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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圖》2009年初面世時，就選擇了趣致
的幸運籤餅為logo，寓意希望刊物能像籤餅那
樣每次傳遞出令人期待的message。

When CULTaMAP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9, we 
chose the image of a fortune cookie as the logo for 
our newborn publication, hoping CULTaMAP would 
deliver brilliant messages to her audience, just like 
the fortune 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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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Arts and Culture Training Programme for HK Schools: Living Theatre　
Supported by: Quality Education Fund /  Organizer: CultaZine Ltd. / Co-Organizer: Hong Kong Teachers Drama Association

 1) ACADEMIC ADVISOR AND JUDGE OF LIVE THEATRE
Strong academic background in drama education/creative 
education/visual arts education; give professional advice 
for writing a training handbook, idea of judgement of 
creativity. e-mail: tracy@cultazine.com or call 2625-3603 
Tracy Lee for further discussion.
 
2) FULL TIME ASST. COORDINATOR
Good at Chi & Eng (oral and writing BOTH); 5.5 days work;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strong sense on correspond-
ence work; responsible, independent and sincere (MUST); 
U graduate and experience preferred but not necessary.

 

3)PART-TIME DRAMA TEACHER
Improvisation (live theatre 即興劇) workshop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and teacher
BFA/Dip/Cert of Drama/Drama Education and/or 
experienced drama teacher
 
4) PART-TIME TRAINING ASSISTANT
from April-May, 2011;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very responsible, strong sense of 
leadership, want to know about drama/drama 
education prefered

Point 2)-4) : send resume and CV to info@cultazine.com or call 2625 3603 for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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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1 LOOK

藝術．時間 文：葉曉菁

間好像很抽象，但又與我們的生活息
息相關。我們每天看鐘，何時上班上
學，何時吃飯，何時睡覺，生活中的
所有事也與時間有關。那麼藝術家又

Introduction
看時間 文：CULTaTRACY

時間原來不只線性發展這一種。上期馬國
明老師、林永欣與Pierre Martin三位
「歷史的天使」1就透過文字，把香港過
去的時光帶到你面前，讓過去與現在重

遇。今期讓我們看看不同種族的時間觀。
 
香港跟世界大部份地方一樣，根據西方基督教的
時間生活。1月1日是一年之始，12月31日是一
年終結。正如今期余敏婷所言，基督教的時間觀
是指向世界終結的時限。世界終結時，就是救世
主基督再降臨的時候，是信徒的盼望，因為那裏
有新天新地。那麼，每年12月31日是慶祝大家距
離主再來的一刻，再近了一年，也即是末日大限
的倒數，那怎會是「明天會更好」？地球上天災
連年，種族大清洗與戰爭令生靈塗炭，我們未必
感受到。近在咫尺的你我，生活水平好像不俗，
但當中大部份還不過是當房奴。我們窮一生只為
小蝸居，連嬰兒的基本食糧，奶粉也要搶購。當
電視台年年播放子夜世界各地煙花綻放，蔡楓華
在勁歌金曲節目中失言的片段一樣會重播：「剎
那的光輝不是永恆。」一個人的時間觀影響人對
生命的取向，以至生活模式。在推土機式的進步
線性時間觀以外，紙紮鋪老闆華叔娓娓道出傳統
民間通勝中週而復始的循環時間生活方式。香港
少數民族的時間觀是怎樣？巴基斯坦女子
Tayeba Nazir每年在歡度新年前要禁食一個月，
表示對真神的敬畏。葉曉菁與伊芙還訪問了Mr. 
Hashmi和Mr. Dahal，跟你談談尼泊爾和巴基斯
坦時間月份與我們的大不同。

關於藝評
CULTaMAP為推廣藝評教育，舉辦了為中學老
師而設的「藝術評賞工作坊」，以及專收中學與
大專生藝評的徵文比賽。收到中學生的文章，很
多是花了時間作資料搜集的文章，其形式多根據
考評局所要求的，先作視覺分析，再加上詮釋與
評價。後兩者往往比較弱，同學須撇開網料，多
加個人思考，放膽以文字表達意見了。

筆者在1月7日參加了長達6小時的「書寫伙
炭─—寫作與創作的對話」研討會，聽了幾位來
自不同學術背景的藝評人分享。上半場梁寶山主
講「市場成功以外——再讀周俊輝」。將完結之
際，有台下聽眾以編輯專業指責講者準備不足，
欠缺專業精神。大多數人都知道何謂責任，責備
對討論有何助益？丁穎茵以謝淑婷與其他陶瓷家
的創作撰寫藝評，詮釋舊物與回憶的關係。她完
備的演說，讓我了解到藝評的處境與應有的書寫
態度。黎子元評賞梁嘉賢的繪畫，夠新意。筆者
欣賞他敢作敢言的表述，但當他與梁嘉賢在台上

1. 德國理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唯物論》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940）中透過天使的形
象，質疑資產階級的線性進步史觀。資本主義在進步時間中總試
圖把繁雜的個人或集體經驗從時間剔除出去，變成死板的單一事
件。當天使被那朝向未來的暴風吹刮時，他卻努力面向過去，試
圖拯救人類的歷史。

對談時，只覺藝術家成了藝評的花瓶，好不舒
服。台下資深策展與藝評人何慶基和藝術推廣辦
事處館長譚美兒兩人謙厚而踏實的回應，讓人回
到評賞與博物館策展的原意。以上有關內容，筆
者會分在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中略述，
以作參考。

記得在「藝術評賞工作坊」談到收生問題時，有
老師問為甚麼浸會大學的學生少有以繪畫創作。
另一方面在「書寫伙炭」研討會中，也有人問黎
子元為甚麼不以性別研究的理論評作品。我猜想
兩個問題都有同一出發點，就是無論這位老師還
是那位觀眾，都對自己擅長或研究的媒介和理論
很有興趣，希望有其他人採用。但為何其他人非
要用繪畫或性別研究創作不可？無論是為應付功
課（或考試），還是以理論主導整個藝術評賞的
書寫，對我這個普通人，實在提不起閱讀興趣。
生活先於理論，而理論只是輔助我們看清楚某些
事件的工具。作品也是先於評賞，何慶基說過：
「我的學生時常在文章中，引用理論講作品。何
不先用眼睛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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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西方藝術或藝術史，相信不
少人會馬上聯想到教堂的壁畫、
油畫等等。Stephanie表明不能一
概而論地說宗教藝術如何表達時
間觀，因為不同宗教有自己的系
統和敘事方式（narrative），這
些都影響它們的藝術品。以天主
教為例，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教
堂這一空間裡，天花上繪畫了創
世紀裡的景象，壁畫上卻是最後
審判的景象。這正反映了天主教

來到現代，相機的發明
和興起，令藝術家對時
間更有興趣。「攝影是
一種很時間性的東西，」
Stephanie補充，「相機
記錄了時間，每一次攝影
都 是 在 記 錄 過 去 。 」
Gillian Wearing是1997年度
Turner Prize的得主，她的作
品Sixty Minutes Silence是一
個關於攝影和時間的實
驗。Sixty Minutes Silence好
像是一楨照片，其實是一

如何在作品中呈現時間呢？這次我們邀請到推廣藝
術賞析的新組織Ar tMa t t e r s成員張慧婷小姐
（Stephanie）跟我們一起，從西方藝術史出發，
看看藝術品中的時間觀。

的線性時間觀。線性時間觀是指天主教中，上
帝是始也是終，凡人死後會接受最後審判，而
死後的世界是永恆無盡的，跟佛教的輪迴有很
大分別。

到了十七世紀的巴洛克時
期，雖然敘事方式仍舊，但
在藝術創作上卻有一些改
變。十七世紀的人對時間探
索漸多，時間對他們來說是
個很吸引的課題。「他們開
始思考什麼是永恆？什麼是
現在？」Stephanie說。時
間感的不同，也令藝術創作
起了變化。Stephan i e以
Donatello和Bernini的大衛

段錄像。影片中，片中人要一起照張大合照，但快
門一直未按下，在等待的六十分鐘裡，他們都嘗試
維持自己的姿勢和神情，一如我們每當照相時都會
控制自己不要眨眼等。Gillian Wearing把日常「卡
擦」一聲便結束的事延長至六十分鐘，你明白當中
的用意嗎？

中國的曆法以農民為本，日曆畫大多以該月份
的農耕生活為題。當談及西方有沒有像中國那
樣的日曆畫時，Stephanie跟我們分享了Book of 
Hours這一個例子。中世紀至十五世紀時，一些

１

２

３

４

Donatello, David, Sculpture, Bronze, c.1440s, 156cm, 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

Bernini, David, Sculpture, Mable, 1623, 168cm, Galleria Borghese

Book of Hours: The Very Rich Hours of Duke of Berry。圖為書中二月的月曆。
Gillian Wearing, Sixty Minutes Silence, 1996, Video, 60mins. 

１

２

３

４

貴族會使用Book of Hours，書中除了日曆外，還
記錄了不少禱文和宗教節目。「由於當時沒有活字
印刷技術，這類書籍只有貴族才能負擔。」
Stephanie說。就算是描繪農活，也是在貴族的莊
園，並非在尋常百姓家。

喂，你望到時間咩樣啊？
時間有樣子的嗎？香港地，二十四小時也不夠用，眨一眼，時間就像鬼魅一樣飄走，
你很少可以看清楚它長甚麼樣子。今期look 1 look告訴大家西方藝術史、中國農民曆、
尼泊爾和巴基斯坦宗教、澳洲土著以及香港八十後的時間觀，他們又如何以視覺元素
呈現看到的「時間樣」呢？嘩，時間「有樣睇」架，望真點啦！ 文：伊芙

像為例。Donatello是早期文藝復興的雕塑家，
他的大衛像雕刻了大衛剛打敗巨人後，一個靜
止的站立姿態。Bernini是著名的建築師，也是出
色的雕塑家。身為巴洛克風格的代表，他的大衛
像捕捉了大衛正在擲石的一刻，把一瞬永恆在雕
像之中。比較他們二人的作品，Donatello選擇事
件完結後，而Bernini則選擇了事件進行時。題材
雖然相同，他們卻選取了不一樣時刻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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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美《生生之德》說：「蓋時間之為物，
語其本質，則在於變易；語其法式，則後
先遞承，賡續不絕；語其效能，則綿綿不

盡，垂諸久遠而蘄向無窮。」中國文化中，時間
為一循環——世事萬物在經歷一個時間週期之
後，又會回復到原來的狀態。所謂「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宇宙萬物在陰陽兩力推移下，變化不
息，生生不已。因此，時間綿延不斷，趨於無
限。另一方面，在西方觀念中，上帝創造宇宙之
初乃是時間之始，而當耶穌基督再臨於世，便是
世界的終結，即「世界末日」。屆時，時間將演
化為永恆。前者視時間為循環，後者視之為直
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究竟，中國人的
循環時間觀是如何形成的呢？你可能沒有發現，
這個循環跟環保有莫大關係，我們去了兩代經營
的香燭鋪，請來熟讀通勝的華叔為大家解釋解釋。

通勝中的時間觀
據記載，通勝的起源可追溯至黃帝時代的《黃
曆》——是古時農民播種、耕作、收割等農業活動
的依據，所以又叫《農民曆》。華叔表示，《通
勝》中的二十四節氣以一年為循環，其中包括十二
個中氣和十二個節氣，從春分起十二個中氣分別是
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
降、小雪、冬至、大寒和雨水；春分後的十二個節
氣則為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
露、立冬、大雪、小寒、立春和驚蟄，都是一些氣
候指標，與太陽的運動和氣候變化緊密相連。在此
循環中，清明和冬至的日子於每年是固定的，部分
節氣的日子基本上也差距不遠，例如今年的春分為
農曆二月二十日，明年的則為農曆二月二十六日。
另外，中國的年歲以六十年為一循環，所以通勝
中的曆法和節氣都是六十年循環一次，華叔開玩
笑說：「假如你從一歲開始儲起每年的通勝，到六十
歲時就不用再買了，六十一歲可以用回第一本。」
不過，通勝的天氣預測是不是必準無疑的？華叔慨
嘆，因為現在環境受到破壞，天氣顯得愈來愈反覆
了，明顯的節氣如大寒、冬至仍然十分準，不過一
些小節氣就難說了。

物極必反，萬物歸零
自然、節氣和生活是息息相關的，一言以蔽之，其
實就是對自然的尊重。華叔說，「中國人講求人和
自然的融合，曆法和節氣都是依據大自然的運作來
釐定，而人的活動則順應自然而行。這對農民尤其
重要，好像種水稻的，就必須在芒種前播種，而芒
種之後，就是秋季作物開始播種之時。另外，身為
人母的亦會加倍注意節氣。你不發覺大暑小暑之時
冬瓜特別暢銷的嗎？煲冬瓜湯解熱嘛！」華叔又說
西方人不斷向前，其實是趨向毀滅，最後又趨向一

循環觀，地球的救贖？――從通勝看中國人的時間觀念 文：余敏婷

華叔的香燭鋪，已經兩代經營，小門上的鐘已經有兩代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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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循環還是直線推移？ 個原點，重新開始，又是一個循環。「自然界每種
生物都有公平生存的權利，萬物世世相依。科技主
張人要超越自然，現在全部都是化學食品，甚至將
範圍擴展至其他星球，是人類懼怕地球滅亡，希望
移居火星。而事實上，當發展到達頂峰，萬物最終
只會歸零，人類可能像恐龍一樣滅絕，而大自然又
會回到原點，轉以另一種姿態重生。這道理其實很
顯淺，就如人的生命一樣，當身體一步步衰壞，人
會死去，然後一個新生命出現，生生不息。」

24小時不休息？
知不知道，通勝有一個古代時間的對照表呢？古
人把每天的結束定在十一時，原來是跟生理循環
十分脗合，華叔續說：「現代人的生活節奏急
促，24小時不眠不休工作，作息時間顛倒，求的
是進步，實際上是違反自然定律，自取滅亡。你
有沒有想過為何古人一年只吃肉一次，營養不及
現代人豐富，卻能無病無痛？這正正是基於他們
良好的作息時間。」原來，古人依據通勝，於每
天的亥時前（約11pm前）睡覺，到了寅時（約
5am）起床開始耕作。因為他們深信人的經脈會
依時辰運行到身體各處，而由亥時到寅時正正是
五臟六腑排毒的活躍期，假若不休息，臟腑便無
法工作，影響身體健康。這與西醫所提倡的黃金
睡眠時間理論不謀而合。「那麼，華叔你平日能
依通勝的時間作息嗎？」「還差一點，大概十一
時半吧。」他笑道。

春牛圖是古人用來預知當年天氣、降雨量、干支、
五行、農作收成等狀況的圖鑑，鑑賞的重點在於
春牛和牽牛的芒神。對比2011年（辛卯）跟
2012年（壬辰）的春牛圖，前者的牧童站在牛
身前面，表示立春在元旦五天前；後者的牧童站
在牛身後面，則表示來年的立春在元旦五天後。

而兩圖的芒神均穿草鞋，代表今年和明年乾旱；
他不戴草帽，表示天氣炎熱。其他如牛口的開
合、牛尾擺動的方向亦有其寓意。不過，天氣無
常，這個春牛圖往年的概括預測未必都管用，華
叔就說，他有看，不過不太研究。

八卦圖由八個大梯形組成，分成四層，從內而
外第一層是卦位，第二層是星位，第三層是二
十四山方位，第四層代表吉凶。中間的八角形
為方位圖，上南下北，左東右西，乃中國古代
製地圖的傳統方式，與西方傳入的現代製圖方
向正好相差一百八十度。另外，四角的博士、
蠶室、力士、奏書亦為吉凶。中國人有說：「
禍兮福所致，福兮禍之所伏。」禍福都是循
環，是不是這樣的？華叔跟我們說：「不是，
吉凶只是心理而已。」即是說，如果你今天黑
到盡，不代表明天不會更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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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與巴基斯坦：時間大不同 文：葉曉菁、伊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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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幾時進入2011？
在12月31日晚，大家很關心究竟甚麼地方最早踏入
新一年，其實，在香港的巴基斯坦人已經度過了半
個月2011啦！在過去的12月7日，巴基斯坦人已經
踏入新的一年了！據Mr. Hashmi所述，他們在新年
沒有特別的慶祝活動，最多是在新年的時候互相探
望。與中國一樣，他們會派利是，不過不是沒結婚
就可以收利是，只要有工作，經濟獨立，你就失去
收利是的資格了。Tayeba Nazir說，她收到的大利
是最多是$500，是爸爸給的，不過好久沒有收到
了。中國人的利是會用紅封包，而他們則是「現兜
兜」，直接給錢。

中國人有云：「冬大過年」，他們是齋戒月比新年
重要。齋戒期都按陰曆計算。在齋戒期中，他們在
太陽上山後、落山前都不會進食。一般都會在太陽
上山之前先吃早餐，之後一整個下午都不會吃東西
了。在太陽下山之後，才慢慢吃點水果，讓身體適
應。這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瘦身嗎？Tayeba Nazir笑
笑說是。Tayeba Nazir說，大概是因為以前沒有計
算時間的方法，人們都是以太陽和月亮來計算的，
所以日月對他們來說就顯得重要。

尼泊爾的時間圈Kalachakra
在尼泊爾的宗教中，Kalachakra是形象化的
時間，代表時間的循環，又是生命之輪，意指
完美的創造。尼泊爾宗教認為時間和地點密不
可分，Kalachakra有時中間會有8條像單車
軸條（車輻）一樣的線，代表八種時間和地
點的流動方式。Kalachakra其實就是神明的名
稱，正宗的Kalachakra直徑兩米，繪畫了722
個神明、人的微型畫像、動植物等，圖畫色彩
豐富，由不同顏色的粉末所繪成，這些粉末是
來自白色石頭，再加上一些不透明的水彩製
成。在畫中心有一個宮殿，底下的位置有12隻
動物，代表一年的12個月，每一隻動物上有一
朵蓮花，當中包含30個神明，代表30日；圍繞
宮殿入口的圓形內包含遠古的元素，黃色指土
地、白色的波浪紋指水、紅色指火、灰色指
風、最外面的圓形代表空間及未知。製作一個
Kalachakra需要超過三星期，整個製作過程是
一個宗教的修行儀式，讓修行者更接近神明，
理解生命之道。最後，完成的Kalachakra會被
破壞，沙變成神明的象徵。

香港的巴基斯坦籍中學生可能最多假期？
無論西曆過年，還是中國農曆新年，大家放假倒
數，巴基斯坦學生雖然不過年，但照放假！
Tayeba Nazir的中學是地利亞修女學校，她說，比
一般學校，這間學校的假期比較多。而且，因為是
多民族的學校，校曆一般都不會標明假期。在該民
族的大節日就自動放假。不過，如果巴基斯坦人佔
多數，在巴基斯坦的節日，班上的其他少數族裔都
會「以少數服從多數」一同放假。

尼泊爾的一年六季
我們常說：「一年四季」，不過，在尼泊爾一年卻
不止四季！尼泊爾語“ritu”解作「季節」。Mr. 
Dahal在尼泊爾長大，現居於香港。原來，尼泊爾
人不像中國人那樣，把一年分成二十四節氣，而是
把一年十二個月分成六個ritu。季節的區分是據其
天氣而定，包括：

Mr.Dahal說：「其實就像是主季節和副季節的關
係。」不過，現在情況開始有所改變。「人們越來
越偏向一年四季。」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一年六
季便會成為歷史。

專屬於尼泊爾婦女的一天
尼泊爾人很重視齋戒。為人妻子，如能虔誠齋戒
會令丈夫自豪。不過，尼泊爾婦女也有屬於她們
的節日，稱為“Teej”。每年八月的某天，婦女
以自己之名齋戒，並向濕婆（Shiva，印度教三大
主神之一，創造和毀滅之神，亦是繁衍的象徵）
祈求家人健康長壽。Mr.Dahal笑說：「那天是婦
女的日子，尼泊爾的男人會被排斥呢！」那在香
港又如何？「香港的尼泊爾婦女則友善多了，會
邀請我們一起慶祝。」

每年向前四個月的巴基斯坦
世界上大部份國家都採用公曆，又稱陽曆，即據太
陽運行的時間而定為一年。在巴基斯坦，除了陽曆
外，還有伊斯蘭曆法。所以，巴基斯坦人過新年不
是依西曆的1月1日的！「在我們的國家，每年的1
月1日也會比去年早四個月。」Mr.Hashmi說：「因
為伊斯蘭曆法是據月亮的軌跡而定，和公曆有很大
分別。」

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時間觀是怎樣的呢？這次，我們
特地造訪基督教勵行會，找到Mr.Hashmi和Mr. 
Dahal，又找來了巴基斯坦籍的女孩子Tayeba Nazir

跟我們分享兩地的時間觀。

十二至一月 

尼泊爾語 季節 月份 
Basanta ritu 春季 二至三月 
Grisma ritu 夏季 四至六月 
Barsha ritu 雨季 七至八月 
Sharad ritu 初秋 九至十月 
Hemanta ritu 晚秋 十一至十二月 
Shishir ritu 冬季 

Mr. Dahal（左）和Mr. Hashmi（右）

巴基斯坦籍女孩子Tayeba Nazir（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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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食．時間 文：胡世君
80後文化人 / 教育工作者 / 性別研究、文化研究雙碩士

BLOG: http://hk.myblog.yahoo.com/Frog-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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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時間觀 文：小杜、文迪、伊芙

人家說現代人生活節奏急促，我們總為三餐
一宿而奔波勞碌。但原來跟我們一樣命苦
的，還有生活在澳洲中部的土著。

話說當我遊覽澳洲中部大紅石Uluru時（想了解多
些？上網重看2010年12月號吧！），看到土著於
百年前遺留下來的「墨寶」，但畫工簡單，跟博
物館收藏的相去甚遠。導遊說由於中部一帶天然
資源少、生活條件差，土著往往手停口停，因此
無暇細心畫畫，形成其「簡約」的藝術風格。從
前土著繪畫主要作記事之用，既然時間不多，實在
無須「整色整水」。「時間」本是一個抽象概念，
一天24小時，除了日出日落等自然規律外，想細
心察看也實在難以入手。然而簡單的壁畫，卻脫
下時間的國王新衣，把無色無味無臭的時分秒
呈現眼前。有血有汗，透過生活創造藝術，在藝
術中反映生活概況，或苦或甜。

香港人的生活又跟土著相差多遠呢？只要各位於上
班時間到中環港鐵站看看，我們不難發現為了爭分
奪秒而在站內奔馳的上班族。平時一臉斯文的西裝

八十後的時間不是依循進步論發展，而且，稍微顯
得退步。但八十後立著腳步，回顧本土歷史和文
化，又是一個好的開始。

友和OL，此刻也顧不了儀態，提著公事包、踢著
高根鞋穿插人潮中來個9秒9！佇立不動的你，正跟
眾中環友合演蒙太奇3D電影。在亂世紛呈之搵食
艱難國際大都會的心臟裏，你曾否想過重返過去，
回歸大自然？最起碼你仍有一點時間畫畫，即使醉
翁之意不在酒，仍可在乎山水之間，或其他。

從前澳洲中部土著生活的地方。

01. 早十五分鐘跟你說：「唔好意思丫！我食埋飯先，遲兩個鐘到。」
02. 雖然每次都不守時，但每年都會依時依候出席一年一度的維園燭光會。
03. 一定要晒時間畀自己摺埋！
04. 買樓置業的時間比上一代延後十年。
05. 八十後交功課時間觀：五點Deadline。四點四十五分還在做。四點五十五分，準時交！yeah！
06. 打鐘放學即走，一分鐘都唔蝕畀學校！
07. 凌晨點幾兩點打電話嚟，好早啫！
08. Timetable好Full，排得滿滿的。好忙，但好Hea。
09. 給朋友的時間可能比給家人的更多。
10. 給Facebook的時間可能比去廁所的更多。

八十後．菜園村月曆

CULTUREBALLROOM 文化波場

各位在畫畫時，有沒有以名人為題材呢？如有，
他日你飛黃騰達之時，這幅畫可能會令你惹上官
非的啊！英國藝術家John Cotter因其畫作Let me 
listen to me and not to them描繪萬人迷碧咸被釘十
字架，而引來警察上門調查，最後以除下畫作了
事。莫非要寂寂無名，才可享有更多創作自由？

真的有創作自由嗎？

過時過節大掃除，你有沒有扔掉很多舊報紙雜誌
呢？不少公公婆婆靠變賣這些「回魂紙」維持生
計。不過，近日政府計劃在本年中關閉觀塘貨物
裝卸區以興建觀塘海濱長廊，恐怕不少回收公司
也要關門大吉。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唯有發動暫
停回收廢紙，在報章上發一則啟事：對不起，公
公婆婆！

回收站的歉意

這邊廂，《瞄》跟大家說再見。那邊廂，陳滅先
生跟CULTaMAPPERs透露《小說風》快將停刊。
據說書展的入場人次每年遞增，為甚麼卻連一本
付費的藝文雜誌也養不活呢？

香港＝文化沙漠？

提起畫廊，大家會想起甚麼？CULTaMAPPERs平
日路經畫廊雲集的中環半山，看見衣著光鮮的職
員似是非常空閒。但原來consultant為爭取生意，
背後有不少奇怪事。不少畫廊客都會留下卡片，
卡片上的聯絡資料對consultant來說十分寶貴。
Consultant遂吩咐實習生把客戶名片存檔，就像發
一則武林暗號：留下字條，說「已把卡片資料夾
藏在某暗角」以避免其他consultant找到。大家下
次到畫廊閒逛，說不定會在暗角處發現一些卡片
呢！

畫廊的攻心計

近日政府把何東花園暫列為古蹟，令保育議題再
度成為城中熱話。其實，除了建築外，香港的傳
統工藝也值得大家關注。聖雅各福群會計劃在
2013年於灣仔藍屋開設社區大學，除了「留屋留
人」，讓原居民繼續居住，也邀請傳統工藝師傅
開班收徒弟，計劃教授紙紮、花牌、手工印章
等。把傳統工藝課程化，會是這些夕陽行業的生
機嗎？

工藝社區大學

名人都愛在微博跟粉絲分享生活點滴，但是，你
有沒有想到微博的個人分享其實就是一則隱形廣
告呢？在英國，公平貿易局指名人利用微博為商
品賣廣告，名人隨時面臨起訴。看來，廣告真是
無處不在啊！

用微博賣廣告

食肆愛在當眼位置張貼有關自己的報章雜誌訪問
作招徠，報道的威力真的非同小可。同樣，在畫
壇，一篇著名藝術雜誌的報道，隨時會令某畫家
的作品聲價十倍。畫廊自然把這些記者看做上
賓，處處照顧周到。貴客光臨前，便已備好清水
糕品。而貴客亦不像我們那樣要走來走去看畫
作，不須稍移玉步，只須如皇帝般安坐椅中，自
然有下人把一幅又一幅畫作抬到貴客面前，讓他
慢慢欣賞。

超級VIP

小三巴

香港的住宅樓宇不斷上升，根據美國顧問公司
Demographia發表的調查報告，在眾多「極難負
擔」樓價城市中，香港位居榜首。香港的樓價相
當於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11.4倍，5.1倍已被列為
「難以負擔」，11.4倍的數字自然名列前茅。除非
你幾十萬未開頭，否則，置業？難了。

有「瓦遮頭」不容易

伊芙

文：葉曉菁、小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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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上年八月底的時候跑到台北去唸書的，
屈指數來，已近幾月。諷刺的是，當我習
慣並培養出人在台北的旅居感的同時，卻
有很多我以前很喜歡的台北「珍寶」去了 

香港。例如陳綺貞，明明我去了政大讀書，但行政
大樓周圍早已沒有陳綺貞這樣的氣質少女在彈結他
等著我去搭訕，陳綺貞卻去了香港開演唱會。同樣
要去香港的，是誠品。

誠品兩年之後進軍香港，尚未選址，知識份子已舉
手歡迎。如果誠品不是一間書店，不是一個品牌，
絕對可以是個民族英雄。我一直懷疑香港有多少人
會看國慶閱兵，對解放軍的氣勢評價如何，但若訪
問尋常普通一個大學生，答案恐怕不及一個誠品。
打開電視新聞，連台灣媒體也有報道財政司長曾俊
華去誠品參觀，對方夠膽請曾俊華聽一首My Little 
Airport的〈Please Die Donald Tsang〉。香港政
府還以為請到諸葛亮出廬，殊不知誠品來港，實情
是劉備入蜀。

言明在先，我不喜歡誠品，管它到底是不是劉備，
是不是人民（文）的曙光，素來我也沒有好感。可
能因為它的鋪張，或者因為它的虛偽，明明是個書
店，實際上卻是假惺惺的百貨公司。或者說，這個
年代麥當奴也變Mc Café，偶像女星也變才女，誠
品為甚麼不能變成百貨公司？至少它還是有賣書
的，而且還賣得算是最齊全的。或者是不喜歡它太
齊全，使閱讀和閱讀的習慣變成這麼一件容易濫竽
充數的事情，就如滿街都是單鏡反光的巨炮，但多
少人真的懂得拍照？多少人會自覺甚麼是應該拍照
的時間、應該拍照的事物，而不純粹是旅行？

有如各式文藝青年心目中永遠高潔、華麗而優雅的
朝聖地，它的名字叫誠品，沒有一個稍讀過書的人
對它感到陌生。況且，就算沒有讀過書，也會想去
用力呼吸一下那象牙塔的空氣，便如每個了無情趣
的男生雖然沒有送過花，但到底知道度蜜月要去夏
天的北海道看薰衣草。誠品大抵便是書店之中的北
海道，這句話有兩重意義，第一是它有如北海道綿
綿千里百花開的大自然，窮究下卻是商業化到一個

你只會認同它矜貴，但不會抱怨它昂貴掠水的幻
局；第二是只有當你來到北海道，你才會有這樣的
幻覺，將厚重乏味、四方平板的書，看成是婀娜多
姿的薰衣草，翻閱有香，花香、書香，甚至女人
香。是的，在誠品看書的女生，不用化妝，用不著
穿名牌，你也覺得她的側臉是陳綺貞，背影像桂綸
鎂。換了在香港裝潢欠奉、家徒四壁又僅不足十坪
的二樓書店，就算有薰衣草出售，你也只會以為是
卑賤的野草。有報告調查，亞洲各大學生對台灣最
感興趣的地方，誠品一枝獨秀，高據榜首。我沒有
想過批判這種被文化工業洗過了腦的消費心態，百
多年前，經濟學家偉伯倫便說，不事生產的有閒階
級得依靠炫耀性消費去證明他們的有閒階級身份。
作為其中一個在阡陌花田裡默默筆耕的稻草人，我
榮幸這些自命貴族的文藝青年，願意將我收割出來
的野草，戴在頭上作粉飾，炫耀他們所信奉著的末
日貴族主義。

只要有人肯買，無論最後是用來看的，還是用來
戴的，我也覺得總好過堆滿貨倉。我不悲觀，這是
一種樂天的想法，當想到有人拿著張愛玲的《色．
戒》在看（還必須是新版的《色．戒》，因為對方
是先認識李安和湯唯，再想去結識張愛玲的），有
人搶購著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緊抱在手，似
乎要送給大學女友作聖誕禮物（不用說也必定是電
影版情意濃濃的新封面，而不是經典古舊難作情人
枕頭書的紅綠雙冊），而同時，有人手裡戴著數千
萬的鑽石戒指；當想到，他們都一樣因此而自覺高
貴，顯露品味，我覺得，已經賺了，甚至覺得，贏
了。從忠孝東路贏到和平西路。

CultaExchange
誠品不誠品 紅眼

小說家、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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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Watcher
視而不見的生存空間 文：Fotopiggie 

http://fotopiggie.blogspot.com

剛
過去的香港攝影節節目實在琳琅滿目，
當中幾個大型跨地域的焦點展覽，相信
已經被不少文化界及評論界人士點評
過，我也沒需要再提一趟。對我來說，

印象比較深刻的反而是那些比較小型的「花絮展
覽」，例如在攝影節另一主要展覽場地石硤尾的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就有些作品
反而帶給我一點反思，更突顯攝影人跟社會生存
狀態的互動。

署名「Dennissoap」的攝影師黃振強在JCCAC
裡某工作室辦的《街上的睡眠者》小展覽，其中
鋪陳了好一堆大小不一的照片，全都是路人在街
上睡覺的樣子。技藝上沒經過太多的刻意雕琢，
驟眼看還以為是廉價式手到拿來的人文社會關懷
圖像，例如露宿者之類。但細心再觀看，可以發
現這些人都是一般街坊百姓，例如買完菜的婆婆
倦極了，在街上倒頭就睡著，或是看來是位喝醉
了的大叔在長椅上睡著，手上的啤酒罐罐不離
身。這種把戶外空間「當正自己屋企」的感覺很
是有趣。作者在闡述作品時提及一段跟屋邨管理
員對話的經歷，得悉有些在街上「野宿」的人，
其實不是無家可歸，而是盛夏時分天氣實在太悶
熱，他們不是沒有安裝冷氣就是負擔不起電費，
所以索性睡在街上。連睡眠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
件也被剝削，其實這輯照片也暴露了一個頗為荒
誕的社會現實。

另外本身是攝影記者、攝影團體「七菲」成員
的何柏基，在攝影節跟另一獨立攝影文化出版
單位「Klack」的聯展中，展出一輯名為《移動
家居》的系列作品。照片中一些尋常的家居用

品如床鋪、衣服、家電等等，都放置在一個海
灘的背景上。靈感來自作者多次搬家，本來私
密的家品被放在街道上，暴露於陌生人前。何
氏稱搬家的原因太多，根源是來自他對安樂窩
的不安，「如果回歸自然能祛散這份不安，我
將家的靈魂（家品）搬到海邊，用攝影製造這
些滿足自己的景象」。從私密家居的延伸到公
共空間的鋪陳，除了展示攝影師對理想家庭的
期盼外，也說明「家」的理念並不是價值千萬
的一個石屎方盒，而是能賦予個人感性經驗和
安全感凝聚的空間。

我們一向對個人生活空間的體驗，都不外乎自己
家居的範圍，也就是四面牆而已。我居住公屋的
年資之深，在同齡人士間無人匹敵。還記得以前
生活空間是很富有彈性的，小時候在走廊玩耍是
小事，公眾地方如樓梯口間中會有人開檯打麻
雀，甚至小型派對及火鍋也未嘗不可。主因是以
往生活空間狹小，大家都想盡辦法去爭取可用地
方，但公屋管理愈來愈嚴格，扣分制度實行，基
本上生活空間萎縮至室內的四面牆。到現在，我
附近有位鄰居還是循著老式公屋居民的生活模
式，門戶旁會放一點雜物，會把飼養雀鳥的雀籠
掛在走廊，或是會晒晾衣物等等。除了間中坐在
走廊乘涼，除了屋主戶外抽煙比較惹我討厭外，
其他鄰居對此一直相安無事，沒有投訴，管理當
局也懶得去搞他。

這種老式屋邨的生活味道，令我想起以「空
間為社會產物」思想著稱的法國社會學家駱
斐博（Henri Lefebvre）的理論（提到空間的研
究一定借用其理論）。其中他提到所謂「表徵空

間」（space of representa-
tion）的概念，就是空間使
用者通過直接經驗和影像、
符號相連結的空間，簡單說
就是他們和這個特定的空間
建立了一種慣性關係，由花
園街小販攤位擺賣的秩序，
到上述那位把雀籠掛在走
廊的街坊，都是一個很好
的體驗。

攝影對生活空間的調查是一
種重要工具，較為經典的例
子是十九世紀末社會改革者
及攝影師Jacob Riis對低下階
層居住環境（例如各式貧民
窟）的研究，後來編輯成一
個圖片故事《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另一半是怎樣活
著），在雜誌上刊登，及後更結
集成攝影集，是新聞攝影的先驅
作品。另一經典例子是美國著名
紀實攝影師Bruce Davidson拍攝
的名作《East 100th Street》，
記錄六十年代紐約哈林區黑人社
區的生活狀態。本地也有不少類
似的攝影調查項目，如資深攝影
師余偉建和旅港德國裔攝影師
Michael Wolf拍攝已遷拆的石硤
尾邨，或近期蔡旭威拍攝的牛頭
角下邨，其實都是脫胎自這種態
度，以一個密閉空間（confined 
space）去定義在裡面居住的群
眾的生存狀態。

睇真影像

12 13

這類以盒子空間作單位去拍攝特定群眾生活的確
是焦點明確，但正如我上面提到，生存空間不僅
如此，「表徵」符號隨處可見。當然亦有攝影師
以更大的空間環境作主題，例如以社區，甚至鄉
鎮、城市等特定範圍拍攝的，但無可否認在議題
上是相對空泛。其實讀者閱讀也可以在閱讀準備
上多點付出，例如近年美國甚為著名的紀實攝影
師Alec Soth的成名作《Sleeping by the Missis-
sippi》為例，聽過有人對這系列他在密西西比河

《移動家居》系列。攝影：何柏基

《街上的睡眠者》系列。攝影：黃振強

Five cent lodging, 1889. Photographed by Jacob Riis

From“East 100th Street”. Photographed by Bruce Davidson

（Mississippi River）流域拍攝的民間眾生相理
解作「隨意而為」。大家可能要理解一下密西西
比河對美國人的意義，無論在歷史、經濟和文
化，絕不下於黃河於中國人的意義。大家見到有
「黃河」題材的藝術作品時，總不會以為作者真
的僅以黃河為題，那個「中國」的潛台詞你總會
接收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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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彈飛》中所謂的象徵符號 文：納荻丫

《讓
子彈飛》（下略稱《子
彈》）自12月中在國內
上畫，叫好又叫座，1月
13日殺到來港後又奪當

周票房頭籌，口碑依舊好，號稱融合
江湖熱血和黑色幽默。這種現象近年
華語片罕見，一時成城中熱話，我也
未能免俗，欲湊一番熱鬧。但環顧報
紙、雜誌、網絡，《子彈》的骨髓都
被眾觀影者啃得有滋有味了，尤其關
於片中政治隱喻的破解，無論革命、
改良、保守人士都能從中解讀出符合
自己主張的信息，1月9日面市的《亞
洲週刊》的封面專題《讓子彈飛引爆
政治隱喻狂歡》便可見一斑。

思前想後，既然《文化地圖》主打視
覺文化，而《子彈》中革命意象不斷
疊加，令人印象深刻，那何不稍議一
下其中比比皆是的象徵符號。

鐵血十八星旗

15

槍的特寫

老三扛槍特寫

麻雀面具

麻匪戴著「筒子」面具從天而降

槍的特寫、眾人物開槍、連發的動作幾乎貫
穿全片。這出現在崇尚英雄主義、只恨不生
在戰爭年代的姜文的電影中，再合情合理不
過了。早有軍事愛好者觀影後熱血沸騰，並
不亦樂乎，逐一鑒別出各人用的是甚麽年代
甚麽制式的武器。例如，張麻子的手槍
就是美製勃朗寧M1911（Browning M1911 
Pistol），從1970年的《巴頓將軍（General 
Pa t t o n）》到去年的《轟天猛將（The 
Expendables）》都有其身影；而發哥黃四
郎的俄製莫辛．納甘步槍（Mosin-Nagant 
rifle），型號正是《兵臨城下（Enemy at the 
Gates）》中Jude Law用以一氣呵成打掉五
個德軍的那杆。再聯繫姜文是個不折不扣的
毛澤東崇拜者，似乎「槍杆子裡出政權」的
隱喻呼之欲出。

從影片一開頭，護送馬縣長上任的雜牌軍自
稱「鐵血十八星陸軍」軍，到後來鵝城廣場
上搭起的高臺的背景全是紅底的十八星旗
幟，鐵血十八星的圖案一定給你留下印象。
這原是武昌起義後打出的第一面旗幟，再聯
繫張麻子曾道出他追隨蔡鍔支持革命的過
往，辛亥革命的線索柳暗花明。

張麻子的隊伍中，每人行動時都戴一個麻雀
中的「筒子」面具，張麻子是「九筒」，馬
邦德是「一筒」，老二到老七分別戴「二
筒」到「七筒」。早有評論說「筒子」諧音
「同志」，也帶出了國粹麻雀所隱喻的國民
性。這算不算過度解讀，恐怕姜文永遠不會
告訴你。

其實片中還有不少元素讓人想入非非，如萬
民傘、白馬與黑馬、介錯刀等等，當然總難
免導向政治隱喻。但姜文聰明地避免「畫公
仔畫出腸」，留出充分的空間讓觀者主觀代
入，各取所需。所以說，優秀的電影、戲
劇、文學，不但是作者創作出來的，也是觀
者欣賞出來的，前提卻是作者充分預留了讓
人想入非非的空間。走筆至此，非常擔心被
標籤為姜文造神論者⋯但若如斯的好作品再
多些，何須吹捧一個姜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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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順道一遊：何香凝美術館 文：大三巴

資深藝術圈中人

16 17

電影與少林功夫的生生不息 文：伊芙

電
影《新少林寺》的預告片中的最後一
幕，少林寺大門前的匾額「天下武宗」
徐徐掉下。所謂「天下功夫歸少林」，
少林功夫儼然就是中國功夫的正宗，但

是，所謂「正宗」的少林寺其實是怎樣的呢？陳
雲《五星級香港》中就提到所謂「少林文化」，
在2000年，香港曾經一度考慮是否繼迪士尼後，
建一個香港少林寺，宏揚「少林文化」。其實，
正宗的少林功夫未見得是天下第一，少林功夫來
自民間，少林以僧兵出名，這些武僧是民兵，因
為少林地處偏僻，山高皇帝遠，所以只好自己顧
自己，僧兵是以自我防衛為目的，以整體作戰力
聞名，而不是以個人武功聞名於世。即使是有名
的，也只是棍法而已。不過，因為少林功夫跟道
教密學（如太極、八卦）拉上關係，少林寺又是
明朝遺老避難勝所，跟反清復明又有關，帶給人
很多想像。

如果你腦裡深信少林功夫可以一個打十個、少林
是處理天下紛爭的聖所、天下功夫都出少林，你
有沒有讀過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呢？又或電
影《少林寺》（1982）啊？媒體神化了少林功
夫，而這種想像又為少林功夫帶來更多創作和想
像的可能。

兩齣Facebook電影 文：大三巴
資深藝術圈中人

看
了兩部有關Facebook的電影，《社交
網絡》（The Social Network），講述
Facebook開山始祖的是非，大鱷傳奇，
一般的流水作業。隨後發現一套獨立製

作，《非識不可（又名鯰魚）》（Catfish），大
概是有Facebook以來，第一套探究Facebook的
現象及文化的電影。故事簡單，講述一個紐約記

者，尋訪其Facebook密友，幾經訪查，發現密友與
想像的大有出入。其實，密友的現實人生是足不出
戶、有兩個弱智繼兒的婦人，自設各種社交虛擬身
份流連Facebook。雖說是紀錄片，內裡其實是真紀
錄或假紀錄也無所謂，重要的是，為甚麼以紀錄的
形式才能指涉到Facebook和現實人際關係的核心—
—寂寞和現實的磨人？ 前

日到深圳辦事，順道到何香凝美術館一
走，發現進館參觀已不用購門票。環顧館
裡多了非藝術的學生和觀眾，帶著好奇的
眼光看作品，我認為是好事。僅靠門票其

實不足支撐美術館的經費，在台灣，許多美術館和
博物館都早已是免費的，我想香港所有的博術館都
該嘗試。雖說現在買一斤菜也要十蚊八蚊，幾蚊入
場費很濕碎，但別忘了車費啊！偏遠地方如新界天

香港藝術館可以免費嗎？

紙道
何香凝美術館正展出紙上的創
作。不直接稱繪畫，只因紙上
的創作常被繪畫一詞框限了更
多可能性。例如今次展出以紙
作為平面，展示多元的方向和
技巧。很久沒有看到這麼精彩
的石版畫和體上紙雕。蝴蝶形
象的版畫，技術細緻，觀眾即
使靠得很近，明知道是圖像，
還是忍不住要輕觸蝴蝶的絨
毛。作品來自14位美國藝術
家。在內地，這樣的作品多由
領事館的文化推廣署包辦，
這次例外，因此少了樣板式
作品，即明星或主流藝術家的
團體再現樣式。當然，Ann 
Hamilton算不算呢？

香港藝術館入場費

Phora 2005 digital Print, Ann Hamilton
看Hamilton的裝置較多，其平面紙本作品還是一樣魅影幢幢。

Joseph Scheer的蛾，誰也忍不住手要摸一下。

水圍，來回港島及尖沙嘴，要幾十蚊！有教中學的
老師就連車費也要津貼才能帶學生同往，試問一
下，這樣熱心的老師也要養家的呀。

標準票
優惠票
逢星期三

10元
5元
免費

紙道——來自美國的紙上藝術
25 Dec 2010 - 20 Feb 2011
何香凝美術館
中國深圳南山區華僑城
www.hxnart.com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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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 Choreographing You Text: Jake Oliver Fishman 
駐倫敦記者

www.jake-o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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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ng my exploration of ‘play’ 
following last month’s 
article ‘The Need To Play’, 

this month I got myself down to ‘Move’, the most recent 
exhibition at the Hayward Gallery in the Southbank Centre, 
London.

On first walking through the exhibition doors you’re met 
with two long walls positioned with only just enough space 
to walk through sideways. Bruce Nauman’s ‘Green Corridor’ 
manages to instantly fill you with an urge to play and 
explor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omewhat unnerving being 
immersed in bright green light while feeling at any moment 
you could be sandwiched by the two walls that tower above 
you on either side.

On making it through the green corridor, a ‘normal space’ 
suddenly feels extremely open and free.  You are required 
to then remove your shoes before entering the next work by 
‘Lygia Clark’. Having never been keen on having to wear 
shoes so much of the time, this seemed like a perfect 
invitation to continue to walk, crawl and play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exhibition shoe free.

With a mixture of sculpture, installation, video and 
performance, it really was a show to feed all the senses. Live 
performances by dancers such as Mike Kellym, Isaac Julien 
and Lygia Clark along with many others, took place 
throughout the three month period for which the exhibition 
was held.  Shoeless and feeling thoroughly childish and 
playful, as I explored the numerous rooms and artworks, a 
female who I’d presumed to merely be another visitor to 
the exhibition, suddenly broke into a seemingly impromptu 
bout of dance and spoken word. 

Suddenly losing the certainty of knowing where the art 
began and finished, I was left to question what and who else 
was part of a work or performance. 

While at times having a description of an artworks meaning 
and purpose can enrich ones experience of it, having no 
explanation of what viewers see, its purpose, or whether it 
is intended to be art at all, can increase work’s accessibility 
and leave people freer to hav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 attributes of artwork encountered on the 

“Move: Choreographing You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t and dance from the late 1950's to the 
present day. The main focus of the exhibition is on visual 
artists, dancers and choreographers who create 
sculptures and installation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 
movements of the exhibition-goers, turning spectators 
into active participants - perhaps even dancers.” 
(Hayward Gallery, 2011)

streets and was great to see this taking place in a gallery space.

On walking around one of the best exhibitions I’d seen in some time, I was 
amazed to not only find the vast space relatively empty, but to hear they’d 
received numerous complaints about the exhibition being too interactive. 
People had reported feeling as though they’d just paid to walk into a large 
playground rather than an art exhibition. Personally, finding an exhibition 
that offered such an array of dramatically varying artwork, providing such 
rich visually and physically engaging experiences, is an event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one to be much cherished. 

Although quite different in its content, the last exhibition I encountered with 
such a diverse selection of work, would have been ‘Hope & Glory’ at the 
Artistree building in Hong Kong. Along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smaller 
independent exhibitions and shows, with any luck we’ll be seeing more 
wildly adventurous multi dimensional exhibitions in London, Hong Kong and 
everywhere in between.

Move Choreographing You Gallery

Hayward Gallery Southbank Centre London

‘Move’ at Hayward

Floor of the Forest (performance)

Green Corridor, Bruce Nauman

Choreographing You Gallery sp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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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CULT
exhibitions
當代蒙古 : 從草原到現代城市
Modern Mongolia: From Steppe
to Urban Dynamics

Now-28/2
Mon-Fri 10:00-18:30
Sat 10:00-18:00

漢雅軒 Hanart T Z Gallery 
Hanart Square

2526 9019
中環 Central
葵興 Kwai Hing

Sleeping Forest - 
Solo Exhibition of Wang Xi

Now-28/2
Mon-Son 10:30-18:30 Asia Fine Art Gallery 2522 0405

灣仔 Wan Chai

菲律賓概念藝術教父Chabet個展
Roberto Chabet: Intermediate Geography

4/3-9/5
Mon-Sun 10:00-19:00 Osage SOHO 2537 0688

中環 Central

Photographic and video works
by Sven Johne

Now-5/3
Mon-Fri 17:30-20:30
Sat 13:00-18:00

Goethe-Gallery
Goethe-Institute Hong Kong

2802 0088
灣仔 Wan Chai

真空妙有 ﹣ 崔岫聞個展
Existential Emptiness -
Cui Xiuwen Solo Exhibition

Now-5/3
Tue-Sat 11:00-19:00 Blindspot Gallery 2873 3819

中環 Central

Panoramic City in Transformation Now-28/2 Hong Kong Gallery lokbi.com
山頂 Victoria Peak

2P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30 LX Now-26/2
Mon-Fri 13:00-19:00

2803 2151
西營盤 Sai Ying Pun

張惠文個展
Eunice Wai-Man Cheung:
Rainbow of the Moon

Now-26/2 YY9 Gallery 2574 3370
跑馬地 Happy Valley

陳麗雲個展
Movana Chen:
Body Containers come to life

Now-20/2 K11 Art Mall 3118 8070
尖沙咀 Tsim Sha Tsui

明月清風 — 至樂樓藏明末清初書畫選
Nobility and Virtue: A Selection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es from the Chih Lo Lou Collection

28/1-17/4
Wed-Sun 12:00-19:00 藝術空間 Para/site 2517 4620

上環 Sheung Wan

陸浩燊個展
In the Midst of Hustle & Bustle - 
A Solo Exhibition by Spencer Luk

Now-24/2 MobArt Gallery 3488 1106
太古 Tai K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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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周年展
Centenary of China’s 1911 Revolution

2/3-16/5
Mon,Wed-Sat 10:00-18:00
Sun 10:00-19:00

香港歷史博物館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2724 9042
尖沙咀 Tsim Sha Tsui

羽佳粵劇藏品選粹
Highlights of Yu Kai's Donation

Now-18/4
Mon,Wed-Sat 10:00-18:00
Sun 10:00-19:00

香港文化博物館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2180 8188
大圍 Tai Wai

石語刀痕：香港印記
Calligraphy on Stone:
Seal Carving in Hong Kong

Now-23/5
Mon,Wed-Sun 10:00-17:00

茶具文物館
Flagstaff House Museum
of Tea Ware

2869 0690
金鐘 Admiralty

度不同玻璃展覽
Kiln-forming Glass Exhibition

15/2-10/03
Mon-Sun 10:00-18:00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Academy of Visual Arts, HKBU

6385 4652
彩虹 Choi Hong

棚·觀·集 - 繪本及攝影展
Scafolding, Viewing, Assembling - 
Exhibition of Schetches and Photos

Now-27/3 創新中心 InnoCentre 9412 1244
九龍塘 Kowloon Tung

修復珍藏 - 阿培三部曲
Restored Treasures - The Apu Trilogy Now-6/3 香港電影資料館

Hong Kong Film Archive
2734 9009
西灣河 Sai Wan Ho

Video Exhibition: A Lesson in Extremes Now-21/2
Mon-Sun 10:00-19:00 Osage Kwun Tong 2793 4817

觀塘 Kwun Tong

bc Sundays February 2011：
Unforgettable 7/2-28/2 百老匯電影中心

Broadway Cinematheque
bc.cinema.com.hk
油麻地 Yau Ma Tei

德國電影精選2010-2011: 觸得到的回憶
German Film Forum 2010-2011：
Those were the days

Now-11/3 香港電影資料館
Hong Kong Film Archive

2734 9009
西灣河 Sai Wan Ho

紐約市芭蕾舞團 New York City Ballet
3-7/3
Thu-Fri,Sun-Mon 19:30
Sat 20:30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Grand Theatr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2824 2430
尖沙咀 Tsim Sha Tsui

翩娜．包殊烏珀塔爾舞蹈劇場《康乃馨》
Tanztheatre Wuppertal Pina Bausch - 
Carnations

11-13/3;
Fri-Sun 19:30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Grand Theatr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2824 2430
尖東 East TST

亞太舞蹈平台
Asia Pacific Dance Platform

25-27/2
Fri-Sat 20:00
Sat-Sun 15:00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Blackbox Theatre,
Kwai Tsing Theatre

2824 2430
葵芳 Kwai Fong

新域劇團《遺禍人間》
Prospects Theatre - To Those Who
Deserve to Die (in Cantonese)

17-20/2
Thu-Sat 20:00
Sat-Sun 15:00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Studio Theatr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2606 7222
尖沙咀 Tsim Sha Tsui

《重回凡間的凡人》
An Ordinary Man

11-27/3
Tue-Sun 20:15
Sat-Sun 15:00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Studio Theatr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2824 2430
尖沙咀 Tsim Sha Tsui

《聖荷西謀殺案》
Murder in San Jose

3-13/3
Tue-Sun 20:00

香港大會堂劇院
Theatre, Hon Kong City Hall 

2824 2430
中環 Central

《矯情》
4-6/3
Fri-Sun 20:00
Sat-Sun 15:00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Blackbox Theatre,
Kwai Tsing Theatre

2824 2430
葵芳 Kwai Fong

新編粵劇《巫山煙雨情》
A New Cantonese Opera - A Foxy Tale 28/2-1/3

Mon-Tue 1:30

元朗劇院演藝廳
Auditorium, Yuen Long Theatre

高山劇場劇院
元朗劇院演藝廳
Theatre, Ko Shan Theatre
Auditorium, Yuen Long Theatre

劇場工作室《黑森林》
Drama Gallery -
Black Forest (in Cantonese)

18-20/2
Fri-Sat 20:00
Sun 15:00

2372 9007
元朗 Yuen Long

2268 7325
紅磡 Hong Hum
元朗 Yuen Long

《水滸108 - 忠義堂》
108 Heros - Tales from the Water Margin

4-6/3
Fri-Sun 20:00
Sat 15:00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Lyric Theatre, HK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824 2430
灣仔 Wan Chai

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場
Shouson Theatre,
Hong Kong Arts Centre

Table For Two 二人餐
17-20/2
Thu-Sun 20:00
Sun 15:00

2574 4968
灣仔 Wan Chai

觀鳥節2010
Bird Watching Festival 2010 Now-28/2;

Mon,Wed-Sun 10:00-17:00
香港濕地公園
Hong Kong Wetland Park

3152 2666
天水圍 Tin Shui Wai

「校園Go Green」繽紛FOTOMO比賽 Now-31/5 香港藝術中心
Hong Kong Arts Centre

2572 7488
灣仔 Wan Chai

五_晤 // 悟_吾
5____(5):
the interview in sync (in Cantonese)

25-27/2
Fri-Sat 20:00
Sat-Sun 15:00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黑盒劇場
Black Box Theatre,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2268 7323
石硤尾 Shek Kip Mei

music
南蓮園池中樂系列：王中山古箏演奏會
Zheng Recital by Wang Zhongshan

19-20/2
Sat-Sun 19:30
Sat 14:30

南蓮園池香海軒、香港大會堂劇院
Xiang Hai Xuan Multi-purpose
Hall, Nan Lian Garden
Theatre, Hong Kong City Hall

2268 7321
鑽石山 Diamond Hill
中環 Central

哈雷樂團 Hallé Orchestra 3-4/3
Thu-Fri 20:00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Concert Hall,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2824 2430
尖東 East TST

安潔莉卡·許科拉格與瑞士巴塞室樂團
Angelika Kirchschlager with
the Basel Chamber Orchestra

5/3
Sat 20:00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Concert Hall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2824 2430
中環 Central

林一峰 X 黃馨《花訣》
Reqium for Flowers:
Chet Lam X Shin Wong

3-5/3
Thu 20:00, Fri-Sat 21:45
Sat 15:00

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場
Shouson Theatre,
Hong Kong Arts Centre

2824 2430
灣仔 Wan Chai

尼古拉斯·阿爾斯達德大提琴獨奏會
Niclos Altstaedt Cell Recital

8/3
Tue 20:15

香港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Amphitheatr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824 2430
灣仔 Wan Chai

film / video programmes

dance

drama

ecology

seminars / talks 
本土文化內涵與創意產業發展
 Contents of Local Cultures and
Developments of Creative Industry

26/2
Sat 15:30-17:30 創新中心 InnoCentre 9412 1244

九龍塘 Kowloon Tung

香港神功粵劇的文化及藝術 
The Culture & Art of Hong Kong
Cantonese Opera Ritual Performances

5/3
Sat 15:30-17:30

創新中心 InnoCentre 9412 1244
九龍塘 Kowloon Tung

什麽是西方當代藝術？ 5/3
Sat 14:30-17:00

深圳何香凝美術館
Hexiangning Art Museum,
Shenzhen

86755 2660 4540
華僑城
Overseas Chines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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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Appreciation & Criticism

「藝術評賞與通識工作坊」徵文比賽優秀作品
色情與情色本是一念之隔，《色．戒》中表現了多
種做愛體位姿勢，有人把這表現為男女主角之間的
情慾藝術表達；家長稍為歪一歪頭，怎麼這樣
色情？近年香港社會雖說愈來愈開放，但普遍對
「性」和「色情」的接受度卻愈來愈低，甚至避諱
而不談。九十年代初是港產色情電影的高峰期，孕
育了不少三級女星，而非只單純拋胸的「o靚模」。
不少社會人士都抨擊現今「o靚模」敗壞社會風
氣，但二十年前香港卻出產大量三級女星－－邱淑
貞、葉玉卿、陳雅倫、翁虹、李麗珍、舒淇、徐若
瑄，她們於二十年後的今日都已成為人妻或「從
良」做超級巨星。難不成二十年前脫光衣服拍三級
片就可以，現在連擠個乳溝也不行？

成年以後，筆者也有觀摩過日本AV，不過大多是
單刀直入性交場面，毫無劇情可言。以往的港產情
色電影有劇情支撐。《赤裸羔羊》以殺害花心男人
的女殺手為題，也為女主角邱淑貞提名金像獎最佳
女主角。現在誰會想到拍情色電影會提名金像獎？
談性說愛本是人之本性，成年人閒聊時說「有味笑
話」也是家常便飯。今時今日女演員以裸露自己身

色情情色 Wong Pui Kwan, Carol、大二、香港科技大學

評審劉建華批改文章的認真程度，令筆者
肅然起敬。有讀者可能在上期的藝評評
語中覺得他彈多過讚，準確地說，是有
彈無讚。但也有讀者覺得劉氏的評語很

有趣，能啟發批判思考。他向寫作的同學作出提
問，目的是讓大家想得深入一點，提高藝評水
平。只要大家抱開放的學習態度，他的善意批評
將是你很好的參考。

構圖與情景
參加徵文比賽的同學，大部份在作品的視覺分析
上已做得不俗。但詮釋與評價往往流於簡單，大
多只用兩三句寫完，形式大多如此：「我覺得這
是一件好的作品，因為作品傳遞甚麼甚麼正面信
息⋯⋯」，原因未有充份的理由。上文的視覺分
析與下文的評價沒甚麼大關係，上文沒有下理
呀。一件作品就算具有很好的構圖，但卻跟內容
全無連繫，筆者認為那種構圖完全是無效果
（usefulness）的製作。以「當下．活在」海報
展為例，有三張日本海報，顏色黑白對比分明，
圖像中的曲線與直且硬的黑色畫框配搭很好。但
我只可以說作品的設計技巧好，然而海報沒有
文字，如果不是看作品旁的說明，觀眾未必聯想
到與日本民間的信仰有關。因為作品已從既有的

場所（site）抽離出來，放置在博物館讓你欣
賞。如果海報的作用是傳遞信息給大眾，這作品
沒有做好。也即是作品已脫離原有的情景，難於
被閱讀。評賞作品，就不能單說構圖。它能夠
打動你，是因為它與你個人的經驗有聯繫，也
正是你所須要在評賞中表達出來的。

勿戴有色眼鏡，要以理性分析
剛學寫藝評不宜完全以感性表達，例如：「我很
喜歡白雙全的作品，他的作品都是很好的」。喜
歡這個藝術家，不能構成作品好壞之說，你必須
拿出證據，令人理解你的論點。同樣，不要相信
名銜：「啊！他是冠軍，作品當然好。」因為有
太多政治及人為因素影響賽果。不要戴有色眼鏡
看作品，用你的眼睛感受作品，再用文字說出好
壞之處。一月份，CULTaMAPPERs已替約600
位中學生在香港藝術館與香港文化博物館進行過
導賞。我很希望評賞不會再停留在經典式讚賞，
而是與你的生活連接。有位中四學生竟然投交一
篇「彈」米高安哲羅雕塑的藝評給我們，很高興
有學生嘗試走出既定的說法，以自己的評鑑力分
析作品。說三月份，我們將帶大家參觀另類藝術
空間，有興趣可電2625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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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華評語：
似有點過於想出位或指責駁斥一些想法，簡化
和誇張了一些問題的複雜性，若我們肯定有些
是不雅的色情電影，那究竟甚麼才是情色？才
是情慾藝術？裸體？（觀看）性的愉悅感？一
定要唯美才有藝術性？電影製作把性行為合理
化在劇情、或把性行為置於用心的佈景，不可
以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包裝？事情的那些複雜
性有時才是最值得分析的有趣東西。

文中選擇性的舉例，由於抽離脈絡跳接對比，
多不太有說服力，如指有味笑話家常便飯，但
又指人們對色情接受度低、避諱不談？將三級
片潮明星和當下o靚模相比，以別人私生活指責
人假正經的桿尺來將三級片星說為堂堂正正，
其實與娛樂圈、媒體和消費者對於道德的多重
標準、把玩的市場遊戲搬弄相差無幾。指投訴
不雅者不識分辨，自己就要比其更曉釐清不同
類型的談論對象。

體為恥，一句「乜咁Cheap嫁！」擋得就擋，自己
私下卻十分放蕩，只是「假正經」之流。我倒是十
分欣賞堂堂正正拍三級片《3D肉蒲團之極樂寶
鑑》的雷凱欣，代表香港參演首部3D情色電影，
實是壯舉也。

還記得某年無線播映《鐵達尼號》，Rose脫光衣
服讓Jack畫素描，竟然收到觀眾投訴不雅。為何只
投訴裸體部份，不投訴後來Jack和Rose的「車
震」片段呢？或許我們的香港社會已踏入「色情」、
「情色」、「藝術」不分之地步了。

走筆至此，憶起兩年前一口氣入戲院看《金瓶梅
2008》和《金瓶梅II 愛的奴隸》，電影一方面大派
色情有味笑話，另一方面對唯美要求也是有一定的
水準。在森林裡面西門慶與明月交合，鏡頭不在於
女性裸露身體，其矇矓的燈光及氣氛的捕捉，與明
月初次與男人交合緊張心情十分配合。全部角色的
服飾都經特意設計，也實景拍攝上山下海的戲份。
看得出電影除了要給觀眾「性」與「愛」之外，對
於藝術觀感上亦很堅持。結局雖與原著不一樣，但
主題還是十分堅定－－女人利用「性」不擇手段達
到目的，搶男人、復仇。

日本AV與這類情色電影不同之處是，日本AV的
場景只有房間，或是一間大屋和床，男女優之間
沒甚交流便起勢肉搏，特別主題時就多點道具
（雖我知日本AV製作團隊是十分專業）；但情色
電影固然能帶給觀眾對性的愉悅感外，其對於佈
景、場景、戲服、燈光、劇情安排的執著，就是
「色情」與「情色」之分野。早前我看了南韓情
色電影代表作《霜花店》，電影中連男人跟男人
性交的場面也有，色情嘛？不，電影對於以慾鬥
權的主題十分清晰，韓式古裝佈景奢華至極，甚
至完全忘了它是情色片。

舊居附近，有間專門播映色情三級片的影院，更試
過二十元一日任睇。每次經過電影院門口，電影院
都會為上畫新戲配上「啜核」標語，例如「溝女上
床話咁易，兄弟蕉蕉輪流試」。這類拍出來純粹為
洩慾而設的電影，才是「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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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華評語：
除非有特別意思，我覺得可以從最易見、最直接
感受到、最大意義、最整體的東西講起，而海報
就是它的信息（有時或也可以是如要人猜估意義
的形象），重點在於甚麼人為甚麼理由要設計這
海報，這才能決定那風格形式方法是否恰當。

一開始就不斷重複談設計中的幾何（不過是方
塊）、立體主義，似乎是忘了設計最重要的溝通
成效。看到兩款海報，我疑惑兩者不在同一時間
張貼，一冬一夏，其實失了比照，而若聯想到落
雪和猛太陽，其實也不對應這顏色安排。

另甚麼是「反映當時社會的人民感受」？「更加
了解人民的生活」？這種句子太空泛了吧？至於
「不會產生抗拒」，也太主觀的提到些不用談的
假設問題，但既然談到，我反而真的覺得海報太
繁瑣，使我憎厭。

奧斯汀．庫伯（Austin Cooper）倫敦地鐵海報設計分析 蔡文瀚、中五、香港鄧鏡波書院

這兩張海報都把標題的文字放在正下方。兩幅作
品都是由幾何形狀組成，分佈不規律。在那無數
個幾何形狀的四周，都用了由另外幾何圖形組成
的外框圍繞著。而且這個外框隨著幾何形狀深至
淺色或淺至深色的變化，外框也隨著消失。不
過，這兩幅作品的用色方面有很大的分別，左邊
的主要以暖色為主，有黑色、紅色及黃色；右邊
的主要以冷色為主，有黑色、深藍、深紅、紅色
及黃色。

設計師把立體主義的繪畫風格運用在平面設計
上。作品的色彩分別是從黑色到深藍、紅色、橙
色、黃色、白色的漸層及從黃色到紅色、深紅、
深藍、黑色的漸層。設計師採用了小方格的幾何
形狀（冷到暖色系）合成，幾何形狀分別從上到
下及下到上重疊。設計師在兩幅作品中運用了近
似色，分別是紅色和橙色及黑色和深藍色。設計
師習慣把圖形主題以立體和象徵的方法重疊起
來，組成非常類似早期立體主義繪畫的組合，生
動而且有現代感。

這兩幅海報是地鐵廣告，是關於天氣，設計師希
望在寒冷的天氣中，能夠讓人在地鐵站內感到溫
暖；而在炎熱的天氣中，能夠讓人在地鐵站內感
到涼快，以及能夠透過海報吸引更多人乘搭地
鐵。同時也能夠開創立體主義或完全抽象的平面
設計。就是因為他設計這個作品，令往後更多的
設計師用這個創作手法來繪畫。

我喜歡這作品，因為作品能夠令看它的人感到舒
服，我尤其喜歡它的內容、用色。內容令人感到

資助：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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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記「書寫伙炭─—寫作與創作的對話」研討會 文：伊芙

舒服，又能夠反映當時社會的人民感受。用色方
面，設計師運用了和諧色和近似色，令人第一眼看
這幅作品就很容易接受它，因為不是一些刺眼的顏
色，因此人不會對這幅畫產生抗拒。

海報是反映人民生活的片段，我的作品是關於「死
亡是生命的延續」，而死亡是人生必經的階段，當
中也包括了一些人民生活的片段。在設計這海報
時，我希望能夠使用一些象徵性高或簡單易明的設
計手法，令我更加了解人民的生活。

為甚麼總是用理論看世界？何慶基說：「學
生往往不是用眼睛來看作品的，他們的評
論中很喜歡引用鼎鼎大名的人，只是在告
訴我他們所懂得的理論，令我很懊惱。而
且，作者應該考慮你的讀者群。這是作者
的責任。」此外，「評論的過程中，究竟
公眾的參與是多少？你作為評論者，還是
其實是God？論斷這是怎樣怎樣，是在
Educate大眾？甚麼是藝評？藝評可不可以
有其他的形式，可不可以像寫小說？」

羅文樂：「我是layman，也說幾句。我們
講藝評書寫，究竟需要怎麼樣的藝評人？
我們缺乏藝術家自己的書寫。」

1.

2.

關於藝術書寫的困難。丁穎茵談到她所研
究的ceramics：「我會先了解物料，易地
而處，在藝術家的位置去了解作品與藝術
品的關係，這是我真的不知道的。」而
「藝評書寫是回到作品本身的感受，而不
是不斷詮釋某東西，否則只是書寫。以藝
評書寫去表現一種不可言說的感覺，其實
是『不可為而為之』。」

3.

上月，CULTaMAPPERs參加了「書寫伙炭」研討會，閉門研討，主角是藝評。參加的有
藝術家，另有不少是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資深藝評人，藉此，我們利用他們的眼睛看看
藝評。在這裡借花敬佛，將連續兩期跟大家分享，公諸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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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評賞工作坊」徵文比賽優秀作品 分析Frida Kahlo的畫像 羅世男、中五、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柵紀念中學

整幅畫的重點是中央的女
子，該名女子彷彿站在國
家邊界，左面為墨西哥，
右面為美國。國旗暗示畫
家是墨西哥人。構圖明顯
分割兩面，左面的事物擁
有原始風貌，有本土特色
的石像、建築物。在右面
卻是屹立高樓工廠，城市
化的地方。畫面下方畫出
地底構造，把視點擴展到
地下空間。地底同樣分成
對立的兩面，左面是植
物，自然的花兒盛放，而
右面是電器、科技產品。
電線伸延至花下土壤中，
感覺到一種侵佔。女子仿
如公仔般，站在機器上，
手中垂下的國旗象徵着不
願意的投降。

畫中的空間構造不明顯，
例如遠近差別不大，較為
平面。畫面不平衡，有所
偏重，右面的構圖較為繁
重，有壓迫感。

劉建華評語：
作者對畫中女子的形象太欠女性美有點性別意識
上的苛刻。畫家參考資料可多，其實可在這方面
找補充。
畫中的物件有些時候可以符號看待，遠近跟平面
化可是兩個不同的畫面處理問題。
描述畫面別穿來插去，可以先說畫面構圖，再而
延及女子中央的重點，又或第一眼就以女子為重
點，構圖如何從其左右開展，人物、物件和色彩
的象徵意義解讀，或也該同步進行，否則文章本
身也跟看圖的方法，每次也分割得支離破碎。

Frida Kahlo(1907-54), Borderline between Mexico and USA

分析Giorgio de Chirico, The Disquieting Muses 余妙萍、中五、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柵紀念中學

畫面分為前、中、後景。
前景為畫中呈現的較近的
兩座石像，中景為置於黑
暗中的石尊，後景為工廠
和宮殿。畫中的三個石像
都是象徵古代神話中的繆
斯。繆斯是神話中掌管學
術和藝術創作靈感的女
神。然而在畫中，代表繆
斯的石像沒有面孔，有一
種呆板的感覺，明顯石像
的存在，表現靜止的狀
態。前景石像隔着廣場面
向後景的建築物，與坐在
中間沒有頭部的石像，都
顯出典雅的味道，其造型
與建築物相呼應，亦突顯
出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
格。其中石像的頭部都是
沒有面容及表情，這作法
跟隨畫家本來的「無個性
存在」的風格而作，賦予
繆斯的存在是呆定、刻板
的，而三尊石像宛如人般
置身廣場中，令廣場籠罩
着使人毛骨悚然的寂靜。
廣場地板上的線條，造成
令人目眩的、極深的遠近
感，而遠景宮殿中飄逸的
旗幟亦是畫家常用的手
法，人在寂靜得可怕的環
境氣氛當中帶點動態。遠
景的工廠的紅色煙囪又與

劉建華評語：
可以把一些形容詞直接用於你要描述的繪畫對象
上，因為那正是它們的風格個性產生的條件，他
們不是為了突顯（或追求、服務）那種風格才出
現的。所選畫作本身相當簡潔有力，如果能把握
到這種力，石像的重、形的鈍，影的沈、線的硬
等，那重複使用的「呆定」、「毛骨悚然」那些
感覺就自然會傳遞出來，那時那就不是所謂的
「遠近感」，而是從石化到固化到時間也凝固，
距離到疏離到孤立的心理荒涼感。

26 27

畫中平滑的線條繪畫出靜態的事物。動感的事物所
佔篇幅不多。繪畫的事物清晰，但只有兩幅國旗顯
得較為隱晦。整體上沒有太大變化，畫面豐富。當
中畫家畫出了荒謬的事物，如太陽和月亮的並排，
一名衣著華麗的淑女卻抽煙，隱含諷刺的意味，有
張力。

色彩方面，地面利用實色（土泥色），是暗沈、缺
乏生氣的，死氣沈沈般，配襯較為鮮明的藍色，有
時代感的藍色顯得矚目。藍色屬冷色系，營造憂鬱
不安的氣氛。當中暖色系的紅色在左上角和右下角
造成呼應，而本來温暖的粉紅色在整體上失去了温
和的調衡。

宮殿相呼應。石像所產生的影子用直線刻劃，如實
物般明確、有力。進一步強調寂靜和靜止了的時間
那毛骨悚然的氣氛。

卡羅（Kahlo）是具代表性的女畫家，畫中女性的
站立，象徵女權主義。女子不再是温柔、細膩。畫
中女子肩闊的形象，欠缺女性美，反而多了一份堅
強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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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香港海報三年展」．墨濯空間 麥炳輝、中三、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參加了這次活動後，我對畫法以及海報的認識加
深。尤其書法，讓我感到一頭霧水。第一眼看下
去，有點感到討厭，但是後來一直看下去，又令
我感到有趣和吃驚。因為當一直看下去的時候，每
個字都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和深淺之分，還可以把個
人的情感融入其中。我個人本身對書法的興趣很
大，但是在香港缺乏這方面的幫助和認識的渠道，
因此書法式微，另外資訊科技發展也是重要影響因
素。希望這種中國的傳統藝術和文化不要失傳，因
為書法可以讓我們放鬆心情。書法有楷書、狂草等
這些不同的形式。另外，海報是現在重要的宣傳方
法，海報不單是商業的宣傳，也可讓我們抒發對不
同事物的感受，讓人得知。海報最重要的是讓人一
眼看下去而又能吸引人們繼續觀看。而且，現在的
海報與以往的不同就是以簡潔為主，較以往的少了
藝術性，作品也不一定要漂亮。參加這次活動，
我覺得每個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未必都一樣，有時
你認為是漂亮，但別人卻不這麼認為。所以，我學
會了多以別人甚至是不同的角度去觀看事情或作
品。可能，有些作品要由多角度去看，才可看出
它的意義。

評析「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胡卓露、中五、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在這次的展覽導賞活動中，我參觀了兩個
展覽，分別是「墨濯空間」和「當下．
活在──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墨濯
空間」展出的都是董陽牧的作品，而他的
作品全都是當代書法藝術。而「香港國際
海報三年展」所展出的是從不同國家、地
區提交的1775份作品中挑選的190份入圍
海報，這些海報都反映出不同地區的獨特
文化和海報設計的特色。

在這兩個展覽中，我比較喜歡「當下．活
在──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因為在這
個展覽中，我可以看到來自不同地區的海
報，了解這些地區的獨特文化。當中，我
認為最能吸引我的作品是「當下．活在之
繪十『足』」，是由來自中國內地的肖寅
婧所設計的。這個作品的設計主體是一隻
鞋子，卻因擱置太久，等待太久，於是裡
面的蛆糾結出許多飛蟲鳥獸，纏繞在一
起。這作品所以能吸引我是因為它的色彩
很繽紛，而且用了很多不同的東西來組成
這隻鞋子，如英文字母、數字、動物等，
我覺得很特別，所以最能吸引到我。

劉建華評語：
只選取或整理出重要的資料來複述，正如文中所
載挑選入圍作品一樣（這資料在文中反卻頗為多
餘）。要留意，能吸引我、我覺得很特別、所以最
能吸引我，其實這些句字再多，都是沒有告訴別
人多些你覺得甚麼特別吸引你。記住，繽紛、很
多不同的東西組成⋯⋯也不一定自然就是好的，
構思、形象、畫工、色彩構圖⋯⋯數者如何配合
發揮才是重點，若說各地區有自己的獨特文化，
那這幅又用上了甚麼，表現了哪些特色？

劉建華評語：
文章較強的是作者自己看了展覽的個人體驗，但
從「對書法一頭霧水」、「毫無頭緒」與「討
厭」，到「我個人本身對書法的興趣很大（產生
了很大的興趣吧？）」、「有趣和吃驚」？展覽
似乎成功讓你看到了一點新東西，但這些東西是
甚麼？就是中文書法字有不同寫法、書法也有個
人情感？這些都不一定要從展出作品來說明的。
但這種改觀也是好事，正如你說接觸的渠道也太
少。但你看完後有學習入門的衝動嗎？很多文化
的東西式微，都不是藝術館博物館就可以挽救
的，要有真心投入的人把傳統活生生的接下去。
你的文章，其實也不失向讀者反映了一些香港文
化藝術教育面的現狀。

資助：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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