，中国新

发展中城市的城市规划对这一议题尤为重

视[5，6]。本概念设计的范围是整个城市

的公共空间。在这些开放的公共空间中，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名为“留下你的印记”

的装置并形成网络，装置包含一块可以让

参与者在上面自由表达想法的黑板。此时，

该装置网为参与者们创造了一个由数字化

元素与城市中其他区域实时相连的环境，

并且参与者可以自行对公共空间的艺术效

果进行加强。以此，人们对于所处空间的

联结感与被包容感有所增加。

整个项目源起一个自问命题：“如何

设计出一个用数字化增强物理空间来提高

人们的联结感与被包容感的数字公共艺术

装置?”我们产生了“让人们留下自己的

印记”的概念。出于对命题本身以及原始

设计概念的综合考虑，首先需要确定的是，

当我们为参与者创造出可以留下自己印记

进行自我表达的条件(例如提供纸和笔)

的时候，参与者是否具备真正参与的意愿

(即确实使用提供的条件进行自我表达)。

这一点是整个项目能否成立的基础。为此，

我们提出假设：

H1：当我们为参与者创造出可以表达

自我的条件(例如纸和笔)的时候，他们

并不会确实进行自我表达。

推翻假设H1是研究得以继续进行的必

要条件。公共空间的建设牵涉到多种不同

的几何图形。在设计创造交互公共艺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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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南非开普敦的公共艺术装置]：(b)装置艺

术作品The Obl iteratiOn Room：(c)社区黑板：(d)
艺术作品“在我临终前”

图2“黑板”概念ObI iteration Room：(c)社区黑

板：(d)艺术作品“在我临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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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探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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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几何图形的应用十分重要，在考虑

装置如何融入环境时应将其纳入考虑。由

此，我们继续提出假设：

H2：参与者将不使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自

我表达的方式。

H3：参与者在得到“可以使用几何图形

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的暗示后，将不

使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

H4：：参与者在得到“可以使用几何图

形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的暗示后的联

结感与“仅可以使用黑板”时并无差异。

在后续实验中，我们提供给被试人员

一块黑板用于留下自己的印记。黑板是一

种低门槛的媒介，人们都知道如何与之进

行交互。由此，我们使用黑板测试此法是

否可以提高参与者的联结感与被包容感。

对于数字化元素的相关讨论将在本文的其

他章节进行。为研究被试人员与黑板相关

的联结感与被包容感，我们又提出四个假

设：

H5：在公共空间中让参与者在黑板上

以设计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不能增加参与

者对空间以及相同空间内其他事物的联结

感

H6：将不同黑板中得到的反馈进行互

相投影，让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画作得

到分享等方式对参与者的联结感不造成影

响。

H7：在公共空间中让参与者以受控的

方式使用设计好的黑板进行自我表达对参

与者的联结感不造成影响。

H8：将不同黑板中得到的反馈进行互

相投影，让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画作得

到分享等方式对参与者的被包容感不造成

影响。

本文将首先介绍一些相关已有案例，

随后提出我们的理念，并进行对上述研究

问题和假设的初步探索。后续章节中将依

次阐述实验中所使用的考量方法，最终实

验方案及解释，装置安装，参与者及实验

过程。文末将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并作出

结论。

二、相关工作

城市中建筑物或墙面上的涂鸦作品并

不鲜见，有时人们甚至可以欣赏到一些公

共空间中地面上的精细粉笔画作。人类在

公共空间中采用极富创造力的方式进行自

我表达已有一段历史。尽管这其中的一些

行为是无组织甚至并不合法，仍有一些设

计或是精心组织的活动给人们提供社区中

彰显个性交流思想的机会，例如’快闪。。

’感染城市’是南非开普敦小镇上的一

个小型节日(图1(a))。这个节日是由非洲

中心发起的，目标是尝试通过艺术活动来

打开城市居民之间的联结性，正如他们所

说“使公共空间真正成为大家的空间”。

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Yayoi Kusama)

创造了艺术作品The Obliteration

Room(图1(b))。她构建了一个纯白色的房

间，然后给每个参观者发放一张彩色波点

贴纸，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将贴纸贴在

空间中的任意位置。以此，空间中的每一

个波点贴纸都是参观者们对该空间的参观

经历的一种表达 。

社区黑板活动(图1(C))是由美国弗

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Company Site所组

织。它的组成内容就是一块公共黑板，代

表了对美国第一修正案的纪念——第一修

正案中提出，任何人都有分享想法与意见

的权利 。

张凯迪(Candy Chang)在失去一位深

爱的人之后于新奥尔良发起了“在我临终

前”项目(图1(d))。项目的主体是一块画

好格子的黑板，上面写了一个不完整的句

子，以“在我临终前”为起始，句子的剩

余部分可以由参与者用粉笔补充完整。任

何路过这块黑板的人都可以使用粉笔写下

自己在临终前想要完成的事情。这个极具

启发性的项目已经扩展到了全球的其他189

个城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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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元素分享百分比

一部分对于内外动机影响的研究与我

们手头的主题有密切的相关性。已见报导

的关于包容性和联结性相关的研究都局限

在纯数字或者纯物理的领域中。此类研究

使用例如blogs或移动电话等工具作为概

念。例如何淑英(Shuk Ying Ho)在工作中

研究了个人定位对用户使用移动通讯服务

意愿的影响。

与之前已有报道不同的是，本研究对

公共空间中公共艺术装置的包容性和联结

性的考量将不再局限在纯数字或纯物理的

领域中，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下面我们

将简要阐述“留下你的印记”的概念。

三、“留下你的印记”

我们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有趣的交互

方式让他们以“绘画”的方式在公共空间

中留下印记(图2)。我们以趣味激发及内

在激励的方式鼓励参与者们进行自我表达。

本概念涉及异形投影，并使用了数字化增

强的黑板，目标是构建一个城中公共艺术

生长系统来增加城市居民对所处公共空问

及相互之间的联结感和包容感。

看点1：

试想，一座城池，一栋建筑，一块黑板。

有人经过，执粉笔而书画其上，留下自己

的印记。同时，将这些黑板上留下的印记

投影于整个建筑，换言之，对物理世界进

行数字化增强。

看点2：

我们在概念中还添加了更多“联结”

的成分。部分地点的黑板装置了摄像头，

摄像头所捕捉到的画面将被投影到城市中

另一地点的黑板上。当有人从接受投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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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总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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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形状内外元素分享情况

地点走过时，可以看到一个陌生人正在安

装了摄像头的那块黑板前留下属于自己的

印记的景象。这些过程中均使用了视频反

馈。最终，参与者可以看见并非自己本人

而是其他地区参与者的参与情况(经过或

者在黑板上进行自我表达)。

四、探索

探索1

推进本概念的第一步是确定是否可以

触发参与者在公共空间中与他人进行分享

的意愿(假设H1)。为此，我们进行了首次

探索。我们在埃因霍芬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张贴了8张

A0尺寸的白纸(图3(a))。每张大纸上都

贴了i-2张彩色标贴，同时写有“留下你

的印记。写吧。画吧。来吧。”的字样作

为引导参与者的触发点。纸张的平均悬挂

时间为1周。

纸张上共计有被分享的事物144个(表

1)。其中，77个为绘画形式，44个为文本

形式。据此我们推测在类似的情境中，与

文字相比，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绘画的方式，

所以在最终概念中我们应同时开放这两种

方式。37个(32．5％)的被分享事物来自于

张贴在学校礼堂附近的咖啡厅内的纸张，

这张纸也是八张纸中获得最多书／画的一

张。这是我们将该地点选为后续试验的地

点的原因之一。实验过程中我们每天对张

贴纸张的地点进行监测，发现现象如下：

第一、二个被分享元素(绘画或者文字)

出现的时间相对较长；在纸张上已有分享

元素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即有较多

的参与者参与分享，分享的平均时域降低。

这种现象表明，参与者之间的参与性呈正

向相关。

第一个基于纸和笔的探索表明，当有

纸笔提供时，参与者具有在张贴于校园内

的纸张上进行书画的意愿。公共空间受到

该空间中建筑物的形状与形式的限制。这

种制约也许是使用我们的最终概念来对物

理空间进行增强的一个有趣的机会。但是

在这些限制下，比如假设本例中我们在纸

张上剪刻出固定的形状，参与者是否仍会

参与进来?

探索2

探索2使用了与探索1一样的形式。

区别于在探索l中悬挂了8张AO大小的普

通纸张，而此处我们对悬挂的纸张进行了

剪刻，使之内部有一些不同的几何形状(图

3(b))。这些几何形状的象征意义是建筑物

上的门窗。

本次纸张上收集到的元素个数共有70

个(其中20个为文字50个为绘画)。几何

形状内部的绘画数目为45(35．7％)。几何形

状外部收集到的元素个数为25(64．3％)。详

细数据请参阅表2。

据此，我们可以推论，给出的几何图

案可以引发参与者对给定图案的利用(绘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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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实验搭建

图5试验A场景 图6试验B场景 图7试验c场景

画或共享内容)。尽管由于在最终实验中所

使用模型的限制，参与者们并不能在镂空

的部分进行绘画。

五、实验

实验地点选定在埃因霍芬理工大学礼

堂的咖啡馆。这是在笔纸模型的探索中获

得最多参与者分享元素的地点。如果从人

们身处其中时的的互动性、态度以及心境

的角度上看，该地点类似城市中有咖啡店

和饭店的广场， 是一个具有社会交互性质

的地点。

根据课表日程，同一群人每天都经过

礼堂咖啡馆的情况并不多见。足够的参与

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类似的背景使学习效应

较小的组间实验得以开展。

测试时间为星期二和星期五的午餐时

间，11：30—13：45。实验中所使用到的工具

有：调查问卷(SCS—R，ICS)，手工制黑板

及粉笔(图4(a))；投影仪、电脑以及一段

预先录制好的影像，影像内容为人们在黑

板上绘画(图4(b))。

图4实验搭建

5．1方法

A．社会联结性量表修订版(Social

Connectedness Revised Scale)

实验中使用了社会联结性量表修订版

(SCS—R)。SCS—R共有20个陈述，被试者需

要对每个陈述做出判断，根据自己对陈述

内容强烈同意或强烈反对的态度，用分值

卜6进行描述。该量表具有很高的内稳性

(a=O．86—0．89)，由此我们认为在实验中使

用该量表是合适的。

B．个体社区包容性量表(Inclusion of

Community in Self scale)

实验中同时使用了图式个体社区包容

性量表。该量表使用了6组由2个圆圈组

成的图示方式进行陈述，其中一个圆圈代

表社区，另一个代表“我”。每组图示与

相邻组别以增加相交面积的方式进行区分。

相交的面积越大，该环境中居民所感受到

的城市包容感就更大。

C．采访

我们在被访者合适的时间对其进行了

采访。采访地点由被访者在被访者工作处

和礼堂咖啡厅之间选择。采访的平均时长

为30分钟，其中最长时间为45分钟，最

短时间为15分钟。被访总人数为10人，

人员组成为每一试验组选择2人参与采访。

采访的目的是收集在之前的试验及问卷调

查中被访者没有给出的有用信息。

5．2参与者

100名学生参与了本次试验(每次试验

参与人数为20)。参与者们囊括了不同的人

种和不同的教育水平(本科／硕士／博士

在读学生)。参与者们的年龄段在18—33，

平均年龄为22．3l。在i00名参与者中，61

名为男性，39名为女性。

5．3过程

实验结束后，参与者们将填写前文所

述的调查问卷。我们将问卷的目的事先告

知参与者，若参与者愿意参加后续采访，

可在问卷的相应位置上留下自己的电子邮

件地址。参与此次实验没有任何形式的奖

励。

我们从每一个测试组中挑选两名参与

者进行后续采访以获得其他所需信息。选

择标准烛其中一位具有较高的SCS—R分值，

另一位总分较低。

5．4数据分析

对照试验及试验A、B、C(详细描述见

下文章节)中所得到的结果都按照所使用

量表中所描述的方法进行了评估及计算，

并进行了标准偏差校正。我们进行了单侧

方差分析来确认组间数据差异是否具有显

著统计意义。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原因是，至少3组(3次试验)中的参与者

除了都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测试地点)

之外并无其他共同点。基于以上理由，我

们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多重比较的选择项

里选择邦费罗尼(Bonferroni)。同时，邦

费罗尼也相对更适用于对成对、较小数据

的分析。

5．5测试设置和条件

A．两组对照试验

我们进行了两组对照试验以获得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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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使用图形作为基础(b)使用图形作为灵感

时间校礼堂咖啡馆内联结性和包容性本底

水平的有效基线。通过对照试验和其他实

验结果的对比，我们可以获得更加可靠的

试验数据。对照试验的测试时间为2013年

5月14日以及2013年5月18日。这20名

参与者仅需填写与其他组别参与者一致的

调查问卷(包括SCS—R和ICS相关内容)。

试验A

A组测试时间为2013年5月22日。两

个相同的黑板被放置在通往礼堂咖啡馆的

隧道内的自动售货机的两侧(图5)，黑板

旁提供有彩色粉笔。我们打印出“留下你

的印记”字样并将其悬挂在黑板上方。每

一位在黑板上分享事物的人都被邀请并填

写了与对照试验中一致的问卷。由于大部

分参与者的观看或分享行为仅牵涉两块黑

板中的其中一块，第二块黑板的存在是多

余的，在后续实验中被撤消。

测试B

测试B在测试A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

化元素，其余部分与测试A类似。测试时

间为2013年5月28日。我们预先录制了

一段长度约为2小时的人们随机经过黑板

并进行绘画的视频，将其投影在板上(图

6)。每一位在黑板上分享事物的人都被邀

请并填写了与对照试验及测试A中一致的

问卷。

创意与设计l国际会议专题InⅫnati∞aI Conference Topics 101

试验C

最终试验C进行于2013年5月31日

星期五。与试验B相仿，我们在试验C中

再次使用了投影仪。与之前不同的是，本

试验中我们将如何使用几何形状的暗示(将

这些形状与自己的绘画结合，而不是仅在

几何形状外面进行绘画)作为投影内容展

示出来(图7)。

本试验将得出，是否需要使用几何形

状作为约束，使用几何形状作为约束是否

有价值的结论。在上文中，我们提到，这

些几何形状代表着生活中公共空间内现实

存在的情况(建筑物的门和窗)，这些真正

的公共空间才是本概念最终实施的目标地

点。我们希望根据试验C的结果得知参与

者们是否会使用提供的几何形状，从而对

我们的概念进行微调。

5．6结果

A．几何形状使用情况的观察结果

在试验A中，2名参与者使用了几何形

状作为绘画的基础或灵感。在试验B中，

6名参与者使用了几何形状作为绘画的基础

或灵感。在试验C中，15名参与者使用了

几何形状作为绘画的基础或灵感。图8给

出了其中一些例子。

B．社会联结性量表修订版(SCS—R)

两个对照试验的结果并无显著统计差

图9各试验中使用图形的参与者数目

别。这表明我们所使用的量表是可靠的。

由此，我们将两个对照试验的结果合并。

对照试验的平均分值为54．90，标准方

差7．78，标准误差1．23。与试验A的结果

比照，试验A平均分值为60．40，标准方差

6．35，标准误差1．42。试验B的SCS—R平

均分值为68．75，标准方差6．53，标准误

差1．46。试验C平均分值为60．75，标准

方差7．29，标准误差1．63。

如表3所示，从对照试验与实验A、

B、C之间的统计显著差异来判断，它们的

SCS—R分数有显著不同(P=0．037，0．000，

0．022)。表中结果同时表明，测试B和

测试A(P=0．002)，测试B和测试C(P=

0．002)这两组试验对比中，SCS—R分数也

有显著不同。但测试A和C之间并无统计

显著差异。

C．个体社区包容性量表ICS

对照试验的平均分值为3．90，标准方

差0．84，标准误差界限0．13。试验A平均

分值为4．50，标准方差0．60，标准误差界

限0．14。试验B平均分值为4．85，标准方

差0．67，标准误差界限0．15。试验C平

均分值为4．55，标准方差0．83，标准误差

O．18。

使用SPSS对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对照试验与

万方数据



102■创意与设计总第二十八期I 2013．05

脚n啦㈣翱【w 5q

钆n一，C口e C<m—Ol协嘲静甜A §娜D 1．舅；5∞ ,037

k蟹日 ·13．笛O∞ 1．鬟I瞄 ,000

硼C ．气a50∞ 1．■嘲∞ ．022

tm!A a■'I，口I嘲 S5∞∞ '．铷略∞ ．∞7

洲B ■3I∞O 2．，，f'7 ．O∞

州C ．3‘∞O 2j7¨7 ’Lo∞

IlitI叠a，州■■ t3．e6000 1．甜哪睁 ．a的

州A a：11．q000 2，彳7I，7 舯2

'嘲C &O∞∞ 2．27”7 ．004

塘哪C 0洲rd塘咀 §毫5口∞ 'J日；瞄 ．022

嘲^ ．蹈O∞ 2．27117 '．000

嘲B ·&O∞∞ 2．27¨7 删

表3各试验SOS—R分数的邦费罗尼SPSS结果

试验A，B，C的结果平均值有显著统计不

同(P值分别为0．031，0．000以及0．015)。

试验B对试验A，试验B对试验C，以

及试验B对试验A的ICS量表的分值无统

计显著不同。

六、讨论

本研究为探索性研究，研究目的旨在

寻求项目初期所寻求问题之解。我们己将

这些问题使用提出假设的形式分解为若干

小问题。

相对本概念所关注的研究目标“城市”

而言，试验以一种更可控的方式在一个较

小的环境中进行。必须指出的是，试验结

果的有效性局限在当前试验环境下。下述

讨论中，我们假设，本试验所得结论对城

市环境同样有效。

6．1几何图形的使用

H2：参与者将不使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自

我表达的方式。

第二个实验与最后一个实验的结果都

表明，当没有任何使用几何图形的暗示给

出时，仍有一小部分参与者会使用这些图

形作为绘画的基础或灵感。由此，我们可

以完全推翻假设2。在不给出暗示的情况下，

尽管确实有参与者使用了这些图形，但这

些参与者仍是极少数。

H3：参与者在得到“可以使用几何图形

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的暗示后，将不

使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

在试验C中，我们在黑板上使用投影

方式给出了暗示。在这种情况下，相较试

验A，B的结果，试验C中较多的参与者在

绘画中使用了给出几何的图形作为绘画的

一部分或绘画灵感。在试验B中，使用图

形的参与者数目是试验A中的2倍多(图

9)。

观察SCS—R和ICS的统计分析结果，

将试验C与试验A，B进行比较，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是否给出“使用几何图形作画”

的暗示对参与者所感受到的社会联结感及

包容感并无影响。然而，参照图9，在与黑

板进行交互时，所给出的“使用几何图形

作画”的暗示以及其他参与者使用几何图

形作画的行为，确实可以导致参与者使用

几何图形进行作画。

根据这些比例进行推断，最终更多参

与者们使用几何图形进行作画的确实行为

可以推翻假设H3。基于以上几点，在本概

念的最终版本中继续使用几何图形是有意

义的。

H4：：参与者在得到“可以使用几何图

形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的暗示后的联

结感与“仅可以使用黑板”时并无差异。

根据试验A对试验C的SCS—R结果，

我们可以认为，给出暗示仅仅导致参与者

们使用几何图形进行绘画的行为(见上文

论述)，但对参与者所感受到的联结感并无

影响。换句话说，试验C中的参与者与试

验A中的参与者所感受到的联结感与包容

感类似。由此，假设H4成立。

6．2 SCS—R量表

将所有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进行比较，

与对照试验相比，所有其他试验中参与者

们所感受到的联结性都有显著增加。．

结果表明，试验A与对照试验有统计

显著不同。这意味着，当空间中存在一块

可以与之互动的黑板时，空间内人群之间

的联结性增加。试验B，C与对照试验之间

具有与此类似的差异性。

由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的存

在，我们知道，任何引起参与者注意的环

境影响或变化对参与者所感受到的联结感

均可产生影响。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试验

结果之间的不同是否完全是由于黑板的设

计尚未明确。无论如何，试验A表明，试

验结果确实产生了差异，尽管试验A更多

是作为试验B、C的参照，在试验B、C中，

我们更多关注了数字增强的部分。试验B、

C与对照试验之间的比较与试验A类似。

H5：在公共空间中让参与者在黑板上

以设计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不能增加参与

者对空间以及相同空间内其他事物的联结

感。

所有试验的结果都与假设H5相矛盾。

此处，我们可以推断假设H5不成立。由此，

似乎我们可以做出推断，在公共空间中让

参与者进行自我表达可以增加参与者的联

结感。这一推断引发了研究者们的深思：

在结果层面试验A、B、C之间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

试验A与试验B：试验B与试验A有显

著不同。使用数字化增强的方式使参与者

与他人进行实时互动对社会联结感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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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试验B与试验C：：试验B与试验C的

显著不同表明，使用数字化增强的方式使

参与者进行实时互动与仅使用数字化增强

给出使用图形的暗示相比，给参与者的社

会联结感可以造成更大的影响。

H6：将不同黑板中得到的反馈进行互

相投影，让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画作得

到分享等方式对参与者的联结感不造成影

响。

从试验B与试验A，试验B与试验C的

比较结果来看，假设H6不成立。数字化组

件对参与者所感受到的联结性有较大的影

响。同时本结果与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3]。

关于这一点，本文在采访部分将做更为详

细的论述。

结果表明，试验A与试验C并无显著

差异。这意味着数字化增强对参与者所感

受到的社会联结性并无任何影响。可以推

论在这些情况下，精细设计的数字互动可

以取代与环境之间的物理性互动，而并不

影响参与者所感受到的社会联结性。

有人认为测试A与C之间的结果之所

以没有像对照试验和其他试验间一样表现

出显著差异，是因为霍桑效应。这一观点

我们将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进行研究。

6．3 ICS量表

H7：在公共空间中让参与者以受控的

方式使用设计好的黑板进行自我表达对参

与者的联结感不造成影响。

当将测试A、B、C的结果与对照测试

相比较时，参与者在非对照实验中均体验

到较高的被包容感。这可以从统计学意义

上推翻假设H7。由此可以推测，参与者参

与互动的任何行为，包括仅仅留下“印记”，

都将导致参与者感受到更高的社区融入感。

H8：将不同黑板中得到的反馈进行互

相投影，让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画作得

到分享等方式对参与者的被包容感不造成

影响。

对测试A与测试B，测试A与测试C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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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各试验ICS分数的邦费罗尼SPSS结果

间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无显著差异。测试B

与测试C之间的结果也无显著差异。由此，

假设H8不能被推翻。

此处SCS—R量表的统计分析结果与ICS

量表的统计分析结果产生不一致性。就此，

ICS量表可能缺乏敏感性和有效性，对于此

类试验的适用性值得质疑。

6．4采访

在关于“请描述你感受到被包容感最

强的时刻”的回答中，参与采访的lO名参

与者中的9名描述了一个认识陌生人的过

程，包括偶发性事件(例如在荷兰，火车

的突发故障)以及特殊情境(例如节日)。

这个事实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将人们与

陌生人联系起来的事件可以导致包容感的

增加。

在一些个案中，有人在被访问者所绘

制的图形上进行了扩展绘画。这些情况里

面我们所收集到的反馈强烈而类似。例如

其中一名被访者说：“我喜欢它!我喜欢

这个形状!就是说，我感觉好像我特地为

某人做了些什么东西一样。我还想继续下

去，我对于其他人来说挺有帮助的。”参

与者们有互相帮助的感觉，并且喜欢这种

通过合作成为某种体系的一部分的感觉。

当参与者们看见其他人在现实中或者

是投影中进行绘画的时候，反应如下：“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如果他们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块黑板上进行

绘画会影响我更多。我们是一起在做这件

事情，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我画画

的时候看见了黑板上画好的猫胡子。它们

好像在邀请我一样。我还看见一个笑脸。

我感觉到整个人都放开了而且很快乐，这

些画让我笑了出来。我也开始画画，然后

特别好玩的就是投影里面突然出现一个人

开始画跟我画的差不多的东西。这特让我

觉得高兴。”已有画作可对参与者造成影响，

降低参与者的心理阈值，邀请观望者参与

绘画。被访者描述看到他人绘画时的感觉

为高兴。

当祓要求描述“看到自己的绘画成为

整个系统的一部分”的时候，非对照组的

6名参与者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像我刚才

说的，我觉得成为了黑板系统的一部分。

我没有感觉到被排斥。我觉得好像我们真

的一起在创造什么东西一样，可实际上我

们压根就不认识。”这似乎是参与者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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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共识。

试验A与试验C中的参与者们在访谈

中提出，当他人在自己的的画作上进行扩

展的时候，他们将感受到更多的包容感。

对所参与试验的重温，或是看到试验结果，

都对参与者们的后续情绪造成影响。这引

起了我们的思考，当参与者再访同一个公

共空间时看见自己留下的作品得到了再度

阐述，将影响参与者所感受到的被包容感。

另外，投影中所反馈的其他参与者的绘画

或者其他参与者对画作进行的延伸绘画行

为是否可以影响参与者的包容感也是一个

有意义的命题。

内在动机存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

人类这些根深蒂固的特点使得我们被好奇

所驱使，去参加社会活动 。从采访中我

们看出，参与者们正是被他们的好奇心以

及自然的内在动机所驱使，从而参与到我

们的社会活动中来。例如，有一位参与者

说到：“我在想其他人在黑板上会做些什

么(写什么或者画什么)。我看了看我留下

的东西与其他人的相比的情况。它影响了

我所选择的地方、大小以及颜色。但是没

有影响到我所画的内容。我觉得挺好。”

七、结论

“留下你的印记”这个概念的美感在

于它的简约和参与性。它创造了一个非常

合理的低阈值，让人们的参与和退出都非

常容易。它为我们之前的命题“为增强人

们的联结感和包容感设计数字化手段增强

物理空间的公共艺术装置”提出了一种合

适的解决方案。

在本案中，我们可以得出，本概念的

原型展示可以影响人们的联结感和包容感。

试验A、B、C之间ICS量表的结果无显著

差异的原因并不一定是霍桑效应。我们将

在日后的工作中对此展开具体研究。尤其

是关于试验A、B、C间ICS量表的结果无

统计显著差异的原因。从试验的最终结果

来看，SCS—R量表的结果有显著差异而ICS

量表无显著差异。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论

题：关于此结果，我们应该质疑ICS量表

的有效性和正确性，还是应该认为社会联

结性与包容性并非耦合概念。

此处，我们更关注社会联结性量表修

订版的结果。“留下你的印记”这个设计

概念可以使用在公共艺术系统中改善城市

居民的联结感。当存在其他参与者作画的

附加数字化反馈时，参与者们将感受到更

高的联结感。后续的采访进一步确认了此

结论的成立。

由于本次试验为探索性试验，全部试

验均在可控的设置下完成，距离真实的装

置设置还有一定的距离，所得结果也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本试验需

要在公共空间中使用真实装置重新进行。

本试验中所得结果是否与真实公共空间中

所得结果一致是值得探究的。笔者希望本

探索性实验项目为城市公共空问中数字化

增强的公共艺术装置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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