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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aTRACY

無聊作品
我愛藝術，理想的藝術未必能改善現實生活，卻能
改變歷史，發人深省。好的藝術，開拓人看事物的可
能性，令精神為之一振，也就是一份美感經驗。俗艷
的與簡樸的，專業的與民間的，純淨的與污穢的，造
型的與觀念的，荒誕的與紀實的，只要令人眼界大
開的藝術，我都喜歡。而令人煩厭的，是那些單純利
用自己在藝術圈的權力位置老吹牛的無聊「作品」。
有「藝術家」能以一作走天涯多年，穿梭文化波場，
實佩服得五體投地，早應追頒「藝術家」一個「終身
成就獎」。「咁都得」？小販如果賣菜「呃稱」騙的
只是一個幾毫，「藝術家」偽裝文化價值，與騙子沒
甚麼兩樣，可能只是多讀幾年書，給人有說服力之
感而已。程展緯（有小販牌的藝術家），你不會「呃
稱」吧！

無聊到極的謝德慶先生
謝德慶先生可能是中國當代行為藝術的第一人，
10月23日在香港藝術中心聽到他的演講，很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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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與踏實之間

動。我唸藝術，但不是藝術家。謝先生的行為藝術
就是我生活的一個提醒：勇往直前，奔向目標。從
1978年至1986年，謝德慶發表了五件一年表演，
令人嘆為觀止。第一年表演是1978-1979的《籠
子》。他在其位於Tribeca 的工作室裏，建造了一個
11.6×9×8英尺的木籠子，並將自己孤獨監禁於其
中一年之久，不與人交談、閱讀、寫作、聽收音機，也
不看電視。坐在面前的謝德慶先生，已是一位長者，
但無論今天的他，還是螢幕上30年前在做著行為藝
術的他，都是那麼活力充沛。

在演講中，他卻帶著稚氣講述「籠子」：「有時我
的頭枕向這邊，有時枕向那邊。你看（他隨即展示
Snoopy睡姿的漫畫），Snoopy也是這樣的（觀眾
大笑）。沒有與外界接觸，那我可以想像床鋪是我
的家，床以外是外面的世界（觀眾再大笑）。你們有
留意洗手盆對上的牆上有個茶包嗎？那是家中唯一
的裝飾品（觀眾三笑）。（在籠子內）我沒有事做，
但同時，我在不斷思考。」把自己關在「籠子」一年之

久，有如宗教的獨自修行，我想這一年他已把很多事
情想通想透。「我不斷追求藝術，我知道我是不能
在台灣找得到她的，所以我偷渡美國（尋找我的藝
術）。我只有高中學歷，在美國也只好做黑市洗碗
碟工。30年前當我計劃好要進行一年的「籠子」時，
我根本不知道那叫行為藝術。但我清楚知道那是
我一定要做的事，所以我天天努力在餐館洗碗碟，
以換取金錢進行（「籠子」），往後的日子也如此活
著。我生命中有兩種時間：art time 與life time。作
品與作品之間的時間是我的li fe　　time，為實現art 
time，我可以在餐館life　　time的日子當洗碗工。」真
正的藝術家要為理想吃得苦。我一定不能像他或是
把孩子撫養成人的媽媽那麼有韌力，但我會努力把 
CULTaMAP做好。

尊敬的歐陽乃沾
今月很幸運，在開幕酒會認識了歐陽應霽的父親歐
陽乃沾。慈祥的長者，是香港第一代的畫家，微微
道出他的故事。事後我把那天獲得的畫冊逐頁看，
發現他短短的簡介，很踏實地表現了他對繪畫的熱
愛。「年青的時候，為學習繪畫，鍛煉技巧，到處去

寫生，廢寢忘食。中年以畫和畫友的事為工作，為養
家育兒，加班加點，在斗室裡，日以繼夜繪畫，假日
偷享受，在郊外也是繪畫。年老退休，畫得更專心，
畫得更痛快淋漓。以水墨、水彩、油畫或素描、速寫
去完成大量作品。」

藝術家的life time與art time其實是重疊的，也相
互影響。謝先生若果不願意當黑工，能否完成藝術
夢？今天能否用賣作品的錢，買房子與太太安享晚
年？歐陽乃沾先生的一生能分得開art time還是life 
time嗎？我們不是藝術家，但我們愛藝術，愛本土文
化，很幸運我可以把自己的興趣置入working time, 
life time與art time。

公共藝術
今期主題是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形式多，全球最普
遍的，可算是紀念戰爭中的英雄及死難者的紀念
碑。紀念碑上勝利者永遠受到歌頌，那犧牲者呢？
紀念碑下空空如也，沒有他們的屍骨，只有國家的
意識形態。埃及送給美國華盛頓的方尖碑，是華府
權力中心的象徵。1982年一位耶魯大學建築系大四
華裔學生Maya Lin（林纓）設計的越南退伍軍人紀
念碑，卻把戰死沙場的軍人姓名，一一刻在碑上，要
參觀者認真悼念。塗鴉也是公共藝術，Graphic Air-
lines最愛通過塗鴉與素未謀面的人對話，還有英國
藝術家Anthony Gormley對自己的公共雕塑的看
法。埃及的方尖碑與希臘神殿的石柱式紀念碑，不
但在各地公園可見，墳場墓碑也有不少會應用到，墓
碑介乎私人與公共之間的雕塑，CULTa18會介紹不
同墓碑與廟會建立。

1 你可以一年不與人交談，閱讀，寫作，聽收音機，也不看電視嗎? 
2 Snoopy的頭也會床頭與床尾兩邊忱的 
3 歐陽乃沾

2 31

CultamapNov2010.indd   4-5 11/4/10   8:52:49 PM



  

當藝術走上街頭
專訪本地Street art組合Graphicairlines

文： 葉曉菁

每當說到藝術，不少人都會馬上聯想到畫廊、油畫
或博物館，好像遙不可及。又有多少人會想起Street 
ar t（街頭藝術）？Graphicairlines是創作Street 
art的二人組合。成員Tat和Vi的作品遍佈港九新界，
藝術對他們來說，是生活也是快樂的來源。

街頭的自由自在
說起開始創作的原因，Tat認為Street　art最吸引的
地方是其多樣性：「做Street art沒有限制，你可以
畫畫、貼海報、貼貼紙等等。」他更說：「香港追求
民主自由，其實Street ar t正是自由的表現。」大學
主修動畫的Vi自言不是唸Fine ar ts或Graphic，但
在街上發表作品，沒有人會在意她的學歷。「很多
事情會看出身，但在街上創作不須任何人批准。」
Tat亦提及在畫廊展出的門檻十分高，但Street 
art卻是任何人也可以參與的創作。Vi指出藝術應該
要生活化，「就算你不太喜歡藝術，你的生活也可以
有藝術。」Street art能讓一般人在街上也能觀賞藝
術品。

冒險般的創作
Street ar t以街頭為基地，但大部份城市都不允許
任意標貼和塗鴉，那麼Graphicairlines有遇過阻撓
嗎？「有的。」Tat坦言創作過程不是暢通無阻，例如
台灣有市長鼓勵市民報案，嚴禁Street art。「有人

從閉路電視看到我在貼東西，便出來說要告我。」
但當中也有有趣的經歷。Tat笑著回憶：「又有一次
我們到某地方貼作品，一個小混混來恐嚇我們，我
們便馬上道歉，然後打算離開。」「誰知他居然開始
倒數！還說如果十聲後我們還未消失，便打我們。」
Vi說完後哈哈大笑。也許創作Street art的過程很驚
險，但也是一個愉快的回憶。

Street art＝牛仔褲？
Street art作品可能會被人塗污或掩蓋，藝術家的心
血可能只消一天便消失得無形無踪。不過對Graph-
icairlines來說，這是創作的延續。「我們不討厭，甚
至喜歡別人塗污我們的作品。」Vi認為整個過程很
有趣，因為可以看到作品不停改變。「我會把這個過
程比喻為牛仔褲。」Tat笑說牛仔褲須要經過時間
的洗禮，然後慢慢形成流蘇，這才叫美麗！Graphic-
airlines的作品也一樣，種種痕跡都是新的意義。

開發新地方
Street ar t藝術家常常要尋找地方發表作品，原來
這也是一種大開發。Vi舉例說如果她在一面空空的
牆貼了貼紙後，開始有其他人加入，像是她開發了一
個新地方。Tat補充:「我曾在日本一座甚麼圖也沒有
的橋上貼貼紙，剛剛再到日本時，看到那座橋佈滿
不同的圖，原來我又發掘了一個新地方！」

沒有活力的城市
香港急速發展，不斷興建大型商場、摩天大樓。新的
牆可潔白了，但是原來這令香港的Street art面臨困
境。因為愈是新的牆，愈是監察得嚴厲，不許隨便

1 Graphicairlines：Vi（左）和Tat（右） 
2 Graphicairlines的主角，象徵貪婪的城市人 
3 Street art常見於電箱
4 “Poor People born to suffer?”, Graphicairlines
5 “Meaty Mouse”, Graphicairlines

塗花。「當全香港都只得商場時，Street art便沒有
生存空間。」Graphicairlines多數作品通常在唐樓
或舊區，除了因為能讓作品保存更久，還有另一個原
因：「舊事物能配合我們的作品，新高樓總顯得格
格不入。」Tat更以沒有個性來形容新式大樓。Vi則
說「一個有活力的城市會有很多Street art和Graf-
fiti。」Graphicairlines八年來一直堅持創作，為日益
沉悶的香港添上點點活力。

About Primary：
Graphicairlines現於Above Second舉行展覽Pri-
mary，本著「好玩」的精神，旨在找回一種童年的感
覺，展出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有興趣的你可以去逛逛
喔！
 

1
2 3

4 5

尋找公共藝術．Look For Publ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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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人類與公共雕塑── 
記英國著名雕塑家Antony Gormley

文：肖遙

藝術的角色與人類文明的局限 

Antony Gormley，作為世界知名的英國雕塑家，其
雕塑在世界公共藝術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他的
作品有位於英格蘭北部的《北方天使》，今年在紐
約麥迪遜廣場展出的《事件的地平線》，以及放置
於英國伯明罕的《Iron Man》。 

最近，受英國文化協會的邀請，Antony Gormley來
到香港，以《從身體到藝術創作》為主題，探討了他
對公共藝術、生命與人類的見解，並分享他近年來
的一系列創作，當中不少是公共雕塑。

在英國出生長大的Antony　　Gormley自稱是「嬉皮
士」，曾在印度旅居3年，潛心學習佛教與印度文化。
之後又到澳洲，被當地1700年前的藝術作品深深震
撼。所有的經歷都對Antony　　Gormley的創作產生
深遠影響。 

藝術與人類進程的關係是Antony Gormley在演講
中討論的重點。「如果我們意識到這個世界的資源

並非之前想像的那樣無限，在所有物種中，人類須
要為此承擔最多的責任。當每個偉大的人類計劃在
進行時，我們是否要深思這將是一次自我毀滅？如
果藝術具有潛在的轉變能力，它能否觸及人類的大
問題、參與解決我們物質價值體系中那些過度需求
的部分？」 

Antony Gormley認為，人類與地球風景間的聯繫與
記憶是至關重要的，要珍惜我們佔有的土地、事件
和空間。人類文明是有其局限的，殖民統治其他星
球只是奢侈的夢想，我們不能在自己生活的地球上
耗盡一草一木。科技將人分裂到越來越細小的環節
中，現在我們要重新珍視人與土地和生命基本元素
的關係，學會對所有物種的包容與尊重。「我們應
該學會沒有掩飾的生活，可這是困難的。」

Antony Gormley對當下人類的生存狀態發出了這樣
的感嘆和呼籲。這也是我們所有人心存的願望和不
得不面對的困惑。藝術在當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能
否回到我們生活的一點一滴中，在一個開放的環境
裡闡述和解讀，幫助人表達自己的獨特性和對生命
的尊重。 

Antony　Gormley認為公共藝術雖然面對很多挑
戰，卻對所有人至關重要。Antony　Gormley曾說
過，「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已經太過依賴某種特殊
的條件，一心向著博物館去的藝術是不會有生命
的——它跟現實生活毫不相干。沒有比公共藝術更
好的了，因為它是未經中介（類似博物館的藝術空
間）的。」1 

或許這也正是公共藝術最特殊的魅力。透過與它親
密接觸，我們也成為藝術作品的一部分。在欣賞與
被欣賞、觀察與被觀察中，感受人類的命運和藝術
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

公共雕塑《事件的地平線》

Antony　Gormley回顧自己從1994年至2010年的
代表作，大量作品以赤裸的人體為主題，表達人與
世界的關係，這包括《北方天使》和《事件的地平
線》。
 

《事件的地平線》是今年3月至8月在紐約麥迪遜
廣場公園展出的公共藝術作品。31座根據Antony 
Gormley本人身體鑄成的鐵、玻璃纖維雕像分別放
置在公園周圍——4個位於廣場，27個矗立在周邊
標誌性建築的樓頂或齊胸的矮牆上（例如帝國大廈
及鐘樓大廈）。這些與真人比例一致而靜止的軀體
是從一個活著、呼吸著、具有生命的身體轉製而成，
在公共空間中與人近距離接觸，彼此觀察。Antony 
Gormley認為這件作品是「可以觸知的，可以引起
人們想像的」，路人既是雕塑的觀眾，也是創作對
象。對於《事件的地平線》，觀眾是作品的一部分，

1 Antony Gormley  
2 《事件的地平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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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作品的反應又成為其他觀眾體驗作品的一
部分。讓素昧平生的人聚在一起，一同欣賞作品，是
Antony　Gormley執行這項計劃的最大樂趣。這件
作品的視覺衝擊同時表達了人類對外界觀察的主觀
性，「你」或「他者」的概念是主觀的。如果真理是
通過我們的感官得知，那麼我們都生活在世界可見
的這一邊。

註：
1瑪琳娜．施丹：〈空中的哨兵：安東尼戈姆利談「事件的地
平線」〉，《藝訊中國》cn.artinfo.com，201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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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政治 直面生死—— 
認識Maya Lin與越戰紀念碑

文： 納荻丫

誰說紀念碑要高聳入雲？

誰也沒說紀念碑要高聳入雲。在21世紀，博物館可
以是一架四處遊弋的三輪車，那紀念碑也不必是形
象崇高的方尖碑。但在1982年，美國華裔耶魯大學
建築系大四學生Maya Lin（林纓）設計的越南退伍
軍人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掀起了
軒然大波。當時越戰在美國的爭議，出人意表的設
計，最麻煩的是，她的亞裔身份，都導致許多持種族
主義觀點的越戰老兵反對她的方案，無奈她的方案
兩次都脫穎而出。將近三十年過去了，Maya　Lin設
計的越戰紀念碑為人稱道，一直是華盛頓特區最多
遊人駐足的景點之一。

紀念碑位於林肯紀念堂東北，國家大草坪附近的
憲法花園，整個紀念碑有如大地陷落成一個V形的
敞口，接納死者，仿佛難以癒合的戰爭傷痛。有人
評價，V形的碑身像一座三角形墓穴的兩側，一側指
向林肯紀念堂，一側牽著華盛頓紀念碑，把獨立戰
爭、南北內戰、越戰三次美國歷史上意義重大的戰
爭聯繫在一起，發人深省。

Maya　Lin主張，碑身是光潔的黑色花崗巖，只按離
世的年份順序鐫刻著所有越戰犧牲者的名字和「
1959」、「1975」以示越戰的起訖年份。當人們從紀
念碑的一端走向底部時，地面徐徐下陷，碑身越來
越高，上面死者的名字越來越多；當人們佇立碑前，

細看那些逝去的人名時，自己的倒影與死者的名諱
融為一體，更體會到戰爭的代價。

歌頌英雄，還是悼念亡者？

要知道，當時很多美國人反對越戰，也反對為這場
戰爭立紀念碑，就連戰爭中的亡靈生前也可能是一
個反戰者，而越戰老兵中對是否立碑，怎樣立碑也
爭論不休。要設立紀念碑就意味著對越戰表明一種
政治態度嗎？Maya　L in的過人之處就在於她迴避
了這些問題，專注於悼念亡者——碑前的鮮花、信
件、照片讓參觀者真切感受到，逝去的人實實在在，
而非面目模糊，他們的死帶給親友悲痛。用Maya 
Lin自己的比喻，那些高聳的紀念碑就像用高音喇
叭對大眾喊話，讓人敬畏且迴避，但越戰紀念碑卻
像對著每個參觀者的耳朵輕聲細語，締造了參觀者
與紀念碑之間的交流。細想來，高聳的紀念碑大多
是宣揚一種意識形態，卻不刻上死者名字，而Maya 
Lin的越戰紀念碑卻超越了政治，直面生死，更具普
世價值的情懷。

超越紀念碑

越戰紀念碑是Maya　Lin首個作品，從這麼高的起點
出發到如今，Maya　Lin在建築設計、藝術創作、環
保主義方面都成就卓然。她不斷通過創作藝術品
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她一系列室內裝置作品——

“2×4Landscape”、“Water Line”、“Blue Lake 
Pass”可以讓觀眾體會從地上、水面下、中間的角
度重新體會自己與自然景觀的關係。今年初，美國
總統奧巴馬親自將2009年美國國家藝術勛章授予
了她。

1 Maya Lin說建築像寫小說，藝術就像寫詩，兩者都是她的衷愛。
2 越戰紀念碑，像大地敞開胸懷接納死者。
3,4,5 “2×4 Landscape”、“Water Line”、“Blue Lake Pass”，
三者可以讓觀眾分別從地上、水面下、中間的角度重新體會自己與
自然景觀的關係。

1

俄亥俄女孩的家學淵源

Maya　Lin從小在俄亥俄州的山巒與樹林中長大，難
怪養成了對自然的敏感和熱愛。而她的家學淵源也
非常耐人尋味。直到21歲，父親才第一次告訴她，原
來她的姑姑與姑父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恰巧這兩
位都是中國最早期從西方接受訓練的建築師，而他
們的兒子梁從誡（10月28日剛離逝）也是一位環保
主義社會活動家。Maya　Lin自己也暗自感嘆家族中
人冥冥中的默契。Maya　Lin說，年輕的時候非常想
變得與其他美國人一樣，對自己的華裔身份有一種
叛逆情緒，但直至30歲以後，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的
藝術與建築作品中的東方氣質。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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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ze Weekend,  
It’s the Height of the UK Art Calendar

Jake Oliver Fishman
Editor: Sarah Wilkinson 

From Frieze to Moniker art fair, an endless 
number of exhibitions and events all took place 
the weekend of the 16th October. With so much 
timed to coincide with the arrival of tens of thou-
sands of art hungry folk from across the globe 
for the infamous Frieze art fair, the middle of 
October is undoubtedly the busiest weekend in 
both London’s and the UK’s art calendar. While 
there is unarguably more going on than any 
one person could physically see in 72 hours, let 
alone want to - how much of it is actually any 
good?

Frieze claims to have attracted a staggering 
60,000+visitors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now. 
Whilst there is of course a guest li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my inner thigh, the vast majority of 
attendees are paying customers, each coughing 
up a whopping £25! Whatever the exact number 
of visitors there are, £25 times a huge number 
is definitely going to equal a lot of money, a lot a 
lot of money. On top of this, each of the hundred 
galleries pay anywhere in the region of £10,000 
a stand. You do the math... 

I can hear you angrily shout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it’s the art that matters’. As much as 

I’d like to believe this, it certainly doesn’t feel 
the case at Frieze. Unless you look itching to 
part with large sums of money in exchange for 
some ‘art’, you’ll be lucky if a gallery so much as 
takes the time to spit on you. In my own experi-
ence of enquiring about artist’s work, I’ve invari-
ably been met with a look that says “go away 
boy... you’ve probably never spent on art, what 
we spent on shoes for our Chiwawa”. Sadly a lot 
of the time this is probably the case, spending 
large sums of money on small dogs is all the 
craze don’t you know! 

Before I start to sound like an ageing bitter art-
ist, it wasn’t all doom and gloom... 

Amongst the thousands of artworks displayed, 
there were thankfully a few bits n bobs to get 
the taste buds tickling. The genius that is Erwin 
Wurm made a couple of appearances in the 
form of his friendly and playful, yet healthily sur-
real sculptures. ‘Mr. Mutt’ (2010) exhibited by 
Thaddaeus Ropac gallery, is a great example of 
his ability to create beautiful humorous pieces 
of sculpture that “extend the perceptions of re-
ality” (Wurm, 2005). 

Other highlights were works by Wolfgang Gan-
ter, Annika Storm and Jonathan Yeo who are all 
well worth checking out. Galleri Nicolai Wallner 
had a whole stand dedicated to the weird and 
wonderful mind of possibl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umble and loved artists, David Shrigley.  
With a fantastic series of prints, free hand drawn 
tattoos and a healthy smattering of sculpture, 
the stand was a breath of fresh air and a remind-
er of the humour and playfulness that can still 
exist in art today.   

To see some of the highlights from the weekend, 
check out www.monikerartfair.com, www.david-
shrigley.com, www.jonathanyeo.com and www.
wolfgangganter.de

John Russell 

Performance 1 

Erwin Wurm 

Gavic Turk 

killing you softly pi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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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Use 
2 William Hunt 
3 Look at his eyes!
4 Wolfgang Ganter and Kaj Aune 2 
5 Rob Pruitt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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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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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女生說：「我認為日本料理是最好的。」
德國男生說：「德國啤酒世界第一。」
韓國女生說：「我們以LG（韓國電器品牌）為榮。」
日本男生說：「日本AV是最好的，我也知道很多韓國
及香港男生，同樣對此愛不釋手……」

「我以XX為榮」，多麼肉麻的一句話！就算要說，
也得先問問：「我可以甚麼為榮？」自回歸後，香港
每天總像在掙扎求存，以往我們引以為傲的傳統強
項，如流行曲和港產片等，都彷彿在日漸褪色。猶
記得在電影《如果．愛》中，飾演內地夜店歌手的周
迅，登台時所唱的是梅艷芳的《壞女孩》。我問台灣
朋友有否聽香港歌手，她說最多也是「四大天王」
年代：「劉德華的《忘情水》真是超紅呢！」還幸現
在尚有陳奕迅，但香港一姐容祖兒在台成績不過爾
爾。說電影，台灣人跟我們的共同語言是周星馳。但
真正世界知名的，可能就只有Jackie Chan（成龍）
跟Woo（吳宇森）。哪管是亞洲人、澳洲人或歐洲
人，都能說出這兩個名字。先前我也在Backpack-
ers（旅館）中看到一群歐洲人在欣賞《赤壁》。但
說來說去，那些都是上世紀的遺產。到了今時今日，
香港人仍可以甚麼為榮？

就如「愛國」，那不同於阿當夏娃遺存給我們的「
原罪」。原罪生而有之（若你信上帝），但愛國情
操卻不因為你的國籍而自動上身。如果可以，我相
信很多人都希望以國為榮、熱愛國家。就如澳人在 
Australian　　Day（澳洲國慶），總會把國旗蓋在身
上，或畫在臉上。不需機構組織，一切自發，也自得
其樂。想人民愛國，不單單是靠國民教育，我們更
要找到「愛」的理由。只要理由充份，再肉麻的話也
會說得直接流暢。咦，你今天向某某說過「我愛你」
沒有？

題外話，對於香港人熟悉的「德國名菜」豬手，我
幾位德國朋友均表示「聞所未聞」。後來有人說那
可能是某地區的菜色，而他也想了一會才得出此答
案。至於各位在香港的「德國啤酒節」中看到的所
謂「德國傳統服飾」，我的德國朋友也堅稱「從來沒
有在德國看到有人這樣穿，那只屬某城市的衣服而
已」。突然想起，當香港學生出外交流文化時，總愛
帶幾件中山裝或旗袍，然後笑笑告訴外國人那是中
國「民族服」……Well，是美麗的謊言嗎？其實我們
又對自己的民族跟文化有多少認識呢？

1 與德國朋友Eva(左)及Eveline品嚐德國美酒佳餚。 
（攝於Sydney） 
2,3 這是「愛國」簡單而具體的表現嗎？ 
（攝於Melbourne） 
4 新西蘭同事Jnana曾習猴拳，也熟悉雙龍一杰 + Michelle Yeoh， 
   唯獨不懂丹爺，我便推介了《葉問》I、II給她看，希望她喜歡。 
（攝於Cairns）
5 台灣少女畫家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街頭賣藝。 
（攝於Adelaide）
6 若我沒看漏眼，這是我在National Film & Sound Archive看到唯 
   一的亞洲電影影碟。（攝於Canberra）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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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
Fotopiggie   

http://fotopiggie.blogspot.com

替人家講課，呵欠連場，我固然說得悶蛋，大概大
家也想不到攝影可以有這麼悶蛋的一面。攝影固然
有她的fun factor，好玩過癮的東西無處不在，如不
是的話，lomo之類也不會賣得滿堂紅。但苛刻一點
的說法，追求好玩可以去「滴滴尼」，但總要有些時
候去面對一下攝影「黑暗」的一面。

記得一兩年前看過一部叫《Helvetica》的紀錄片，
講的正正是今時今日最常用的字體「Helvetica」，
也是為這種字體誕生五十周年作一些回顧。一個字
體的討論能夠拍成一部片已教人嘖嘖稱奇，最過癮
的是其實片中從字體的喜好延伸到人對美學觀感的
態度。Helvetica 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隨便看看
你四周商標、書刊標題，由你手上iPhone屏幕裡的
介面，到你每天撞口撞面的港鐵車站名字的字款，
都是Helvetica或其衍生字款。設計師喜歡這種字
體，除了是由於她是「sans serif」（無襯線體，即我
們俗稱的「無腳字」）這潔淨工整的特質外，她的「
透明」、不具個性、中立無屬性、理性而不帶一種情
感態度、不會「功高蓋主」，凌駕了要文字表達事物
本身的訊息，也就是這個原因，很多人視之為一種「
悶」的字體。

其實攝影本身擁有不少「Helvetica」的特質，這種
「悶」的氛圍很大程度是由於她機械複製的特質。
上世紀美國攝影泰斗Walker Evans埃文斯在三十
年代替FSA拍攝的大蕭條景物，跟他同事Dorothea 
Lange或Arthur　　Rothstein的感性圖像南轅北轍。

他大部份時間拍攝的農民居住的生活空間、街景招
牌都是欠缺牽動人心的能力。埃文斯年青時在巴黎
混過一段日子，難道他會不懂做些塗脂抹粉的藝術
加工嗎？埃文斯的真知灼見在於攝影對現實細節的
描繪，抽離曖昧都是攝影裡獨有的精粹。可惜這些
態度不見得受歡迎，當年他被FSA炒魷，除了其我行
我素性格不為政府機關接納外，他那種「悶」的美
學觀也不是為大眾——那些FSA政治文宣的受眾所
接納。

平凡街角，無人地帶，都是七十年代地誌攝影運動
的「悶」點。Lewis　Baltz拍的無菌無塵新興工業
區，Stephen Shore拍的無個性路邊油站，Robert 
Adams拍那些無設計美感的新建市郊社區，展現現
代文明裡的真實生存空間，都是以「悶」死大家為目
的，挑戰大家耐性。這些挑戰在攝影其實來得晚了，
繪畫裡抽象主義、簡約主義早已把觀眾虐待得死去
活來，攝影到這個時候才叫反叛一下，也教大家吃一
驚，主要是攝影術誕生後一百年間，大家對攝影的
審美觀念還未好好確立，大部份藝術觀賞者仍然倚
仗傳統繪畫媒體的史詩美學去觀看攝影，具規模水
平的攝影展覽寥寥可數，要花長時間去教導啟發。

看《Helvetica》一片，會驚覺攝影跟字體設計一樣
受不同思潮的衝擊。九十年代以著名流行雜誌「Ray 
Gun」為首奉行的解構式排版，人稱所謂「grunge 
typography」影響當代不少設計師。當時雜誌的美
術主任David Carson無視所謂視覺平衡，對字體大

小距離都是隨意和表現得雜亂無章，正正在那段時
間攝影也是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出現了很多如複
製或用篡改手法去破壞其忠實紀錄的元素。

縱然如此，Helvetica到現在仍然受人青睞，而近年
德國的杜塞多爾夫學派（Dusseldorf School）攝影
師也無爭議地成為藝術界寵兒，客觀和不帶感情的
手法變成了一種風格而非達到目的的手段。Thomas 
Struth拍的無人街景，Thomas　Ruff一色一樣的「
mugshot」式人像，Candida　Höfer以同一眼平視
點拍的圖書館，都是「悶」的極致，卻偏偏賣錢非
常，大概因為boredom is the new cool。當然「悶」
是有代價的，除了會嚇跑了一些沒耐性的觀眾外，

也可能要蒙上壞品味的標籤。正如在《Helvetica》
片中，也有不少對這種字體的批評，有位德國字體
設計師Eric Spiekermann 道：「為甚麼在五十年後
Helvetica還這麼受歡迎？誰曉得呢。為甚麼壞品
味滿街都是？」他認為不單單是在個人電腦上，無
論蘋果及視窗系統，Helvetica已成了系統字體的「
default」、「預設」，大家不假思索就自然而然用上
了Helvetica。

相反，攝影裡感性浪漫神秘才是「預設」，我以往
採訪都很喜歡提一個「dark side of the moon」的
比喻，說許多時候人追求影像跟文字都有同樣的力
量，要富有詩意意境，感性連連，連苦難也要有浪
漫色彩，攝影那個富意境浪漫感性的方面是月球向
著我們的那面，美得教人讚嘆，而那個不感性、不浪
漫、純機械複製的方面是月亮的背面，那個我們永
遠也看不清楚、永遠黑暗，也有不少人不願看見，卻
實實在在存在的一面，是攝影本質的一種，就像我的
「預設值」：悶。悶人其實不容易，你悶得起嗎？1“West Wall, Unoccupied Industrial Structure,  

    20 Airway Drive, Costa Mesa”by Lewis Baltz。嘩，好悶！
2 Thomas Ruff人像作品選輯。嘩，好悶！
3 “Bibliotec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Lengua.  
    Madrid I, 2000”by Candida Höfer。嘩，好悶！
4 “Farmer’s Kitchen, Hale County, Alabama, 1936” 
    by Walker Evans。 嘩，好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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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城影頁]  火中抽出鐵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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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日子，提不起勁生活。離開工作了超過二十年
的行業，整個人像粉碎了似的，因為傳媒行業需要
拼勁來支撐，這壓力一鬆，人就頓時倒下。

年初朋友替我算命時，問我這些年來是否有情緒困
擾，我只冷然吐出四個字：心灰意冷。 

心灰，是經火化而成。

最近重看了一部電影：《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 有一個爛透的中文譯名《互助有情人》)，心
情很沉重。《互助有情人》是丹麥女導演Susanne 
Bier獲邀到美國執導的第一部英語電影女主角 Au-
drey (Halle Berry飾) 在丈夫意外身故，終日沉溺哀
傷之中。丈夫的最好朋友Jerry (Benicio Del Toro飾) 
情緒亦大受打擊，意志消沈。Jerry搬到Audrey的家
暫住，兩人從傷痛中，學習重新振作，過去的快樂記
憶，已經在火災中灰飛煙滅，只能銘記於心。

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些珍貴的東西隨火而逝
──當你發現激情不再的時候，失去的可能是追求
愛情的熱忱，或者是對工作的熱誠……那些曾經熱
暖過心頭的東西，火熄了都化成灰。現在，我對很多
事情都很灰心，日間裝作堅強，向朋友訴說離開媒
體後的滿腹大計，實情卻是對眼前一切感到無比厭
倦，慢慢想到放棄，放棄追求所謂的理想，及有意義
的人生。

我的朋友H，已經不工作十六年了，生活全靠家人接
濟。以前他是專業人士，有豐厚穩定的收入及光明
的前途。一天，突然選擇放棄，說要重新思索人生。
這十六年間，H見證了香港經濟的起起落落，幾次
金融海嘯，當我們這些打工仔天天擔心飯碗不保，
他卻已經超然物外，像一早看破世情。當然他亦令
家人朋友失望，因為世俗不會喜歡一個不事生產的
人。

想起H，我必然因他想到一部電影：《打雜詩人》
(Factotum)。以頹廢小說家布高斯基 (Charles Bu-

kowski) 的自身經歷為藍本，由麥迪倫 (Matt Dillon) 
來演一個終日爛醉如泥、不願意工作、對生活採取
放棄態度的爛佬。唯一沒間斷的是寫作，用憂鬱的
文字頌揚潦倒的生命。他說選擇頹廢，意味著失去
一切：女友、妻子、親人、工作甚至靈魂；可能三、
四天不吃飯，在公園露宿，熬一夜寒風；坐牢、被嘲
笑、孤獨；但他享受頹廢，認為是一種禮遇。一切生
活上的折磨、讓自己的生活成為別人的笑柄，都是
考驗選擇頹廢的決心。

男人是難以理解的動物，有時義無反顧，投入做認
為對的事，像《英雄本色》中Mark哥為摯友赴湯蹈
火；《盜火線》（Heat）中，羅拔迪尼路明知有機會
逃走也不惜身陷險境，手刃出賣朋友的叛徒。
 

男人難理解，意志消沉的男人更難理解。總覺得布
高斯基，或H，都是不負責任的。直至一天發現自己
意志消沉，或多或少有放棄的心態，在啟動了自我
毀滅裝置時，才慢慢明白，放棄也是一種選擇，只要
你明白那不是掩飾懶惰的藉口。

有位好朋友，見我這兩個月來無所事事，她便說，假
若我不振作，便不再和我見面。聽罷，我很傷心，我
知道她是出於一番好意，然而她不明白一個軟弱的
中年人的心境。身邊也有一些朋友鼓勵我，說我是
有才華的人，不應該放棄生活。近來，我漸漸覺得，
我的痛苦，來自自命有點才華，有理想有抱負，想有
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用另外的角度看H當年為自
己作的決定：他很勇敢及狠，而我仍拋不開凡塵俗
世，只好繼續蹉跎。

1 Factotum
2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1 2
更正啟事：
Vol.10/2010 Look 1 Look 《秋季藝術在韓國2010》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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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 n`y 
a rien a voir(with Moshekwa Langa)”)也是在『2010釜山雙
年展』中其中一件出色的藝術品。』此段話中的『2010釜山雙年
展』為『第八屆韓國光州雙年展』，特此更正。

在此鳴謝《秋季藝術在韓國2010》圖片的攝影師謝栢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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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視覺日
伊芙

每年十月第二個星期四是世界視覺日(World Sight 
Day)，由世界衛生組織主導，宣傳「視覺 2020：享
有看見的權利」活動，希望在2020年消滅可避免的
盲症。現時全球約有4500萬名失明人士，3.14億人
視力受障，平均每5秒便有1個人失明。視覺藝術及
視覺文化，對失明的人是怎麼一回事？失去了視覺，
又該從何說起？

上海新地標
文迪

歷時六個月的上海世界博覽會已經結束，相信大家
最關心的是各展館日後的發展。其中，作為「一軸四
館」永久性場館之一的世博文化中心將會成為上海
文化事業的新地標。日後除了提供餐飲、購物、電影

各文娛活動外，遊客也可前往這個新景點參觀。

藝術家吳孤鴻自殺，遺愛人間
文迪

吳孤鴻，五、六十年代著名的香港畫家。他的畫作別
樹一格，中西合璧，曾自創以西洋畫的透視手法畫
中國水墨畫，美輪美奐地描繪香港的窮街陋巷。在
2008年因惡疾纏身而自殺身亡，盡捐遺產一億元行
善。東華三院為了表揚他對香港藝術及慈善事業的
貢獻，特意為其鑄造半身銅像及舉辦個人畫展。現
時，香港藝術館有兩幅他珍藏的藝術畫，市民可前
往參看。

我城2010？
伊芙

西西《我城》在九十年代說香港的歷史，有城籍而
沒國籍。在2010年當下，香港的歷史又變成怎樣？
我城的故事又該怎樣延續下去？《重寫我城的歷史
故事》收集了十五位來自不同年齡、性別、學術背景
的學者對香港社會文化議題的分析，尋找重述香港
故事的可能。作為年輕人的你，如果重寫《我城》，
會是怎樣的故事？

「深水埗現象」
伊芙

深水埗，十八區中平均收入最低，長者比例非冠即
亞。在十八區之中，勇奪「最貧窮」、「最老」之名，
似乎集負面於一身，但其實是「最快樂」的一區。最
近，香港大學公衛生學院用了五年時間，調查了二
萬多個家庭，研究十八區特徵。歸納出「深水埗現
象」：雖然最窮，都可以最快樂。

你又住在哪一區呢？
最快樂三個區：離島、深水埗、灣仔  
最不快樂三個區：西貢、觀塘、中西區

最健康三個區：離島、元朗、大埔  
最不健康三個區：深水埗、觀塘、中西區
精神最健康三個區：九龍城、港島東、中西區 
精神最不健康三區：新界北、南區、黃大仙
鄰里關係最好三區：大埔、深水埗、荃灣  
鄰里關係最差三區：屯門、港島南、中西區
家庭關係最好三區：大埔、九龍城、中西區  
家庭關係最差三區：西貢、觀塘、離島。

《2010 Power 100》
文迪

國際知名藝術雜誌《Art Review》在十一月號選出
年度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位藝術界人物。高古軒畫廊
（Gagosian Gallery）的主持人Larry Gagosian名
列第一名，其後頭五名的入選者皆是歐洲藝術人士，
反映歐洲仍是當代藝術重心。但值得鼓舞的在香港
藝術展展覽總監Magnus Renfrew、亞洲藝術文獻
庫創辦人徐文玠小姐及策展人張頌仁先生均打入
百人之列，可見香港藝術人士及展覽已獲得國際認
同，為日後香港成為國際文化中心打了一支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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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德慶作品《打卡Time Clock Piece》 
《亞洲藝術文獻》行為藝術研討會及講座

文： 大三巴

謝德慶來港出席《亞洲藝術文獻》行為藝術研討會
及講座，主講廳座無虛席，須要在樓下另闢同步視
像傳聽。在過程中，大熒幕播放著謝德慶其中的作
品《打卡》（Time Clock Piece），是一部每小時打
卡一次的自拍錄像。全年約8760個影像，全被輯錄
成6分鐘的紀錄，打卡鐘的時針順時連續轉動。謝德
慶背後的放卡架，呈現卡的黑色時刻表，時刻數據
上上下下的流動，就像心跳圖。他的衣領隱現替換
的內襯衫，漸長的頭髮同步記錄著「時時刻刻」的自
身。在接近最後2分鐘的面容上看到他的疲憊和憔
悴。熒幕外的6分鐘，他靜靜看著電腦熒幕，一頭短
爽的白髮，一副近遠視的眼鏡，他的面容刻著雙重
的時間，他所說的art time和 life time的總和。

謝德慶說：「上一個作品和下一個作品之空隙是我
的life time，而四個作品之間的life time只幹洗盆碗
的工作，因為工作簡單，收入不多但穩定，下一個作
品的預算才能成事。」從為了跳船非法移民美國，
於是參與船員訓練、把工作室分租別人並設置第一
個作品的籠子、請人送一年的飯、及後來作品的記
錄安排，還有定居紐約靠收房租過日子，都顯示他
對現實處世的籌謀能力，同時，作品中又充滿自我
囚禁和自我放逐的張力，把自身處於純粹的存在狀
態，其art time和life time之間的兩端張力其實很互
動。

謝德慶說：「這兩三年較多人邀請他出席講座和展
覽，個人而言，不斷回看過去的作品，已經沒有太大

感覺。」他不是首次來港，幾年前就來過了，是來旅
遊的。至於他出生和成長的台灣，從來沒有舉辦過
講座。

謝德慶僅有的一部專著，《Out of Now: The Life-
works of Tehching Hsieh》，是與英國作家 Adrian 
Heathfield合著，耗時約四年，由麻省理工大學出版
社和英國Live Art Development Agency於2009年
聯合出版的。至於在中國內地的那本《做一年》，是
在採訪之後沒有與藝術家聯繫，在謝德慶不知情下
於2002年編輯出版。我想，還好有這本《做一年》，
在內地，盜版是另一個傳播的途徑，因為許多時候
很另類的藝術文化資訊未必有出版商肯冒險。《做
一年》是由內地正規出版社發行的，但所使用的圖
片並未取得藝術家的許可。「你幾個一年的作品，
當時（1978）有想過行為藝術這概念嗎？」我問。他
說：「沒有。」今天，中外行為藝術創作的圖譜裡再
遇謝德慶的數個「一年」，還是很驚訝，時間被超越
了。

關於《打卡》（Time Clock Piece）行為藝術作品 
（1980-1981）

《打卡》（Time Clock Piece）是謝德慶第二件行為
藝術作品。謝德慶把工作計時卡插入打卡鐘，打上
時間。每小時整點打卡一次，一天二十四小時，日復
一日，整整一年。為了展現時間的進程，謝德慶在創
作之前理了髮，然後讓頭髮自然生長。每次打卡，都 29

用16mm攝影機拍下一張靜態影像。
在影片中，他的一天成為一秒鐘，用六
分鐘展現了一年的影像紀錄。

1 謝德慶先生
2 一天24小時也要打卡，人的精神狀態會如何?
3 在室外放逐一年的時間中， 
有一天謝先生因非法居留被捕,謝氏極力拒絕入屋

1 32

特稿

中學生導賞團服務
《當下.活在-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2010》香港文化博物館
11月28日-2011年2月20日
《羅浮宮雕塑全接觸藝術教育展》香港藝術館
12月10日-2011年2月20日
 歡迎各中學組團(建議全級參加,分組講解須呈交評賞報告)

查詢：2625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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