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情 

欲了解牛仔节公园以及社区的 

“牛仔节公众艺术项目”详情， 

请浏览以下网页

calgarystampede.com/art

请按以下信箱给我们发电邮， 

分享您的牛仔节艺术漫步感受：

public_art@calgarystampede.com

艺术漫步指南 
本指南有助于您了解17件牛仔节最负盛名、

并代表西部艺术精髓的作品。 

这全都有赖捐赠者们的慷慨义助， 

使公众能够享受牛仔节的艺术漫步。

“奥特洛”
艺术家: 理查德‧洛夫勒
（Richard Loffler）
落成: 2010年
地点: 第5街和第2街西南边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特许金融分析师協會,  
特许金融分析研究所,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TMX创投交易所, ATB企业金融服務, 贝内
特‧琼斯律师事务所, The Posse软件 以及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青铜雕像

这件大型雕像专为一头名为“奥特洛”
（Outlaw）的牛而作：它是卡尔加里牛仔
节竞技表演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
它在竞技界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总共71次
开闸出栏比赛中，仅有一次被骑手稳坐背
上整整8秒未能将其掀下来。

天籁
艺术家: 乔‧费法德（Joe Fafard）
落成: 2010年
地点: 卡尔加里法院中心，位于第4街和第5街之间的第6街西南边
捐赠者: PennWest能源公司, 卡尔加里的西本斯家族, 卡尔加里市，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5/8英寸镀膜处理的钢板切割雕像

这件大型艺术品为庆贺卡尔加里与魁北克这两座姐妹城市关系而制作， 
以此作为对加拿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献礼。

在 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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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节公园艺术漫步

本资料还有法文、德文、日文、 
韩文和葡萄牙文版本

加拿大政府参与本项目



如果您从牛仔节公
园大门外开始您的
艺术之旅，迎面而
来的将是两座耸立
在牛仔赌场前面的
大型艺术雕像。

朝南走，来到大四楼，你将欣赏到一 
幅壁画和一座对志愿者礼赞的作品： 转向大看台方

向漫步而走，
您会看到一座
青铜雕像：

继续北行，来到农业大楼，您又将观赏到
几幅壁画和最新落成的雕像：

在牛仔节竞技场，有两件牛仔节活动上具有历史意义 
的作品值得一看：

1. 胆量与雷鸣
艺术家: 维罗尼卡和埃德温‧达姆‧ 
德诺加利斯（Veronica and Edwin  
Dam de Nogales）
落成: 2008年
地点: 牛仔赌场（靠近前门入口）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青铜与不锈钢雕像

这件雕像在深浅浮雕的处理上，捕捉到了四轮马车队在竞赛中争先恐后、

齐头并进所形成的风驰电掣、响声震天场景的神韵。雕塑家的处理手法，

是抽象地使用留白空间，以挑战观赏者的想象和悟性。  

2. 骑手
艺术家: 维罗尼卡和埃德温‧达姆‧德诺加利斯
（Veronica and Edwin Dam de Nogales）
落成: 2008年
地点: 牛仔赌场（靠近前门入口）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青铜与不锈钢雕像

这件镂空雕塑作品展示了骑牛这一活动的力量， 

以及牛与骑手之间不稳定的平衡。骑手是完整形

象，而牛则只呈现部分形状，二者以抽象线条连在

一起，反映了骑手的冒险。

10. 警长丹尼斯‧梅西 
（Dennis E. Massey）（1949 – 2002）
艺术家: 桑迪‧法尔（Sandy Farr）
落成: 2007年
地点: 大看台（北端）
捐赠者: 莱斯莉‧梅西（Lesley Massey）—— 
丹尼斯‧梅西妻子
艺术类型: 青铜雕像

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1996 – 2002)，警长丹尼 
斯‧梅西（Dennis Massey）作为加拿大皇家
骑警（R.C.M.P.）的一员，在牛仔节公园里与
公众互动，责无旁贷地义务巡视了无数个日
夜，主动提升社区治安。 

14. 寻梦人—盖伊‧维迪克（Guy Weadick）
艺术家: 道格‧德里迪格（Doug Driediger） 落成: 1996年
地点: 牛仔节竞技场（东墙上方）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壁画

这幅壁画描绘了盖伊‧维迪克（Guy Weadick）矢志要将卡尔 
加里牛仔节打造成世界上最精彩的户外表演的梦想。

15. 早期牛仔节花车巡游
艺术家: 彭尼‧克拉丁（Penny Corradine） 落成: 1997年
地点: 牛仔节竞技场（东墙下方）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壁画

这幅壁画向我们展现了上个世纪的早期岁月（1912—1919），当牛仔节开幕
式花车巡游时的情景：水牛群、皇家骑警乐队，以及巡游领队：消防队长
卡皮‧斯马特（Cappy Smart）。

8. “飓风”踏进夕阳
艺术家: 斯坦‧费尔普斯（Stan Phelps）
落成: 1996年
地点: 大四楼（北边）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壁画

这幅壁画生动地定格在1912年一次牛仔竞技结束时的瞬 

间：在竞技场四周停泊车灯的映照下，一位来自印第安

部落、名叫“汤姆三君”(Tom Three Person）的骑手，骑

在一匹名叫“飓风”(Cyclone）的烈马上定立而不被摔

下，因此成为卡尔加里骑有鞍野马的第一位冠军。 

9. 牧场生活  
（志愿者喷泉）
艺术家: 詹姆斯‧马歇尔 
（James Marshall）
落成: 1995年
地点: 大四楼（东边）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混合

这座喷泉的修建是为了表彰对卡尔加 

里牛仔节无私奉献的志愿者。正是有

了志愿者通过各种办事委员会和秉承社区精神的辛勤工

作，才使得牛仔节得以保留许多项目，包括那些专为传承

给下一代青少年，以及保留西部传统的项目。这些项目是

牛仔节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牛仔节对卡尔加里

和南阿尔伯塔居民信守的承诺。 

漫 步 来 到 蒙
特 利 尔 银 行
（BMO）中心，
您 会 欣 赏 到 一
批 青 铜 雕 像 和
壁画：

3. 放牧
艺术家: 琳达‧斯图尔特（Linda Stewart）
落成: 2000年
地点: 蒙特利尔银行（BMO）中心（西北角）
捐赠者: 加拿大政府千禧年合作伙伴 
项目、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青铜雕像

这座青铜雕像取名“放牧”，可谓名实相

符。它体现出西部传统精髓：这正是加拿大

西部地区真正与众不同的内涵，也印证了农

牧业在卡尔加里和南阿尔伯塔省举足轻重的

地位。

4. 早期牛仔节大看台入场处
艺术家: 洛基‧巴斯达德
（Rocky Barstad）
落成: 1997年
地点: 维多利亚公园轻轨车站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壁画

这 幅 壁 画 的 主 题 向 游 人 描

绘1950s至60s年代牛仔节公园入场处的风貌。画面是“太阳树公

园”(Sun Tree Park）里的印第安村落，及其独具传统特色的圆锥形帐

篷，令人对壁画的色彩和新奇印象深刻。 

5. 牛仔四轮马车竞赛
艺术家: 洛基‧巴斯达德 
（Rocky Barstad）
落成: 1998年
地点: 蒙特利尔银行 (BMO) 中心 (西墙)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壁画

这幅壁画描绘了1923年第一次举办四轮马车竞赛的壮观场景，也是为

了纪念GMC牧场“德比”大赛75周年而创作。 

6. 野马旋风
艺术家: 里奇‧洛尼克（Rich Roenisch）
落成: 1980年
地点: 蒙特利尔银行（BMO）中心（西墙）
捐赠者: 比尔‧西本斯（W.W. Bill Siebens）
艺术类型: 青铜雕像

这件雕像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著名艺术家： 

爱德华‧波伦（Edward Borein）的一幅绘画而

作。该画作灵感来自1919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的“胜利日”牛仔节庆典。适逢阿尔伯

塔建省75周年，这件雕像作为礼物献给卡尔加里牛仔节。

7. 礼仪之师
艺术家: 基思‧霍尔摩斯 
（Keith Holmes）
落成: 1999年
地点: 蒙特利尔银行（BMO） 
中心（南）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壁画

这幅壁画展示了在卡尔加里维 

多利亚公园“马匹展示竞技场”上的骑警雄姿。这幅作品专为

庆祝西北骑警“西进”之队成立125周年而作，同时庆贺皇家骑

警85年前首次驻扎卡尔加里。

11. 1880年代农牧展
艺术家: 斯坦‧费尔普斯（Stan Phelps）
落成: 1998年
地点: 农业大楼（南边）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壁画

1886年，卡尔加里举办了第一次农牧展。展品包括七种谷物，以及蔬菜与花卉。 

从那时起，农牧社区每年一度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展览，相互展示、交流最好

的牲畜、种子，以及干草料。

12. 1901年公牛拍卖
艺术家: 基思‧霍尔摩斯（Keith Holmes）
落成: 2000年
地点: 农业大楼（东北角），靠近丰业银行 
马鞍体育馆
捐赠者: 卡尔加里牛仔节
艺术类型: 壁画

这幅壁画专为纪念100周年前的1901年首次

公牛拍卖而作。1901年4月12日，当地纯种公牛饲养人协会（Territorial Purebred 

Cattle Breeders Association）在维多利亚公园边上的牛棚里举行了第一次公牛拍

卖，一共卖掉64头纯种公牛。来自本省拉孔波（Lacombe）的佩斯利（Paisley）担

任拍卖官。平均每头售价：$85.17加元。 

13. 博河之滨
艺术家: 来自阿尔伯塔省朗维尤（Longview） 
的鲍勃‧斯佩思（Bob Spaith）和里奇‧洛尼克 
（Rich Roenisch）
落成: 2012年
地点: 牛仔节公园里的农业大楼西边
捐赠者: 卡锡基金会、科里控股有限公司、 
史密比尓特帽子公司之友
艺术类型: 青铜雕像

这件作品包括15匹马，两个牛仔，属于北美最大 
的雕像群之一。它将往昔与今日的影像凝固为一个英雄传奇，折射出卡尔加里的
精髓，那就是：博河的影响深远、牛仔的举足轻重，以及西部骏马的自由奔放。 

10

11

13 12

1 2

3

4 5 6 7

8
9

14
15

2012年，在加拿大祖裔部“藉艺术与传统构建社区”

计划的协助下，艺术家们将所有壁画重新修复， 

使之焕然一新，作为百年庆典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