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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評論D-I-E
CULTaTRACY

「在三三四新高中課程中…（劉建華認為）在教授藝術評論寫作中，
鼓勵學生通過寫作了解當下的藝術文化生態環境，激發學生對美學
與藝術的興趣尤其關鍵。老師應該啟發他們寫評論的靈感，鼓勵多
樣化的表達方式。而在長久固有的模式控制下，從DISCRIPTION-
INTEPRETATION-EVALUATION（描繪-詮釋-評估）的標準格式
幾乎形成了無創意寫作的框架。如果不從這模式中解放出來，那麼藝
術評論就成了一潭死水（D-I-E）！」
                                

《文化地圖》P.8, Vol.9/2010
《讓評論在生活中自由行走---專訪藝評人劉建華》

藝術評論D-I-E 

 「犀利大學藝術畢業展」在9月21日剛
完滿結束，多間中學對我們的導賞團服務的踴躍參
與，董事與顧問的小小讚許，令CULTaMAPPER感
安慰。當中一間中學更邀請我主持其校200名視藝
學生的創意工作坊，實令我意想不到。

 10月1日接著舉行的「藝術與通識評賞工
作坊」有相當多參加過導賞團的老師再次參加，很
是鼓舞。所謂「藝術與通識評賞」其實是希望以社
會的議題，例如：個人身分與社會的關係(如第一堂
程展緯講解他的張開口身份証作品)、本土文化、政
治等，作出發點，創作作品或寫作藝評。

 尊敬的楊秀卓老師在工作坊當中揭開上
期《文化地圖》，向我們說到劉建華的看法，「學生

再以這套方式學習只有D-I-E呀！」工作坊有必要
提供方式講授藝評的其他可能性。楊老師的擔心與
其他老師無奈，都是源於對3-3-4新高中課程的轉
制。
 想清楚有關當局的取向，我拿著教育局
與考評局的課程指引與評分指引，接觸有關政府官
員問個明白。很可惜，得知的只是他們倡議的3-3-
4學制所鼓勵的「著重情境聯繫，進行批判思想」原
來仍是神話一個。所謂藝術作品或現象的聯繫，仍
只是那個藝術流派的特色，不要問/答為何如此。那
種視覺元素的基本視覺分析，與時代脈絡仍是割裂
的。官說「老師沒有太多時間進修，以中學生現有的
程度，當下只可如此，大學才深入說這個吧！」如果
高高在上的官員相信學術權威，那就讓一班新加入
《文化地圖》的學術顧問在這個平台表達他們的看
法。以下的顧問來自不同學院與學系。我們將以顧
問為基礎，下月增設藝術教育委員會，定期策劃或
監察本會的藝術教育計劃。

何福仁先生   
(香港重要作家和詩人)

馬國明客席教授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職教授)

呂大樂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
院長)

余少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授)

彭麗君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黃慧貞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朱耀偉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及人文學課
程主任)

馮美華女士    
(兆基創意書院副校監)

陳健民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亞
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

黃國鉅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與哲學系助理教授)

梁美萍博士   

藝術雙年展

 不同城市的藝術雙年展已成為全球盛
事，甚至成為城市推動旅遊業的文化項目。意大利
的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歷史悠久，世界各地遊客慕名
而來。暑假舉行威尼斯雙年展的那幾個月，當地居民
「撞口撞面」都遇到「自遊行」，對平靜的日常生活
做成一定的干擾。於是每當雙年展舉行，很多威尼
斯人便「執包袱」走人，同樣作他國的「自遊行」。
這邊廂亞洲，嘩！要起飛當然少不了搞搞藝術雙年
展。上海、台灣、新加坡、越南、光州…等，一個接一
個。有飛機公司甚至曾嘗試推出專遊上海、台灣、新
加坡三地雙年展的優惠套票，對象是藝術專業。當
雙年展成為全球悠閒階層的定期節目，Nana Seo一
位年輕韓籍的策展朋友，介紹秋日韓國光州雙年
展。資深國際策展何慶基輕談雙年展現況。這9至
10月期間在台灣同時鬧出了兩個雙年展：「台北雙年
展」與「台灣雙年展」，大受台灣藝術圈的抨擊。有
藝評甚至停止評論以表抗議，藝圈中人大三巴認為
雙年展其實可以是一場地方間的文化政治。

老師互相參考各人經小組討論後試寫的文章

老師們討論藝術家偷人事間對不對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

黃念欣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

黎健強博士   
(香港藝術學院高級講師)

潘國靈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系講師、新聞及傳播學院
兼任講師)

管偉邦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講師)

陳奇相先生   
(旅居法國台灣重要視覺藝術與文化評論家)

岑允逸先生   
(資深攝影師,中學與大專兼職講師)

區文鳳女士    
(著名粵劇編劇/製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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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慶基先生看雙年展
Kelvin

何慶基先生曾觀賞過很多雙年展，亦於零八年任 
「文獻展」國際委員會成員，是次非常高興找到何
慶基先生作一次訪問，現在聽聽他對雙年展的想
法。

 Ｈ：何慶基先生

Ｃ：Kelvin

Ｃ：何慶基先生可否說一說雙年展的特色呢？
Ｈ：雙年展歷史悠久，是一個國際與當地藝術的展
示活動。當中著名的有威尼斯雙年展與巴西聖保羅
雙年展，此外，德國卡塞爾文獻展亦與雙年展有密
切關係，三者都是大型又國際化的展覽。

Ｃ：到了近代，雙年展文化有甚麼改變？
Ｈ：自二十年紀八十年代始，中國與周邊各地區亦
舉辦雙年展與三年展，例如中國雙年展、上海雙年
展、廣州三年展、台北雙年展、星加坡雙年展等，使
雙年展文化流行起來，辦得愈來愈盛大，形成一種
新的文化。

Ｃ：請問雙年展有甚麼內容和功能？
Ｈ：雙年展的展覽層面很闊，會邀請國際大藝術家，
同時亦會給當地藝術家展覽機會。除此之外，舉辦
場面亦會利用當地的社區空間，推廣舉辦城市給世
界，進一步更可以為當地藝術建立一套語言，加以推

廣當地藝術。對於當地的藝術家來說，雙年展是一
道很好的橋樑，使更多人認識他們的藝術。

Ｃ：哪個展覽令您印象特別深刻呢？
Ｈ：展覽要令人印象深刻，策展人十分重要。在九
○年初，澳洲三年展是一個很好的展覽，因為當時
的雙年展與三年展都不流行，沒太多人介紹過。現
時的雙年展有點兒辦得太濫；當然，個別雙年展有
其吸引之處。

Ｃ：剛剛您提及策展人，可否多談點有關策展人的
事呢？
Ｈ：策展人是雙年展的一個特色。好的策展人應有
好的網絡，因為雙年展的策展人會挑選合適的藝術
家。展覽成功與否，某程度上視乎策展人的魄力與
網絡。

Ｃ：何先生剛才提及現時的雙年展問題，可否再多
談一點？
Ｈ：現在的雙年展經常邀請國際著名藝術家，以增
加曝光率，形成了名星效應；此外，雙年展舉辦得
太多，變得公式化與荷里活化，使雙年展步向娛樂
與巿場主導，是近年雙年展的問題。近年雙年展也
辦得太重複，部分欠缺深入及獨特，有些更過分浮
誇。

Ｃ：您認為一個雙年展的成功條件是甚麼？
Ｈ：一個雙年展的成功條件不止於金錢上花費多
少，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的策展人，有一個好的
網絡，多做實際功夫，辦一個有深度且獨特的展覽，
而不必是以大小取勝，辦得太大亦會有缺失。

Ｃ：香港有條件辦雙年展嗎？
Ｈ：絕對有！香港在地理上有優勢，鄰近有中國、星
加坡等地，是一個很好的國際舞台。我們有一個很
好的機制，不同的本地公開展亦會定時舉辦，本地
機構亦積極參與。固然，在香港辦雙年展是要花很
多功夫的，而最重要是有好的策展人，有魄力，有決
心，把香港推廣出去，面向全世界。香港是絕對有能
力辦雙年展的！

2.何慶基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文化管理碩士課程總監、 

資深國際策展人、上海當代藝術館創館館長、 
西九博物館諮詢小組成員。

3.又一山人用「紅白藍」包裹出一間傳統中式茶館， 
天頂上懸著走馬燈，茶杯中有各國報紙的碎片， 

整個空間還配以真正茶樓中的聲響作背景音  
(2005年威尼斯雙年展) 

4.天花板上倒裝的紙袋石屎森林 (2005年威尼斯雙年展)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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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台灣」雙年展
大三巴

 到了台灣，本想到「台北雙年展」走一趟，
但台灣的朋友告訴我，這不是太多人看的展覽，也
不是「必看」展。兩年一度由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
的「台北雙年展」，已輪為既定俗成的節目。有傳主
辦單位重量不重質，以入場人數多寡為指標。那邊
廂在台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也主辦了首次雙
年展，不過名叫「台灣雙年展」。單看命名已可圈可
點，台中只是一個地方，怎麼命名是台灣而不是台中
雙年展？這正是地方主義抬頭的証明。原打算興建
「古根漢博物館」的計劃泡湯後，台中急著要以藝
術文化為自己定位，以與其他城市，如：台北，爭一
日長短，也弄了個「台灣」雙年展，以名字比併大小？
簡單了點吧。

 全球雙年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際，藝
術家明星的作品可以在幾個城市的雙年展同時欣賞
到。各地雙年展有如他們的旗艦店，為他們展示產

品。我們是否應從其他的方式去尋求一個地方的本
土藝術與文化？我想推薦大家趕快去看看的，是由
民辦團體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在台北市城中
藝術街區主辦的「台灣當代藝術論壇雙年展」(Fo-
rum Biennial of Taiwaness Contamporary Art) 。
它利用「台北雙年展」吸引國際注目的時機，呈現台
灣當地藝術家過去兩年所關注的議題與創作。「論
壇雙年展」主要分成國際與本土論壇、台灣藝術展
兩部份，其他還包括小型演講、工作坊等不同形式
的活動。

 其中兩個展場請勿錯過。其一是台北市
中華路一段89號，由數十個藝術家自然散落在荒廢
的建築公司大廈，擁有自己的工作室，現正開放他們
的工作室，就如香港的火炭藝術村，讓遊客參觀。對
比火炭藝術村，他們更能親近社區。藝術家們都很
友善地與我們閒談，而且一些工作室是地下店舖，可

以讓人自由出入，實踐街道文化的發展，令居民與
藝術家關係更形密切。其二是台灣攝影博物館預備
館，讓我了解到台灣攝影的發展。他們舉行的一系
列講座除涉及社區與城市文化發展外，還有對「台
灣」雙年展的討論，抨擊聲頗多。

 很可惜，這個自然散落的藝術家小社區
將面臨清拆。故請把握時機，在今年內抽幾天時間
去參觀了。

詳情請瀏覽:
1.台灣當代藝術論壇雙年 : www.arttime.com.tw 
2.台灣美術雙年展2010  : www.ntmofa.gov.tw 
3.台北雙年展2010  http://www.taipeibiennial.org
 

1. 台灣當代藝術中心
2. 台灣攝影博物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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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藝術在韓國2010
文：NaNA Seo

中譯：伊芙

 今年韓國的秋季，是一個豐收的秋季！皆
因收成了各式各樣的重大藝術及文化活動，如「第
八屆韓國光州雙年展」（8th Gwangju Biennale）、
「2010釜山雙年展」（Busan Biennale 2010）、 
「媒體城市－第六屆首爾媒體藝術雙年展」（Media 
City Seoul 2010）。

 「第八屆韓國光州雙年展」的主題定為
「萬人譜」（10,000 Lives），由知名的新美術館
長兼今屆的藝術總監Massimiliano Gioni提出，邀
請了134名來自31個城市的藝術家參與。「媒體城
市－第六屆首爾媒體藝術雙年展」主題「信任」（
Trust）。來自多國的策展人包括洛杉磯知名的紅
帽（REDCAT）藝廊負責人Clara Kim、當代藝術
中心的Nicolaus Schafhause、日本當代藝術館的
住友文彥（Fumihiko Sumitomo）以及46位來自
21個國家的藝術家的和諧合作，正好突顯了主題。
而「2010釜山雙年展」首次聘請外國雙年展策展人
Azumaya Takashi，以《在進化中生存》（Living In 
Evolution）為主題，探討私人生活與社交生活。展
覽中展示的161件藝術品，來自23個國家、72位藝術
家，思考現今生活中重疊的時間軸，嘗試理清藝術、
社會、世界、歷史以及未來的關係。這個盛大耀眼的
展覽花了差不多整個炎夏籌備。

亞洲當代藝術的魅力

 在今年一連串展覽中，亞洲藝術家的作
品顯得十分耀眼。特別是來自香港的「民間博物館
計劃」（Community Museum Project）作品“Mu-
seum Of Complaints”。「民間博物館計劃」是
APAP 2010（Anyang Public Project 2010）藝術
總監Park Kyong特別邀請來的；亦是香港有名的
社會倡導及研究團體，關注建立社會不同層面的知
識，尋找創新的社會關係。這次，「民間博物館計
劃」以投訴作為重新正視邊緣文化的方法，把負面
的投訴轉化為提升生活素質的正力量。

 在「媒體城市－第六屆首爾媒體藝術雙
年展」中，萬勿錯過「西京人」（陳劭雄、金泓錫、小
沢剛（Ozawa Tsuyoshi））！這個三人藝術組合分
別來自中國、韓國及日本。以「西京人」命名，是由
於在亞洲，有一個「京」在北（北京），一個在南（南
京），一個在東（東京），不過，竟然三缺一，沒有西
京！「西京」是一個創造烏托邦的夢想。這次，他們
在四個作品中，重構西京的歷史、社會、政治、經濟
和文化。

 除了Tino Sehgal和Maurizio Cattelan的
作品外，張恩利的油畫裝置“move along! nothing 
to see here”（原文“Circulez! Il n’y a rien à voir 
（with Moshekwa Langa）”）也是在「2010釜山雙
年展」中其中一件出色的藝術品。作品的獨特之處
是物件的陰影線條。張恩利繪畫了他在上海公寓的

物件，物件猶如從畫框中走出來，進入三維空間，成
為可捉摸的實物，為我們帶來了一個令人興奮的展
覽。

揉合不同類型的文化和藝術，多層次的國
際性綜合活動

在韓國，從九月至十一月尾，充斥著多樣化的藝術活
動，包括「2010首爾文化節」、「2010韓國大丘攝影
雙年展」、“Anyang Public Art Project 2010”、「
釜山國際電影節」，囊括視覺藝術、新媒體、電影、
表演以及攝影。期望這是一個與世界各地人交流的
機會，走出韓國到世界。

更多資料在：
-APAP2010 www.apap2010.org/
-Media City Seoul http://www.mediacityseoul.
org/2010/
-Gwangju Biennale http://www.10000lives.org/
-Busan Biennale http://2010.busanbiennale.org/
-PIFF www.piff.org
-Daegu Photo Biennale www.daeguphoto.com

關於Nana Seo
Nana　Seo紮根香港，熱心於發展與現今亞洲文化
議題有關的交流計劃。

1. 8th Gwangju Biennale Entrance
2. 8th Gwangju Biennale installation view 

3. MUSEUM OF COMPLAINTS outdoor installation view by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at APAP 2010

4. Shanghai based Chinese artist Zhan Enli painting  
installation at 8th Gwangju Biennale 201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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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得有理
Text: 胡世君

Photo: 黃穎詩/胡世君
Blog: 青蛙語 http://hk.myblog.yahoo.com/Frog-Zone

(以背包收藏本土文化，用鍵盤記載澳洲藝術與生活。 
Kenneth胡世君的背包工作假期旅程)

 聞名不如見面。相比起悉尼（Sydney）
或凱恩斯（Cairns）的夜夜笙歌，澳洲首都坎培拉（
Canberra）確如傳說中的「悶」。這裏西裝友多、
酒吧少、賭場細，就連建築物\也是方方正正的。物
以類聚，Backpackers內，眾人也格外文靜，早睡早
起身體好。然而若你問我，我依然認為這是遊澳洲
必到的一站。喂，別只管著玩好不好，這次要正經一
點，Attention!

 這數天逛展覽館彷彿走了二萬五千里路，
當中Australian War Memorial和Museum of Aus-
tralian Democracy（即Old Parliament House）
都叫我印象深刻。二者跟國會大樓（Parl iament 
House）連成一線，氣勢滂薄，頗有風水陣的格
局……可以請教玲玲姐箇中玄機嗎？不知怎的，在
War Memorial看著飛機大炮、死傷數字、故人遺
物、死者照片時，心裏總覺陣陣涼意（是天氣清涼
和沒吃午餐之故？）館內詳盡紀錄了跟澳洲相關的
大小戰爭：The Great War、越戰、朝鮮戰爭、兩次
世界大戰……常認為澳洲是一塊福地，雖然二戰時
曾受日軍正面襲擊，但大部份戰役均不在境內發生，
「幸運地」各場大戰的死亡數字不過五至六位數。
戰爭？就讓它長留電影院裏吧。
 某次和德國朋友談起，她說即使到了現
在，當德國人遊覽歐洲別國時，仍有可能被路人指

著罵他們「納粹」。其實德國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國
家，道歉？賠償？應做的都做了。儘管二戰陰霾仍未
完全拭去，但我相信世人更記掛著德國足球。世界
和波都是圓的，但我們在綠茵場上除了比競，更存
在對友誼跟和平的永恆盼望。那我們的世界呢？怎
麼某國在別國殺戮數十萬，卻能睜眼堅稱那只是人
家憑空捏造的謊話？又有國家以坦克車輾斃同胞，
唯自己不認錯卻要求他國尊重歷史……

 至於Museum of Australian Democ-
racy則更叫我汗顏！講民主雖是沉悶的議題，但澳
國深諳公眾教育的重要，因此偏向虎山行，以此為
題建設大型展覽館。香港政府也想試試嗎？在館內
我們可以學到民主的定義、相關歷史發展、影響世
界的重大民主事件、偉人名言，甚至歷任總理簡介等
（包括現任總理Julia Gillard）。澳洲人以擁有民主
為榮，雖然硬幣背後仍是英女皇肖像，但人民有權
選出執政黨，以選票決定國家未來。民主是一個「
機制」，讓改朝換代可以和平發生。愛和平，也許先
要愛民主。其實論上網速度、手機選擇、銀行服務、
美食、人民腦轉數等等，港人都足以自豪。但在展
博館裏，我首次清楚看見澳洲比香港先進百倍的地
方……

1.紀念館與新舊國會大樓遙相呼應。 
2.船堅炮利，生命何價？ 

3.死去的不止數字，更是有名有姓的一張張臉。
4.我彷彿回到大學上課。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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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散步：假貨
紅眼

 說得不客氣一點，中國堪稱假貨興邦。
若然誰不相信，請到國內走一趟，見過比蘋果手機
還要薄身的蘋果手機，翻過比原裝更似原裝的盜版
書，品嚐過比星巴克更有星巴克味道的咖啡，怕找
不到任何反駁餘地。但到底國內造假本事匪夷所思
到個甚麼地步呢？

 人到西安，焉能不去兵馬俑。秦皇百萬雄
師是真是假，肉眼難辨。要說造假，附近明敲竹槓
的秦皇地宮和阿房宮雖以金漆為金，牆紙作壁，但
名符其實是發秦始皇死人財，向朝聖者兜售假貨。
嚴格說本身便是假，而非造假。

 其實不如見微知著，話說旅途之中遇到
獨步大江南北的北京女生，相邀上路。公車未到，忽
有一陌生男子伸手過來，是張卡片。底面兩頁，密密
麻麻的小字比香港茶餐廳的外賣紙還要多，底下紅
字寫著：證書申請，保證成功。視線往上移，絕大部
分名稱都不認識，僅認得出的是：清華、北大，香港
區：港大、還有敝校香港中文大學。但我校何時開辦
航天學系？當然醫生紙、技工牌、婚書也樣樣齊備。
卡片雖小，五臟俱全。北京女生見我公車上不看風

景，卻將卡片看得有如先秦碑文，遂問：你在北京的
時候沒弄學生證嗎？我問：到哪裡弄？她答得絕核：
師大對面的文具舖。公車甩彎到站，即見人山人海，
老外同胞擠個肩摩踵接。買票之際，欲請教她的假
大學生證弄得甚麼模樣。她大方給我看，確是栩栩
如真，但她用不著。只見她突然自背包掏出一塊黃
色證件牌，有照片、姓名，並附省級旅遊局蓋章。
我遙望她附近的同行，猜到大概。藍色僅限當地景
點，黃色是全國通行，可接散客，如我。她背包裡還
有一面小紅旗，朝職員指了指我，暗忖：我先去洗手
間，待會門口見。最妙不可言的是，她的導遊證居
然在門前的讀卡機裡清脆地嗶了一聲，亮起綠燈。 
秦始皇啊，請看，英明一生，晚節如斯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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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成立牛棚社區網絡關注組？
Dolphin

1. 要求立即開放牛棚藝術村
2. 加強牛棚藝術村與社區聯繫
3. 監察牛棚未來發展，引入社區討論
有興趣可在facebook加入，是高中通識與藝術科的
好資料教材。

雖然香港娛樂業幾近真空，但香港教育娛樂化。
唉！慈 善公 益 用明星做 大使，商場搞娛 樂名人
show，現在教育也找來一班明星告訴你，香港教育
有乜好。

當年今日——燃燒的藝術
葉曉菁

 廈門達達堪稱是中國先鋒藝術中最激進
的一派。1986年10月，這群主張「消滅藝術」的年
輕藝術家舉辦美術展，卻在結束時把展品都付之一
炬。熊熊烈火，像是宣告新時代的來臨。

當年今日——關於畢卡索
肖遙

 1881年10月25日，現代藝術的創始人巴
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出生在
西班牙馬拉加，他是當代西方最有創造性和影響最
深遠的藝術家。與眾多藝術家總是死後才得到承認

肥女更自信
肖遙

 重量級搖滾女歌手Beth Ditto在十月巴
黎時裝週以一臉誇張的濃妝和絕對自信的造型在
XXS模特中大放異彩。這位永遠穿XXL的胖女陽光
燦爛地笑迎全場，贏得掌聲無數。「如果瘦是為了給

不同，畢卡索的一生輝煌之至，他是有史以來首個
活著親眼看到自己作品獲收藏進羅浮宮的畫家。畢
卡索曾說：「我每一幅畫中都裝有我的血，這就是我
的畫的含義。」

香港報評會十周年研討會——真配音，假新聞？
CULTaFiona

 行內有謂「冇畫面，冇新聞」。動畫新聞
被批失實，有傳媒主管在2010年9月25日香港報業
評議會十周年研討會獻計：把當事人或目擊者口述
配以動畫，取代記者旁白，動畫可信性豈非大增？又
以滑雪者親為滑雪模擬片段配音作例，解釋更親歷
其境的好處。研討會上議論錚錚，然被評大報依然
報評會會員冊上無名，未受約束。

台灣動新聞有200多名畫師專做動畫。華視解釋動新聞製作過程反
惹失實批評：http://www.youtube.com/watch?v=XGYLi1B-V8Ib

別人看，那麼就讓自己快樂地胖著。」瘦骨嶙峋絕對
不是美的唯一標準，就算不是Beth Ditto，胖女一樣
可以如此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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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eet Art Revolution 
Author: Jake Oliver and Sarah Wilkinson

www.jake-of.com
Photographer: Campbell Keys 
www.cambosh.blogspot.com

 Graffiti was once thought of as no 
more than the mindless vandalism of youths 
armed with spray cans on a mission to deface 
any piece of public property they could get their 
hands on. Fast forward to 2010 and we now find 
ourselves in a time where ‘street artists’ are be-
ing celebrated by the masses, having their work 
protected, exhibited and even auctioned at the 
likes of Drewets and Christies Auction house. 

 While many will tell you the journey 
from underground subculture to front page 
news has been an extremely gradual one, 
since the explosion of the now world renowned 
‘Banksy’,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ever more so 
called Urban artists are being taken seriously as 
working artists rather than merely nuisances to 
society.

 From the likes of Ron English to Dolk 
to the genius that is Adam Neate, an increas-
ing number of the most talented and dedicated 
street artists that have decorated the city’s oth-
erwise dull surroundings are finally being given 
the recognition they deserve for their artwork.

 To get an idea of just how dramatic the 

change from underground street art to major art 
movement, you only have to look at some of the 
recent headlines. From the likes of the worlds 
first street art film hitting Cinemas across the 
globe, with a rumoured release in Hong Kong 
later this year (Through the Gift Shop by Banksy), 
to the likes of an EINE canvas being given as a 
present by the UK’s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
eron to Barrack Obama! 

 Whilst some ‘old school’ fans of urban 
art resent their previously underground love, be-
coming ever more mainstream, you can’t blame 
the artists for striving to turn their hobbies into 
full time jobs. 
  
 For updates on events, releases and 
the latest Urban art news check out http://
banksyforum.proboards.com/ 

 And to see the work of some of the 
most exciting street artists about check out 
check out Elms Lesters gallery and Lazinc at 
http://www.elmslesters.co.uk,http://www.lazinc.
com/ 

Adam Neate - Hug Ron English Muslim Mickey

Bansky - Monkey Parliament

Adam neate Banksy - Rickshaw

Ron English - Mc.Big Boy Ben Dolk - In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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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嘉年華
Fotopiggie   

http://fotopiggie.blogspot.com

剛從山西平遙回來不久，還在消化著那一兩天攝收
了的影像。平遙這名字近年也漸為本地攝影愛好者
所認識，一年一度的「平遙國際攝影展」（下簡稱「
PIP」）現在已是世界同類型攝影節中規模最大的，
參展的照片數目據說有數萬之鉅，實在多得有點教
人吃不消。兩年前我也曾跟幾個香港攝影師在平遙
參加一個聯展，感觸良多。今年純粹以一個遊客度
假的心態去，正因為平遙攝影節的特色是其嘉年華
氣息甚濃，每天都有些餘興節目把氣氛弄得熱熱鬧
鬧，好像每時每刻總會有事情發生：白天各式各樣
的研討會、晚上在各個攝影團體駐紮的客棧旅館也
會有幻燈片播放晚會等等，目不暇給，內地的攝影
師圈子也視之為聚舊的好時機。

今年適逢是「PIP」十週年，本應值得「大搞」，不
錯，官方的開幕或各式頒獎典禮仍然甚為隆重，舞
台設有巨型電視屏幕不在話下、也不乏煙火助慶。
但直覺上今年的氣氛相對兩年前淡了一點點，連帶
在古城街上「采風」的攝影愛好者的「腳架陣」也
稀疏了，或許如雲南大理、浙江麗水，又或是廣東
連州等地所辦的攝影節評價都不錯，分薄了一些客
源。舉辦攝影節的價值，當然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公
眾可以接觸不同類型或風格的作品，或帶動旅遊業
之類，但地方政府亦明白搞文化軟實力的好處，所
以現在國內各省市舉辦同類型攝影節的風氣極盛，

皆搞得有聲有色，少不免有點較勁的成份。

「PIP」特色在於所有展場均設於已廢棄的工業場
所，例如柴油機廠、綿織廠等，這些場所只設有簡單
燈光設施，大多是在光量不足的情況下展出。也有
好些在戶外展出，也許是這個原因，大部份攝影師
對圖片製作或裝裱的質素不太講究，甚至很多是以
「用完即棄」的方法處置。但這種非典型又粗糙的
展示方式也造就了「PIP」的獨有特色，其他攝影節
也相繼仿效，有些作品可能因為這種場所的設計或
氣氛而有所獲益，但亦有作品在欠理想的光線環境
設置下而被觀眾忽視。

平遙古城是山西省內一個有數百年歷史的文化遺
產，有點像麗江及鳳凰古城。十年前，法國名攝影師
馬克．呂布（Marc Riboud）的姪兒阿蘭．朱利安受
雜誌邀請到過古城，深受其氛圍所感染，一手促成「
PIP」誕生。後來官辦的味道愈來愈濃，由於官方的
參與/插手，我們亦能預期在某些題材上妥協，觀眾
其實也心照不宣。當然我們也須明白辦這種規模的
攝影節沒有政府在財力或人力上的支持，單靠商業
贊助根本是搞不下去（尤其近幾年的經濟景氣）。正
正是官辦味濃，其實也可以體會到一些政治氣候的
微妙變化，例如由奉化錦溪攝影俱樂部成員辦的《
溪口．前世今生》展覽就比較有趣。因為奉化市溪

口鎮正正是蔣介石的故鄉，蔣當年國共內戰後期節
節敗退，被握有重兵的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等
要求下台。蔣下野暫時遠離權力後，返回故里溪口，
韜光養晦，苦思對策，也留下不少照片紀錄。《舊影
尋夢》這部份，攝影師重拍照片的場景，除了是今
昔相對照之餘，還附以蔣經國日記裡生活點滴的描
述，用一個比較人性化的角度重塑蔣介石。《角色》
是描寫溪口街頭那些模仿蔣介石的藝人，策展人甚
至把他帶來現場，將氣氛搞得異常輕鬆。回想數年
前共產黨「長征」七十週年紀念，內地電視台紛紛搶
拍「長征」為題的電視劇，不忘把蔣介石妖魔化，今
天我們從文藝作品中體現了政治形勢的改變。而以
台灣主題的展覽從兩年前柴油機廠某區的一部份，
大大擴張成一個「台灣館」。

舉辦攝影節其中一個要素是多元化或平台夠開放，
就算做不到，也要擺出個姿態來。「PIP」除了邀請
國內外的策展人策劃展覽，也公開徵集作品提案，
經審批入選，就會提供場地展出。當然開放或多元
化就必須付出代價，觀者要面對作品可能良莠不
齊。這類沒有設置主題的攝影節（雖有個可有可無
的主題叫「信心．力量」）在缺乏焦點下，觀者無可
避免如我一樣或有審美疲勞，但也無可否認欠水準
作品有展出的機會，才可獲得迴響，從而茁壯成長，
也可以培育觀眾有海納百川般的賞析水平。香港首

個攝影節將在不久後展開，希望她能做出成績，能
有成功的開始，或許將來能成為一個開放平台，成
為新一代攝影師的土壤。

1.廢置鍋爐放置老工業照片，似乎是自然不過的配對， 
但記憶中2008年也是這樣配對，少不免有點因循。

2&3. 古城內各式開放場所皆成了照片展場，左圖為古城內的城隍
廟，右為城牆內《山西畫報》的展覽。

4. 本為法國駐華使館文化專業的白尚仁的 
《北亮仲夏夢之夜》頗有趣，以北京四環裡一個以圍牆分隔開街道

與民居的小區眾生相為題，不避嫌的奇觀成份：那個月亮門戶其實不
啻是一個peeping hole。

5. 展場天天都有助慶的民間演出，大鑼大鼓好不熱鬧。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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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自己的時候
  [七城影頁] 葉七城

網誌「人生音像城」，收錄七城於《AV Magazine》 
的每週電影專欄： http://yip7x.wordpress.com

七城另一身分是資深攝記， 90 年代曾以筆名 「守嶺」 於報章發表
一系列攝影文字，可於前線‧焦點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博客重溫及下

載：http://hk.myblog.yahoo.com/hkppanet/article?mid=792

 上次接受了《文化地圖》訪問，談及寫電
影評論的事情，訪問我的Fiona小姐說：從我的專欄
知道我近況，比Facebook還要快。亦即是說，我這
裡不是提供電影資訊的。

 所以我大部分時間很迷惘，不知自己在寫
甚麼：談近況，抑或評電影？但如果讀者不認識我，
知道我的近況又有何用？

以下，還是寫近況，其實也是關於電影的。

 最近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離開工作了五
年的雜誌社，也意識到這次會是徹徹底底地離開幹
了二十多年的新聞界。昨天將公司給我的一張支票
存入銀行，想到了《兩顆絕望的心》（Leaving Las 
Vegas）的一幕，江郎才盡的失意編劇Ben（Nico-
las Cage飾演），被老闆辭退，他看了公司給他的支
票上的銀碼，感激地說了句「你太慷慨了。」（This is 
too generous, Bill.）

 生命對Ben已經沒意義，他決心到賭城
買醉至死。在拉斯維加斯，他遇到飽遭生活折磨的

性工作者Sera（Elisabeth Shue飾演），在他生命中
最頹唐的時刻，絕望地愛上一個人，最後一次肌肉
抽搐，醉死在她的懷中。

Sera: Is drinking a way of killing yourself? 
Ben: Or, is killing myself a way of drinking?

 這部電影十多年來一直在腦海揮之不去，
我那張支票上的一個數字，將會決定我目前的休息
狀態能維持多久。年過四十，才開始在另一個領域
發展，我知道路一定不好走。在舊公司的五年，我發
覺自己的面目愈來愈模糊，變成很陌生的一個人。每
一次妥協，每一次委曲求全，身體好像脫落了一根肢
體，是時候撿拾自己的殘肢。記得初入行時，很喜歡
台灣創作人李壽全的一隻歌《看不見自己的時候》，
是這樣唱的：

 總在早晨不太快樂的清醒／總是睡前需
要一點點的酒精／啊﹣情緒萬種／為何只剩下一種
痛／忘了曾經有過的感動／忘了伴我孤獨的初衷／
劃根火柴，在你看不見自己的時候／點支香菸，看它
能支持多久的寂寞／啊﹣沏一壺茶，在被遺忘的人
生角落／餘味總是冰冷苦澀／品嚐世事的起起落落

 昨天，肆意睡了接近二十個小時，因為不
用上班，所以感覺良好，只是醒來時四肢有點痛。發
了奇怪的夢，夢中發生交通意外受了輕傷，被送到
急診室的分流處，等待治療。不必懂得解夢也曉得，
是受了前幾天看的電影影響，片名叫《Triage》，正
是醫院分流處理病人之意思。講述Colin Farrell飾
演的戰地攝影記者在戰區採訪時受到的嚴重心理
創傷，使他難以振作。兩年前我到四川採訪地震，
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告別無聲，我看見了心中的恐
懼……更令我明白是時候離開新聞前線，找一處雙
腳不會顫抖的地方站起來，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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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年的老實與金光
文/鄭啟明  林永欣

 油麻地廟街與新填地街交界有一間店
舖，名叫「老實公司」。店名特別，歷史也悠久，原來
老實公司已經營了八十四年，並於廿二年前遷往現
址。店外一幅綠色帆布，印上店名以及「刨花油」、
「拜壽金桃」七個小字，既可阻擋陽光，亦兼收宣傳
之效。老實公司售賣的貨品種類繁多，不問而知，刨
花油與拜壽金桃是主打貨品。年逾七十的老闆莫錦
松先生形容：「這些都是過時的老東西。」

 所謂拜壽金桃，不是在連鎖珠寶金行櫥
窗慣見的真金壽桃，而是沒有任何黃金成份，外號
「朱義盛」的仿製金飾，約初生嬰兒手掌般大小，
老人家擺大壽用作回禮，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頗為
流行。莫先生解說金壽桃的製作工序：「先做模，倒
模，再上色，以前都是在香港做的，後來都在大陸做
了，那些師傅也不比我年輕多少。」店面當眼處放了
以金壽桃砌成的壽牌，從現址開始營業起，便一直
放在這裏。據莫先生說，沒陽光直接照射，金壽桃可
以三十年不褪色，可見朱義盛雖是「流嘢」，質素卻
絕不差。這些朱義盛在國民黨時代外銷安南（即今
越南）、新加坡這些當時生活水平比較落後的國家，
內地的淡水、客家人也是主要銷售對象。

 老實公司處處是寶，售賣的朱義盛當然不
只拜壽金桃一款，其他首飾如指環、耳環、髮簪等等
都能在這裏找到。莫老闆與太太介紹了多款「朱義
盛」，其中一支釵，叫做「頭扒」，取其「扒起」、生
活好之意。又有款式像太上老君手杖的頭飾，名「孖
如意」，祝願事事如意。若非莫老闆夫婦介紹，真不
知原來一件小小的頭飾也大有學問。莫太太隨後拿
出一隻銀匙，以為是舀雪糕用的，想不到竟是用來
清潔舌頭的脷刮；接著又展示一條銀鍊，以為只是

普通頸鍊，原來是用來繫圍裙的！

 刨花油是老實公司另一名物。莫老闆在
店前當眼處放了兩大罈刨花油，特意前來購買的人
亦見不少。十五元一兩，莫先生說已廿多年沒加價
了。刨花油究竟是甚麼東西？簡言之，就是天然護
髮素。原材料刨花楠是楠樹的一種，只取其皮，剪成
條狀，放進攪拌機打成糊，加白茶油浸泡，然後隔渣
取油便成。據稱常用可使頭髮烏潤，並有助頭髮生
長。製作刨花油頗費工夫，店內常備十多部攪拌機，
比果汁店的還要多，也可算老實公司另一特別的地
方。

 訪問期間，莫先生為前來查問的顧客一
一介紹店內商品。一件手工精緻的金壽桃匙扣，才
售十多元，利錢多少，莫先生當然心中有數：「從
戰後到現在，貨價升了約四十倍，店租卻升了約八十
倍。」原來店舖這幾年也在賠本，難怪莫先生說這
間承傳自父親的商店，也要結束營業，成為歷史了。

 隨著時代進步，誠如莫先生所言，有些東
西或許過時了，難敵歲月無情的淘汰，它們也許無從
選擇。可以選擇的是我們，我們可以選擇忘記，也可
以選擇珍惜它，紀錄它，好讓這些本土文化遺產流
傳下去。

 Mok Kam Chung, 70, owns a shop sit-
u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emple Street and New 
Reclamation Street. This shop, with its name lit-
erally means “Honesty Company”, has been op-
erating for 84 years. Pau Fa oil (刨花油) (Note 1) 
and longevity peach (拜壽金桃) (Note 2) are the 

84 Years of Honesty and Lustre
Text / Sam Cheng and Vivian Lam

must-buy items. “These are just old-fashioned 
stuff,” said Mok.

 Artificial gold ornaments are com-
monly known as “Chu Yi Shing (朱義盛)” in 
Cantonese slang. Painted in gold, the longevity 
peach was popular in Hong Kong in the 1970’s 
and 1980’s. Mok briefly explained to us the man-
ufacturing process: mold making, molding, and 
colouring. “These ornaments were used to be 
manufactured in Hong Kong. Now everything is 
done in the mainland. The master technicians 
are no younger than me!”

 On the wall of the shop displayed a 
longevity plaque, with auspicious patterns made 
by longevity peaches. We were told that without 
the direct sunlight, the longevity peaches would 
continue to shine like real gold for over thirty 
years. These are surely quality Chu Yi Shing. In 
early 1900’s, Chi Yi Shing goods were exported 
to less well off countries like Vietnam, Singa-
pore and Mainland China.

 Other Chu Yi Shing treasures are 
also found in Mok’s shop: there are rings, ear-
rings and hairpins, just to mention a few. Mr and 
Mrs Mok explained to us the meanings behind 
the Chu Yi Shing ornaments. A kind of hairpin 
named Tau Pa (頭扒) represents prosperity and 
good life. Another hairpin named Ma Yu Yi (孖如
意) symbolizes good fortune. There is also sil-
ver tongue cleaner that looks like an ice-cream 
scoop, and a silver chain for hanging an apron 
on the neck.

 In the front of Mr Mok’s shop stood 
two large jars of the popular Pau Fa oil, a natural 
hair conditioner. For over twenty years, Pau Fa 
oil has been sold at fifteen dollars a tael troy 
(Note 3). In the making of Pau Fa oil, the bark of 
the Machilus Pauhoi tree is cut into small pieces 
before blending into a paste. White tea oil is 
added to the paste, and the oil is then sieved. 
It is claimed that the frequent use of Pau Fa oil 
keeps hair black and helps in hair growth.

 “Ever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price of goods has raised by 40 times, while 
the rent has raised by 80 times,” said Mr Mok. 
The shop has not been lucrative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ok has de-
cided to close down his shop, despite that the 
shop was passed down from his father.

 As it is said,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
thing: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When the time to tear down has come, it is, 
however, our choice to forget, to cherish, or to 
record our own heritage.

Notes:
1.  Oil extracted from the Machilus Pauhoi tree.
2.  A golden ornament used as a gift to the guests given by the 

elderly on his/her birthday celebration.

經營八十四載的老實公司今月已經結業。如果你們想幫襯莫生莫太買
朱義盛，可瀏覽www.lifeworkshop.org.hk。在此要一提的，是生命
工場的同工對莫生莫太長時間的支持與協助。結業當天大家做到身
水身汗，令人感動。

29

CultamapOct2010.indd   30-31 10/7/10   6:23:13 AM



CultamapOct2010.indd   32 10/7/10   6:23:17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