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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Andizetum

致力于使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将沼泽变成
适合生命和成长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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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绍

《艺术 Andizetum》的出版是 Andizet--创意产业科学与艺术研究
组织四年活动的成果，该研究组织的成立，旨在将科学和艺术联
系起来。创意产业领域内的研究工作仍处于正规化的阶段之中。

《艺术 Andizetum 》的出版是一次科学和艺术的实验，是众多出
版的专业科学期刊的结晶。直至今天，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与创
意产业相关的真知灼见首次在本书中出现。综上所述，《艺术安
迪泽特》超越了科研领域内的专业框架，并期待未来的合作。除
此之外，此书将在2018创意珍宝活动中完成，展开公共宣传。值
此之际，您将受到来自创意产业科学与艺术研究组织同仁们的热
烈欢迎。

Ana Zrnić
Andizet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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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izet

Andizet--创意产业科学和艺术研究组织以古代潘诺尼亚部落统治
下的部落Mursa来命名。安迪泽特这个名字象征着沼泽，曾隶属
于罗马帝国的领土。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古代Mursa封为殖民
地，Andizet 与这个城市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

安迪泽特是是湿地转化为肥沃土地的典型例证，Mursa以此条件
成为宜居的地方。他们向那些为艺术而生，成为知识领域内艺术
家的人们展示出才智和技巧在创新方面的重要性。

Andizet组织成立于2014年9月，位于当代奥西耶克，这座城市以
其悠久的历史和动乱不安的过去而闻名。组织的创始人从科学研
究者到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成员们是众多的学生和学者们，他们
的积极参与使他们成为Andizet人的一员。

Film
Remain Osij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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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of the Andizets

Source: Domić-Kunić, A. (2006). Bellum Pannonicum (12-11 cent. BC): The final stage of the conquest 
of the southern Pannonia. Journal of the Archeological Museum in Zagreb, 39(1), 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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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为创意产业工作者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交流平台，使克罗地亚
文化国际化，推广和发展克罗地亚的文创产品和文化消费意识。

— 重要任务：

组织和开展关于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和信息技术的项目。重
点是项目可以实现以下几点： 

1. 使克罗地亚的创意产业工作者参与其中

2. 在此项目中实现国际合作

3. 学习，保护并传播克罗地亚的宝贵文化遗产

4. 对克罗地亚的文化潜力开展科学性调研

5. 在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学出版活动，视听活动，传媒文

化，跨学科艺术和文化活动方面取得相应成果;

6. 公众意见调查

7. 使人们能够参与社交生活、文化生活、创意生活

8. 促进创意产业取得科学性和专业性成就

9. 使更多年轻人参与文化和创意活动

10. 发掘更多的创意人才

通过该项目，建立一个研究平台。该平台的重点是科学地陈述和
调研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证实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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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
 

文化和创意活动参考新创意产业指导方针，以加强社会文化、创
造性的意识。
通过文化和创意活动为文化产业提供指导方针，发掘文化、创新
的社会潜力。

2018年Anidizets 活动照片
-- 
部分团队成员（从左到右） Jasna Horvat – 副主席 ( 2014年担任), Ivona Martinović, Lana 
Katavić, Dora Radl Ćućić – 秘书 (2018 – 至今 ), Iva Ižaković, Petra Forjan, Ana Zrnić – 主席 
(2018担任), Ivana Jobst, Josipa Mijoč – 主席 (2014 - 2018), Željko Ronta. 未出现在照片中的成

员：Marina Stanić i Ivana Buljubaši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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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
 

目前，对于创业产业来说，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源于盎格鲁撒克
逊文学，指在“创新”和“工业”的涵盖性术语下的很多产业—
也是市场的成果。

安迪泽特学院的学者规范了创意产业这个术语。1 在考察了其他
产业系统命名，比较了现存已有版权的术语命名的基础上，得出
了显而易见的结果，每一个正式推出的产业都是由大量的各种各
样的产品构成。2  比如说，经济术语不区分“加工”工业，但是
它代表了在此术语下，被划分的各种各样的成分中，一个独特的
产业。

在2000年初，每一个创意潜能下的产业都被视为是研究中一个单
独的领域。3 创意产业是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引擎。综合多方面的
考虑，安迪泽特给创意产业提供了一个概括的定义。

1 美国学者经常使用术语版权相关产业和娱乐业，而欧洲学者使用术语创意文化产业。
2 流程工业的各个部门：食品和香烟生产、饮料生产、纺织品生产、皮革与服装生产、木

材和纸制品生产、印刷与复印产业、工业化学生产、药品生产、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的生产，金属和金属制品生产，计算机生产，电子和光学生产，电子
设备生产，机器和设备生产，运输工具生产。数据来源： 
 https://www.hgk.hr/gospodarske-djelatnosti (检索时间: 2018年2月15日)

3 Florida，R和Tinagli，I.（2004）。欧洲处于创作时代。卡内基梅隆软件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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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表明生产用

于市场交换的非物质

产品和服务受到版权

的保护。



ars ANDIZETUM page 15

观点：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创意产业部门

艺术
写作，视觉和表演艺术

电子媒体出版 广告和营销传播

电脑游戏和工艺品 摄影

01

05 06

02 03

电影 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
遗产

建筑

设计 
时尚，平面设计，室内

设计和产品

音乐和表演艺术

04

07

10

08

11 12

09

工艺
传统工艺品

作者：Ante Vekić, 根据克罗地亚共和国创意文化产业拟定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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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e
creative industry?

文化是一种资源，它的开发在创意工业领域内强调同时保存和增
加。

总体来说，创意产业有助于经济发展，具有出口潜力，其以知
识、科学、技术和艺术创新为基础。通过生产当代产品，提供当
代服务，发展人才，保护国家文化遗产。

创意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性基于文化和历史内容的使用，借此艺术
和生产创新确保了多样性和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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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projectum

文化标志已经兴起并不断发展，从必需

品到实用性装饰，从典型到个人，从神

秘主义到象征主义。

— Eugen Sekler4

Andizet 组织的存在，在整个计划活动中，都旨在证明创意产业的
基本特征。在为期四年的时间里，本组织成功设计并实施了大量
项目，例如艺术珍宝，GlagoSlov 和丝绸之路。

— 创意珍宝

— GlagoSlov 

— 丝绸之路。

01

02

03

4 Sekler, E. (1924). On signet, trademarks and other signs. Grafi čka revija, 3: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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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活动标志

What is CT?

网站
创意珍宝活动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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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珍宝
 

2015 年该项目成立，至今创意珍宝，毫
无疑问是最具有价值的活动之一。其独特
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由知识分子和受
过良好教育的学生所组织并积极推广的平
台，且该平台项目与大众息息相关。
— Lukić, M. 2017: 60

创意珍宝作为推广创意产业的研讨会，是一个结合科学，艺
术，经济和当地社会的座谈会。从2015年，研讨会在奥西耶克举
行，Andizet组织和奥西耶克经济学院合作举行该活动。奥西耶克
经济学院是当地一所历史悠久的公立高等学府。

创意珍宝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克罗地亚开展更多创意文化的机
构。发掘本国文化潜力，使其成为促进发展国家经济的动力之
一。目标的初衷是保留克罗地亚的文化认同并通过新的创意产品
推广克国文化。

同时，创意珍宝活动也是第一次在国家框架内，成为一个推广和
展示地区的项目。在公立研究部门、教育部门的协助下，此次活
动对所有创意产业工作感兴趣的人们开放，期待合作并一起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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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的讲座是公益性的，对与创意

产业相关的人员（业余爱好者，专业人

员，科学家和行业专家）和社会成员开

放。与其他类似的活动（正式会议，专

业研讨会，拍卖会，节日）不同，本次

活动不会收取费用。本活动得到公共部

门机构、赞助商的支持。赞助商的数量

和品牌以及参与活动的人数都显示了该

活动的重要性。

这个活动更像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

者聚集在一起开展的会议。该活动提供

创意产业工作者一个可以开展科学研讨

的平台，例如实践研究方法的平台。
 
— Mijoč, J.; Horvat, J.; Zrnić, A. 2016: 260



ars ANDIZETUM page 21

创意珍宝的学科多样性，在本活动中融合了专业知识，新颖创意
和实践经历的信息交流。本次活动的赞助商也认同本活动是知
识、思想和实践的孵化器，对国家的调研课题，文化和经济生活
上都有重要影响。
感谢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克罗地亚议会议长，教育部，文化
部，旅游部，克罗地亚创意和文化产业组织为此次活动提供了帮
助。 同时也感谢 Osijek-Baranja 县政府，奥西耶克政府以及 Josip 
Juraj Strossmayer 大学的学生会鼎力相助。

在 2016 年，众多志愿者为创意宝藏活动提供帮助。他们为教育服
务发展做出贡献获得志愿者荣誉奖。

2016年志愿者荣誉奖

创意珍宝活动被研究和教育部授予2016年科学普及国家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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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码时代，在 Andizet 组织的帮助下创意珍宝活动有支持播放
视频的二维码。

2016 年国家科学奖    

多年来，创意珍宝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2015 年参与人
数为 1,300 到 2016 年参与者超过 3,000 人，至 2017 年则多达 5,000
名参与者。

参与者认为创意珍宝活动是一个向社区和公众开放的项目，提供
可以再次验证所知的知识和结果，通过实践经验进一步深入了
解。

创意珍宝活动视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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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珍宝活动 创意珍宝活动 创意珍宝活动

2017 2016 2015

* * *

创意珍宝活动

每年创意珍宝活动有不同关于创意产业的主题。第一年的主题是
关于创意文化产业，并且确定系列活动的框架。第二年的主题是
社会责任创造力，该主题被授予国家科学奖。第三年的主题是创
意产业的奇妙，该年我们将取得的成果公布并且出版本书，该书
取名为Ars Andizetum。同年，之后活动的主题也发布：2018 年新
媒体的辐射作用，2019 年创造力的循环。

文化创意宝藏的主要负责人  Ana Zrnić, Dora Radl Ćućić, Jasna Horvat, Josipa Mijo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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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珍宝的空间布置

本次活动是一个传播信息以及融合参与者的感官交流的媒介。运
用丰富的文化资源重塑活动空间，如将文化融入创意产品并融入
我们的组织方法。本次活动的视听记录将在美学方式、科学与艺
术的方向进行实验。

壁画：蜿蜒的格拉哥里字母（格拉哥里字母是现存已知最古老的
斯拉夫语言字母）

在奥西耶克经济学院大厅的格拉哥里文字提供参观者了解克罗地
亚格拉哥里字母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了解奥西耶克的科学家（Josip 
Juraj Strossmayer, Vladimir Prelog and Lavoslav Ružička ）。除了萨格勒
布的天主教堂，奥西耶克经济学院是最大的有格拉哥里字母装饰的
公共场所。欢迎诸位在学院开放时间来访。

作者：Jasna Horvat i Josipa Mijo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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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2016)

在 2016 年，该活动和中国建立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为了使参
与者沉浸在此氛围中，有更加直观和全面的丝绸之路体验。经济
学院采用不同材质布料用以装饰，并运用多变的灯光效果。

作者: Josipa Mijoč i Jasna Horvat

Stipe Gugić read
例举丝绸之路的国家

*
格拉哥里壁纸 格拉哥里壁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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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的迷宫（2017）

在经济学院的教室里安装了一个一次性装置，该装置是由拼贴化
学反应的材料构成的，契合了总主题。10000个3D模型聚集在迷
宫里，覆盖216平方米的面积。

装置作者：Josipa Mijoč, Toni Andrijanić i Jasna Horvat

Setting up of
CT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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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奖

氢参展商奖是值2017年创意珍宝活动之际成立的。最佳参展商是
由创意珍宝管理委员会根据（顶级）观众评级计划内容的展示决
定的。该奖项以氢保护宇宙记忆的方式保护了文化的记忆。这再
次证明文化珍宝活动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
鼓励其转化为创意产业产品。

概念设计: Ante Vekić, 标志; 产品: LaserPlexx,  克罗地亚

Symbol: LaserPlexx:
More about projects More about projec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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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造力被授予同名奖项。

研究平台

创意珍宝是一个研究平台，可用于部门内的沟通互助，组织和未
来工作的发展。科学家和学者有机会探索创意产业利益相关者的
各种各样的观点，并且在科学质疑中检验这些有益于实践的假
设。通过这种方式，创意珍宝的组织者对创业部门的利益相关者
进行了初步研究，其样本框架由熟悉总主题的研讨会参与者构
成。创意珍宝的研究成果依旧发表在科学和研究出版物上。

国际诗歌晚会

国际诗歌晚会向那些诠释诗歌的理想和美德的诗人与音乐家们表
示敬意。在奥西耶克 Josip Juraj Strossmayer 大学举办的跨文化聚
会聚集了当地和ERASMUS的学生，这些参与者们是他们各自国
家的诗歌使者。在这次晚会上，诗歌被反映为一种永恒的范畴，
朗读者将他们自己的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媒介，超越了国界和个
体的限制。该项目由 Sanda Katavić-Čaušić 领导与组织。2018 年，
国际诗歌晚会被授予氢奖。

科研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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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晚会的气氛 氢奖现场
* *

国家诗歌和音乐晚会上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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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Tema 

著名文学期刊Tema 在其2016年版（ISSN 1334-6466，第十三
年，4-5-6 / 2016，第59-95页）专门为文化珍宝发行主题专栏。专
栏由8章组成，。其中第一章由 Milica Lukić 撰写。 

Tema 推广 Tema 期刊

(创意珍宝，pp.59-94）

* *

数字时代的访客登记

访客的数字登记，监控他们对特定活动内容的感兴趣程度，以及
访客的总量是创意珍宝活动纵向分析的基础。通过在 Eventbrite
平台上注册个人信息，每一个对特定活动感兴趣的访客都会被
授予一张带有预定座位的电子票，这张电子票可以通过邮件下
载。2015 年，访客数据库成立，对大型活动的科学专业化研究成
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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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西耶克的成员们

创意珍宝回忆了奥西耶克这座城市古往今来的历史以及欧根亲王
的形象和作品。带着这个意图和目标，小说 Bizarij 在 2015 年的创
意珍宝上被搬上舞台（导演：Jasmin Novljaković, 演员：奥西耶克
艺术学院的学生）。此剧在克罗地亚驻奥地利维也纳大使馆表演
了两次。

电影《欧根亲王》由 Andizet  组织出品，在2017年的创意珍宝上
放映。

表演: Bizarij

导演: Jasmin Novljaković, 演员：奥西耶克艺术学院的学生

Bizarij 推广                                电影《欧根亲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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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珍宝赞助商
*

创意空间

奥西耶克创意空间是一个为期一年的计划（2016年），其目标是
为奥西耶克的创意产业活动创立一个公共平台。奥西耶克创意空
间为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创建更广阔的社区。

Ivan Ripić（创意珍宝媒体团队），Ivana Jobst（创意珍宝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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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goSlov

Glagoslov 计划由安迪泽特学院资助和组织，该计划旨在普及
Glagolitic 文化和（非）物质遗产。

格拉哥里文字在2014年被宣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文字的独
特性在于它同时是字母，数字和符号。安迪泽特学院对格拉哥里
文字的重振让 Josip Juraj Strossmayer 时刻铭记，她主张复兴格拉哥
里文字的文化遗产。

蜿蜒排列的格拉哥里文字字母带

蜿蜒排列的格拉哥里文字字母带代表了奥西耶克经济学院的设计
理念。每一个字母带都包含着一个视觉信息和一个哲学信息（花
园、人类、水果、思考、第一个、水），表明格拉哥里文字在不
同方式的创意表达上具有经济适用性。字母带和他们装饰的教室
实现了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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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西耶克经济学院里像壁画一样的格
拉哥里文字字母带

格拉哥里文字大厅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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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kar 

Alkar是一种电脑的字体，于2015年创造，该年是传统耶路撒冷圣
墓骑士团的比赛（称为 alka）的300周年。Alkar 字体融合了两种
克罗地亚字体，alka 和格拉里拉字母，两种字体是 UNESCO 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Alkar 字体可以在奥西耶克经济学院和Andizet组
织官网上下载。

Alkar 电脑字体
作者: Jasna Horvat, Jasmin Mišković i Željko Ronta

下载 Alkar 电脑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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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艺术

视听艺术有 Andizet 组织制作，向公众开放，可以在多种社交媒
体以及网络上搜索到。
 

网站: YouTube:Facebook: Vimeo:
www.andizet.hr Instituta AndizetInstituta Andizet Instituta Andizet

**

第一个系列是记录作家 Jasna Hrovat 小说 Az（2009，Naklada 
Ljevak 出版） ，书中的重要内容。2011年，该小说获得克罗地亚
杰出科学与文化的奖项
Who am I？（我是谁？）的视听作品介绍了作者在小说中以文字
解释的格拉哥里字母的顺序，使观众了解格拉哥里字母的哲学和
象征意义。

小说Az的英文版可在 Andizet 组织官网上免费下载。

小说前言和第一章小说Az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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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文化和经济复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向全球推广克罗
地亚。Andizet 组织的创意成果给推广方式增添了一个新的启发，
并且组织成员有不同的推广创意。

推广小说Vilijun

小说 Vilijun（2016，Jasna Horvat，Naklada Ljevak 出版）的推广
活动于2016年创意宝藏的开幕式举行。推广活动打破了文化的
局限，在小说中运用二维码技术，在克罗地亚是首部结合数码
技术的小说。该技术将宣传视频印在纸质书，是 Andizet 组织和
Naklada Ljevak 出版社的创意性实验。

在这个环节中，小说 Vilijun 将还原丝绸之路经过的地点，使其变
成一张文化名片，是克罗地亚的文化名片也是其他沿途国家的名
片。随着，第一位环球旅行家和探险者--马可波罗，读者可充分
与其互动，用不同的方法、带着不同的目的去阅读。

2016 年推广小说 Vilijun 对该诗歌的音乐诠释 记录推广 Vilijun
* * *

学者的 Dubravka Oraić Tolić 为小说Vilijun写结语，“当代克罗地
亚文学最一致的作者概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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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推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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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ijun 表演

由 Robert Raponja 执导的 Vilijun 在 2017 文化夏季中上演。于 2017 
年 6 月 4 日在美术博物馆的院子里进行首演，可以在虚拟平台上
观看Vilijun Topotheque的彩排和表演。这次表演由美术博物馆、
奥西耶克文化夏季和 Andizet  组织联合完成。

Topotheque Vilijun

Topotheque 是一个计划，旨在发布关于欧盟公民和当地历史与知
识的重要内容。值此之际，Vilijun 在 2017 年中期诞生。这种数字
出版方式的重要性体现在文学文本中创意内容的记忆永久性。（
表演录像、报纸刊物、参与书展的记录、教育学院的主题演讲、
出版的文化及文学批评和科学论文）。这些在 Vilijun Topotheque
存档的例子开始解决在大主题下，文化游牧的新方式和新型虚拟
平台上，文化和创意活动可见性不足的问题。

网站

Topotheque Vilijun

*



ars ANDIZETUM page 41

Vilijun 表演

仙女起舞

*

*

表演照 Vil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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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欧国际文化节

多媒体的丝绸之路活动，小说 Vilijun 以及创意瑰宝活动于2017年
11月27日在首届中欧国际文化节与更多观众见面。首届中欧国际
文化节在中国举行，主要举办城市有北京和成都。该活动有8位
来自欧洲的作家参加以及22位中国作家。该活动组织多次公共活
动，通过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讨论中欧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中欧国
际文化节由丝绸之路为标志，Jasna Horvat 与 Josipa Mijoč 为克罗
地亚代表。在众多公众活动中，Horvat 女士提到运用二维码的小
说Vilijun，用新颖的方式展示了百年前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如同
Hina 电台的记者，Frank Gulin 所说，“在克罗地亚，Horvat 被
认为是运用二维码技术小说--智能小说的先锋。”

Andizet 组织到北京和成都的访问将奥西耶克和克罗地亚列入丝
绸之路的项目中，同时更多的中国人和克罗地亚人可以更加全面
了解在奥西耶克的生活以及当地的创新文化活动。

中欧国际文化节网站 

在中国的推广视频

eu-china.literaryfestival.e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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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na Horvat

正教授、文化理论家、作者和多媒体艺
术家。她在奥西耶克经济学院工作，是
Andizet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珍宝的发起
人。她丰富的文学作品被文学评论家称为
艺术 Horvatiana. 也被赞誉为是符合Oulipian
实践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她的科学
和文学作品获得了一些奖项：克罗地亚学
院科学和艺术之文学奖（2010）、奥西耶克
城市封印文学领域特殊成就奖（2011）以及
克罗地亚国家科学奖 (2017)。

Wikipedia: Website:
Jasna Horvat www.jasnahorvat.com

* *

Ars vivendium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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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pa Mijoč 

科学家、制作人和文化理论家。她在奥西
耶克经济学院教授很多课程。是 Andizet 组
织的常任主席，领导了众多项目，其中创
意珍宝最为突出。她是多媒体项目的制作
人，旨在实现文化遗产的创新艺术实践。
她的研究工作致力于科学研究，有利于学
术界和创意产业相关者。2017 年，她获得
克罗地亚国家科学奖。

Ana Zrnić 

奥西耶克经济学院的教师。于 2018 年，Ana
委任为 Andizet 组织的负责人。于 2014-2015
学年，Ana 对创意珍宝活动的贡献受到表
彰。同时，她也是多媒体项目的负责人，
担任 Vilijun 推广活动的副导演。Ana  不
仅有丰富的财政管理经验并且善于交流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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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a Katavić-Čaušić

Sanda，社会科学硕士，经济学方向。同时
也是奥西耶克经济大学英语授课教师。2017
年，Sanda  加入  Andizet  组织，担任国际
诗歌、音乐晚会项目负责人，并于 2018 年
得到 Hydrogen 奖项。Sanda 的研究方向
关于创意产业，文化认同，以及文化遗
产。Sanda 翻译多种艺术领域的课题。Sanda 
同时也参与 ERASMUS，该组织是积极提升
并培养学生文化交流的活动。

Dora Radl Ćućić

Dora Radl Ćućić 任职于奥西耶克“Davor 
Milas”商科高中。她协调高中、大学、高
等学院以及社会文化组织的活动。Dora 乐
于参与志愿者活动，帮助社会发展。她参
与组织大型公共活动，在此期间，她将各
部门创意汇总。她是  Andizet  组织的秘书
兼创意珍宝活动的执行制片人。

ured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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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monumentum

Amnis1 ame2 apam3

Goddes Tihe succeeded in her endeavour:
embracing God Dravus with her entire body,
she joined with his liquid complexion,
harnessed his wildness with her love embrace
and breathed the air of her volatility into him.
Stepped on by Tihe’s right foot
the body of Dravus stuck against the river bottom
condemned to water slavery floating on the spot.

While holding him stuck against the river shallows
by the Andizets’ settlement Mursa,
with her toes Tihe marking messages on him,
reminding him that she is the Goddess of destiny and happiness
who weakened the bloodstream and slowed the heart down
of him, the God of waters and rivers.
Her touching him with her toes, Tihe
sends him the thought that he was overcome,
whereas in dreams she tells him that
his slavery protected the Andizets,
artists and thinkers,
living on the banks of an unpredictable river.

1  Lat. amnis – river
2  Arb. ame – riverbed
3  Germ. apam –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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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refl ection of Tihe’s hair wound around the body of Dravus.
He, the God of rivers, caught in Tihe’s braids
Adorned by city walls.
Th e pressure of Tihe’s foot Dravus felt for milleniums
and his every repeated spilling from the riverbed
is a failed escape celebrated by her
and the Andizets she protects.
Since then until today the fl ooded Mursa
has sacredly lived together with its swamps,
and the strength Tihe draws from the wet harmony
encouraging Andizets to remain those
maturing by mastering skills
in the same way as Mursa grows
from the swampy soil
nurtured by the waters of Dravus.

Jasna Horvat

A part of a stone
monument depicting god
Dravus (from Osij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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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Eugenium

Stand up straight, hold your breath
lower your heartrate and stand still
saluting in front of you
The Philosopher Prince – Eugen of Savoy,
the founder of Osijek’s Tvrđa and city fortresses
separating the East from the West.

At the time I refer to as mine,
I had set up a dense network
of cities and fortresses
visible only today
when forgotten are the wars
in which I got killed
for you - prospective, unknown and remote ones.

Karlovac, Gradiška, Slavonski Brod,
Rača, Beograd, Pančevo, Ćuprija,
Oršava, Alba lulia, Timisoara, Arad,
Petrovaradin, Segedin and Osijek
had been created
from my visions
and they had become a network
of my bloodstream,
whose junctions are the eyes of future dwellers
with restless eyelids behind which
my dream visions pass by.

The land you claim as your own
spoke to me in the language
of your ancient ancestors
from the tribe of Andiz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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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killfully turned marshland
into soil suitable for life and growth.

The nothingness of my own body
I committed to death and
after I would
get wounded or killed,
the soil would raise me
unveiling people
among which are exactly you,
so real and existing,
and yet so distant and unreal to me.

You are wondering what I had been driven
and motivated by?
Through my veins
neither blood nor wine were flowing,
but the rivers:
Tisza, Danube, Sava and Drava.

Did I tell you that in Osijek
I had had met goddes Tihe
who conquered Dravus – the god of water and rivers?
Did I tell you that
for the Osijek Tvrđa
I had designated the four gates
opening exactly to you?

Emperor, Esseker,
Water and Western gate
I had set up on the entrances to Tvrđa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most beautiful lowland fortress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Osijek captured me by its
addiction to loneliness.
Osijek nurtured me with its readiness
to grow from the dar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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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had told me: the strength is in surviving
when being alone.
The strength is to eliminate the darkess and grow into a city.

I, who do not need land,
owned Baranja and Bilje.
I had castles, cities and fortresses built,
had hunted passionately,
fought and collected artworks.

The blood of Jesus I worshiped through wine,
and the Lord’s body through bread,
striving to bear
transformations and changes
in which we question
our readiness to sacrifice
as our own will and desire.

I had invited you – fresh and well-rested
arriving from the Future to join me in my world
tonight,
and by my side
to take part in my time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o taste the wine
nurishing the fields of your and my Baranja,
of your and my Belje.

Step by the table,
with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chest,
and with your left holding the glass
and raise it high,
high into the sky
may wine in it sparkle as an eye
not missing the tiniest of a trace.
Observe th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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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hiny days in it
inscribed in the nectar
made for you,
for this evening
prepared for us.

Who knows wine,
knows me too –
the warrior, nomad, strategist and collector.

Bring wine close to your face and
do not take a sip!
With you are my guards,
mates and late nighters.
They cannot be seen since being hidden
in your thoughts,
and you are,
without even knowing,
part of my war plans.

Do not spoil the ceremony,
respect this solitary ritual
joining
in Baranja fields
you and I,
the Prince of Danube who knows the land of Baranja
longer and better than you.
Be patient, do not question

and do not disturb my warrior pulse!
Put wine close to your face
And listen to the voices from the distance.

Do the same as I do,
strategist and nomad -
pour wine into a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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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le it onto your right palm
and listen to the intoxication by the wounded soil,
do not drink its knightly sweat
and do not slurp its hubris.
Approach it enthusiastically,
then smell it,
breathe it in,
listen to it.

It is the soil in it saying
that wine is the strength
pressed in order
for you to indulge in it
at a slow pace.

I had invited you tonight
to be at my side
Andizetes, Mursens and Essekers,
distracted by heroism and
blinded by braveness.

In my war cabinet
there is place for all of you,
I prepared
maps and glasses
and on an imaginary war board
let’s drink to peace and love!
Under the starry sky
my wish tonight
is to have you as my comrades the way
generals Beckers and Petrash used to be.
Let’s propose a toast to each other
with the precious drink
nourishing the fields of Baranja,
your and my Belje,
your and my Slav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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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a sip now and and chew it up seven times.

I did what you did
and we have sworn eternal friendship now,
tied by land
and the sun captured in grapes
and turned into wine.

Cheers! Tthis is to you, the new ones!
Here’s to your health and expect
my new invitaition to the
war, military cabinet!
I will call you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the duel with the sun, land and wine
pouring from the Baranja bosom.
Here’s to you by
the nomad, strategist and collector:
The Philospher Prince – Eugen of Savoy!

Jasna Horvat

Ars Eugen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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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cooperandium

You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alisation of
our projects.

Contact us:

Josipa Mijoč
CEO of Creative Treasury
E-mail: josipa@andizet.hr
Phone: 00 385 91 220 44 86

Ana Zrnić
President of the Andizet Institute
E-mail: ana@andizet.hr
Phone: 00 385 99 690 17 95

Andizet –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Art Research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ddress: Andrije Hebranga 73, 31000 Osijek, Croatia
OIB: 34796865430
Account: HR5124020061100718638, ERSTE & STEIERMÄRKISCHE
BANK d.o.o.
Type of organisation: non-profit association
E-mail: institut@andizet.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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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bibliographicum

Scientific papers and books about the projects carried out by the Andize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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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PK3fWH6wj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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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recenzium

位于奥西耶克的Andizet组织是创意产业的科学和艺术研究机构，
其独特之处在于其形式和内容，使其在奥西耶克学术界受到关
注。它促进了原始 - 关键 - 精神活动的假设，一方面是科学性，
严密的逻辑和证据，另一方面是形而上学和美学或艺术领域 。所
有事物中都存在一种完美的度量，如黄金比例，数字π。Andizet
组织的活动，包含人文精神，科学和艺术这些自然相关的活动，
在克罗地亚研究组织协助组织完成，如克罗地亚科学和艺术学
院。该研究所的活动，无论技能或艺术是人类精神所创造或重建
的一切 - 无论是否可衡量 – 源于人类智慧。

— Milica Lukić,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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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跨学科的方法，该研究提供了创意产业的定义和框架，并
展示其存在的目的以及 Andizet 作为创意产业的科学和艺术研
究所的长期工作的成果，在上述框架内以及与合作机构的合
作，Andizetum 组织鼓励将创意产业作为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
推动力，并促进相关活动。与此同时，艺术 Andizetum 是一项将
阅读转化为多媒体体验的作品，是 Andizet 组织的众多创新项目
之一。

— Ivana Bestvina Bukvić，博士，副教授

在国民经济中，创意产业促进新的市场动态，基于知识创造创新
的商业模式，重新定义现有的价值体系。在创意过程中相互异质
但统一，行业内的部门将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个人的
日常生活。艺术 Andizetum 是新兴产业经济研究重要性的一个例
子，以及创意成果多元化的方式。免费获取艺术 Andizetum 的数
字版本是为了展示其尖端数字技术及双语设计。这些设计实现了
克服语言和空间障碍的愿望。

— Marina Stanić，博士，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