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1：03/07
Time Event

9:58:09 进电梯，提前了两分钟
10:02:26 Pat进入，短暂聊天
10:30:06 Owen进入，短暂聊天
10:30:32 Yushao进入，短暂聊天
10:36:55 Chen, Tash 进入, Chen给了我一包肉干, 我吃肉干
10:38:48 保安进入，我继续吃肉干
10:42:33 Chen进入和我聊天
10:50:27 Chen进入和我聊天
11:08:48 Hanya进入，给我拍照，短暂聊天
11:14:46 电梯亮灯，我看书
11:20:09 电梯门开，Chen，Min, Shengjia对着我拍照，并和我聊天
11:20:49 电梯短暂黑暗
11:20:54 我给shengjia葱的标签
11:21:04 chen离开
11:21:37 电梯短暂黑暗
11:22:05 我留下告示离开电梯
11:27:09 电梯短暂亮灯
11:28:09 Pat和Owen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1:30:37 我回到电梯
11:33:55 电梯亮灯，我看书
11:34:00 Chen进入和我聊天
11:36:38 保安进入，我看书
11:42:53 Pat和Owen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1:47:54 Chen进入和我聊天
12:01:52 Min zhang和shangjia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2:02:16 Eleni和Dian进入电梯
12:02:41 Dian离开，Eleni和我聊天
12:03:59 电梯短暂黑暗，重新亮灯后eleni离开
12:04:36 Min zhang进入电梯
12:09:28 Zhengzhengma 搬运作品，和我聊天，和镜头对视
12:11:28 Min zhang进入电梯
12:12:59 zhenzhen带着推车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2:14:28 min jing搬运作品
12:15:51 Zhenzhen搬运作品，和镜头互动
12:16:28 min jing进入电梯，和zhengzheng一起和镜头互动
12:16:45 zhenzhen离开电梯，min jing和我聊天
12:17:16 keer+haige搬运作品
12:18:46 zhenzhen带着推车进入电梯，和我聊天，对着镜头说话
12:19:34 minjing+keer+haige进入电梯
12:20:10 minjing+keer+haige搬运作品，我站起来让出空间
12:22:55 lauren进入电梯，给我拍照，给我送饼干
12:23:30 电梯短暂黑暗、恢复光线，Lauren和我聊天



12:24:55 pat进入电梯
12:25:17 pat离开电梯，Lauren和我继续聊天，光线时亮时暗
12:27:26 dian和adam进入电梯，和我聊天，dian对视镜头
12:28:01 pat进入电梯，看摄像头
12:31:32 chen在电梯口和我说话，然后又进来
12:34:53 chen、yushao、shengjia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2:41:43 hanya、tash进入电梯，看镜头，和我说话
12:42:33 eleni进入电梯和我说话，一起看电脑研究打印
12:45:33 eleni拿椅子挡住电梯入口，继续和我研究打印
12:48:00 zhenzhen和minjin用大号推车搬运作品
12:49:10 eleni进入电梯求助我，我留下纸条走出电梯
12:50:18 走进电梯，查看纸条，看摄像头
12:54:24 eleni和我一起回到电梯
13:00:50 收拾完东西，留下纸条出电梯休息
13:03:08 jannet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06:59 Eduardo进入电梯，查看纸条，靠近镜子照镜子
13:08:25 Min zhang进入电梯，照镜子
13:16:40 Donna进入电梯，查看纸条，靠墙低头沉思
13:29:21 Min zhang进入电梯
13:29:45 jannet进入电梯，照镜子，整理衣服
13:40:13 jannet进入电梯、喝咖啡、照镜子
13:41:37 jannet进入电梯、整理头巾、衣服
13:42:22 shengjia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43:25 lauren帮助jannet搬着梯子进入电梯
13:49:04 电梯短暂亮灯
13:54:50 很高的一年级男学生进入电梯，查看纸条、照镜子
13:58:20 shengjia进入电梯，照镜子
14:00:16 我多加了件外套回到电梯
14:00:28 很高的一年级男学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03:14 很高的一年级男学生再次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04:02 我喝咖啡，直视镜头
14:05:18 yushao和karen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06:14 artscience一个高个子的中国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07:11 indra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08:08 artscience一个高个子的中国女生再次进入电梯
14:08:38 tash和hanya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4:12:14 一个黑人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13:46 一年级的两个女生搬运作品

14:14:47 三个一年级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16:02 一个矮矮的中国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16:28 三个一年级的女生搬运作品进入电梯，我站了起来让出空间



14:17:28 一年级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17:54 一个一年级女生搬运很多个展台以及箱子进入电梯，我站起来
一起帮忙

14:19:59 artscience的高个子女生再一次进入电梯
14:20:36 东西搬出了电梯，进来了四个女生

14:21:32 一年级的女生再一次搬运东西

14:22:53 duong和一年级搬运作品，进入电梯，我站起来让出空间

14:23:57 我一起帮忙搬运，并走出了我的划定范围，还按了电梯，搬了
一个展台去楼上artscience

14:27:48 电梯门开，外面很多人但没有进来
14:28:27 duong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28:52 一年级两个女生搬着东西进来

14:31:24 一年级女生进入电梯

14:31:55 四个一年级学生搬运东西进来

14:33:33 一个一年级男生搬着物品进入电梯
14:34:40 两个外国男生搬运箱子进来，duong随后一起进来

14:37:22 三个一年级女生搬着展台进来，我完全被淹没了

14:40:45 进来了一个一年级黑人男生

14:43:02 两个外国男生，带着树叶房子进入电梯
14:44:14 我把掉在地上的叶子捡起来还给Daniel
14:44:20 min zhang在电梯外把问我借的电线还给我

14:44:24 一年级女生带着推车进入电梯

14:44:57 两个一年级女生搬运作品
14:46:03 两个外国男生进来，和我说话
14:46:44 两个外国男生带着抱抱人偶进入电梯
14:48:18 高个子外国男生进入电梯
14:48:37 Daniel一起搬着展台进来

14:48:48 duong和另一个女生一起进来

14:51:18 Daniel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52:37 一年级男生带着很高的展台进来

14:57:43 两个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00 三个中国学生走进来，短暂交流
15:00:55 sasha走进来张贴海报
15:03:10 两个artscience外国学生进来，和我说话

15:04:24 两个外国女生进来

15:05:00 五个一年级学生进入电梯

15:07:07 一个外国一年级年级稍大的学生搬着东西进来

15:07:38 min zhang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08:04 一个黑人女生？进入电梯
15:09:49 两个亚裔女生搬着东西进来，和我说话
15:11:02 kate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11:28 年纪稍大的外国女生进入电梯，离开studio

15:12:09 patric搬着东西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13:12 yueming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17:19 高个子外国男生进入电梯，离开studio
15:39:37 liurui和另一个中国女生进入电梯
15:21:56 duong进入电梯，离开studio
15:24:18 保安进入电梯

15:26:54 一年级矮矮的女生进入电梯，离开studio

15:27:17 一个外国女生进入电梯，准备离开
15:28:55 黑人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30:20 kate进入电梯，准备离开
15:35:32 yulin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37:44 某外国女生进入电梯，准备离开
15:42:39 jannet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43:34 我圈起腿抱膝坐着看书
15:44:22 jannet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55:42 liurui进入电梯，准备离开，和我说话
16:08:30 francesco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6:10:35 medb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6:11:13 francesco和一个外国女生进入电梯
16:13:55 francesco再一次进入电梯
16:15:57 一个外国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短暂的看了一下镜头
16:17:50 Yushao进入，短暂聊天
16:27:36 两个artscience女生进入电梯
16:28:30 shengjia进入电梯，短暂说话
16:32:30 shengjia再次进入电梯



16:34:57 justin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6:35:20 adam搬着椅子进入电梯
16:36:02 adam离开，justin看着镜头
16:37:08 owen和justin一起进来，和我说话
16:38:08 电梯门开，外面有人和我打招呼告别
16:41:48 电梯再一次门开，外面有人和我打招呼
16:45:40 lauren进来和我说话，坐在了地上
16:47:07 chris进入电梯一起坐了下来

16:50:30 shengjia和tash一起短暂进入了电梯

16:54:50 Justin 带着梯子进来
16:56:43 chen也进来了电梯，一起坐着聊天
16:57:40 tash和hanya也一起进入了电梯

16:58:09 yushao和eduardo也进入了电梯，大家一起看yushao的塑料鸟

17:00:00 收拾东西下班

17:03:40 francesco搬着东西进入，准备离开，还照了镜子
17:05:51 三个as的女生进入电梯，照镜子，还对着镜头打招呼
17:10:40 我和jannet一起进入电梯，我拆除摄像头



Participants Notes

我+Pat
我+Owen
我+Yushao
我+Chen, Tash
我+保安 保安
我+Chen
我+Chen
我+Hanya
我

我+Min zhang, Shengjia
我+Min zhang, Shengjia
空
空
Pat, Owen 我不在电梯的时候
我
我
我+Chen
我+保安
我+Pat+Owen
我+Chen
我+Min zhang, Shengjia
我+Eleni+Dian
我+Eleni
我+Eleni
我+Min zhang
我+zhenzhen 艺术品在电梯，看镜头
我+Min zhang
我+zhenzhen
我+min jing + shengjia 搬运艺术品
我+zhenzhen 镜头互动
我+zhengzhengma+min jing
我+min jing 搬运艺术品
我+minjing+keer+haige 艺术品在电梯，看镜头
我+zhenzhen
我+minjing+keer+haige
我+minjing+keer+haige 搬运艺术品
我+Lauren 互动，吃东西
我+Lauren

我+Chen，Min, Shengjia



我+Lauren+pat
我+Lauren
我+dian+adam 对视镜头
我+pat pat看镜头
我+Chen
我+chen，yusha，shengjia
我+tash+hanya 和镜头互动
我+Eleni
我+Eleni
我+zhenzhen+minjing 搬运艺术品
我+Eleni
keer+haige 和镜头互动
我+Eleni
我
Jannet
Eduardo
Min zhang
Donna
Min zhang
Jannet
Jannet
Jannet
shengjia
jannet+lauren
空

shengjia
我

我
我+yushao+donna

我+indra

我+tash+hanya

（矮矮的亚裔女生，其中一个
的studio在二楼右转左手边第
一间）

搬运艺术品

kate+我对面studo的一个年纪
偏大的一年级女生+artscience
高高的中国女生

搬运艺术品



我对面studo的一个年纪偏大
的
编辫子的黑人女生，她说过不
想入镜

搬运艺术品

我+4个一年级女生
我+两个一年级（studio在二楼
右转左手边第一间、studio在
我对面一个年纪稍大的）女生

搬运艺术品

我+duong+黑人女生+高个子
男生

搬运艺术品

我 搬运艺术品

我
我+duong
我+duong+artscience高个子+
和外国男朋友拍大尺度照片的
亚裔女生

搬运艺术品

我+studio在我对面一个年纪稍
大的女生
四个一年级的，两个男生，一
个矮矮的女生

搬运艺术品

我+一年级中国男生 搬运艺术品
我+两个外国男生+duong 搬运艺术品
我+两个一年级（studio在二楼
右转左手边第一间、studio在
我对面一个年纪稍大的
+artscience高个子）女生

搬运艺术品

我+studio在二楼右转左手边第
一间女生+黑人男生
我+Daniel？+外国男生 搬运艺术品
我 搬运艺术品，和艺术品互动
我
我+studio在二楼右转左手边第
一间女生
我+两个黑发女生 搬运艺术品
我+Daniel？+外国男生
我+Daniel+高个子外国男生 搬运艺术品，巨型人偶
我+高个子外国男生
我+Daniel+高个子外国男生 搬运艺术品
我+Daniel+高个子外国男生
+duong+studio在进门右手边
第一间的女生
我+Daniel



我+外国男生+daniel
空间被展台淹没了，展台上的人脸出现在画面中的
醒目位置，14:56:11的时候，外国男生看了一眼镜
头

我+一个黑人女生，一个貌似
是韩国女生
我+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我+sasha 贴海报，互动
我+两个artscience学生
我+artscience女生？+stido在
我对面年级稍大的女生
我+五个一年级 可能是人最多的一次，我被淹没了
我+studio在我对面一个年纪稍
大的女生

搬运艺术品

我+Min zhang
我+黑人女生？
我+两个亚裔女生 搬运艺术品
我+kate
我+studio在我对面一个年纪稍
大的女生
我+patric 15:12:52他和镜头对视
我+yueming
我+高个子外国男生
我+liurui+中国女生
我+duong
我+保安 15:24:31保安和镜头对视，有一丝惊讶
我+studio在二楼右转左手边第
一间女生
我+？某外国女生
我+黑人女生
我+kate
我+yulin
我+某外国女生
我+jannet
我
我+jannet
我+liurui
我+francesco 16:08:53，他对着镜头打招呼
我+medb
我+fransco+外国女生
我+francesco
我+外国女生
我+yushao
我+两个as女生 16:27:50，其中一个女生对着镜头比耶
我+shengjia
我+shengjia



我+justin
我+justin+adam
我+justin 4:36:02 PM，justin看着镜头 08秒的时候比耶
我+owen+justin
我
我
我+lauren 电梯内互动，坐在地上
我+lauren+chris
我
+lauren+chris+shengjia+tash
我+lauren+justin 梯子在电梯内
我+lauren+chen
我+lauren+chen+hanya+tash
我
+lauren+chen+yushao+eduar
do

我+lauren+yushao lauren在我离开后，短暂的坐在了我的椅子上，然
后离开。

francesco
三个as女生
我+jannet



Day2：03/08
Time Event

9:55:00 安装摄像头
10:00:06 上班
10:00:52 hanya和yushao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0:04:07 as女生进入电梯
10:05:00 另一个as？女生进来，和我说话
10:12:15 另一个as女生又回到电梯

10:13:22 medb和sasha进入电梯

10:16:51 medb和sasha再次进入电梯
10:21:53 zemin搬运材料和箱子进入电梯
10:26:56 duong进入电梯
10:34:50 Gabriela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0:37:50 hanya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0:41:23 hanya再次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0:47:02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打字办公
10:51:40 tash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0:52:40 min zhang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0:57:10 我起身，暂时外出
10:58:34 neal?进入电梯，查看我留下的纸条
10:59:55 高个子一年级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1:01:55 lauren和francesco一起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1:05:04 高个子一年级进入电梯，倚靠墙沉思
11:10:40 电梯短暂亮灯，无人
11:11:28 yushao、kaja和neal一起进入电梯，查看纸条并且谈论
11:15:59 alberte进入电梯，查看纸条，照镜子，喝咖啡
11:17:56 neal和indra一起进入电梯
11:22:11 min zhang进入电梯
11:23:31 zhongge进入电梯，查看我的纸条，还拍了张照

11:25:19 john进入电梯，照镜子，抓痒

11:25:40 shili旧爱，照了镜子
11:26:04 yushao进入电梯
11:26:28 john进入电梯，看纸条，照镜子
11:34:04 kx两个做pat test的technician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1:37:42 yushao和zhongge一起进入电梯
11:38:25 高个子一年级男生进入电梯，照镜子，整理衣服
11:40:04 zhongge和yushao搬着梯子进入电梯
11:41:48 justin进入，查看纸条，给我留下了一个狗狗饼干
11:42:53 高个子一年级男生进入电梯

11:46:33 francesco和marine进入电梯，查看纸条狗狗饼干，并给我打
电话

11:47:21 justin进入电梯



11:47:33 我接到电话后跑进了电梯，发现了恶作剧和狗狗饼干

11:49:41 我们三人在黑暗中跳舞
11:53:54 电梯重新亮起，我们在电梯中说话
11:58:07 zemin把我叫走开会，marine和f留下来短暂聊天
12:00:48 高个子一年级男生进入电梯，照镜子
12:07:20 dian进入电梯，查看纸条，照镜子，整理衣服，喝咖啡
12:08:57 电梯亮灯，打开，无人进入
12:11:11 eleni进入电梯，查看纸条，照镜子
12:15:32 eleni再一次进入电梯，照镜子
12:22:09 as女生进入电梯
12:27:50 电梯短暂亮灯
12:36:00 pat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2:43:10 eleni走进电梯，打电话
12:44:53 dian走进电梯，查看纸条，照镜子
12:51:40 zhonglin进入电梯，查看纸条，发现摄像头
12:57:21 larsika、momo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2:57:56 Gabriela进入电梯，查看纸条，拍了照
12:59:50 medb和marine一起进入电梯，查看纸条，聊天
13:02:54 Gabriela再一次进入电梯，照了镜子
13:04:04 neal进入电梯，照镜子
13:04:58 as女生进入电梯，看纸条，照镜子

13:08:10 marc+pat+erkia+owen以及Gabriela一起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11:31 一个男staff进入电梯，发现了摄像头
13:14:28 medb进入电梯，对着镜子摆pose

13:19:41 zhonglin、momo、indra和larsika一起进入电梯

13:21:13 wangbo、shengjia一起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22:54 erika和pat回到电梯
13:23:45 Gabriela进入电梯
13:24:58 一个男staff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27:57 wangbo、shengjia、zhongge、yushao一起进入电梯

13:28:28 男staff再次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29:40 eleni进入电梯，照镜子
13:37:09 男staff再次进入电梯
13:38:10 两位staff进入电梯，带着灭火器
13:38:41 zemin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43:22 zemin带着颜料桶回到电梯
13:44:03 yueming带着材料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46:53 两位staff，带着消防设备，再次返回电梯
13:48:20 alberte和她的朋友带着材料进入电梯
13:49:17 一个黑人男staff再次进入电梯，看了眼摄像头
13:49:44 两位staff，带着消防设备，再次返回电梯



13:50:48 alberte和她的朋友再次进入电梯

13:52:53 zhongge、shengjia、yushao、zhonglin带着吃的进入电梯，
momo和indra随后也进入

13:54:19 两位staff，带着消防设备，再次返回电梯，查看表格
13:56:22 yueming进入电梯、两位带着灭火器的staff再次进入
13:58:28 owen进入电梯照镜子，直视镜头
14:00:37 我带着咖啡回到电梯
14:03:47 marine和reberta走入电梯，把我叫了出去
14:05:48 momo和larsika进入电梯，交流
14:09:45 pat进入电梯

14:15:00 tash、roberta、yulin、hanya一起进入电梯，查看纸条，简单
交流

14:16:26 我回到电梯
14:19:07 pat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19:33 一年级alps带着作品进入电梯
14:26:30 alberta和她的朋友带着板子进入电梯
14:34:22 hanya和shengjia进入电梯，看我的电脑在放的电影
14:39:22 一年级年级稍大的女生进入电梯
14:46:00 alberta和她的朋友再次进入电梯，和我简单对话
14:50:29 yushao和as一个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4:51:56 zemin进入电梯，看我在看的电影
14:52:47 yushao进入电梯
14:56:50 edurado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5:00:44 edurado再次进入电梯，照镜子
15:09:01 我在黑暗中换了个姿势，侧身靠着墙看电影
15:15:18 david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5:15:50 zemin带着箱子进入电梯，准备离开studio
15:19:20 alps再次带着作品进入电梯
15:20:51 某个长发美女进入电梯
15:23:43 min zhang带着工具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26:41 pat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30:15 两个一年级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32:12 marine和francesco一起进入电梯，和我讨论我在看的电影
15:33:20 erika也进入了电梯，我们一起聊天
15:34:04 我伸懒腰露出了肚子，还站起身，活动了一下

15:41:43 一年级女生进入电梯

15:48:51 david再一次进入电梯，聊了聊我的电影
15:56:54 medb进入电梯，照镜子
16:01:58 donna进入电梯
16:03:25 Justin进入电梯
16:06:46 min zhang进入电梯
16:14:20 某个学生进入电梯
16:21:04 kaja带着作品进入电梯



16:24:14 donna带着大尺幅油画进入电梯
16:37:36 min zhang进入电梯
16:43:35 as女生进入电梯
16:57:14 Gabriela进入电梯
17:00:14 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17:02:00 拆除摄像头



Participants Notes
我 安装摄像头
我
我+yushao+hanya
我+as和我说过话的
我+as女生
我+as女生

我+sasha+medb 我们一起听早上的weekly meeting，我还给她们看
我的电脑

我+sasha+medb
我+zemin
我+duong
我+Gabriela
我+hanya
我+hanya 期间短暂看镜头
我
我+tash
我+min zhang
我
neal
高个子一年级
lauren+francesco
高个子一年级
空
yushao、kaja和neal
alberte
indra+neal 11:18:94的时候indra看了眼摄像头
min zhang
zhongge

john 他好像在和谁说话，11:25:29他抓痒的时候露出了
肚子上的肉

shili
yushao
john 动作和之前一样
KX两个技术 两人很费解的样子
yushao+zhongge
高个子一年级
yushao+zhongge 11:40:25：zhongge发现了摄像头，并看着镜头
justin 狗狗饼干
高个子一年级

francesco+marine 11:47:08电梯突然变暗，两人有点惊慌，marine正
在和我通话

justin+marine+francesco justin也突然进入了电梯



我+justin+marine+francesco marine打电话说，‘someone stolen your chair’
。Justin随后离开。

我+marine+francesco
我+marine+francesco
marine+francesco
高个子一年级
dian
无人 有点奇怪
eleni
eleni
as女生，和我说过话的
无人
pat
eleni
dian 很可爱的摇晃了几下身体
zhonglin 12:51:57，发现摄像头，笑了一下
momo、larsika
Gabriela 12:58:23的时候，拿出手机拍了纸条
medb+marine
Gabriela
neal
as女生
marc+pat+erkia+owen+Gabrie
la
男黑人staff 看到了摄像头
medb
momo、larsika、indra、
zhonglin
wangbo+shengjia 13:21:21一起对着镜头挥手
pat+erika 13:23:02，erika发现摄像头，指了指
Gabriela
男黑人staff
wangbo、shengjia、zhongge
、yushao
男黑人staff
eleni
男黑人staff
两个男staff 灭火器进入电梯
zemin
zemin
yueming
两个男staff 灭火器
alberte和她朋友
男黑人staff
两个男staff 灭火器



alberte和她朋友
zhongge、shengjia、yushao
、zhonglin、momo、indra

他们似乎在看狗狗饼干，一脸疑惑的表情

两个男staff 灭火器
yueming+2位男staff 灭火器
owen 13:58:45 直接和镜头对视
我
我+marine+Roberta
momo+larsika
pat

tash、roberta、yulin、hanya

我
我+pat
我+alps 艺术品，看了眼镜头
我+alberta+她朋友 作品入镜；14:28:23，alberta带着作品看着镜头
我 +hanya+shengjia
我+一年级稍大的女生
我+alberta+她朋友
我+yushao+asn女生
我+zemin
我+yushao
我+edurado
我+edurado
我
我+david 15:15:41他对着镜头会了挥手
我+zemin
我+alps 他还挺上镜
我+一个长发美女
我+min zhang
我+pat
我+两个一年级（其中一个是
studio在进门右手第一间）
我+marine+francesco
我+marine+francesco+erika
我
我+一年级（studio在进门右手
第一间）
我+david
我+medb
我+donna
我+justin
我+min zhang
我+？
我+kaja 艺术品



我+donna 16:24:17 看着镜头。艺术品画很大
我+min zhang
我+as女生
我+Gabriela
我
我



Day3：03/09
Time Event

9:54:04 安装摄像头
10:01:27 上班
10:01:51 marine和一个黑人同学进入电梯，m和我说话
10:06:43 黑人同学再一次回到电梯
10:17:53 indra进入电梯
10:27:18 保安进入电梯
10:31:00 我起身走出电梯，从外面搬进一把椅子
10:37:13 nooshin进入电梯，我邀请她入座
10:39:13 indra进入电梯
10:43:56 tash进入电梯
10:47:20 门开了但没人进来
10:53:22 留下纸条，和老师一同外出
10:53:47 三个staff进入电梯，查看纸条和摄像头
10:55:05 留胡子的staff肚子回到电梯，照镜子检查胡子
11:27:08 另外两个staff回到电梯
11:27:37 edurado进入电梯
11:42:36 我一个人回到电梯
11:58:12 indra进入电梯
12:00:23 一个很时尚的as女生进入电梯
12:03:43 时尚的as女生再次进入电梯，和我短暂交流
12:17:34 有人在电梯外和我说话，没有进来
12:18:47 一个男staff进入电梯
12:23:57 胡子男staff进入电梯
12:25:08 保安进入电梯
12:32:25 francesco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2:51:07 francesco再一次进入电梯
12:56:36 电梯短暂亮灯，我侧着坐着玩手机
13:00:15 我收拾东西外出午休
13:02:58 黑人同学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08:29 电梯短暂亮灯
13:12:30 minjing进入电梯，拍了我的纸条
13:16:04 zemin进入电梯，照镜子
13:21:00 minjing再一次回到电梯
13:22:13 kaja和zemin进入电梯，聊天
13:25:04 hanya进入电梯，照镜子
13:25:49 zemin进入电梯，照镜子
13:38:40 eleni进入电梯，查看纸条，拍了照片
13:43:59 francesco进入电梯，照镜子，动了一下纸条
13:53:05 黑人一年级同学进入电梯
13:55:51 yushao进入电梯，查看纸条
13:59:30 我带着外套和电脑返回电梯
14:00:48 roberta和tash一起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4:05:12 as学生进入电梯，和我聊呀
14:08:21 yushao进入电梯，和我一起看电脑讨论
14:10:39 indra进入电梯
14:11:45 tash进入电梯后我聊天
14:17:10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玩手机

14:28:58 一个女生和yishi进入电梯，yishi和我聊天

14:36:18 as另一个女生进入电梯
14:40:00 kaja进入电梯
14:47:25 momo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4:48:38 alberta和roberta搬着板子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4:54:23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看电脑

15:02:11 as女生和另一个阿姨进入电梯

15:07:59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看电脑
15:37:22 marine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5:40:59 一年级学生进入电梯，我收拾东西准备出去
15:46:39 电梯短暂亮灯
15:50:52 roberta进入电梯
15:59:15 staff进入电梯，照镜子
16:04:42 电梯短暂亮灯
16:13:29 min zhang进入电梯，照镜子
16:20:32 yishi进入电梯，照镜子
16:42:10 我回到电梯
16:47:49 tash进入电梯，和我说话，看电脑

16:54:30 yishi、chen、francesco、marine一起进入电梯

16:57:57 min zhang进入电梯，准备离开
17:00:19 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17:02:10 拆除摄像头



Participants Notes
我
我
我+maine+黑人同学
我+黑人同学
我+indra
我+保安 10:27:27保安对视镜头
我
我+nooshin 和老师在电梯里上课
我+nooshin+indra
我+nooshin+tash
我+nooshin
我+nooshin
三个男staff 10:53:57，一起看摄像头，然后不太理解的样子
黑人男staff
2个男staff
eduroda
我
我+indra
我+as女生
我+as女生
我
我+男staff
我+胡子男staff
我+保安
我+francesco
我+francesco
我
我
黑人同学
无人
min jing
zemin
minjing
kaja+zemin
hanya
zemin
eleni
francesco 摸了一下纸条
黑人一年级
yushao
我
我+roberta+tash



我+as女生 14:05:19和镜头打招呼
我+yushao
我+indra
我+tash
我

我+shili yishi和我聊天、给我拍照，14:31:51 、14:32:41 手
机举的很高；14:33:41 和我在镜子里合影

我+shili+as女生
我+shili+kaja
我+momo
我+alberta+roberta 艺术品在电梯，有看摄像头
我
我+as学生和我说过话的+会头
发的阿姨
我
我+marine 她随后也在黑暗中坐在了地上，我们聊天
我 +marine+一年级学生
无人
roberta
staff
无人
min zhang
shili
我
我+tash 在黑暗中呆了一会
我+yishi、chen、francesco、
marine

marine在吃咖喱饭，chen和shili和我聊天；16:55:38
我拿到了一包玉米粒，并打开吃了起来

我+min zhang
我
我



Day4：03/10
Time Event

9:54:27 安装摄像头
10:00:22 上班，带了个靠垫
10:07:41 as女生进来，和我短暂说话
10:13:19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看书
10:28:35 yushao进入电梯，短暂聊天
10:31:53 yushao进入电梯，给我看他的塑料鸟
10:46:31 黑人男staff进入电梯，问候我
10:52:16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打电话
11:00:47 kaja进入电梯，短暂交流
11:06:46 电梯短暂亮灯，门外有staff在检查，但没有人进来
11:11:54 保安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1:15:28 edurado和kaja进入电梯
11:18:28 tash进入电梯，给我一块蛋糕
11:24:27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办公用电脑

11:28:08 marine进入电梯，和我讨论工作，留下media players

11:32:51 一年级vesper进入电梯
11:38:20 alberta带着板子进入电梯
11:41:26 marine返回电梯
11:42:27 vesper返回电梯
11:45:22 marine再一次返回电梯
11:51:36 vesper进入电梯
11:55:11 chen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2:08:28 两位staff进入电梯，短暂聊天
12:22:05 电梯门短暂打开，没人进来，我在敲字办公
12:26:10 保安进入电梯
12:29:10 francesco进入电梯，和我说话，一起看电脑
12:35:13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玩手机
12:39:16 as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2:40:49 john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2:43:01 hanya进入电梯，和我牵手
12:55:16 as女生再一次回到电梯，和我说话
13:00:21 收拾东西准备午休
13:01:33 两位被人staf带着工具f进入电梯
13:04:00 yushao抱着塑料鸟进入电梯
13:09:27 电梯短暂亮灯
13:16:43 vesper带着工具进入电梯
13:23:23 yushao进入电梯，查看我的蛋糕，还拍了照片
13:27:13 黑人staff？学生？进入电梯，查看纸条。对视摄像头
13:32:50 电梯短暂亮灯

13:42:47 hanya和tash一起进入电梯，坐在我的椅子上，对镜头打招呼



13:46:55 zhongge进入电梯，看纸条和蛋糕
13:52:30 电梯短暂亮灯
13:57:14 yushao返回电梯，照镜子
13:59:45 我带着咖啡返回电梯
14:00:05 yushao再一次返回电梯
14:08:45 sol进入电梯，看镜头，我把杂志给她
14:09:28 as女生也进入电梯
14:23:36 as女生再次进入电梯，带着吃的和打蛋器
14:32:18 hanya和一个女生一起进来，和我聊天
14:33:03 我吃蛋糕
14:37:50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看视频
14:46:40 黑人女生进入电梯
14:49:24 黑人女生再一次进入电梯
14:50:10 一个女学生进入电梯

14:51:07 min zhang、黑人 女学生、zhongge一起进入电梯，聊天

14:53:30 as黑人女生和白人女生进入电梯
14:54:06 shili进电梯和我聊天
15:12:38 as黑人女生和白人女生再次进入电梯，短暂交流
15:26:44 min zhang进入电梯
15:28:14 黑人女生再一次进入电梯
15:47:31 一年级矮矮的女生进入电梯
15:47:58 另一个一年级女生搬着材料进入电梯
15:53:45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玩手机
15:54:13 一年级男生进入电梯
15:59:49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看书
16:00:59 alberta搬着椅子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6:06:55 电梯短暂亮灯，我喝水
16:13:08 min zhang进入电梯
16:16:30 一年级中国男生离开
16:23:33 两个一年级女生进入电梯
16:28:01 min zhang进入电梯
16:36:56 dian进入电梯，穿着运动背心，和我说话
16:40:55 jannet进入电梯，准备离开
16:46:22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看书
16:47:53 zhongge进入电梯和我说话，拿着电钻
16:59:37 金发女生进入电梯，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17:00:10 2个一年级进入电梯，我准备下班
17:04:00 拆除摄像头



Participants Notes
我
我
我+as女生
我
我+yushao
我+yushao
我+黑人男staff
我
我+kaja
我
我+保安 11:12:08保安看镜头
我+edorado+kaja
我+tash 给我蛋糕
我

我+marine 我们在讨论设备问题，黑暗中她坐在地板上，并留
下了两个设备包

我+marine+vesper
我+marine+alberta 艺术品在电梯
我+marine
我+marine+vesper
我+marine
我+vesper
我+chen 在黑暗中她给我拍照
我+2位白人staff
我
我+保安
我+francesco
我
我+as女生
我+john 12：41:05. 对着镜头打招呼
我+hanya 我们牵手，快乐的样子
我+as女生
我
我+两位白人staff staff和工具，看着纸条和摄像头笑了
yushao
无人
vesper 材料工具
yushao 拍照
黑人男staff/学生？ 13:27:20 长时间对视摄像头
无人

hanya+tash 1:42:57 PM：tash坐在椅子上，hanya对着镜头打招
呼



zhongge
无人
yushao
我
我+yushao
我+sol 我给她杂志
我+sol+as女生
我+as女生
我+hanya+某女生
我
我
我+黑人女生
我+黑人女生
我+某女学生
我+min zhang、黑人 女学生
、zhongge

min zhang帮我把空的咖啡杯扔掉了

我+两位as学生
我+shili
我+两位as学生
我+minzhang
我+黑人女生
我+一年级矮矮的女生
我+2个一年级女生 材料工具
我
我+1年级在我旁边的男生
我
我+alberta 艺术品在电梯
我
我+minzhang
我+1年级在我旁边的男生
我+2个一年级女生
我+minzhang
我+dian
我+jannet
我
我+zhongge 工具
我+金发女生 16:59:50 她和镜头对视
我+2个一年级女生 下班
我



Day5：03/11
Time Event

9:51:30 安装摄像头
9:59:36 yushao比我先进入电梯，拍摄了椅子的照片

10:01:18 我进入电梯上班
10:03:11 yushao再一次抱着鸟回到电梯，和我说话
10:04:22 as女生带着材料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0:08:06 as女生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0:13:20 我留下纸条走出电梯
10:41:48 我和kaja一起返回电梯，我拎着很重的包，里面装着显示屏
10:47:18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玩手机
11:00:55 kaja再次进入电梯
11:12:14 haige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1:13:13 我在黑暗中侧躺着看书
11:16:33 haige再次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1:17:19 我侧靠着墙看书，期间看了一眼摄像头
11:21:40 kaja再次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1:27:26 john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1:29:41 john再次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1:30:50 edurado进入电梯
11:36:49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看书
11:44:18 保安进入电梯，在打电话
11:47:16 indra进入电梯，和我说话
11:51:32 john戴着面具进入电梯
11:57:00 电梯短暂亮灯，我在玩手机
12:12:08 john脱下面具返回电梯
12:26:31 alberta带着椅子进入电梯，并且邀请我一起坐
12:27:42 shili进入电梯，和我聊天
12:32:22 eleni进入电梯，给我拍照，和我握手

12:39:06 两个staff在电梯外和我说话，他们准备进行电梯检修，并要求
我离开

12:41:05 维修工进入电梯，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12:43:05 维修工进入电梯开始检修

12:49:25 维修工返回电梯

12:55:10 维修工回到电梯

13:00:41 维修工回到电梯



13:04:56 电梯开启，维修工随后进入电梯

14:00:10 我重新回到电梯
14:10:05 一个女生进入电梯
14:15:32 我起身放上纸条暂时外出
14:17:45 维修工让我把东西拿走再一次清空电梯
14:18:00 维修工骂骂咧咧开工
14:20:54 电梯内面板突然自己脱落
14:21:22 维修工进入电梯，修理面板

14:49:30 维修工重新回到电梯把面板恢复原位

15:24:31 面板再一次脱落

15:25:10 维修工再一次进入电梯，修理面板

16:04:34
我和hanya、yulin一起进入电梯，随后kaja也进来，准备看电
影



16:37:57 我带着zhongge和yushao进入电梯

17:00:00 下班，抱着抱枕离开
17:14:00 拆除摄像头



Participants Notes
我
yushao
我
我+yushao
我+一年级as女生说过话的 画
我+as女生
我
我+kaja
我
我+kaja
我+haige
我
我+haige
我
我+kaja
我+john
我+john 11:29:45 john和镜头短暂对视
我+edurado 11:31:29 他和镜头挥手打招呼
我
我+保安
我+indra
我+john john戴着怪兽面具，同时也是他的行为的一部分
我
我+john john穿着特制制服
我+alberta 我们一起背靠背坐在椅子上
我+shili
我+shili+eleni 12:32:32 eleni拿出手机给我拍照

我 他们没有进来电梯，对我的行为表演不知情。让我
暂时离开

我+维修工 维修工带着no entry的黄色牌子进入电梯

维修工

维修工开始工作
12:44:45他和摄像头对视
12:45:20戴上手套
12:45:56在电梯内摆上防护栏后暂时离开电梯

维修工 拿着钥匙

维修工 12:56:25和镜头短暂对视

维修工 电梯维修



维修工

13:06:09 维修工在控制面板上插上钥匙，然后离开
电梯在外面检修，但是电梯内一直保持亮灯
13:10:25 短暂回到电梯，触发警报器
13:12:20 电梯内面板被打开
13:13:30 维修工看着手机上的指导手册进行维修
13:16:50 钻到控制面板后面检查维修
13:19:16 拿着工具钻到控制面板后面维修
13:24:32 拿着测电笔维修
13:27:15 & 13:36:20打着电话在电梯内维修
13:38:27 把控制面板整个翻转过来
13:39:36 拿手机拍摄面板接线给电话那头的人
13:41:44 用脖子夹着设备工具进行电流测试
13:51:29 把面板重新反转了回去
13:52:14 重新把门关上，测试警报声

我
我+一个女生
我
我+维修工
维修工
无人 面板突然脱落
维修工 自言自语修理面板

维修工

14:49:59 重重的把面板按回去
2:51:49 PM 把禁止跨越栏杆放回电梯然后短暂离开
14:56:58 重新进入，测试警报器
15:14:00 维修工打开电梯把我的包递给我，然后再
把门给拉上

无人

维修工

15:26:07 把围栏移到电梯内
15:26:50 再一次把面板翻转，跪下来维修
15:33:22 拿出电笔修理面板
15:37:08 维修工把电都拉掉了，电梯灯灭，继续用
电笔维修
15:43:19 电梯内散落着维修工具，灯被点亮，无人
15:44:44 维修似乎成功了，摆出胜利的手势
15:46:00 准备收拾东西清理现场
15:57:58 再一次就电梯摆上围栏
15:58:26 在我的椅子上贴上标签

我+hanya+yulin

电影放映会
16:05:20 一个女学生进入电梯，拿出手机偷拍了我
们一张照片
16:06：33 灯灭了，女生们发出尖叫
16:36:26 放映会第一场结束，电梯亮灯



我+yushao+zhongge

16:43:13 电梯短暂亮灯，无人进来
16:48:06 两个女生走进电梯
16:55:24 zhongge先离开电梯，然后再回来，准备
离开

我
我



Sounds

12:55:35 维修工按下警报按钮，持续的警铃
声
12:56:32 持续警报声
12:56:51 维修工开始唱歌？
13:00：50 持续警报声



13:05:04 维修工打开警报声
13:08:00 维修工遇到了麻烦，在电梯外打电
话求助
13:26:30 在外面打电话求助
13:34:50 大客服电话在电梯内维修
13:53:30 测试警报声

raining？Running？

14:58:00 警报器测试响起
15:14:13 you don't need your water? Or
camera?指了指摄像头

15:27:24 再一次呼叫电话维修
15:43:42 拨打呼叫，似乎是为了留档？包了
自己的名字
15:44:44 维修工很开心的，‘yes！’‘
yes！’

16:06：33 灯灭了，女生们发出尖叫





35 hours in 35 seconds
screen 1

0:00:00 安装镜头
0:00:01
0:00:02 doors opening 我走进电梯
0:00:03
0:00:04 一个人在黑暗中学习/工作；突然变暗
0:00:05
0:00:06
0:00:07 突然变亮，怪兽闯入
0:00:08
0:00:09 艺术品占据空间
0:00:10
0:00:11
0:00:12

0:00:13 艺术品占据空间

0:00:14
0:00:15
0:00:16 和镜头互动（同学）
0:00:17
0:00:18
0:00:19 我不在电梯，有人进入看纸条
0:00:20
0:00:21
0:00:22 离开电梯，电梯重新变暗
0:00:23
0:00:24
0:00:25 黑暗中教学
0:00:26
0:00:27
0:00:28
0:00:29 灭火器进入电梯
0:00:30
0:00:31 修电梯
0:00:32
0:00:33
0:00:34
0:00:35 下班



screen 2 screen 3
安装镜头 安装镜头

doors opening 我带着抱枕走进电梯 doors opening 我上班 走进电梯

一个人在黑暗中学习/工作；突然变暗 一个人在黑暗中学习/工作；突然变暗

突然变亮，大件抱抱艺术品进入电梯 突然变亮，alberte的椅子进入电梯

搬运艺术品 搬运艺术品
空间被展台淹没了，展台上的人脸出现在画面
中的醒目位置，14:56:11的时候，外国男生看
了一眼镜头

艺术品占据空间

和镜头互动（保安） 和镜头互动（staff三人组）

我不在电梯，有人进入照镜子
离开电梯，电梯重新变暗

tash进入电梯坐在椅子上

离开电梯，电梯重新变暗
黑暗中电影放映会，尖叫 黑暗中聊天座谈会

围栏进入电梯 灭火器进入电梯

修电梯 修电梯

修完，退出去，电梯空无一人

我进来把椅子搬走 拆除摄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